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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書 

 

承投救恩學校小學部及幼稚園部 

提供 2023-2026 年度(共三年合約)校車服務 
 
 
 
 
 
 

 

學校檔案：KYS-tender-2022/23-02 

截標日期：2023 年 1 月 13 日(五)中午 12 時正 
 
 
 
 
 
 

 

致  香港西營盤高街 97 號 B  

救恩學校  

校車招標委員會收 
 
 
 
 
 
 
 
 
 
 
 
 
 

 

(請用本頁作標書封面) 

  



 

I-02-08-SB-2022-2023-02(救恩學校 2023-2026校車服務招標書)       P.2/19 

KAU YAN SCHOOL 
救 恩 學 校 

97B High St., Sai Ying Pun, Hong Kong.  香港西營盤高街 97B 

小學部 Tel：2116 6198  Fax：2523 2835 幼稚園部 Tel：2803 0304  Fax：2117 0380 

網址：www.kauyan.edu.hk 電子郵箱：kys-mail@kauyan.edu.hk 

 

招標編號：KYS-tender-2022/23-02 

 

執事先生： 

招標承投 

2023-2026年度 (共三年合約) 校車服務 (小學部及幼稚園部) 

 

1. 現誠邀持有由香港特區政府運輸署簽發「客運營業證」及「客運營業證證書」有效牌照

的承辦商提交隨付的投標書附表上所列的基本項目服務，並提交  貴公司建議之校車服務報價，

建議項目須符合投標書附表上之基本要求。 

 

2. 隨函附上以下文件： 

a. 須填妥並交回校方之投標文件 

 校車服務投標表格 (須填妥第 II 部份資料) 

 附件一：承投校車服務決議 

 附件二：校車地區服務報價表及公司資料 (一式兩份) 

 附件三：投標附表 (一式兩份) 

 

b. 參考文件 

 附件甲：「校車使用停車場指引」 

 附件乙：「2019-2020 乘搭校車人數及路線明細表」 

 附件丙︰「2019-2020 年度體育單元校車使用資料」 

 附件丁︰「2019-2020 年度延伸學習活動日期及場地一覽表」 

 附件戊︰「2018-2019 小學部全年外出活動租車紀錄 (不包括單元課)」 

 附件己︰「2018-2019 幼稚園部全年使用旅遊巴統計」 

 

3. 貴公司填妥上述投標文件後，須連同「由運輸署簽發的客運營業證副本」、「最新商業

登記證副本」及「校車公司予家長之校車服務報名表(包括申請條款及細則)/收費表/路線

及站點參考副 本」放入校方提供之回郵信封內，密封投標書，並於截標日期 2023 年 1 月

13 日(五)中午 12 時或以前交予「香港西營盤高街 97 號 B 救恩學校地下校務處之投標

箱」，逾期或資料不齊全的投標書，恕不受理。 

 

4. 如遇上天文台於截標前五小時內懸掛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截標

時間將順延一個工作天，相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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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投標書由上述截標日期起計，有效期為 90 天，如在 90 天內仍未接獲通知，則是次投標

視作落選論。 

 

6. 倘貴公司不擬投標，仍須於截標日期或以前填妥「投標表格」及「附件一：承投校車服

務決議」交回上述地址，並請列明不擬投標的原因。 

 

7. 承辦商如有任何疑問，請致電 21166198 傅嘉瑩行政主任聯絡。 

  

 

救恩學校校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歐偉民 校長 

 2022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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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救恩學校小學部及幼稚園部 

提供 2023-2026 年度(共三年合約)校車服務投標表格 
 

一、 背景及說明： 

1. 合約有效日期 

合約日期由 2023 年 8 月 1 日至 2026 年 7 月 31 日(共三年合約)。校車公司須於合約期內向

校方提供校車服務。 

 

2. 提供服務日子 

2.1 學校日常上學日每周由周一至周五(詳見下表)，校車服務最遲必須於上課前五分鐘接載學

生抵校。 

2.2 放學時間(詳見下表)，校車須於放學前十分鐘抵校，並接載學生離校。 

a. 幼稚園部 

上學時間：9:00a.m.及 1:30p.m.；放學時間：12:00p.m.及 4:30p.m.。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8:50a.m.前送學生到校 

(不能早於 8:35a.m.) 
     

11:50a.m.前到校預備放學      

1:20p.m.前送學生到校 

(不能早於 1:05pm) 
     

4:20p.m.前到校預備放學      

港島區：校車之行車時間需控制在 45 分鐘內，不得超過 1 小時到達下車地點。 

 

 

b. 小學部 

- 上學時間：7:55a.m.； 

- 正常放學時間：2:20p.m.或 3:00p.m.； 

- 延伸活動第二及第三輪放學時間︰ 

星期一、二、四及五 5:00p.m.；星期三 4:40p.m.及 5:30p.m.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7:50a.m.前送學生到校 

(不能早於 7:30a.m.) 
     

2:10p.m.前到校預備放學      

2:50p.m.前到校預備放學      

4:30p.m. 前到校預備放學 (時間或會有修改) 

(第二輪校車：接載參與課後活動學生) 
     

4:50p.m. 前到校預備放學  

(第二輪校車：接載參與課後活動學生) 
     

5:20p.m. 前到校預備放學 (時間或會有修改) 

(第三輪校車：接載參與課後活動學生) 
     

港島區/九龍區：校車之行車時間需控制在 45 分鐘內，不得超過 1 小時到達下車地點  

偏遠地區：校車之行車時間需控制在 55 分鐘內，不得超過 1 小時 10 分鐘到達下車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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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學校全校性活動，如適應週、節日慶祝會、旅行、戶外學習、運動會、學期結業禮、畢業

禮、或其他學校活動等，如學校上學及放學時間有所改變，校車公司須按時接領學生往返，

不另收費。 

2.4 校車公司必須提供予小學部第二及第三輪校車服務(星期一、二、四及五 5:00p.m.；星期

三 4:40p.m.及 5:30p.m.)，接載小學部參與課後活動之學生，並列明收費或是否可提供全年

免費車程。 

2.5 幼稚園部及小學部經常有額外的學生外出活動，如單元活動、參觀、比賽、校隊訓練等，

校車公司可按車程收取租車費 (惟學校會因應實際情況或租車價錢，不一定選用中標公司

的租車服務) 或可每年提供免費車程指定數量。以下附件以作參考(由於近年是半天課，

學校提供 2018-2020 全日課時用車數量總計以作參考)︰ 

小學部 

 「2019-2020 年度體育單元校車使用資料」(附件丙)  

 「2019-2020 年度延伸學習活動日期及場地一覽表」(附件丁)  

 「2018-2019 小學部全年外出活動租車紀錄 (不包括單元課)」(附件戊) 

幼稚園部 

  「2018-2019 幼稚園部全年使用旅遊巴統計」(附件己) 

