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2020年 6、7月適用

註 : 放學時間更改為 12:00 學校開出 : 12:04

返學 放學 放早

開車時間 車號 12:00
7:36 悠然山莊 (閘口) 12:11 逸瓏灣 (迴旋處噴水池)

7:39 寶馬山 (二橋底) 12:13 大埔尾 (樟大路-垃圾站)

7:52 碗窰 (新屋家/維寶/村口亭)

司機 : 細彭  (RY3376) 放學司機 : 劉  (TT4480)
保母 : 馮太 9326 2913 放學保母 : 林太 9505 0993

學校開出 : 12:04

7:44 南華莆 (入村) 12:09 黃宜坳 (涼亭)

7:49 圍頭 (村口牌坊) 12:13 滌濤山 (安基司 / 村車站)

8:08 黃宜坳 (涼亭)

8:10 美援-巴士站

司機 : 富貴  (VP4243) 放學司機 : 李太  (UZ3120)
保母 : 梁太 9758 7003 放學保母 : 珍姐 9865 0585

學校開出 : 12:07

司機 : 海  (TM9910) 放學司機 : 明少少  (TB8442)
保母 : 姜太 9720 9740 放學保母 : 阿麗 6114-4072

學校開出 : 12:07

7:47 瑞安街口 運頭塘邨-豐運路巴士總站

7:48 錦山路-村公所 / 日榮 (惠康超市正門)

7:53 大埔墟-恒生 12:16 運頭塘-社區中心

8:00 運頭塘邨 (商場巴士站) 12:24 瑞安街口

12:25 錦山路-村公所 / 日榮

12:32 大埔墟-恒生

司機 : 標叔  (TY529) 放學司機 : 東 (RX6665)
保母 : 好姐 9516 1130 放學保母 : 眉 6588 8103

學校開出 : 12:08

7:50 太和邨 (百佳) 12:19 寶湖 (75X巴士站)

7:56 寶湖 (75X巴士站) 12:23 廣福 (廣仁樓)

8:05 廣福 (廣仁樓)

司機 : 張叔  (NK1650) 放學司機 : 海  (TM9910)
保母 : 芳芳 6599 7316 放學保母 : 姜太 9720 9740

返學車站 放學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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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

7:55 新達 (火車站) 3 12:15 新達 (火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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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開出 : 12:08

7:40 林村-社山路口 12:18 帝欣苑 -方向林村

7:41 林村-新村 (方向元朗) 12:19 大埔花園 -方向林村

7:42 林村-坪朗 (方向元朗) 12:24 林村-鍾屋 (方向元朗)

7:43 林村-大菴路 (方向元朗) 12:25 林村-社山路口

7:44 林村-寨乪 (方向元朗) 12:26 林村-新村 (方向元朗)

7:50 林村-麻布尾 (方向大埔) 12:27 林村-新塘 (方向元朗)

7:51 林村-新塘 (方向大埔) 12:28 林村-坪朗 (方向元朗)

7:53 林村-鍾屋 (方向大埔) 12:29 林村-大菴路 (方向元朗)

7:54 林村-放馬莆 (方向大埔) 12:30 林村-寨乪 (方向元朗)

7:55 林村-坑下莆 (方向大埔) 12:36 林村-麻布尾 (方向大埔)

7:55 林村-較寮下 (方向大埔) 12:38 林村-鍾屋 (方向大埔)

7:59 大埔花園 (閘口)-方向太和 12:39 林村-放馬莆 (方向大埔)

8:00 帝欣苑 (小巴站)-方向太和 12:40 林村-坑下甫(方向大埔)

12:40 林村-較寮下 (方向大埔)

司機 : 蕭生  (RN3675) 放學司機 : 蕭生  (RN3675)
保母 : 余太 9374-4102 放學保母 : 余太 9374-4102

學校開出 : 12:11

7:45 中心圍巴士站 12:23 翠樂街公園

7:50 元嶺村口 (小巴站) 12:25 榮暉 (美新里-電話亭)

7:58-8:00 康樂園 12:27 海寶 (71K巴士站)

司機 : 琪  (SP5147) 放學司機 : 標叔  (TY529)
保母 : 于太 9700-9229 放學保母 : 巫太 9638 4832

學校開出 : 12:11

7:47 太和邨 (麥當勞) 12:24 太和邨 (麥當勞)

7:55 海寶 (71K巴士站)

8:01 大元邨 (泰樂樓)

