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40 放3車

6:55 15:25

7:00 15:31

7:04 15:38

7:10 15:43

7:13 15:45

7:18 15:50

7:23 15:58

6:45 15:42

6:47 15:44

6:50 15:38

6:51 15:37

6:54 15:33

6:55 15:34

6:56 15:35

6:58 15:32

6:59 15:31

7:10 15:17

7:15 15:12

7:20 15:22

7:23 15:25

6:50 15:45

6:57 15:40

7:05 15:35

7:07 15:30

- 15:28

7:15 15:26

7:20 15:12

7:21 15:16

7:25 15:17

返1車 15:15

6:48
只限

返學

6:55 15:22

6:57 15:24

6:59 15:26

7:02 15:28

7:04 15:30

7:08 15:36

7:18 15:46

7:23 15:54

翔龍灣廣場OK便利店 翔龍灣廣場OK便利店

欣榮花園商場巴士站 欣榮花園商場巴士站

大環山泳池

德豐街九號水產 德豐街九號水產

黃埔花園4期 (德豐街7-11) 黃埔花園4期 (德豐街7-11)

仁勇街理大宿舍

(海韻軒/海濱南岸/半島豪庭)

仁勇街理大宿舍

(海韻軒/海濱南岸/半島豪庭)

KTS

#3

黃埔

土瓜灣

香港政府華員會 (衛理道) 愛民邨昭民樓8M小巴站

何文田廣場巴士站 (房屋署辦事處) 何文田廣場巴士站 (房屋署辦事處) (只限放學)

海逸豪園9座 海逸豪園9座

海逸豪園20座 海逸豪園20座

大環山泳池

廣播道逸瓏 廣播道逸瓏

廣播道星輝豪庭 廣播道星輝豪庭

廣播道變電站 廣播道變電站

威豪花園 (平定道入口)

星河明居 (鑽石山浸信會) 星河明居 (上元街巴士站)

鳳德商場巴士站 (只限放學) 鳳德商場巴士站 (只限放學)

黃大仙紀律部隊宿舍 (現崇山) 黃大仙紀律部隊宿舍 (現崇山)

啟德天寰巴士站 啟德天寰巴士站

麗晶花園 (啟仁街休憩公園) 麗晶花園 (啟仁街休憩公園)

KTS

#2A

慈雲山

廣播道

慈安苑巴士站 (慈雲山中心) 慈安苑巴士站 (慈雲山中心)

斧山道嘉峰台 斧山道宏景商場避車處

威豪花園 (平定道入口)

振華道安基苑巴士站 (下行方向) 振華道彩霞道休憩處公廁

采頤花園 (停車場出入口) 采頤花園 (停車場出入口)

譽港灣商場正門 譽港灣商場正門

功樂道觀塘廣蔭老人院

功樂道海天園 功樂道海天園

功樂道凱德大廈 功樂道凱德大廈

樂雅苑 (振華道巴士站下行方向) 樂雅苑 (振華道巴士站上行方向)

KTS

#2

觀塘

彩虹

順利紀律部隊宿舍迴旋處 順利紀律部隊宿舍迴旋處

順緻苑 (利安道順緻街路口) 順緻苑 (利安道順緻街路口)

康寧道高雷中學 康寧道高雷中學對面

秀茂坪紀律部隊宿舍巴士站 秀茂坪紀律部隊宿舍巴士站
功樂道觀塘廣蔭老人院

富榮花園 (香港紅十字會總部)

柏景灣一期 (海庭道行人天橋底) 柏景灣一期 (海庭道行人天橋底)

維港灣 (海帆道11號行人天橋底) 維港灣 (海帆道11號行人天橋底)

港灣豪庭 (大角咀道7-11) 港灣豪庭 (大角咀道7-11)

KTS

#1

佐敦

大角咀

香港政府華員會 (衛理道) 愛民邨昭民樓8M小巴站

龍堡國際賓館的士站 龍堡國際賓館的士站

擎天半島 (九龍機鐵站B出口) 擎天半島 (九龍機鐵站B出口)

佐敦文英樓 (渡船街文苑街路口) 佐敦文英樓 (渡船街文苑街路口)

富榮花園 (香港紅十字會總部)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2021-2022年度 校車路線收費表 及 學童乘車須知

路線
返學

時間
上車地點

放學

時間
落車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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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2021-2022年度 校車路線收費表 及 學童乘車須知