3. 乘搭校車人數 

3.1 本校 2022-23 年度幼稚園學生人數約 400 人，經統計平均乘搭校車學生百份比約 52%，本

年度校車公司為幼稚園部提供校車數量為：上午班上學 7 架次及放學 11 架次；下午班上

學 11 架次及放學 6 架次。 

3.2 小學部學生人數約 480 人，經統計平均乘搭校車學生百份比約 63%。本年度校車公司為小

學部提供校車數量為：上學 11 架次及放學 12 架次。 

3.3 有關數據 (本年度乘搭校車人數詳見附件乙)只作參考，校方對乘坐校車學生人數不作出任

何保證，校車公司需自行評估有關風險。於合約期內，不論乘搭校車人數多少，校車公司

均不能在未經校方同意下調整收費和路線。 

3.4 以上是參考數字，校車數量需按實際人數、車程、路線和學校意見再作調整校車數量。 

 

4. 惡劣天氣安排 

惡劣天氣下的校車服務，如天文台懸掛三號/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發出紅/黑色暴雨警告訊號

或教育局在上、下課期間宣布停課，校車公司須遵照以下指引： 

4.1 校車正接載學生上學途中： 司機應將已上車的學生送回學校，並通知未上校車的家長教

育局已宣布停課，學生不用回校。 

4.2 校車正接載學生回家途中： 任何情況亦應將學生安全地送回家中。 

4.3 在以下時間懸掛三號或以上颱風訊號、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均不需接載幼稚園部學

生。 

上午班 6:15a.m.或以前 

下午班 10:30a.m.或以前 

4.4 如 6:15a.m.或前懸掛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均不需接送小學部

學生。 

4.5 如在活動期間使用校車，行駛途中突遇上不宜車輛行駛的天氣狀況，校車公司應立即聯絡

校方(如情況許可)，共同商討解決方法；如未能即時聯絡校方，司機作出停駛決定後須盡

快通知校方，並交代情況；一切須以學生安全為首要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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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校車公司責任 

5.1 須持有效由香港特區政府運輸署簽發的「客運營業證」及車輛須獲發「提供學生服務客運

營業證證明書」。 

5.2 每輛校車均需安裝運作有效的錄影閉路電視(CCTV)及張貼告示，讓學生安心使用校車服

務。而各車之錄影片段須紀錄攝影時間並保存 10 天，以供校方有需要時查閱。 

5.3 校車公司/有關司機必須依照教育局有關「學童乘搭學生服務車輛的安全指引」(指引由運

輸署提供，版本必須以運輸署最新公佈為準)，並嚴格遵守。 

5.4 校車須根據行車路線及學生人數，調動足夠車輛，並承諾於雙方協定的截止報名日期之報

名人數作準，港島及九龍*每程接載和行車時間需控制在 45 分鐘內*，不得超過 1 小時 

(偏遠地區除外，亦不得超過 1 小時 10 分鐘)，如過時到達下車地點，校車公司必須記錄

原因及一日內報告學校。 

5.5 校車公司需安排至少一名員工專責行政事務工作，並設有日常查詢及緊急聯絡電話作為

校車與學校並家長之聯繫；而每輛車須安排一名跟車褓姆 (60 座或以上的車輛須安排至

少兩名褓姆)。 

5.6 跟車褓姆須維持車內之學生秩序及保障學生安全，並有責任： 

5.6.1 每天帶備學生名單及聯絡電話，以便點名及緊急聯絡之用。 

5.6.2 每天須於上學時在站頭點名，留意每天上車學生人數；如有任何延誤，應立即聯絡

有關家長解釋情況，校車公司亦須一日內以書面向校方解釋原因。 

5.6.3 放學時，學生在校舍指定地方集隊，跟車褓姆點名後，才可帶領學生前往停車場上

車，並須確保所有被點名學生在車上才開車。 

5.6.4 如發現學生身體不適，需加以悉心照顧；如學生身體出現嚴重問題，需作出危機應

變，例如：通知家長或召喚救護車送院等。 

5.7 校車公司之工作人員及褓姆必須配帶名牌並穿著制服，以作識別。 

5.8 校車公司之工作人員及褓姆必須按學校的接送程序，安排學生放學。(如家長必須出示接

送證接幼稚園及小一學生、學生必須於有人看管下接走) 

5.9 校車公司必須具備足夠車輛為本校學生乘車之用，車頭玻璃窗前須放置行車路線編號及

救恩學校之校名，並有責任儘快向本校提供最新的學生乘車資料。 

5.10 校車公司於服務本校學生時段，不能接載他校學生。 

5.11 校車路線確定後，不能單方面隨意更改，令家長們難以適從，並需依時接送學生。 

5.12 如遇家長向本校投訴，校車公司必須負責與家長商討解決方法，如有需要，應向家長及校

方作書面解釋。校方亦建議校車公司制訂應急小冊子或通告給予家長，遇有任何緊急事

件，校車司機或褓姆儘快通知本校及學生家長，並設法解決問題，有需要更應安排車輛接

送。 

5.13 所有負責接送學生之車輛必須保持車身及性能良好，並須確保車廂內之清潔，符合香港交

通法例及運輸署訂明之校車接載條例；司機須注意交通安全守則及法例。如遇特別事故需

調動校車，必須確保所調派接載之校車亦符合上述要求。 

5.14 校車公司均須購買有關保險，在合約期內，必須保持保單有效，載客名額應以保險公司向

校車公司之車輛承保條款及載客名額為準，不得超載。 

5.15 校車公司須為按本合約所聘用之相關工作人員(包括校車司機及褓姆)購買保險，在合約期

內，必須保持保單有效，而有關工作人員之薪酬必需符合最低工資法及勞工處訂定之僱傭

條例。 

5.16 校車公司負責人或代表須每年定期(不少於兩次)與校方及家長溝通，檢討校車服務，並作

書面紀錄，於三星期內交給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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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校方負責監管校車公司之校車服務；當校車公司簽訂合約後而違反合約條件時，校方有權

加以干涉及糾正。校車公司需採取合作態度，積極考慮本校所提出之合理建議及措施，不

斷改善校車服務之質素。 

5.18 在聘用司機及褓姆時，有接載小學及幼稚園學童相關經驗者應優先考慮。此外，司機及褓

姆年齡不可超過 60 歲，如有超過 60 歲需預早一星期通知學校。 

5.19 每名乘客應獲分配一個已安裝安全帶之座位，校車司機及褓姆必須確保安全帶能正常地

操作及每名上車學生在扣好安全帶後才開車。 

5.20 校車公司必須提供 30 座或以下之車輛接載幼稚園部之學生。 

5.21 如轉用司機或褓姆，校車公司必須一星期之前及之後內通知校方及家長，並於每年 9 月

中、1 月及 5 月或校方特別要求下以書面更新司機及褓姆名單、並提供性罪行定罪紀錄。 

5.22 校車公司必須遵照校方指引，遵守「校車停車場的使用守則」(附件甲)。 

5.23 確保車輛準時到站及所定的車站均在安全及適當之停車上落客地點。 

5.24 司機及跟車褓姆需提供有質素的服務 (如對家長及學生斯文有禮、注重行車及學生安全)，

在學校範圍及接載學生時，不准吸煙及說粗言穢語。 

5.25 為減低兒童及精神上無行為能力人士受性侵犯的風險，校車公司必須參與香港警務處推

行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查核僱員的性罪行定罪紀錄，並確保所有接觸學生的員工均

未曾有性罪行定罪紀錄，並需於每學年 9 月 30 日前把有關記錄交學校存檔。 

 