司機 : 文仔  (TJ4270) 放學司機 : 李叔  (TP7748)
保母 : 雲姨 9659 5398 放學保母 : 雲姨 9659 5398

學校開出 : 12:06

7:30 水泉澳 (廣場對出) 12:10 黃宜坳-巴士站

7:36 愉翠苑 (牛皮沙街巴士站) 12:18 泰亨-中心圍巴士站

7:50 火炭車站出口 12:21 泰亨村 (鄉公所)

7:55 晉名峰 (會所) 12:24 南華莆 (入村)

8:00 駿景園 (10 / 9座) 12:33 康樂園

司機 : 榮嫂  (UZ3575) 放學司機 : 榮嫂  (UZ3575)
保母 : 張太 6097 2141 放學保母 : 張太 6097 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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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開出 : 12:06

清河村 (清曉路) 12:19 御皇庭對面清河邨巴士站

 (曾梅千禧對出巴士站) 12:20 清河村 (清曉路曾梅千禧)

7:35 彩園村 (彩蒲苑巴士站尾) 12:24 彩園村 (彩蒲苑巴士站尾)

7:40 上水中心 (雙魚亭) 12:29 上水中心 (雙魚亭)

7:48 皇府山 (惠州小學路口) 12:36 皇府山 (惠州小學路口)

司機 : 李太  (UZ3120) 放學司機 : 榮哥  (SU8185)
保母 : 阿麗 6114-4072 放學保母 : 于太 9700-9229

學校開出 : 12:11

7:40 荔枝山 (華記) 12:14 茘枝坑 (巴士站)

7:44   新峰花園 (一至四期) 12:19 荔枝山 (華記)

8:10 逸瓏灣 (迴旋處噴水池) 12:23   新峰花園 (一至四期)

8:15 大埔尾 (樟大路-垃圾站)

8:19 新翠山莊

司機 : 劉  (TT4480) 放學司機 : 細彭  (RY3376)
保母 : 巫太 9638 4832 放學保母 : 娟 9470 8719

學校開出 : 12:11

7:18 欣安邨-恒智街(7-11) 12:13 大埔尾 (大埔公路)

7:20 大水坑村-咪錶停車場 12:18 駿景園 811小巴站

7:24 頌安邨 (西沙路巴士站) 12:21 晉名峰 (會所)

7:28 馬鞍山公園 (橋底) 12:26 御龍山 (外國超市車出口)

7:29 海典居 (停車場出入口前) 12:38 欣安邨-恒智街(7-11)

7:34 馬鞍山-富寶 11座 12:42 大水坑村-咪錶停車場

7:42 星漣海 12:46 頌安邨 (西沙路巴士站)

7:58 大元邨 (泰怡樓) 12:50 馬鞍山公園 (橋底)

12:51 海典居 (停車場出入口前)

12:56 星漣海

司機 : 榮哥  (SU8185) 放學司機 : 富貴  (VP4243)
保母 : 珍姐 9865 0585 放學保母 : 芳芳 6599 7316

學校開出 : 12:15

7:40 富亨邨 (聖母聖心) 12:26 太湖一期-屋苑內凉亭

7:43 富亨邨 (頌美) 12:27 太湖二期-閘口

7:47 新圍仔 12:28 大埔頭-青年中心

7:57 太湖一期-屋苑內凉亭 12:29 太湖山莊 (小巴站)

7:59 太湖二期-閘口

8:00 大埔頭-青年中心

8:01 太湖山莊 (小巴站)

8:17 到校
司機 : 李叔  (TP7748) 放學司機 : 華叔  (MY3756)
保母 : 蕭太 9601 0516 放學保母 : 群姨 5228 4730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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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開出 : 12:15

7:42 富善 (安埔里-苳茹亭) 12:29 大埔中心 (山崎)

7:43 新興花園 (近迴旋處閘口) 12:35 富亨邨 (聖母聖心)

7:46 怡雅苑 (271巴士站) 12:38 富亨邨 (頌美)

7:52 大埔中心 (山崎) 12:43 怡雅苑 (271巴士站)

司機 : 怡  (TF4395) 放學司機 : 張叔  (NK1650)
保母 : 陳太 9584 2305 放學保母 : 陳太 9584 2305

學校開出 : 12:15

7:16 鳳園 (小巴站) 12:20 天賦海灣 (二期小巴站)

7:21 倚龍 / 嘉豐 / 聚豪天下 12:26 汀角路-魚角

7:32 大尾督-洞梓涼亭 12:31 鳳園 (小巴站)

