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雙程 單程

06:25 悅麗苑麗華閣小巴站 (葵涌方向) 15:34 16:24 悅麗苑麗華閣小巴站 (葵涌方向) $1,150 $1,130

06:43 元洲商場小巴站 15:00 15:50 16:25 17:15 元洲商場小巴站 $940 $920

06:45 興華街豐盛居 14:57 15:55 興華街豐盛居 $940 $920

06:47 興華街遊樂場消防閘口 (只限返學) - - 興華街遊樂場消防閘口 (只限返學) $940 $920

06:57 荔枝角社區會堂 (昇悅居) 15:10 16:00 16:30 17:20 荔枝角社區會堂 (昇悅居) $1,030 $1,010

07:05 美孚新邨四期翠河餐廳 15:20 16:10 16:35 17:25
美孚新邨四期翠河餐廳

(第二輪停美孚新邨天橋底紅色小巴站)
$1,050 $1,030

07:09 美孚蘭秀道花膠大王 15:22 16:12 16:35 17:25
美孚蘭秀道花膠大王

(第二輪停美孚新邨天橋底紅色小巴站)
$1,050 $1,030

07:20 福華街好景唐樓 (近黃竹街口) 14:52 15:43 福華街好景唐樓 (近黃竹街口) $940 $920

07:21 南昌街祥興大廈 (德泰祥) 14:54 15:45 16:20 17:10 元洲街華麗廣場 (利工民) $940 $920

07:22 南昌街卓華樓 (近鴨寮街) 14:49 15:41 石硤尾街休憩花園 (汝洲街入口) $940 $920

07:25 港灣豪庭 (聚魚道停車場出入口) 放2車 放2車 港灣豪庭 (福利街12B小巴站) $990 $940

返2車 汝洲街布業大廈 14:48 15:38 16:15 17:05 汝洲街布業大廈 $940 $920

- 清麗商場巴士站 (只限放學) 15:26 16:16 清麗商場巴士站 (只限放學) $1,120 $1,060

- 荔欣苑荔采閣巴士站 (只限放學) 15:25 16:15 荔欣苑荔采閣巴士站 (只限放學) $1,120 $1,060

06:38 石排街石籬邨石安樓巴士站 15:23 16:13 石排街石籬邨石安樓巴士站 $1,190 $1,170

06:40 石排街石偉樓 (行人天橋底) 15:24 16:14 16:40 17:30 石排街石偉樓 (行人天橋底) $1,190 $1,170

06:42 安蔭邨盛蔭樓巴士站 (下行方向) 15:26 16:16 安蔭邨盛蔭樓巴士站 (下行方向) $1,190 $1,170

07:06 白田邨商場42小巴站 15:11 16:01 16:30 17:20 白田邨9座7-11 $1,140 $1,120

07:10 偉倫街白田邨麗田樓巴士站 15:08 16:00 偉倫街白玉樓 $1,140 $1,120

07:11 石硤尾商場巴士站 (南昌街) 15:06 15:56 16:25 17:15 石硤尾社區會堂 $940 $920

07:18 深水埗郵政局 14:52 15:42 16:15 17:05
南昌街公廁

(第二輪停深水埗郵政局)
$940 $920

07:19 美居中心麥當勞 (元洲街) 14:58 15:48 美居中心麥當勞 (元洲街) $940 $920

07:20 青山道九江街巴士站 14:59 15:49 青山道九江街巴士站 $940 $920

07:28 汝洲街布業大廈 放1車 放1車 汝洲街布業大廈 $940 $920

返1車 港灣豪庭 (聚魚道停車場出入口) 14:46 15:36 港灣豪庭 (福利街12B小巴站) $990 $940

07:00 秀茂坪邨秀和樓消防閘口 15:10 16:00 秀茂坪邨秀和樓消防閘口 $1,340 $1,310

07:10 安泰邨豐泰樓 15:00 15:50 安泰邨豐泰樓 $1,340 $1,310

07:10 安泰邨和泰樓 15:01 15:51 安泰邨和泰樓 $1,340 $1,310

07:10 安泰邨景泰樓 15:02 15:52 安泰邨景泰樓 $1,340 $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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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血會嘉靈學校

2021-2022年度 校車路線收費表 及 學童乘車需知

路線
返學

時間
上車地點

正常

放學

14:20

正常

放學

15:10

第二輪

放學

16:05

第二輪

放學

16:55

落車地點
每月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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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6.

7.

8.

9.

10.

該月該年級上課日數︰ 0 - 3 日 4 - 10日

收費︰(全月校車費之) 25% 5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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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日或以上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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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血會嘉靈學校

2021-2022年度 校車路線收費表 及 學童乘車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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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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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繳費靈：以電話 / 互聯網繳費 (網址 www.ppshk.com，商戶編號“9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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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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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forms.gle/xUsAjm3qKkWE3VPM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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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車服務，

而該月車費將不會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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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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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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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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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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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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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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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及8月免收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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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學生當月取消乘坐校車，將不會退還該月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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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局宣佈停課之收費安排︰(惡劣天氣情況停課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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