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通告第 421a/2018號 

分發名單 : 一至五年級學生及家長                                                  

 

有關【乘搭校車通告】事宜 

        本校需要提前準確知道乘搭校車的學生人數及居住地區，使校車公司可在

暑假期間編配下學年的校車隊，使服務更為完善。 

 

     經本校校車管理委員會一致通過下年度 (2019-2020年度) 本校委託「彩

輝旅運有限公司」為本校提供校車服務。各校車路線、候車站及收費亦經校車

管理委員會一致通過，詳情及須知見附頁。 

 

      請 貴家長留意，乘搭校車與否，均須填妥下列回條，於六月二十四日(星

期一)前，請交班主任辦理，而車費請交到校車負負人辦理。由於本校學生分佈

的區域愈來愈廣，為避免學生乘車車程過長，有部分現行的校車站將稍作更改，

令車程更暢順、快捷。 

 

      倘閣下如未能依時辦理下年度校車登記，校車公司恕無法安排 貴子弟於

九月份乘搭校車；校車公司亦會視乎實際乘搭校車的學生情況，修改部份行車

路線，以切合學生的需要。 

 

      盼為 貴子弟樹立準時榜樣，請提早 3分鐘到達車站等候校車。校車因道

路與環境限制不能停留，恕難個別聯絡遲到學生家長，如有誤時錯失乘坐校車

者，家長須自行安排。 

 

      暑期前需繳付新學年 9月份校車費，如在限期前未有支付，將列入後補名

單或當作放棄乘搭校車。校車路線一經編定，若有剩餘座位才可給予乘搭，若

滿額則列入等候名單。 

 

本校學生人數增加，返學時段有大量車輛進出校園，為免造成阻塞，部

份校車站候車時間將會提早以作分流，由於學生人數眾多，恕難個別通知，家

長請於 25/8後到 www.hkschoolbus.com (登入名稱 : 888) 或學校網頁查閱新

學年校車站時間。 

 

 

 

 

                                           校長 : ____________________ 

                                                  (陳寶玲) 

 

二零一九年六月十九日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通告第 421a/2018 

有關【乘搭校車通告】事宜 

《 回 條 》 
【乘搭校車與否，均需填妥下列資料交本校辦理。】 

1 敝子弟於來年九月不乘搭校車，將會 : 

囗 a)學生自行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回校 / 步行回校 

囗 b)乘搭私家車回校 ( 九月初將收到來年私家車家長接送證 ) 

     車牌號碼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囗 c)家長接送 

2 敝子弟於來年九月起乘搭由校方提供的校車。 

                (不選擇校車服務的，不用填寫下列資料) 

   上學候車站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車站參考附件一) 

   平日放學下車站 : _____________________ (必須填寫) 

   放早放學下車站 : _____________________ (必須填寫) 

   其他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課外活動放學下車站 : 車號:__________ 車站:__________________ 

                        (必須填寫，參考附件二) 

   聯絡電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共有_____ 名子女乘搭校車。他們是 _____ 班 _________________ 

     (包括來年小一/插班生的學生)      _____ 班 _________________ 

                                      _____ 班 _________________ 

乘校車放學接回學生安排 (必須選擇) 

囗  必須由家長/監護人接回 (適用於 1-6年級) 

囗  學生下車後可自行回家 (適用於 3-6年級) 

*凡須家長/監護人接回的學生，下車時未見家長或監護人，將隨校車回校； 

家長/監護人須自行到學挍接回 貴子弟。 

                                    

   (      ) 班學生 : __________________(   ) 

                                               家長簽署 : 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 2019年____月____日 

請在適當的 囗 加上「✓」號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附件一 

2019-2020 年度 校車收費表 

校車事項查詢請於工作天 8:00-18:00WhatsApp 或致電:6588-8103 眉姨或 9052-8989 輝 

 

                                         9 月至 6 月(每月)-7 月免收 

      候車站                     候車站             雙程車費      單程車費 

富善 (安埔里) 茘枝坑 (巴士站) 