6. 終止合約 

6.1 校車公司如有任何股東轉變或股權轉讓等事宜，必須於 6 個月前以書面通知本校。 

6.2 於合約期內，校方有權於任何時候給予校車公司 6 個月書面通知而提早終止本合約。 

6.3 校車公司不可於合約期內停止向學校提供校車服務。 

6.4 校車公司不履行已簽訂之合約內的任何條件，本校有權隨時終止其合約，且一切後果及法

律上之責任均由校車公司負責，包括校方及學生家長需另聘校車服務公司而承擔之額外收

費及損失。 

 

7. 防止賄賂條例 

7.1 校車公司、其僱員及代理人不得向校方之僱員、校董會成員或負責考慮本合約事宜的有關委

員會的任何家長代表提供利益(香港法例第 201 章《防止賄賂條例》所界定的「利 益」)。假

如校車公司、其僱員及代理人在報價過程中，觸犯《防止賄賂條例》(第 201 章)所訂明的任

何罪行，則校方可取消其報價資格，且須為校方因此而蒙受的任何損失或損害負上法律責

任。 

7.2 假如承辦商或其任何僱員或代理人就於履行有關合約時，被發現觸犯《防止賄賂條例》(第

201 章)或該條例的任何附屬法例或任何同類性質的法例，校方有權無須提前通知而立即終

止有關合約，而承辦商無權獲得任何補償。 
 

二、 校車路線及收費 

1. 本標書所提供的校車地區服務報價表(附件二)，校車公司可能需因應乘搭學生人數及居住地點而

作調整，校車服務路線視乎校車公司而定，但最終須經本校審批。 

2. 收費 

2.1 中標校車公司連同此標書制定之價錢收取學生車費。每學年的 9 月至 6 月收取全費，7 月
及 8 月則因應學校編定之上學日數接送學生，而不另收費。 

2.2 校車公司須自行安排直接收取學生車費，並須每次發還車費收據予家長，另予以記錄，以
便家長及校方隨時查閱。 

 



 

I-02-08-SB-2022-2023-02(救恩學校 2023-2026校車服務招標書)       P.8/19 

 

2.3 校車公司須遵守已訂下之價目(2023-24、2024-25 及 2025-26 共三個學年)，不得在服務期
內隨意調整價格。 

2.4 所有學生乘搭校車與否純屬家長意願，本校對乘搭人數並不會作出任何承諾及保證。 

2.5 校方會向投標公司提供 2022-2023 年度幼稚園部及小學部「乘搭校車人數及路線明細表」
以作參考(附件乙)，投標公司須填寫各站收費(附件二)予校方。 

2.6 如遇上疫情或社會事件導致停課，車費需作出調整，並需於通知家長前向學校報告有關安
排。 

 

三、投標校車公司必須把下列文件放入本校提供之回郵信封內，並密封函件交予校方： 

1. 校車服務投標表格 (須填妥第 II 部份資料) 

2. 附件一：承投校車服務決議 

3. 附件二：校車地區服務報價表及公司資料 (一式兩份) 

4. 附件三：投標附表 (一式兩份) 

5. 由運輸署簽發的客運營業證副本 

6. 最新商業登記證副本 

7. 校車公司予家長之校車服務報名表(包括申請條款及細則)/收費表/路線及站點參考副本 
 

四、中標校車公司必須在提供服務 1 星期前，向校方提交為僱員購買之工傷報償保險單副本。 
 

第 II 部分： 

本公司/本人明白，如收到貴校合約後未能提供投標書上所列服務，須負責賠償學校/家長從另處 

採購上述服務的差價，或可能導致違反合約之一切損失。 

 

公司名稱：  

商業登記牌照號碼： 
 

公司代表簽署：  

簽署人姓名(請以正楷填寫)：  

簽署人職銜：  

簽署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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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投提供 2023-2026 年度(共三年合約)校車服務決議 
 
 

收標人地址︰ 香港西營盤高街 97 號 B 救恩學校 

截標日期及時間︰ 2023 年 1 月 13 日(五)中午 12 時正 
 
 

請在適用者方格內加「」 

下方簽署人獲授權代表投標公司願意按照投標書上所列報價，提供由校方清楚列於招標書上 

的所有服務要求。 

 

投標書由上述截標日期起計 90 天內仍屬有效；下方簽署人明白校方不一定採納報價最低的投

標書或任何一份投標書，並有權在投標書有效期內，採納投標書的全部或部分內容。下方簽

署人亦保證其公司的商業登記及已根據僱員補償條例為其僱員購買之保險均屬有效，而其公

司所供應的校車服務並無侵犯任何法律或政府條例。 

 

下方簽署人獲授權代表投標公司不擬按照投標書上所列報價及提供有關服務。  

不擬投標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名稱：  

公司代表簽署：  

簽署人姓名(請以正楷填寫)：  

簽署人職銜：  

簽署日期：  

聯絡人姓名：  聯絡電話：  

 

上方簽署人已獲授權代表：            (公司名稱)  

簽署投標書，公司在香港註冊的辦事處地址為： 

商業登記牌照號碼：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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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車地區服務報價表及公司資料 

 
1. 2023-2026 年度幼稚園部及小學部校車服務每月收費報價 

(以下用作比較各投標公司之收費，惟仔細走線可在中標後再根據實際報名情況再調整) 

 

 

地區 地段位置名稱 

預定收費 

2023-24 年度 
2024-25 年度 
(增幅%)* 

2025-26 年度 
(增幅%)* 

南區/ 

中西區 

般咸道，柏道，西營盤，石塘咀， 

卑路乍街，士美菲路，加惠民道， 

蒲飛路，寶翠園，皇后大道西，上環 

 

  

干德道，列提頓道，羅便臣道， 

堅道，巴丙頓道，西摩道 
 

  

置富花園，華富邨，薄扶林花園， 

貝沙灣，上/下碧瑤、香港仔 
 

  

港外線碼頭，國際金融中心  
  

黃竹坑，海怡半島，香港仔中心， 

鴨脷洲 
 

  

金鐘，灣仔 (分域街以西、六國)    