6:25 15:25

6:30 15:30

6:34 15:34

6:35 15:35

6:40 15:40

6:45 15:45

6:50 15:50

6:55 15:55

7:00 16:00

6:35 15:35

6:36 15:36

6:38 15:38

6:43 15:41

6:48 15:43

6:51 15:45

6:52

6:55 15:49

7:02 16:00

7:08 15:25

7:09 15:26

6:45 15:58

6:50 15:55

6:55 15:50

7:00 15:42

7:06 15:30

7:08 15:33

7:11 15:35

7:15 15:25

7:16 15:26

7:30 15:06

7:30 15:06

6:38 15:42

6:39 15:43

6:45 15:50

6:53 15:56

7:09 15:29

7:12 15:25

7:26 15:17

7:27 15:15

7:28 15:16

筆架山和域道路口 (只限返學) 筆架山道義德道路口

義本道29B小巴站 (畢架山一號) 義本道29B小巴站 (畢架山一號)

畢架山依利沙伯大廈小巴站 畢架山依利沙伯大廈小巴站

愉翠苑巴士站 (第一城方向)

置富第一城巴士站 (石門方向) 沙田第一城泳池
聚龍居 (停車場出入口) 聚龍居 (停車場出入口)

雲疊花園商場小巴站 隆亨邨巴士站 (顯徑方向)

太子道西林苑 界限街聖德肋撒醫院巴士站

太子道西楓鳴閣 界限街書院道小巴站 (碧華花園)

KTS

#5

畢架山

第一城

濱景花園 濱景花園

翠湖花園巴士站 (安景街) 翠湖花園巴士站 (安景街)

愉翠苑巴士站 (第一城方向)

麗港城三期 (33座) 麗港城三期 (33座)

麗港城一、四期 (21座) 麗港城一、四期 (21座)

麗港城一、四期 (17座) 麗港城一、四期 (17座)

康雅苑巴士站

油塘邨巴士站 (油美苑淑美閣對面) 油塘邨巴士站 (油美苑淑美閣對面)

麗港城二期小巴站 麗港城二期小巴站

雅麗珊郡主學校

(茜發道藍田地鐵站)

雅麗珊郡主學校

(茜發道藍田地鐵站)

帝堡城巴士站 帝堡城巴士站

黃泥頭巴士總站 黃泥頭巴士總站

KTS

#4S

藍田

油塘

觀塘紀律部隊宿舍 觀塘紀律部隊宿舍

啟田邨巴士站 (康逸苑) 啟旺樓巴士站 (康逸苑)

廣田邨廣靖樓巴士站

樟木頭帝琴灣巴士站 (九龍方向) 樟木頭帝琴灣巴士站 (九龍方向)

烏溪沙運輸交滙處

(迎海/翠擁華庭/銀湖天峰)

烏溪沙運輸交滙處

(迎海/翠擁華庭/銀湖天峰)

大水坑村 (恒德街巴士站) 大水坑村 (恒德街巴士站)

觀瀾雅軒小巴站

新港城中心 新港城中心

福安花園商場 福安花園商場

西沙路雅典居巴士站 (烏溪沙方向) 西沙路雅典居巴士站 (烏溪沙方向)

欣景路巴士站 (欣明苑) 欣景路巴士站 (欣明苑)

新寶城 (海悅豪園停車場出入口) 新寶城 (海悅豪園停車場出入口)

KTS

#4A

馬鞍山

黃泥頭

天宇海 (停車場出入口) 天宇海 (停車場出入口)

保泰街 We Go Mall 巴士站 保泰街 We Go Mall 巴士站

觀瀾雅軒小巴站

清水灣半島 (停車場出入口) 清水灣半島 (停車場出入口)

慧安園1座迴旋處 慧安園1座迴旋處

新都城一期停車場迴旋處 新都城一期停車場迴旋處

KTS

#4

寶琳

日出康城

日出康城 (峻瀅會所) 日出康城 (峻瀅會所)

日出康城 (領都迴旋處) 日出康城 (領都迴旋處)

日出康城 (晉海) 日出康城 (晉海)

The LOHAS 康城 (敏華冰廳出口) The LOHAS 康城 (敏華冰廳出口)

路線
返學

時間
上車地點

放學

時間
落車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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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2021-2022年度 校車路線收費表 及 學童乘車須知

6:53 15:43

6:54 15:50

6:55 15:51

7:04 15:33

7:10 15:23

7:13 15:25

7:15 15:26

7:18 15:21

6:40 15:48

6:43 15:51

6:44 15:52

6:50 15:55

6:56 16:00

7:03 15:40

7:08 15:35

6:40 16:00

6:45 15:48

6:50 15:50

6:55 15:45

7:05 15:35

7:07 15:32

7:10 15:25

6:58 15:23

7:05 15:30

7:10 15:35

7:15 15:40

7:20 15:45

7:25 15:50

7:26 15:51

7:30 15:55深水埗楓樹街巴士站 深水埗楓樹街巴士站

美孚新邨一期大同地產

美孚新邨四期翠河餐廳 美孚新邨四期翠河餐廳

長沙灣站巴士站

(港鐵站C2出口)

