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鄭任安夫人千禧小學 2020/2021 年度 

下學期期中試(18/3,19/3,22/3,23/3)放學校車路線表 
承辦商：利坤旅遊有限公司  電話： 2448 1038(公司) 
 

備註： 

1. 下列時間只供參考，家長需提前五分鐘到達車站接子女。 

2. 沒有下車時間之車站代表沒有學生於該站下車，如有需要更改到該站下車，請提早聯絡校務處 

  以便跟進。 

3. 放學校車會於上午 11：50 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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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線 

11:54 掃管笏村 (村公所) $535 1  5 
線 

/ 玫瑰花園 $940 46 

/ 掃管笏村 (小巴總站) $535 2  12:23 井頭村 $940 47 

12:07 兆麟苑 $915 60  / 怡樂花園 $940 49 

12:12 友愛邨 (譚伯羽中學) $915 66  / 景峰花園(晶晶幼稚園) $940 50 

/ 友愛邨 (輕鐵站) $915 67  12:27 景峰路口 (燈位前) $940 51 

12:27 新屯門中心 $915 74  / 虹橋 $940 48 

12:34 龍門居 $915 75  / 井財街綜合大樓 $940 54 

     / 彩暉花園 $940 52 

     / 叠茵庭 (巴士站) $940 53 

     12:33 富泰邨 $940 55 

2 
線 

12:04 豐景園 $915 62  12:36 欣田邨 (康寶路路口) $940 91 

12:05 翠寧花園 $915 61  12:38 茵翠豪庭 (入口) $940 92 

12:10 悅湖山莊 (巴士站) $915 68      

12:12 慧豐園 $915 69  6 

線 

11:57 春和海景花園、棕月灣 $645 24 

12:13 屯門碼頭 $915 71  / 咖啡灣 (巴士站) $740 26 

12:15 美樂里 $915 72  11:59 碧翠花園 (巴士站) $740 30 

12:17 湖景邨 (湖翠樓巴士站) $915 73  / 龍成花園 $875 37 

12:22 鳴琴 (巴士站) $940 76  12:08 蔡章閣中學 $875 38 

/ 卓爾居 (第一期)  $940 79  12:09 置樂花園 (城巴站) $875 39 

12:27 大興花園 (第一期) $940 78  12:13 青海圍 (圓玄小學) $875 40 

12:26 康德花園 (河旺街街口) $940 77  12:18 怡峰園 $875 43 

     / 鄉事會路 (VCITY 一田超市) $940 59 

     12:35 雅都商場 $940 56 

     / 仁政街 (永隆銀行) $940 57 

3 
線 

11:59 黃金海岸 (第一期) $645 23  / 時代廣場 (水池公園) $940 58 

12:21 嘉悅半島 $915 64      

12:22 南浪海灣 $915 63  7 
線 

/ 星堤 (後閘) $535 6 

12:15 安定邨 (邨巴站) $915 65  11:53 星堤 (正門) $535 5 

/ 新圍苑 (輕鐵站) $940 80  11:56 愛琴海岸 (第五座) $535 7 

/ 寶塘下村 (路口) $940 86  / 嘉和里 $740 18 

/ 建生邨 (巴士總站) $940 87  12:00 稔灣 $740 10 

12:48 大興行動基地 (政府宿舍) $940 83  12:14 帝濤灣 $740 19 

/ 青松觀道 (政府宿舍) $940 84  12:08 黃金海岸 (第二期) $645 8 

/ 澤豐花園 $940 89  12:26 海景花園 $740 29 

/ 麒麟 (輕鐵站) $940 82  / 青榕台 $740 25 

/ 西鐵兆康站 (E 出口) $940 90  12:27 雅德苑 $740 31 

         

4 
線 

12:00 翠濤居、翠峰小築 $790 32  8 
線 

11:58 掃管笏路 (路口) $535 4 

/ 恆豐園 $875 35  / 蟠龍半島 $740 17 

/ 錦暉花園 $875 36  / 瑜翠園 $740 11 

12:20 華都花園 (青山公路青山灣段) $875 45  12:05 龍珠島 $740 12 

12:40 藍地 (巴士站) $1020 93  12:10 The Carmel $740 20 

/ 青磚圍 (進達餐廳) $1020 96  / 漣山 $740 15 

12:43 泥圍 (巴士站) $1100 102  / 青山別墅 $740 16 

12:44 亦園 (巴士站) $1100 103  / 水警基地 $740 13 

12:42 鍾屋村 $1100 100  12:17 聯安新村 $790 21 

/ 洪水橋 (巴士站) $1100 106  12:19 大欖涌 (車房) $790 22 

12:45 洪福邨 (巴士站) $1100 107      

12:51 天盛邨 (巴士站) $1240 108  9  
線 

11:57 三聖邨 (入口) $790 33 

12:54 天瑞邨 $1240 100  11:58 恒福商場 (巴士總站側) $790 34 

/ 柏慧豪園 $1240 109  12:05 恒順園 $875 41 

     / 冠峰園 $875 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