灣仔/ 

銅鑼灣/ 

東區 

告士打道 (菲林明道以西)    

告士打道 (菲林明道以東)，電氣道， 

英皇道 (模範邨以西)、北角 
 

  

堅尼地道，灣仔，銅鑼灣，大坑    

跑馬地，肇輝台，大坑道，寶馬山，  

雲景道 
 

  

太古城，康怡，鯉景灣，愛秩序灣，  

西灣河，筲箕灣 

杏花邨，小西灣，柴灣 

 

  

附件二 



 

I-02-08-SB-2022-2023-02(救恩學校 2023-2026校車服務招標書)       P.11/19 

 
 

 

*2024-2025及 2025-2026年度增幅不得超過上年度的 5%；若有超出，必須提供充分合理解釋。 

 

 

 

 

 

 

 

 

 

 

 

 

 

 

九龍東 大角咀、奧運站、荔枝角、青衣    

九龍西 藍田、將軍澳、調景嶺  
  

 

九龍中 

窩打老道、何文田、九龍塘  
  

大角咀，奧運站  
  

新界 大圍、沙田、馬鞍山    

其他地區 

(請註明) 
  

  

備註 

請校車公司必須填寫及以「」號填在適用空格內︰ 

 小學部第二及第三輪校車(星期一、二、四及五 5:00p.m.；星期三 4:40p.m.及

 5:30p.m.) 每程收費︰HK$______，並按年增加____% 

 小學部第二及第三輪校車(星期一、二、四及五 5:00p.m.；星期三 4:40p.m.及

 5:30p.m.) 每程收費︰HK$______，並於三年合約期內維持不變。 

 小學部第二及第三輪校車(星期一、二、四及五 5:00p.m.；星期三 4:40p.m.及

 5:30p.m.) 可提供全年免費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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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3-2026 年度幼稚園部及小學部外出活動租用校車收費報價 

 
 (以下用作比較各報價公司的租車收費，學校會因應實際情況或租車價錢，不一定選用中標公司的租車服務) 

地區 

16 座小巴 28/32 座巴士 56 座巴士 65 座巴士 

雙程 單程 雙程 單程 雙程 單程 雙程 單程 

港島中西區 ︰ 

 香港壁球中心 

 堅尼地城泳池 

 中山公園紀念體育館/游泳池/足球場 

 中山公園足球場 

 石塘咀運動場 

 上環文娛中心 

 香港公園運動場/香港壁球中心 

 石塘咀公共圖書館 

 寶翠園商場 

 聖雅閣福群會(西安中心-食物銀行) 

        

        

        

        

        

        

        

        

        

        

        

薄扶林    
  

   

鰂魚涌，北角， 銅鑼灣，灣仔    
  

   

港島東區，港島南區，山頂 

 百福道交通安全城 

 柴灣青年廣場 

 黃竹坑運動場 

 香港仔郊野公園 

        

        

        

        

        

九龍市區 

經  紅磡海底隧道 

經  西區海底隧道 

        

        

        

荃灣，葵涌，青衣 

經  紅磡海底隧道 

經  西區海底隧道 

        

        

        

將軍澳，西貢 

經  紅磡海底隧道 及 將軍澳隧道 

經  東區海底隧道 及 將軍澳隧道 

        

        

        

沙田，大埔，粉嶺 

經  紅磡海底隧道 及 獅子山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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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東區海底隧道 及 大老山隧道         

屯門，元朗 

經  紅磡海底隧道 

經  西區海底隧道 

經  大欖隧道 

        

        

        

        

大嶼山 

經  紅磡海底隧道  及 青馬大橋 
   

  

   

 

其他 請校車公司必須填寫及以「」號填在適用空格內 

以上外出活動租用校車收費需按年度增加____%收費 

以上外出活動租用校車收費可三年合約期內維持不變 

以上外出活動租用校車服務可每年提供免費車程， 

  每年數量︰_______程 

其他補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公司資料 

公司名稱：  

商業登記牌照號碼：  

公司代表簽署：  

簽署人姓名(請以正楷填寫)：  

簽署人職銜：  

簽署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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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檔號：KYS-tender-2022/23-02 

1. 投標附表(須填具一式兩份) 

「2023 – 2026年度校車服務 (共三年)」 

本公司將提供「2023 – 2026年度校車服務 (共三年合約)」之報價 (請填寫下表) 

本公司不擬提供「2023 – 2026年度校車服務 (共三年合約)」之報價(毋須填寫下表) 

提供服務項目 請校車公司必須填寫及以「」號填在適用空格內 

校車公司行政配套 給予本校的行政支援  校車公司必須提供至少一名員工專責行

政事務工作，與本校行政人員及家長保

持緊密溝通以確保校車服務運作暢順 

i) 可提供專責行政事務工作人數︰ 

 ______名 

ii) 主要職責︰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車公司能否提供最新校車路線站點、

上落點時間及價錢予校方，並定時更新

及用作學校網頁校車服務參考資料？ 

 可提供 

 未能提供 

 

 校車公司必須提供至少一名駐場司機於

本校停車場處理突發事宜及協助管理停

車場 (如臨時將校車駛至其他位置或安

排訪客泊車位等) 

可提供駐場司機人數︰______名 

 

給予家長的行政支援  校車褓姆能否提供轉交功課予校方或家

長的額外服務 (只限於功課，家長必須

於下車點等候)？ 

 可提供 (上學及放學) 

 可提供 (只限上學) 

 可提供 (只限放學) 

 未能提供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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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與校車公司之聯絡方法 

 客戶服務熱線 

 Whatsapp 

 電郵 

 其他 

 

 校車公司可否提供附有GPS定位功能的

手機應用程式或以手機SMS通知家長校

車到站時間？ 

 可提供   未能提供 

 

 校車公司可否提供「應急小冊子」或

「通告」予家長？ 

 可提供   未能提供 

 

校車公司經驗 

 

 

校車公司創立年份、

曾為港島區及九龍區

學校提供校車服務參

考資料、司機駕駛校

車年資及外判校車服

務情況 

 校車公司之創立年份︰ 

 ___________年 

 

 校車公司提供港島區校車服務年資︰ 

 ___________年 

 

 於最近兩年曾為港島區學校提供校車服

務的經驗 (請提供學校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於最近兩年曾為九龍或新界區提供校車

服務的經驗 (請提供學校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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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車司機平均駕駛校車年資︰ 

_______________年 

 

 校車團隊有否包括其他外判公司 

 有    沒有 

 

 根據本校提供之「2019-2020乘搭校車

人數及路線明細表」(附件乙)及本校兩

部外出活動及租車資料 (附件丙、丁、

戊及己)，貴公司是否需安排外判商提

供校車服務﹖ 

 需要   不需要 

 

