
#1      候車點 上車時間 #1      候車點 落車時間
大圍 聚龍居 07:02 欣庭軒 15:36

大圍 嘉徑苑 07:05 第一城  28 座 15:41

大圍  名城  二期 07:10 富豪花園 15:46

名城  88K 巴士站 07:12 大圍 聚龍居 15:55

富豪花園 07:22 大圍 嘉徑苑 15:59

第一城  24座 07:27 大圍  名城  二期 16:04

名城  88K 巴士站 16:07

#2      候車點 上車時間 #2      候車點 落車時間
葵涌廣場 06:50 和宜合道   (泳池) 15:55

葵馥苑 06:55 和宜合道- 雍雅軒 16:00

葵蓉苑 07:00 縉庭山  國瑞路海霸村 16:05

縉庭山  國瑞路海霸村 07:10 葵蓉苑 16:15

和宜合道- 雍雅軒 07:15 葵馥苑 16:20

梨木道 07:18

和宜合道- 古坑村 07:20

#3          候車點 上車時間 #3          候車點 落車時間
銀禧花園  5座 07:20 銀禧花園  5座 15:50

銀禧花園  2座 07:23 銀禧花園  2座 15:53

沙田 御龍山 07:28 沙田 御龍山 16:00

#4         候車點 上車時間 #4       候車點 落車時間
晉明峰 會所 7:10 駿景園      10 座

火炭  樂楓徑 怡翠 7:11 駿景園  9，6 座

樂林路 / 樂信徑 (雅士閣) 07:15 駿景園        1 座 15:45

駿景園  10 座 07:18 樂林路 / 樂信徑 (雅士閣) 15:50

駿景園    9 座 07:19 晉明峰 會所 15:55

駿景園    1 座 07:20 火炭  樂楓徑 怡翠 16:00

2021 - 2022  校車路線              更新(29/6/2021)

 路線只作参考，以8月20日公佈為準

( 將會因應乘車學生人數而増減或重組路線) 

#1  號線     大圍、沙田  線

#2  號線     葵涌  線

#3  號線     火炭、銀禧  線

#4  號線     火炭、駿景園  線

15:40



#5          候車點 上車時間 #5           候車點 落車時間
海澄軒 07:05 富安花園 15:40

雅典居 07:13 嵐岸 15:45

海柏花園 07:15 天宇海 15:48

海典灣 07:20 海典灣 15:50

海澄軒 15:55

雅典居 16:00

海柏花園 16:03

#6          候車點 上車時間 #6          候車點 落車時間
峻瀅 06:35 維景灣畔   6 座 

嶺都 06:38 維景灣畔 17 座 

緻藍天 06:40 將軍澳 尤魚灣村     (返學 #9 號車) 16:10

清水灣半島 06:45 東港城                      (返學 #9 號車) 16:20

富康花園 06:50 嶺都 16:25

將軍澳中心 06:52 緻藍天 16:27

維景灣畔   6 座 清水灣半島     16:30

維景灣畔 17 座 富康花園 16:35

#7       候車點 上車時間 #7       候車點 落車時間
官塘紀律部隊宿舍 06:53 匯景花園 噴水池 15:45

匯景花園 噴水池 06:58 官塘紀律部隊宿舍 15:50

鯉魚門 廣場 07:00 鯉魚門 廣場 15:55

油美苑 07:02 油美苑 15:58

麗港城 18，21，22 座 07:13 麗港城 18，21，22 座 16:13

麗港城 7，8 座 07:15 麗港城  7，8 座 16:15

#8      候車點 上車時間 #8      候車點 落車時間
永定路 消防宿舍 06:45 永定路 消防宿舍 15:45

豐盛街部隊宿舍 / 曉輝 06:55 豐盛街部隊宿舍 / 曉輝 15:55

清水灣 騰龍台  07:00 清水灣 騰龍台  16:00

順利 部隊宿舍 07:15 順利 部隊宿舍 16:05

秀茂坪 部隊宿舍 07:20 秀茂坪 部隊宿舍 16:10

安基苑 商場 16:12

#5  號線     馬鞍山  線

#6  號線     將軍澳  A線

#7  號線     藍、油、麗  線 

07:05

16:00

#8  號線     牛池灣、清水灣、順利  線



  #9            候車點 上車時間   #9             候車點 落車時間
尤魚灣村                 (放學#6 號車) 06:33 鳳德街 消防局對面 15:50

東港城                     (放學#6 號車) 06:43 帝峰豪園 15:55

德福花園 迴旋處 07:10 德福花園 迴旋處 16:10

帝峰豪園 07:20

嗚鳳街 的士站 07:30

#10      候車點 上車時間 #10          候車點 落車時間
海棠路 06:52 廣播道  逸龍 15:57

又一居 32 座 06:55 廣播道  偉錦園 15:58

又一居 18 座 07:00 馬可尼道 16:00

畢架山一號   (義本道) 07:04 畢架山一號 16:10

安域道口 07:05 安域道口 16:11

廣播道  逸龍 07:10 海棠路 16:22

廣播道  偉錦園 07:11 又一居 32 座 16:24

馬可尼道 07:12 又一居 18 座 16:27

#11           候車點 上車時間 #11           候車點 落車時間
界限街      朗思 07:00 界限街       朗思 15:50