長沙灣站巴士站

(港鐵站C2出口)

九龍工業學校巴士站 九龍工業學校巴士站

葵富路葵涌廣場巴士站 葵富路葵涌廣場巴士站

KTS

#6C

美孚

荔景

荔景紀律部隊宿舍小巴站

(下行方向)

荔景紀律部隊宿舍小巴站

(下行方向)

九華徑巴士站 (美孚方向) 九華徑巴士站 (美孚方向)

美孚蘭秀道花膠大王 美孚蘭秀道花膠大王

美孚新邨一期大同地產

爵悅庭 (洗車廊外) 爵悅庭 (立坊7-11)

葵涌邨秋葵樓巴士站 (葵興方向) 葵馥苑巴士站 (天后堂)

葵康苑巴士站 (下行方向) 葵康苑停車場出入口

翠怡花園 (翠怡商場7-11) 翠怡花園 (翠怡商場7-11)

環宇海灣1座 (停車場出入口) 環宇海灣1座 (停車場出入口)

海濱花園6座海霞閣 (美聯地產) 海濱花園6座海霞閣 (美聯地產)

綠楊新村

(荃灣多層停車場對面避車處)

葵涌石圍角鄧肇堅男女童軍中心 葵涌石圍角鄧肇堅男女童軍中心

縉庭山 (國瑞路荃灣方向) 縉庭山 (國瑞路荃灣方向)

KTS

#6A

葵涌

青衣

灝景灣停車場 灝景灣停車場

青衣機鐵站C出口 青衣機鐵站C出口

KTS

#6

荃灣

荃灣祈德尊新邨7-11 荃灣祈德尊新邨7-11

麗城花園麗城薈避車處 麗城花園麗城薈避車處

荃灣西約體育館小巴站 (下行方向) 荃灣西約體育館小巴站 (下行方向)

美環街巴士站 (愉景新城) 美環街巴士站 (愉景新城)

綠楊新村

(荃灣多層停車場對面避車處)

大圍恆生銀行 (金山樓巴士站)

美輝街巴士站 美輝街巴士站

美松苑巴士站 美松苑巴士站

名城二期盛薈會所巴士站 名城一期會所避車處

KTS

#5A

大圍

沙田

火炭

駿景園小巴站 (駿景廣場) 駿景園小巴站 (駿景廣場)

銀禧花園巴士站 銀禧花園巴士站

火炭鐵路站巴士站 (御龍山) 火炭鐵路站巴士站 (御龍山)

希爾頓中心巴士站 希爾頓中心巴士站

大圍火車站 (新強記對面避車處)

路線
返學

時間
上車地點

放學

時間
落車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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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2021-2022年度 校車路線收費表 及 學童乘車須知

6:50 15:50

6:53 15:51

6:54 15:52

6:55 15:53

6:55 15:55

6:57 15:57

7:20 15:31

6:42 15:30

6:43 15:31

6:49 15:36

6:50 15:37

6:53 15:46

6:58 15:51

7:15 15:15

註 :  1. 路線只供參考，校車公司保留修改權利。

        2. 路線站點及預計時間會因個別地點上車人數而改變，如有改變將盡快通知學校及家長。
        3. 每學年收10.5個月車費。如連續10個月乘車(沒有間斷及整月乘搭)，可免7月車費。
        4. 若中途停搭校車，需最少七個工作天前通知。

唐明苑 (將軍澳中心OK便利店)

維景灣畔商場 (行人天橋底) 維景灣畔商場 (行人天橋底)

德福花園N座停車場 德福花園N座停車場

KTS

#7

尚德

調景嶺

至善街播道書院巴士站 至善街播道書院巴士站

The Parkside (停車場出入口) The Parkside (停車場出入口)

富康花園 (將軍澳廣場迴旋處) 富康花園 (將軍澳廣場迴旋處)

宣基中學唐俊街入口 宣基中學唐俊街入口

唐明苑 (將軍澳中心OK便利店)

海雲軒 海雲軒

海韻花園巴士站 海韻花園巴士站

荔枝角社區會堂 (昇悅居) 泓景臺6C巴士站

KTS

#6S

荔枝角

深井

青山公路碧堤半島巴士站

(屯門方向)

青山公路碧堤半島巴士站

(屯門方向)

青龍頭村巴士站 (荃灣方向) 青龍頭村巴士站 (荃灣方向)

浪翠園第四期巴士站 (荃灣方向) 浪翠園第四期巴士站 (荃灣方向)

浪翠園第三期巴士站 (荃灣方向) 浪翠園第三期巴士站 (荃灣方向)

路線
返學

時間
上車地點

放學

時間
落車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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