其他 可提供之校車服務地

區 

 除標書參考附件「2022-2023乘搭校車

人數及路線明細表」(附件乙)內之地

區，貴公司可否提供其他地區之校車服

務 (如新界及偏遠地區)？ 

 可提供   未能提供 

可提供之其他地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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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車使用停車場指引 

 
 

 校方會向校車公司借出學校停車場(LG2)於接送學生時段使用。 

 停車場於上課時段或會進行課堂活動，校車公司停泊車輛之數量及時段需以不影響學生上課

為首要。 

 正常情況下，所有校車須於下午 6 時前駛離停車場。 

  校車公司須協助監管看守停車場出入口，並確保在沒有校車公司員工在場時把閘門鎖上。 

 校車公司可按時段及需要開啟停車場冷氣，以節約用電。 

 校車每次離開時必須關上所有抽風機、風扇及電燈。 

 校車進出架次視乎每年提供服務車隊而調節。 

 校車公司須負責清理因校車所引致的油污或水漬，並協助校方保持停車場洗手間清潔。 

 

 

 

 

 

 

 

 

 

 

 

 

 

 

 

 

 

 

 

 

 

 

 

 

 

 

 

上述指引只供參與投標之校車公司參考，本校停車場地圖及使用守則會詳細講解及提

供予中標的校車公司。 

附件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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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搭校車人數及路線明細表 
 

1. 2022-2023 年度救恩學校(幼稚園部)乘搭校車人數 
 

 幼稚園部學生(上、下午班)共約 400人，乘搭校車學生平均約佔 52% 

 
 

 

 

  

地區 地段位置名稱 上午班現有人數 下午班現有人數 

南區/ 

中西區 

般咸道，柏道，西營盤，石塘咀， 

卑路乍街，士美菲路，加惠民道， 

蒲飛路，寶翠園，皇后大道西，上環 

29 11 

干德道，列提頓道，羅便臣道， 

堅道，巴丙頓道，西摩道 
/ 8 

置富花園，華富邨，薄扶林花園， 

貝沙灣，上/下碧瑤、香港仔 
18 5 

港外線碼頭，國際金融中心 / 7 

黃竹坑，海怡半島，香港仔中心， 

鴨脷洲 
25 58 

金鐘，灣仔 (分域街以西、六國) / / 

灣仔/ 

銅鑼灣/ 

東區 

告士打道 (菲林明道以西) / / 

告士打道 (菲林明道以東)，電氣道， 

英皇道 (模範邨以西) 
13 10 

堅尼地道，灣仔，銅鑼灣，大坑 / / 

跑馬地，肇輝台，大坑道，寶馬山，  

雲景道 
/ / 

太古城，康怡，鯉景灣，愛秩序灣，  

西灣河，筲箕灣 
13 11 

杏花邨，小西灣，柴灣 19 5 

合共 207 

附件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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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2-2023 年度救恩學校(小學部)乘搭校車人數 

 小學部學生共約 480人，乘搭校車學生平均約佔 63% 

 

 

 

地區 地段位置名稱 現有人數 

南區/ 

中西區 

般咸道，柏道，西營盤，石塘咀， 

卑路乍街，士美菲路，加惠民道， 

蒲飛路，寶翠園，皇后大道西，上環 

16 

干德道，列提頓道，羅便臣道， 

堅道，巴丙頓道，西摩道 
17 

置富花園，華富邨，薄扶林花園， 

貝沙灣，上/下碧瑤 
15 

港外線碼頭，國際金融中心 20 

黃竹坑，海怡半島，香港仔中心， 

鴨脷洲 
36 

金鐘，灣仔 (分域街以西、六國) 1 

灣仔/ 

銅鑼灣/ 

東區 

告士打道 (菲林明道以西) / 

告士打道 (菲林明道以東)，電氣道， 

英皇道 (模範邨以西)、北角 
34 

堅尼地道，灣仔，銅鑼灣，大坑 7 

跑馬地，肇輝台，大坑道，寶馬山，  

雲景道 
18 

太古城，康怡，鯉景灣，愛秩序灣，  

西灣河，筲箕灣 

杏花邨，小西灣，柴灣 

88 

九龍區 
東九龍 18 

西九龍 24 

其他地區 

(請註明) 
九龍中、大圍、沙田、馬鞍山 9 

合共   303 人 



班

別

單

元

學

期

星

期
人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出

發

時

間

上

車

地

點

目

的

地

回

程

時

間

上

車

地

點

一恩 壁球 下 四 35 6/2 13/2 20/2 27/2 5/3 12/3 19/3 2/4 23/4 7/5 14/5 21/5 香港壁球中心

一信 壁球 上 一 36 2/9 9/9 16/9 23/9 14/10 21/10 28/10 4/11 11/11 18/11 2/12 9/12 16/12 6/1 13/1 香港壁球中心

一望 壁球 下 一 36 3/2 10/2 17/2 24/2 2/3 9/3 16/3 6/4 20/4 27/4 4/5 18/5 香港壁球中心

三信 游泳 上 五 26 6/9 20/9 27/9 4/10 11/10 18/10 25/10 1/11 15/11 22/11 29/11 6/12 13/12 3/1 10/1 堅尼地城泳池

三望 游泳 下 四 26 6/2 13/2 20/2 27/2 5/3 12/3 19/3 2/4 23/4 7/5 14/5 21/5 堅尼地城泳池

三愛 游泳 下 五 26 7/2 14/2 21/2 28/2 6/3 13/3 20/3 3/4 17/4 24/4 8/5 15/5 22/5 堅尼地城泳池

三恩 游泳 上 四 26 5/9 12/9 19/9 26/9 3/10 10/10 17/10 24/10 31/10 14/11 21/11 28/11 5/12 12/12 19/12 2/1 9/1 16/1 堅尼地城泳池

小五、六 籃球 上 五 35 6/9 27/9 4/10 11/10 18/10 25/10 1/11 15/11 22/11 29/11 石塘咀運動場

小五 籃球 下 五 25 3/4 中山公園紀念體育館

小五 籃球 下 五 25 17/4 24/4 8/5 15/5 22/5 石塘咀運動場

小五、六 足球 上 五 35 6/9 27/9 4/10 11/10 18/10 25/10 1/11 15/11 22/11 29/11 6/12 13/12 3/1 10/1 中山公園足球場

小五 足球 下 五 25 3/4 17/4 24/4 8/5 15/5 22/5 中山公園足球場

小五、六 排球 上 五 35 6/9 27/9 1/11 15/11 22/11 29/11 上環文娛中心

小五、六 排球 上 五 35 4/10 11/10 18/10 25/10 香港公園運動場

小五 排球 下 五 25 3/4 17/4 24/4 8/5 15/5 22/5 上環文娛中心

小五、六 欖球 上 五 35 6/9 1/11 15/11 22/11 29/11 6/12 13/12 香港公園運動場

小五、六 欖球 上 五 35 3/1 10/1 中山公園紀念體育館

小五 欖球 下 五 25 3/4 香港公園運動場

小五 欖球 下 五 25 17/4 24/4 8/5 15/5 22/5 中山公園紀念體育館

一恩 壁球 下 四 35 6/2 13/2 20/2 27/2 5/3 12/3 19/3 2/4 23/4 7/5 14/5 21/5 香港壁球中心

一愛 壁球 上 四 36 5/9 12/9 19/9 26/9 3/10 10/10 17/10 24/10 31/10 14/11 21/11 28/11 5/12 12/12 19/12 2/1 9/1 16/1 香港壁球中心

小六 籃球 上 五 25 6/12 13/12 3/1 10/1 石塘咀運動場

小六 足球 上 五 25 6/12 13/12 3/1 10/1 中山公園足球場

小六 排球 上 五 25 6/12 13/12 3/1 10/1 上環文娛中心

小六 欖球 上 五 25 6/12 13/12 香港公園運動場

小六 欖球 上 五 25 3/1 10/1 中山公園紀念體育館

12:30p.m.