$620 $400 

新興花園 (閘口) 運頭塘 (惠康/社區-放學) 

怡雅苑 (巴士站) 新達 (火車站) 

富亨邨 (聖心/頌美) 寶湖 (巴士站) 

大元邨 (泰怡/泰樂樓) 黃宜坳 (涼亭/巴士站) 

大埔中心 (山崎) 廣福 (廣仁樓) 

太和邨 (麥當勞) 海寶花園 (71K巴士站) 

太和邨 (百佳) 大埔墟 (鄉事會街) 

太湖 (一/二期/山莊) 瑞安街口 

大埔頭 (青年中心) 錦山路 

新圍仔  大埔墟-恒生 

翠樂街公園 荔枝山 (華記) 

榮暉 (電話亭) 美援 (巴士站) 

 

新峰花園 (一至四期) 碗窰 / 大埔尾 $700 $460 

 

悠然山莊 大埔花園 

$840 $550 寶馬山 帝欣苑 

新翠山莊 滌濤山 (村車站) 

 

圍頭 林村-各巴士站 
$870 $570 

天賦海灣 逸瓏灣 

 

汀角路沿線各巴士站 (下坑至龍尾) 

$1,000 $650 

駿景園-平台(返學) / 811小巴站(放學) 

御龍山 /翡翠花園 泰亨村 / 南華莆 

和興村巴士站 中心圍巴士站 

九龍坑巴士站 元嶺村(村口小巴站)(返學) 

 

鳳園 (入村) 榮輝中心 

$1,100 $720 

洞梓山路  安居街公廁 

洞梓 (入村) 昌盛 / 花都 

倚龍 / 嘉豐 牽晴 / 嘉福 

粉嶺中心 碧湖(返學) 

粉嶺名都 清河邨 

海聯廣場 唐坑-巴士站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2019-2020 年度 校車收費表 

                                      

                                        9 月至 6 月(每月)-7 月免收 

      候車站                     候車站             雙程車費      單程車費 

晉名峰 上水中心 

$1,200 $780 保榮路 皇府山 

彩園邨  

 

欣安邨 / 頌安 聽濤 / 佳寶 
$1,350 $880 

大水坑村  

 

馬鞍山公園 愉翠苑 

$1,480 $960 海典居 康樂園 

富寶 / 迎海 水泉澳 (廣場) 

 

*註 : 洞梓童軍站返放學改為洞梓涼亭上落 

*註 : 龍尾巴士站取消，合併在龍尾村巴士站或村公所路囗上落 

*註 : 課後活動 5:30 B4校車，不入「露輝路-嘉豐/倚龍」車站。 

*註 : 非上課日活動和 1:30班次校車 : 運頭塘車站取消，太和百佳改為太和麥當勞。 

 

暫停或終止學生乘搭校車 

    a) 學生在乘搭校車過程中，如行為秩序不佳，嚴重影響其他共乘學生或工作人員，多次提醒不改。 

    b) 兩個月或以上欠交車費。 

       以上情況，經確實和校方認同，將會暫停或終止該學生乘搭校車。 

    新學年返學候車時間請於 25/8 後到 www.hkschoolbus.com 登入名稱 : 888 或學校網頁查閱。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附件二 

課後活動校車站 (星期一至五上課日) 

 

         A1車  分別於4:30及5:30開車            A2車  分別於4:30及5:30開車 

翡翠花園(巴士站) 黃宜坳(巴士站) 

運頭塘(社區中心) 廣福(K18出口) 

新達(屋苑穿梭巴上落站) 太和(麥當奴) 

大埔墟(新街市-71K巴士站) 太湖一期(大埔頭路牌坊外) 

大埔中心(山崎) 海寶 (71K巴士站) 

富善(怡雅苑巴士站) 富亨(頌美) (此站只限於5:30開車) 

 

 

         B1車  只限於5:30開車                   B2車  只限於5:30開車 

大埔尾(樟大路) 林村(坑下甫/訐願樹村公所) 

天賦海灣(三期小巴站) 花都(雷嗚路-廣塲門口) 