碧華花園 07:02 碧華花園 ( 界限街 ) 15:52

亞皆老街  君柏 07:05 亞皆老街   君柏 15:55

何文田街  中銀 07:10 文福道       德威大厦 16:00

何文田街  嘉田大厦 07:11 何文田街   中銀 16:05

何文田山  賀龍居 07:14 何文田街   嘉田大厦 16:06

衛理道      君頤峰 07:17 何文田山   賀龍居 16:09

衛理道       君頤峰 16:12

#12           候車點 上車時間 #12          候車點 落車時間
農圃道        帝庭豪園 06:45 沙田坳  現崇山

旭日豪園    (浙江街) 06:55 沙田坳  部隊宿舍

傲雲峰 07:00 譽港灣商場 16:00

譽港灣商場 07:06 新浦崗商場 (崇齡街) 16:03

新浦崗商場 (崇齡街) 07:08 農圃道      帝庭豪園 16:10

旭日豪園     (浙江街) 16:15

傲雲峰 16:20

#10  號線     又一村、九龍塘  線

#12  號線     土瓜灣、新蒲崗  線

#11  號線     界限街, 何文田   線 

15:50

#9  號線     將軍澳B、德福  線



#13      候車點 上車時間 #13      候車點 落車時間
黃埔  泳池側 06:45 佛光街房署 / 何文田廣場 15:50

聚寶坊 06:47 俊民苑  土木工程 15:52

宣道小學幼兒院 06:50 紅磡  昇衘門  16:05

黃埔  星巴克 06:52 黃埔  泳池側 16:10

紅磡  海韻軒 06:55 聚寶坊的士站 16:12

俊民苑  百佳 07:05 宣道小學幼兒院 16:15

佛光街房署 / 何文田廣場 07:10 黃埔  星巴克 16:17

紅磡  海韻軒 16:20

#14      候車點 上車時間 #14      候車點 落車時間
佐敦       凱旋門 06:50 凱旋門 16:00

柏景灣   帝柏灣 07:00 君臨天下 16:01

帝峯皇殿 07:02 柏景灣   帝柏灣 16:08

一號銀海 07:06 富榮花園 16:12

瓏璽 07:07 帝峯皇殿 16:13

浪澄灣 07:08 一號銀海 16:18

凱帆軒 07:10 浪澄灣 16:20

維港灣 07:12 維港灣 16:24

港灣豪庭 07:20 君滙港 16:29

君滙港 07:26 港灣豪庭 16:35

#15            候車點 上車時間 #15             候車點 落車時間
美孚 大家樂 06:45 美孚 影都 15:45

大同地産 06:48 大同地産 15:48

蘭秀道 06:50 蘭秀道 15:50

樂園大廈 樂園大廈

荔灣花園 荔灣花園

浩景台 07:00 浩景台 16:05

荔景 部隊宿舍 07:05

#15A             候車點 上車時間 #15A             候車點 落車時間
長沙灣政府合署 06:50 碧海藍天 15:45

興華街 長天 06:55 昇悅居 15:48

星滙居 07:00 星滙居 15:50

碧海藍天 07:05 元洲街  恆生 16:00

昇悅居 07:08 長沙灣道 / 九江街口 16:05

#14  號線     大角咀  A線

#15A  號線     長沙灣、四小龍  線

06:55 15:55

#15  號線     美孚、麗景  線

#13  號線     紅磡、黃埔  線



#16         候車點 上車時間 #16         候車點 落車時間
悅來酒店 06:40 沙田廣場 15:35

樂悠居    金泰線       06:43 悅來酒店 15:48

環宇海灣 06:45 荃灣港鐵站          (返學#19 號車) 15:56

海灣花園 06:48 大河道    巴士站 16:58

海濱 7.11 荃灣西鐵旅巴站 16:05

海濱花園 5座 樂悠居    金泰線  16:15

荃灣西鐵小巴站 07:00 環宇海灣 16:18

沙田廣場 07:12 海灣花園 16:22

海濱 5 座 16:25

荃新天地二期 16:28

#17        候車點 上車時間 #17        候車點 落車時間
青衣  藍澄灣 06:44 灝景灣 15:50

美景花園 06:47 青衣  機鐵 15:55

青衣  曉峰園 06:56 青怡花園 16:00

青泰苑  呂明才 07:04 翠怡  太興門口 16:08

灝景灣 07:09 青衣  藍澄灣 16:13

青衣  機鐵 07:15 美景花園 16:16

翠怡  太興門口 07:21 青衣  曉峰園 16:25

青怡花園 07:25

 #18          候車點 上車時間  #18          候車點 落車時間
西沙路  凱琴居 07:00 帝堡城 黃泥頭               15:30