2:30p.m.

救恩學校

2019-2020年度體育單元校車使用資料

日期

附件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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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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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恩 壁球 下 四 35 28/5 4/6 11/6 18/6 香港壁球中心

一望 壁球 下 一 36 25/5 1/6 8/6 15/6 22/6 香港壁球中心

三望 游泳 下 四 26 4/6 11/6 18/6 堅尼地城泳池

三愛 游泳 下 五 26 5/6 12/6 19/6 堅尼地城泳池

小五 籃球 下 五 23 5/6 12/6 19/6 石塘咀運動場

小五 足球 下 五 23 5/6 12/6 19/6 中山公園足球場

小五 排球 下 五 23 5/6 12/6 19/6 上環文娛中心

小五 欖球 下 五 23 5/6 12/6 19/6 中山公園紀念體育館

一愛 壁球 下 四 35 28/5 4/6 11/6 18/6 9:00a.m. 香港壁球中心 10:30a.m.

停

車

場

/

西

邊

街

出

口

與

目

的

地

相

同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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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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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團隊/興趣班名稱 上學期日期  下學期日期 上學時間 地點
使用校車由學校
往返練習場地

參加人

數

男子籃球隊 上環文娛中心 雙程 19

週一乒乓球校隊 本校停車場

週一壁球校隊 香港壁球中心 單程 16

週一籃球訓練班 3/2、10/2、17/2、24/2、2/3、9/3 本校操場

視藝創作A班
16/3、6/4、20/4、27/4、4/5、
18/5

視藝室

本場操場

中山公園 雙程 18

週二乒乓球校隊 本校停車場

週二籃球訓練班 本校操場

黏土陶瓷藝術B班 207室

視藝創作B班 視藝室

樂器班 本校課室

初級管弦樂團 六樓綜藝館

管弦樂團 六樓綜藝館

足球校隊 中山公園足球場 雙程 30

女子排球校隊 士美菲路球場 雙程 40

音樂劇團 六樓綜藝館

小一至小三：本校操場/佐治五
世足球場

小四至小六：中山公園足球場 雙程 7

黏土陶瓷藝術C班 207室

體操訓練班 六樓綜藝館

STEAM and Maker 508室

田徑校隊(田項)
27/9、4/10、11/10、18/10、
25/10、

本校操場

羽毛球校隊
1/11、15/11、22/11、29/11、
6/12、

石塘咀運動場 雙程 19

數學校隊(小五) 13/12、3/1、10/1 507室

數學校隊(小六) 508室

週五壁球校隊 香港壁球中心 單程 10

黏土陶瓷藝術D班
27/9、4/10、11/10、18/10、
25/10、

207室
1/11、15/11、22/11、29/11、
6/12、
13/12、3/1、10/1

田徑訓練班 小西灣運動場 單程 40

圍棋班 503室

STEAM 機械人編程班 306室

週六壁球校隊A隊 香港壁球中心

欖球校隊 本校操場

週六壁球校隊B隊 香港壁球中心

游泳訓練班

21/9、28/9、5/10、12/10、
19/10、26/10、2/11、16/11、
23/11、30/11、7/12、14/12、
4/1、18/1

8/2、15/2、22/2、29/2、7/3、
14/3、21/3、18/4、25/4、2/5、
9/5、16/5

堅尼地城游泳池

足球訓練班

19/9、26/9、3/10、10/10、
17/10、24/10、31/10、14/11、
21/11、28/11、5/12、12/12、
2/1、9/1、16/1

教會副堂

低年級歌詠團 六樓綜藝館

16/9、23/9、14/10、21/10、
28/10、4/11、11/11、18/11、
*25/11、2/12、9/12、16/12、
6/1、13/1

3/2、10/2、17/2、24/2、2/3、
9/3、16/3、6/4、20/4、27/4、
4/5、18/5

3:00p.m.至
4:50p.m.

17/9、24/9、8/10、15/10、
22/10、29/10、12/11、19/11、
26/11、3/12、10/12、17/12、
7/1、14/1

國際象棋A班

4/2、11/2、18/2、25/2、3/3/、
10/3、17/3、31/3、7/4、21/4、
28/4、5/5

女子籃球隊 10/9、17/9、24/9、8/10、15/10、
22/10、29/10、12/11、19/11、
26/11、3/12、10/12、17/12、
7/1、14/1

501室

小小科學家

救恩學校(小學部)

2019-2020年度延伸學習活動日期及場地一覽表

二

5/2、12/2、19/2、26/2、4/3、
*11/3、18/3、1/4、22/4、29/4、
6/5、13/5、20/5、#3/6、#10/6、
#17/6

201、202、203室

4/2、11/2、18/2、25/2、3/3/、
10/3、17/3、31/3、7/4、21/4、
28/4、5/5

一

9/9、16/9、23/9、14/10、21/10、
28/10、4/11、11/11、18/11、
*25/11、2/12、9/12、16/12、
6/1、13/1

高年級歌詠團 9/9、16/9、23/9、14/10、21/10、
28/10、4/11、11/11、18/11、
2/12、9/12、16/12、6/1、13/1

3/2、10/2、17/2、24/2、2/3、

9/3、16/3、6/4、20/4、27/4、

4/5、18/5

2:30p.m.至
5:20p.m.

11/9、18/9、25/9、2/10、9/10、
16/10、23/10、*30/10、13/11、
20/11、27/11、4/12、11/12、
18/12、8/1、15/1

四

19/9、26/9、3/10、10/10、
17/10、24/10、31/10、14/11、
21/11、28/11、5/12、12/12、
2/1、9/1、16/1

6/2、13/2、20/2、27/2、5/3、
12/3、19/3、2/4、23/4、7/5、
14/5、21/5

 備註：

1. *之日期為學校的非上課日，家長需自行接送 貴子弟往返上課場地。

2. #之日期為短版時間表，該活動之上堂時間為1:40p.m.-3:05p.m.。

3. 以下日期為不同年級的考試日期，有關學生可自行決定是否參加當天之練習。

小六：28/10-1/11/2019及9-13/3/2020

小四、五：9-13/12/2019

六樓綜藝館

五

7/2、14/2、21/2、28/2、6/3、
13/3、20/3、3/4、17/4、24/4、
8/5、15/5、22/5、#5/6

7/2、14/2、21/2、28/2、6/3、
13/3、20/3、3/4、17/4、24/4、
8/5、15/5、22/5

「跳跳舞遊世界」舞蹈班

3:00p.m.至
4:50p.m.