逸瓏灣(迴旋處噴水池) 碧湖(商場迴旋處) 

大學內車站 嘉福(置福圍避車處) 

駿景園(樂信徑-811小巴站) 清河邨(曾梅千禧巴士站) 

御龍山 上水火車站(彩蒲苑巴士站) 

 

 

          B3車  只限於5:30開車                   B4車  只限於5:30開車 

圍頭(巴士站) 鳳園(小巴站) 

泰亨(橋底巴士站) 洞梓(入村) 

南華甫(橋底巴士站) 汀角路沿線各巴士站 

九龍坑 (巴士站)  

昌盛(華明路502小巴站)  

粉嶺中心(新運路的士站)  

榮輝中心(和泰街橋底)  

安居街公廁  

 

註 : 此行車路線只適合於上課日留校延遲離開時使用，如非留在校舍範圍內服務、補做家課或參與課外活動

之學生，仍按照正常返學及放學原有各站接送。如非校巴乘客，請填家長接送或自行離校。 

 

 

 

 

 

 

 

 

 

 

 

 



 

乘搭校車注意事項 

每期車費為三個月一次收取，中途停搭已繳車費者，三天前通知，可按比例退還往後剩餘日期車資。 

家長如覺得三個月車費一次繳付數額大，可自行每月 1-5號分月交給跟車保母，並需寫上學生姓

名、 

班別、校車站等資料，校車公司翌日發給收據確認。 

校車公司祇會根據已定下月份派發車費袋收取校車費。 

兄弟姊妹二人同時乘搭本校校車，有九折優惠、三人八五折。 

兄弟姊妹二人不同學校乘搭本公司校車一律九五折優惠。 

返放學不同車站以最高車站收費收取，單程以雙程車費 65%收取。 

校車公司是以整年計算來釐訂每月的車費，為的是行政上的方便。因此，不論上課日數多少，

每個月要付的車費都是一樣。全年 10個月的車費分四期繳交。9月 / 10-12月 / 1-3月 / 4-6月 (7

月免費)，除 9月份在暑期前預繳外，其他期數車費會在 11月、2月、5月中開始收取，每期應繳

車費在車費袋上列明，由家長直接交給校車公司。 

每一學生祇可選擇「一個上車點」及「一個平日落車點」和「一個放早落車點」。 

其後上落點請家長自行處理，校車公司不確保有剩餘座位給額外學生乘搭。 

轉站需長期性和穩定性方會接受，如搬屋、補習等，最少要連續一星期或以上轉往同一地點，

單日轉站(不同車號)恕不受理。 

轉站需以書面或WhatsApp眉姨 6588 8103 陳述理據，並於三個工作天前申請， 

經雙方確認後作實，同時需寫手冊通知校方安排學生放學排正確車號，校車公司會 

保留學生轉站紀錄，經常轉站(不同車號)而沒有合理理據，將不接受。 

開學初期為保障學生乘車安全，避免出現如過往因轉變放學車站而產生混亂及遺漏接 

載學生的失誤，一、二年班級別學生於1/10後方可更改「放學車站」。 

有個別學生放學指定逢星期一搭 6號車、星期三搭 8號車、星期五搭 2號車等情况， 

容易造成學生排錯隊搭錯車，原則上學生祇可選擇一個落車點，放學不依固定車號， 

家長需自行承擔所帶來的風險 

保母替缺席學生取功課，是義務工作，不是其職責範圍，家長必須清楚這個觀念。 

新學年開始，學生請假2天或以上，保母才幫助取功課，如需取功課，必須中午2:30前直接通知

有關保母，聯絡不上才通知校車公司，課外活動班次校車不會處理取功課事宜。 

乘搭校車學生家長，當校車到站時，請家長走近車門接回子女，勿讓學生離開保母的視線範圍

去尋找家長，以策安全。 

茲因學生人數增長，校車需要集中資源應對，若學期尾某個地區少於五人，或每個上落點少於

三人乘搭，該站於下一個新學年有機會取消(會於6月底前通知有關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