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一至六年級校車路程表
2018年9月至2019年6月

申請乘搭校車注意事項：
1.　基於學生安全問題，家長為學生申請乘搭校車時，只可以申請一條校車線及訂定上落車地點各
   　一個，期間不可隨意更改，以免做成混亂。
2.　由於校車座位有限，不接受單程申請 ，請家長跟校車路程表的上落車地點乘搭校車。
3.　上車時間暫定（開學前再定實）。

5.　各校車路線安排及接送時間只供參考，校方每年按實際學生的人數作出適當的調動，但未必能
   　滿足個別家長要求，敬希見諒。
6.　如有任何有關路線的查詢，可致電校務處，聯絡電話：25221826。

東區線

上車地點 落車地點

 柴灣樂軒臺  宏德居滙豐

 富欣花園巴士站  富欣花園巴士站

 小西灣富怡麥當勞  小西灣富怡麥當勞

 藍灣半島  藍灣半島

 柴灣翠灣邨迴旋處  翠灣邨迴旋處

 杏花邨麥當勞舊小巴站  杏花邨麥當勞舊小巴站

 杏花邨太興  杏花邨太興

 杏花救世軍韋利夫人紀念學校  杏花救世軍韋利夫人紀念學校

 新翠地鐵站  新翠地鐵站

 柴灣高威閣惠康超級市場  高威閣惠康對面

 柴灣樂翠臺  樂翠臺對面

 筲箕灣消防局  筲箕灣消防局對面

 愛秩灣愛東商場OK便利店  愛秩灣愛東商場OK便利店

 愛秩灣官立小學過禁區  愛秩灣官立小學過禁區

 筲箕灣俊峰E座天橋底  愛秩灣愛東商場OK便利店

 筲箕灣滙豐銀行  西灣河電車入口張錦添幼稚園(舊培元)

 西灣河太湖  太安街西灣河街市

 筲箕灣道中國銀行過聖十字徑  太安街西灣河街市

 鯉景灣怡海閣健康院對面  怡海閣健康院對面

 逸濤灣  逸濤灣

 鯉景灣安明閣大快活對面禁區前  安明閣大快活對面禁區前

 太古城華山閣  華山閣

 太古城中心滙豐  太古城中心滙豐

 太古城唐宮閣  唐宮閣

 太古城太裕路大新銀行舊惠康  太裕路大新銀行舊惠康

 太古城金楓閣  金楓閣

 太古城海棠閣  海棠閣

 康怡花園Q座  康怡花園Q座

 南豐新邨基利路逸樺園  基利路逸樺園

 南豐新邨基利路38號天橋底  基利路38號天橋底

 康怡花園F座  康怡花園F座

 康怡花園C座  康怡花園C座

 康怡花園K座  康怡花園K座約7:10分

約7:25分

約7:10分

約7:15分

約6:55分

約7:00時

約7:05分

約7:00時

約7:05分

約7:10分

約7:15分

約7:15分

約7:20分

上車時間

約6:50分

約6:50分

約6:55分

約7:00時

約7:05分

約6:55分

7.　所有校車費用請以支票付款(支票背面請寫上學生姓名)，勿以現金支付費用，已繳車費不會退還，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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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行車路線，上、落站地點及時間，隨時將根據交通及道路情況而更改，校方盡可能預先通知。

　   請家長每個月5號前交車費。(支票抬頭請寫‘建和旅運有限公司’或‘KIN WOO TRANSPORTATION



東區線（一至六年級）

上車地點 落車地點

 七姊妹道街市近牙科  七姊妹道街巿近牙科

 七姊妹道112-114合偉大廈  合偉大廈

 丹拿道18號過禁區  合偉大廈

 七姊妹道昌宛OK便利店  渣華道過書局街(地鐵站A1出口對面)

 英皇道明園西街  渣華道過書局街(地鐵站A1出口對面)

 英皇道北景街口東亞銀行  渣華道23號(金豐大廈)

 英皇道炮台山地鐵站近萬寧  渣華道城市花園恒生銀行

 電器道133-155摩登快餐門口  電器道133-155摩登快餐門口

 電器道183號友邦廣場元氣壽司  電器道183號友邦廣場元氣壽司

 城市花園城市酒店門口  渣華道城市花園恒生銀行

 和富中心和富家居庭  渣華道23號(金豐大廈)

 英皇道近留仙街  銀幕街

 銅鑼灣道168號精工書局  銀幕街

 浣沙街街口  維多利亞公園正門

 摩頓台道灣景商場巴士站  維多利亞公園正門

 怡和街星展銀行  崇光百貨禁區前花旗銀行

 軒尼詩道寶靈頓街街口德興大廈  軒尼詩道渣打銀行

 軒尼詩道大公報  軒尼詩道聯生鋼具門口

 軒尼詩官立小學  洛克道街市

 軒尼詩道中國旅行社  過盧押道越興大廈花旗銀行

 軒尼詩道上海實業大廈門口  過盧押道越興大廈花旗銀行

東半山線

 寶馬山花園  寶馬山花園

 賽西湖  賽西湖

 雲景道摩天大廈對面  雲景道摩天大廈

 雲景道35-37號對面  雲景道35-37號

 富澤花園巴士站  富澤花園

約7:30分

約7:35分

約7:40分

約7:05分

約7:10分

約7:15分

約6:55分

約7:00時

約7:25分

約6:45分

約6:50分

約7:00時

約7:05分

約7:20分

約7:25分

約7: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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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坑道上林上車，福群道真光中學落車