6/2、13/2、20/2、27/2、5/3、
12/3、19/3、2/4、23/4、7/5、
14/5

國際象棋班B班 501室

附件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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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人數 校車數量 日期 出發地點 目的地

小五生命成長營 約96 2架56座
27/8/2018(去程)

29/8/2018(回程)
學校 大棠渡假村

女子籃球校隊 約26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11/9,18/9,2/10,9/10,16/10,23/10,6/11,13/11,20/11,

27/11,4/12,11/12,18/12,15/1,22/1,29/1,19/2,5/3,

12/3,2/4,9/4,16/4,30/4,7/5

學校2L 士美菲路運動場

男子籃球校隊 約28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10/9,17/9,8/10,15/10,29/10,5/11,12/11,26/11,3/12,10/12,

17/12,14/1,21/1,28/1,18/2,25/2,4/3,18/3,8/4,15/4,29/4,

6/5,20/5

學校2L 中山公園體育館/ 上環文娛中心

小二PSE外出探訪 36 1

17/9/2018 - 17/12/2018 (逢週一, 共10次)

日期：9月17日，10月8日，10月15日，10月29日，11月5

日，11月12日，11月26日，12月3日，

12月10日，12月17日

學校 竹林明堂(薄扶林沙灣徑)

女子排球校隊及訓練班 45 1
13/9,20/9,27/9,4/10,11/10,18/10,25/10,

8/11,15/11,22/11,29/11,6/12,13/12,20/12
學校 中山公園室內運動場

足球校隊 42 1

13/9,20/9,27/9,8/11,15/11,22/11,29/11,

6/12,13/12,20/12,3/1,10/1,17/1,24/1,31/1,

21/2,28/2,7/3,14/3,21/3,4/4,11/4,2/5

學校 中山公園足球場

Wizard of Oz Musical show 188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2018/10/10 學校 西灣河文娛中心

週一壁球隊場地資料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10/9,17/9,8/10,15/10,29/10,5/11,12/11,26/11,

3/12,10/12,17/12,14/1,21/1,28/1,

18/2,25/2,4/3,18/3,8/7,15/4,29/4,6/5,20/5  (23次)

學校 香港壁球中心

小一, 二戶外活動 202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2018/10/26 學校 荃灣大會堂

小一正向教育戶外活動(一) 108人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2018/10/9 學校 山頂公園

五餅二魚籌款音樂會表演 40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29/9/2018 (單程) 學校 禮頓道119號公理堂

小一學校旅行 240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2018/10/30 學校 北潭涌渡假營

小二學校旅行 240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2018/10/30 學校 鯉魚門公園

小三學校旅行 230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2018/10/30 學校 大埔海濱公園

小四學校旅行 100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2018/10/30 趙醒楠醫館去西貢海下 西貢黃石

小五學校旅行 90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2018/10/30 趙醒楠醫館去大潭水塘 鰂魚涌康山花園

小六學校旅行 90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2018/10/30 趙醒楠醫館去馬鞍山 恆安邨去救恩學校

足球校隊 20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2018/10/15 學校 觀塘康寧道遊樂場

2018-2019小學部全年外出活動租車紀錄 (不包括單元課) 附件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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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人數 校車數量 日期 出發地點 目的地

2018-2019小學部全年外出活動租車紀錄 (不包括單元課) 附件戊

小一正向教育戶外活動(二) 108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2018/10/23 學校 清水灣郊野公園

讓愛傳出去 18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12/10,19/10,9/11,30/11 (共4次) 學校 上環必列啫士街51號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必愛之家

安息禮拜 28座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2018/10/12 學校 香港殯儀館

安息禮拜 28座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2018/10/19 學校 九龍殯儀館

TEAM JOSHUA 資優領袖訓練 40人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14/12/2018 (單程) 學校 東涌巴士站

TEAM JOSHUA 資優領袖訓練 40人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2019/1/19 學校 蓮麻坑 改為長山古寺

TEAM JOSHUA 資優領袖訓練 40人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2019/2/14 學校 香港仔碼頭

TEAM JOSHUA 資優領袖訓練 40人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5/4/2019(五) 學校 黃石碼頭

足球校隊(團隊) (利坤) 20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2018/10/18 學校 觀塘康寧道遊樂場

觀看壁球賽事 28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2018/11/21 學校 香港壁球中心

足球校隊 22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2018/11/6 學校 維多利亞公園足球場

足球校隊 22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13/11/2018 (單程) 學校 維多利亞公園足球場

足球校隊 22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22/11/2018 (單程) 學校 維多利亞公園足球場

報佳音 100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18/12/2018 (單程) 學校 尖沙咀K11商場

管樂團比賽 70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2018/12/4 學校 伊利沙伯體育館

籃球單元 20 1 30/11/2018(五) 學校 石塘咀運動場

週五壁球隊 12 1

14次 (單程)

18/1,25/1,15/2,22/2,1/3,8/3,15/3,22/3,12/4,26/4,

3/5,10/5,17/5,24/5

學校 香港壁球中心

陸運會 70 1校巴, 1旅遊車 7/1/2019 (一) 學校 香港仔運動場

俄羅斯學生活動 9 28座 15/12/2018(六) (單程) 機場 機場到救恩學校

俄羅斯學生活動 28 28座 19/12/2018(三) 學校 米埔自然保護區

俄羅斯學生活動 28座 20/12/2018(四) 學校 流浮山

俄羅斯學生活動 28座 21/12/2018(五) (單程) 學校 太平山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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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人數 校車數量 日期 出發地點 目的地

2018-2019小學部全年外出活動租車紀錄 (不包括單元課) 附件戊

籃球單元 20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11/1/2019(五) 學校 石塘咀運動場

女子排球校隊及訓練班(團隊) 45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10/1/2019(四) 學校 士美菲路運動場

游泳單元 (臨時安排) 35 2架28座 11/1/2019(五) 學校 堅尼地城泳池

學界乒乓球比賽 19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18/1(五) 學校 石塘咀運動場

籃球單元(額外) 26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1/2/2019(五) 學校 中山公園籃球場(戶外)

籃球單元(額外) 26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15/2/2019(五) 學校 中山公園籃球場(戶外)

籃球單元(額外) 26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22/2/2019(五) 學校 石塘咀運動場