西沙路  凱弦居 07:05 頌安邨 16:35

銀湖天峰 07:08 馬鞍山 上富寶 15:40

馬鞍山 上富寶 07:12 銀湖天峰 15:45

頌安邨 07:18 西沙路  凱弦居 15:50

帝堡城                  西沙路  凱琴居 15:55

黃泥頭                 西沙路  西徑村口 16:05
07:30

06:50

#17  號線     青衣  線         

#18  號線     西沙、馬鞍山  A線

#16  號線     荃灣、海濱  線



#19           候車點 上車時間 #19           候車點 落車時間
麗城  三 期 06:50 愉景新城  16:00

翠濤閣 06:53 荃景花園 一 期 16:02

麗城  官立  一 期 06:55 千里台 16:05

翠豐台   3 座 06:58 麗城  三期 16:15

翠豐台   1 座 07:00 麗城  官立  一 期 16:20

荃景花園 一 期 07:02 翠豐台 16:25

千里台 07:05

荃景花園 二 期 07:08

愉景新城  07:10

荃灣地鐵               (放學 #16  號車) 07:13

綠揚                       (放學 #16  號車) 07:15

#20         候車點 上車時間 #20          候車點 落車時間
龍門居 06:35 碧堤半島

滿名山 06:45 麗都花園

青發街  浪濤灣 06:50 浪翠 園 1 期 16:05

青山別墅 豪景花園 16:15

小欖 巴士站 小欖     帝濤灣 16:20

豪景花園 07:00 青山別墅 16:25

浪翠園 1 期 07:05 青發街 浪濤灣 16:30

麗都花園 07:08 滿名山 16:35

碧堤半島  龍門居 16:45

海韻花園

縉皇居　 07:20

#21        候車點 上車時間 #21        候車點 落車時間
加洲  海棠徑  爵仕居 06:15 逸瓏灣  小巴站 15:55

天巒二期 06:30 天赋海灣 15:55

上水  中心 06:40 粉嶺  名都 16:10

上水泳池  巴士站 06:43 上水  中心 16:15

上水  皇府山 (閘口) 06:48 上水  皇府山 (閘口) 16:25

祥華邨  巴士站 06:55 加洲  海棠徑  爵仕居 16:45

天赋海灣  三期  巴士站 

逸瓏灣

海日居 07:15

#19  號線     麗城、愉景  線

#20  號線     屯門、深井  線

16:00

#21  號線     上水  A 線

06:53

07:15

07:10



#22        候車點 上車時間 #22        候車點 落車時間
御皇庭 06:25 帝欣苑 1，2 期 15:50

御景峷 06:26 林村  塘上村 15:55

上水  警察宿舍 06:28 林村  均益 16:00

牽晴間 6:32 林村  梓朗 16:08

和興村 06:36 康樂園 16:20

元嶺   南華浦 06:39 和興村 16:30

康樂園 06:45 牽晴間 16:35

帝欣苑 1 期 06:48 翡翠  花園 16:40

林村  梓朗 06:55 御皇庭 16:45

翡翠  花園                (放學#23車) 07:12 上水  警察宿舍 16:50

中大  13苑 07:18

#23        候車點 上車時間 #23        候車點 落車時間
大埔 嵐山 06:30 翡翠 花園               (返學#22車) 15:45

寶雅苑 06:36 碗堯 15:47

太湖花園 1 期 06:39 新峰 1 期 15:48

太湖花園 2 期 06:40 新峰 2 期 15:49

富亨橋底 06:42 運頭塘 避車處 15:50

樂賢居路口 06:44 新達     避車處 15:51

碗堯 06:50 悠然山莊 15:53

新峰 1 期 06:55 百佳橋底 16:00

新峰 2 期 06:56 寶雅苑 16:10

運頭塘  避車處 06:57 太湖花園 1 期 16:12

新達      避車處 06:58 新圍仔  巴士站 16:16

樂賢居 16:18

大埔 嵐山 16:20

比華利山 16:30

#36        候車點 上車時間 #36        候車點 落車時間
鰲磡村  民德路 06:00 元朗     Yoho Town 16:10

洪水橋  (青雅居) 06:09 悠北街 順豐大厦 16:13

屏山 金沙花園 06:15 朗晴居  譽88 16:15

屏山花園      06:19 蝶翠峰 16:18

屏山輕鐵 06:21 元朗  御景園 16:22

朗庭園 06:23 元朗  朗庭園 16:28

御景園 06:28 屏山花園      16:32

譽 88 06:30 屏山  金沙花園 16:35

蝶翠峰 06:32 洪水橋  (青雅居) 16:40

鳳庭苑 06:35 福亨村 油站 16:45

悠北街  順豐大厦 06:37 屯門  叠茵庭 16:55

元朗   Yoho Town 06:39

屯門   叠茵庭 06:50

#23  號線     大埔  線

#22  號線     上水、粉嶺、上路  線   

#36  號線     元朗  線



以上路線  只供參考

         校車路線, 將會因應乘車學生多小而増減或重組, 以  20/8/2021 公報為準。   

        生記旅遊巴士有限公司
6/28/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