7:35 洞梓山路 12:34 大貴街-巴士站

7:37 洞梓-圍下 / 䃟頭角村 12:37 倚龍 / 嘉豐

7:40 䃟頭角 (巴士站) 12:43 三門仔路 (巴士站)-向大美督

7:41 布心排 (巴士站) 12:44 船灣 (巴士站)

7:42 映月灣 (巴士站) 12:48 大尾督-洞梓涼亭

7:43 汀角村 (巴士站) 12:51 洞梓山路

7:44 山寮路 (巴士站) 12:53 洞梓-圍下 / 䃟頭角村

7:45 蘆慈田 (巴士站) 12:55 䃟頭角 (巴士站)

7:46 龍尾村 (巴士站) 12:56 布心排 (巴士站)

7:47 大尾督村公所路口 12:57 映月灣 (巴士站)

7:48 大美督 (巴士總站-的士站) 12:58 汀角村 (巴士站)

7:49 船灣 (巴士站) 12:59 山寮路 (巴士站)

7:53 三門仔路 (巴士站)-大埔方向 13:00 蘆慈田 (巴士站)

7:57 大埔工業村 (巴士站) 13:01 龍尾村 (巴士站)

8:00 汀角路-魚角對面巴士站 13:02 村公所路口

8:08 天賦海灣 (三期小巴站) 13:03 大美督 (巴士總站-的士站)

司機 : 大偈  (ST3755) 放學司機 : 大偈  (ST3755)
保母 : 王太 9531 7016 放學保母 : 王太 9531 7016

學校開出 : 12:15

7:45 鄉事會街 (新街市) 12:27 鄉事會街 (新街市)

7:52 翠樂街公園 12:34 大元邨 (泰怡樓)

7:54 榮暉 (美新里-電話亭) 12:36 大元邨 (泰樂樓)

司機 : 明少少  (TB8442) 放學司機 : 怡  (TF4395)
保母 : 林太 9505 0993 放學保母 : 蕭太 9601 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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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開出 : 12:18

7:28 御皇庭對面清河邨巴士站 12:30 南華莆 (巴士站)

7:32 保榮路 (一/二閘口) 12:33 和興村-巴士站(方向粉嶺)

7:40 嘉福 (入閘前避車處) 12:36 昌盛苑 (502小巴站)

7:46 昌盛苑 (入閘迴旋處) 12:39 花都 (雷鳴路-廣場門口)

7:49 花都 (雷鳴路-廣場門口) 12:43 牽晴 (多元教育中心)

7:54 牽晴 (多元教育中心) 12:49 嘉福 (入閘前避車處)

12:55 保榮路 (一/二閘口)

司機 : 華叔  (MY3756) 放學司機 : 健  (SP995)
保母 : 群姨 5228 4730 放學保母 : 梁太 9758 7003

學校開出 : 12:18

7:40 和興村-巴士站(方向大埔) 12:19 圍頭 (巴士站)

7:44 粉嶺中心 (的士站) 12:29 粉嶺中心 (的士站)

7:45 粉嶺-名都 (新運路 277X巴士站) 12:31 粉嶺-名都 (新運路 277X巴士站)

7:50 榮輝中心 (和泰街橋底) 12:35 海聯廣場 (和睦路-公園)

7:54 安居街公廁 12:37 榮輝中心 (和泰街橋底)

7:59 粉嶺-唐坑 (巴士站) 12:42 安居街公廁

12:47 粉嶺-唐坑 (巴士站)

司機 : 寶  (UD3054) 放學司機 : 寶  (UD3054)
保母 : 芳 9850 9352 放學保母 : 好姐 9516 1130

學校開出 : 12:18

7:37 碧湖 (迴旋處) 12:30 太和邨 (百佳)

7:48 泰亨村 (鄉公所) 12:34 新圍仔

8:06 茘枝坑 (巴士站) 12:40 富善 (安埔里-苳茹亭)

8:15 滌濤山 (安基司 / 村車站) 12:42 新興花園 (近迴旋處閘口)

司機 : 潘叔  (TH3901) 放學司機 : 文仔  (TJ4270)
保母 : 娟 9470 8719 放學保母 : 芳 9850 9352

學校開出 : 12:20

12:24 新翠山莊

12:40 水泉澳 (廣場)

12:46 愉翠苑 (牛皮沙街巴士站)

放學司機 : 李太  (UZ3120)
放學保母 : 珍姐 9865 0585

學校開出 : 12:20

碗窰 (新屋家/

新麗/維寶/村口亭)

12:35 悠然山莊 (閘口)

12:36 寶馬山 (二橋底)

放學司機 : 劉  (TT4480)
放學保母 : 林太 9505 0993

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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