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雙程 單程

6:50 13:28 沙角尾村 $1,460 $1,168

6:52 13:25 西貢大會堂巴士站 $1,460 $1,168
6:54 13:23 油麻蒲停車場 $1,460 $1,168
6:57 13:20 翠塘花園 $1,460 $1,168

7:01 13:15 北港停車場 (舊村) $1,460 $1,168

7:08 13:09 南邊圍路 (御花園外) $1,460 $1,168

7:10 13:06 莫傘輋路 (窩美村公所天橋底) $1,460 $1,168

7:16 12:56 打鼓嶺新村 $1,420 $1,136

7:26 12:46 坑口田下灣村牌坊 $820 $656

7:00 12:46 寶琳北路景林邨巴士站 (寶林方向) $820 $656

7:03 12:49 新都城二期商場門口 $820 $656

7:06 12:52 魷魚灣村球場側 $820 $656

7:08 12:54 寶琳北路英明苑巴士站 (翠林方向) $820 $656

7:10 12:57 將軍澳村公廁 $870 $696

7:15 13:02 怡心園停車場出入口 $820 $656

7:17 13:04 慧安園1座迴旋處 $820 $656

7:21 13:08 新都城一期迴旋處 $820 $656

7:23 13:10 茵怡花園2座大快活 $820 $656

7:25 13:12 叠翠軒路口 $820 $656

6:45 13:30 月華街(萬福大廈門口) $1,260 $1,008

7:00 12:46 消防及救護學院迴旋處 (百勝角) $820 $656

7:06 12:52 日出康城 (峻瀅I期) $820 $656

7:08 12:54 日出康城 (峻瀅II期外小巴站) $820 $656

7:12 12:58 日出康城 (領都迴旋處) $870 $696

7:14 13:00 日出康城 (晉海) $870 $696

7:16 13:05 The LOHAS 康城 (敏華冰室出口) $870 $696

7:18 13:08 日出康城 (緻藍天迴旋處) $870 $696

7:20 13:10 日出康城 (首都社區會堂) $870 $696

7:25 13:16 清水灣半島 (停車場出入口) $820 $656

7:05 12:57 寶寧路富寧花園巴士站 $820 $656

7:10 13:07 明德邨明德商場迴旋處 $820 $656

7:13 13:01 南豐廣場 (培成路巴士站) $820 $656

7:16 13:10 東港城 (名成街小巴站) $820 $656

7:19 13:04 厚德街市 (重華路巴士站) $820 $656

7:25 12:47 尚德邨尚義樓 (入閘) $670 $536

7:28 12:50 唐明街尚德邨尚智樓巴士站 $670 $536

7:05 13:10 馬游塘村巴士站 (將軍澳方向) $870 $696

7:09 13:14 康盛花園迴旋處 $870 $696

7:15 13:07 翠林邨欣林樓消防閘 $870 $696

7:13 13:05 翠林邨巴士總站 $870 $696

7:26 12:48 彩明街彩明苑彩貴閣巴士站 $820 $656

7:29 12:51 維景灣畔商場 (行人天橋底) $820 $656

7:33 12:55 健明邨明星樓 (入閘) $820 $656

* 因路面交通不受校車公司控制，故實際時間可能會與預計時間有出入，

 請家長提早5分鐘到指定站點等候校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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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 返學時間 落車地點

每月收費

上車地點

放學時間

(半日)

預計開車時

間12:40

TKOMPS
#C

清水灣半島 (停車場出入口)

TKOMPS
#A

TKOMPS
#D

日出康城 (緻藍天迴旋處)

寶琳北路景林邨巴士站 (寶林方向)

沙角尾村

西貢大會堂巴士站

油麻蒲停車場

翠塘花園

南邊圍路 (御花園外)

北港停車場 (舊村)

TKOMPS
#B

莫傘輋路 (窩美村公所天橋底)

厚德街市 (重華路巴士站)

新都城一期迴旋處

TKOMPS
#E

(請翻後頁)

健明邨明星樓 (入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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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巴士有限公司

家長或監護人需自行到學挍接  貴子弟。本公司有權收取$300附加費，以作車長及保母把學生送回學校之加班費用。

https://forms.gle/xUsAjm3qKkWE3VPM7

註︰收據需註明學生姓名、班別、家長聯絡電話並註明 "幾月車費"。

若被取消乘搭校車之學生需重新申請校車，校車公司不保證接納其申請，及其必須：

A) 繳清所欠之所有款項  及

B) 預繳3個月車費，或剩餘月份之所有車費。

繳費後請將收據上載至以下網址，以便更新貴子弟之繳費記錄。

校車服務，而該月車費將不會退還。

本公司有權因應學生數量、實際乘搭情況或交通情況，新增、變更或取消校車數目、上落站時間或地點。

校車將按指定時間開出，逾時不候，避免影響後續車站之學生。

車上不准飲食。

學生於車上必須聽從保母之安排及遵守規則。對不聽從保母安排而屢勸不改之學生，校車公司有權取消該學生之

若學期中途取消乘搭校車或申請轉站，需最少七個工作天前通知。

到站後，若學生放學時未有家長或監護人接車，保母將電話通知家長或監護人並將學生載回學校，以確保安全。

該月該年級上課日數︰

收費︰(全月校車費之)

如7月及8月以正常校曆表上課，則依照正常模式收費，即7月收半個月車費及8月免收車費。

月份之25%校車費作行政費。若7月及8月因校方需要而增加上課日，本公司亦會遵照以上模式收取校車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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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宣佈停課之收費安排︰(惡劣天氣情況停課除外)

如家長於教育局宣佈停課後才通知本公司取消校車服務，之後於同一學年重新申請，家長需補回取消服務期間

(請保留單據以便日後與閣下核對付款。)

A) OK便利店 / 華潤萬家超市 / Vango便利店：以現金繳付並可即時向商店取回有關收據。

如學生當月取消乘坐校車，將不會退還該月車費。

B) 繳費靈：以電話 / 互聯網繳費 (網址 www.ppshk.com，商戶編號“6045”)。

本公司只接受一個月或以上的調站服務，必須於七個工作天前書面通知，以保障學生安全。

為了學生的安全，本公司恕不接受臨時調站的服務。

到站時間會因放學時間、路線或個別地點上車人數有所改變，如有改變將盡快通知學校及家長，屆時請留意安排。

全年收取10.5個月車費 (9-6月各收取一個月車費，7月收取半個月車費，8月免收車費)。7月車費需連同6月一同繳交。

家長需於每月20號前繳交下月車費。若每月未付清下一個月車費，本公司將保留停止該學生的校車服務之權利。

若學生選擇來回程於不同站上落車 (只限現有車站，不設新站)，來回程收費以較高之車站費用收取。

成功申請後，學生將獲發車費咭，家長可使用繳費咭於以下商店繳費或使用繳費靈繳交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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