上落車地點

　　　　　　　　　　　　　　　黃泥涌道83-85號年達閣

　　　　　　　　　　　　　　　成和道箕璉坊口1號巴士總站

上車時間

　　　　　　　　　　　　　　　成和道滙豐銀行

　　　　　　　　　　　　　　　成和道譽滿坊

　　　　　　　　　　　　　　　大坑道口光明台

　　　　　　　　　　　　　　　大坑徑龍華花園

　　　　　　　　　　　　　　　渣甸山嘉雲台

　　　　　　　　　　　　　　　渣甸山布思道

　　　　　　　　　　　　　　　樂活道比華利山

　　　　　　　　　　　　　　　禮頓山社區



南區線

上車地點 落車地點

 般含道聖保羅書院  般含道薄扶林道交界近巴士站

 般含道興漢大廈  興漢道對面香港大學路口

 般含道正街口巴士站  正街巴士站

 般含道(YWCA對面巴士站)  般含道(寶威閣)

 堅道舊屈臣氏藥房  堅道舊屈臣氏對面

 堅道嘉諾撒仁愛女修會（舊聖心商科）對面避車處  堅道嘉諾撒仁愛女修會（舊聖心商科）

約7:30分

約6:55分

約7:00時

約7:10分

約7:15分

約7:20分

約7:25分

上車時間

約6:35分

約6:40分

約6:45分

約6:50分

約6:55分

約6:45分

約6:50分

香港仔成都道添喜大廈(7-11便利店)上車，南寧街7-11號(香港仔商業中心)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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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怡半島12座

　　　　　　　　　　海怡半島6座，2座

　　　　　　　　　　華富邨華翠樓對面巴士總站

　　　　　　　　　　數碼港道貝沙灣1期外面小巴站

　　　　　　　　　　華富邨華康街近消防局宿舍

　　　　　　　　　　鴨 洲大街悅海華庭

　　　　　　　　　　海怡半島30座巴士站

　　　　　　　　　　海怡半島17座

　　　　　　　　　　海怡半島16座

　　　　　　　　　　田灣海傍天橋巴士站

　　　　　　　　　　深灣軒

深灣道雅濤閣巴士站上車，黃竹坑巴士總站過出口落車

上落車地點

　　　　　　　　　　薄扶林道嘉林閣巴士站

　　　　　　　　　　薄扶林道寶翠園禁區前

　　　　　　　　　　薄扶林道學士台巴士站

　　　　　　　　　　置富花園置富道一至四座外面巴士站

　　　　　　　　　　置富花園第九座

　　　　　　　　　　置富花園第十五座

　　　　　　　　　　華富邨華樂樓近嘉豪酒家

　　　　　　　　　　數碼港道小巴站

　　　　　　　　　　薄扶林花園三座近郵箱



西區線（一至六年級）

上車地點 落車地點

　　　　　　　　　　卑路乍街陳區碧茵頤養院

　　　　　　　　　　卑路乍街24-24A懋華大廈

　　　　　　　　　　士美菲路科士街口小巴站

　　　　　　　　　　加多近街百年大廈

　　　　　　　　　　吉席街59-61號潮福火煱

　　　　　　　　　　德輔道西屈地街創興銀行西區分行

　　　　　　　　　　德輔道西297-299號(近7-11便利店)

　　　　　　　　　　德輔道西231號

　　　　　　　　　　德輔道西東邊街過禁區永亨銀行

　　　　　　　　　　德輔道西創興銀行西營盤分行

　　　　　　　　　　皇后街帝后街庭3座

　　　　　　　　　　荷李活道231號巴士站(龍的文化)

　　　　　　　　　　荷李活道過樂古道街口205號

　　　　　　　　　　荷李活道文武廟巴士站

　　　　　　　　　　荷李活道荷李活華庭

　　　　　　　　　　堅尼地道香港公園（對面落車）

　　　　　　　　　　堅尼地道油站（對面落車）

　　　　　　　　　　堅尼地道鳳凰閣禁區前（對面落車）

中半山區線

約7:25分

約7:30分

約7:10分

約7:15分

約7:30分

上車時間

約7:15分

約 7:20分

　　　　　　　　　　干德道沿途雙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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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大道東尚翹峰巴士站（上車）／皇后大道東胡忠大廈（落車）

皇后大道東近李節花園街口（上車）／皇后大道東東美中心（落車）

　　　　　　　　　　羅便臣道70號雍景台

　　　　　　　　　　羅便臣道60號信怡閣(惠康)

　　　　　　　　　　羅便臣道宏基賓館巴士站

　　　　　列提頓道聖士提反對面（上車）／俊傑花園（落車）

　　　　　　　　　　旭和道福苑

　　　　　　　　　　皇后大道西534號中國銀行

上落車地點

　　　　　　　　　　柏道豫園

　　　　　　　　　　皇后大道西石塘咀街巿（只供落車）

上落車地點

上車時間

約 6:50分

約7:00時

約7:0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