女子排球隊 26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21/2/2019(四) 學校 士美菲路室內運動場

學界籃球比賽 28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19/2/2019(二) 學校 石塘咀運動場

學界籃球比賽 28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21/2/2019(四) 學校 石塘咀運動場

女子排球校隊及訓練班 45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2019/1/24 學校 士美菲路運動場

小二常識科外出參觀 70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31/1/2019(四) 學校 薄扶林郊野公園

女子排球校隊及訓練班 45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2019/1/31 學校 士美菲路運動場

小二常識科外出 34 1架65座 28/2/2019(四) 學校 薄扶林郊野公園(薄扶林水塘道)

26/2學界籃球比賽 28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26/2/2019(二) 學校 石塘咀運動場

26/2學界籃球比賽 28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26/2/2019(二) 學校 石塘咀運動場

26/2學界籃球比賽 28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26/2/2019(二) 由學校去石塘咀運動場 石塘咀運動場去士美菲運動場, 士美菲運動場返救恩

學界籃球比賽 28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12/3(星期二) 學校 石塘咀體育館

學界籃球比賽 28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12/3(星期二) (單程) 學校 石塘咀體育館

學界欖球比賽1 15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13/3/2019(週三) (單程) 學校 京士柏運動場

小二PSE外出探訪 34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28/1, 18/3, 8/4, 15/4, 29/4, 6/5, 20/5 學校 竹林明堂(薄扶林沙灣徑5號)

小二PSE外出探訪 34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21/2, 28/2, 7/3, 14/3, 21/3, 4/4, 11/4, 2/5, 9/5, 16/5(週四) 學校 黃竹坑南朗山道29號東華三院

小四增潤-參觀米埔 20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15/3/2019(五) 學校 新界元朗米埔自然保護區 (行西隧及大欖隧道)

小四增潤-小四參觀蠔排 20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16/3/2019(六) 學校

流浮山 (行西隧及大欖隧道)

落車位置：流浮山歡樂酒家（迴旋處）

上車位置：流浮山深灣路近上白泥沙江廟公廁

小四增潤-小四耕種體驗 20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25/3/2019(一) 學校 東涌巴士站 (行西隧及青馬)

小四增潤-小四地質公園 20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22/3/2019(五) 學校 西貢 (學校-北潭涌-西貢碼頭-學校)行西隧,經尖山,西沙路進入西貢

小四增潤-小四參觀菇菌園 20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2/3/2019(六) 學校 新界大埔林村白牛石下村 (用西隧,尖山)

週一壁球 26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3/6, 10/6, 17/6, 24/6 學校 香港壁球中心

週五壁球 26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31/5, 14/6, 21/6, 28/6, 5/7  (31/5出發為3:15) 學校 香港壁球中心

小一增潤-維多利亞公園花展 108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22/3/2019(五) 學校 維多利亞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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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人數 校車數量 日期 出發地點 目的地

2018-2019小學部全年外出活動租車紀錄 (不包括單元課) 附件戊

小一增潤-大潭郊野公園 108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26/3/2019(二) 學校 大潭郊野公園

小二增潤-數碼港海濱公園 101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27/3/2019(三) 學校 數碼港海濱公園

小三增潤-薄扶林村入口 65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25/3(一), 26/3(二) 學校 薄扶林村入口

女子排球校隊及訓練班(團隊) 45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7/3,4/4,11/4及2/5 學校 士美菲路室內運動場 11/4(改為石塘咀體育館)

籃球單元 26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15/3,22/3,12/4,26/4,10/5,17/5,24/5 學校 中山公園籃球場(戶外) 17/5(改為石塘咀體育館)

紅磡世界殯儀館 28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21/3/2019(四) 學校 紅磡世界殯儀館

學界籃球比賽 32 一架56座 21/3/2019(四) 學校 石塘咀體育館

學界籃球比賽(訂車1) 32 一架56座 19/3/2019(二) 學校 石塘咀體育館

學界籃球比賽(訂車2) 28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19/3/2019(二) 石塘咀體育館 救恩學校停車場

學界籃球比賽(訂車3) 28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19/3/2019(二) 石塘咀體育館 救恩學校停車場

籃球隊 28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18/4/2019(四) 學校停車場 石塘咀體育館

小一參觀南豐紗廠 106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2019/5/27 學校 南豐紗廠

小一二戶外學習 207 4架56座 28/6/2019(五) 學校 荃灣大會堂(西隧來回)

體育團隊 52 1架 21/6/2019(五) 學校 聖保羅書院(域多利道777號)

壁球隊 25 由校車公司按人數安排 3/6(一), 10/6(一), 17/6(一), 21/6(五), 24/6(一), 28/6(五), 5/7(五) 學校 香港壁球中心

六年級畢業營 100 2架56座 24/6(一)去程, 26/6(三) (單程) 學校 保良局賽馬會大棠渡假村

足球單元 26 1架26座 14/6(五) 學校 中山公園足球場

教師退修營 1架56座, 1架校車 16/8(五) (單程) 彩虹港鐡站 西貢青協戶外訓練營

教師退修營(週年聚餐) 16/8(五) (單程) 西貢青協戶外訓練營 香港沙田萬怡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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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座

月份 活動 高班 低班 幼兒班 全校 全校

1 9月 中山紀念公園戶外活動 4 4

2 10月 中山紀念公園戶外活動 6

3 11月 參觀香港公園 6

4 11月 參觀香港仔郊野公園 4

5 11月 參觀The Green Atrium (元朗) 4

6 12月 親子旅行(新界) 24

7 12月 探訪安老院(薄扶林、大口環) 4

8 12月 前往食物銀行捐贈食物(西營盤) 4

9 1月或2月 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 4

10 1月或2月 參觀饒宗頣文化館 4

11 1月或2月 參觀香港文化博物館 4

12 3月 參觀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4

13 3月 圓方商場藝術遊 4

14 3月 參觀香港花卉展覽 4

15 4月 親子運動日(黃竹坑體育館--教師專車) 1

16 5月 中山紀念公園戶外活動 4 4 6

17 5月 參觀香港中央圖書館

18 5月 西營盤社區街道遊探究 12

19 5月 參觀創業商場活動(西營盤) 6

20 5月 參觀惠康超級巿場(寶翠園) 4

21 5月 參觀石塘咀公共圖書館活動 4

22 6月 參觀聖公會呂明才小學課堂活動 4

23 6月 中山紀念公園戶外活動 4 4 4

24 6月 參觀聖公會基恩小學課堂活動 4

25 6月 參觀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課堂活動 4

26 6月 畢業典禮綵排(港島東) 4

27 7月 前往陽光笑容小樂園參觀(九龍) 4

28 7月 畢業生日營(新界) 4

48 32 34 25 22

合共: 22

65座

139

2018-2019幼稚園部全年使用旅遊巴統計 附件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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