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開車時間  班次日期  上車站點  落車站點  客運公司

7：15 日至六 ★將軍澳（毓雅里）  祈福新邨  粵/榮 

7：20 週六及公

眾假期 

將軍澳  祈福新邨  永東 

7：25 日至六 ★將軍澳（厚德）  祈福新邨  粵/榮 

7：35 週六及公

眾假期 

APM 觀塘  祈福新邨  永東 

7：45 日至六  太子、★觀塘  祈福新邨  粵/榮 

7：50 日至六  柴灣、天水圍  祈福新邨  永/粵/榮 

8：00 日至六  西灣河、旺角油麻地（碧街）  祈福新邨  永東 

8：05 日至六  元朗  祈福新邨  粵/榮 

8：10 日至六  荃灣  祈福新邨  粵/榮 

8：15 日至六  側魚涌、沙田、太子  祈福新邨  永/粵/榮 

8：25 日至六  銅鑼灣、屯門、  祈福新邨  永/粵/榮 

8：30 週六及公

眾假期 

深圳灣  祈福新邨  永東 

8：40 日至六  西環、荃灣、深圳灣  祈福新邨  永/粵/榮 

8：45 日至六  上水、★太子  祈福新邨  永/粵/榮 

8：50 日至六  柴灣  祈福新邨  永東 

9：00 日至六  西灣河、旺角油麻地（碧街）、屯門、★

沙田 

祈福新邨  永/粵/榮 

9：15 日至六  側魚涌、葵芳、太子、深圳灣  祈福新邨  永/粵/榮 

9：20 日至六  深圳灣  祈福新邨  粵/榮 

9：25 日至六  銅鑼灣、★上水  祈福新邨  永/粵/榮 

9：30 日至六  深圳灣  祈福新邨  粵/榮 

9：40 日至六  西環、荃灣  祈福新邨  永/粵/榮 

10：00 日至六  旺角油麻地（碧街）、屯門、深圳灣  祈福新邨  永/粵/榮 

10：15 日至六  葵芳、★太子  祈福新邨  永/粵/榮 

10：20 日至六  深圳灣  祈福新邨  粵/榮 

10：30 日至六  ★沙田  祈福新邨  粵/榮 

10：40 日至六  深圳灣  祈福新邨  永東 

10：55 日至六  ★上水  祈福新邨  粵/榮 

11：00 日至六  深圳灣  祈福新邨  永東 

11：15 日至六  太子  祈福新邨  粵/榮 

11：40 日至六  荃灣  祈福新邨  粵/榮 

12：00 日至六  屯門  祈福新邨  粵/榮 

12：15 日至六  太子  祈福新邨  粵/榮 

12：20 日至六  深圳灣  祈福新邨  粵/榮 

12：40 日至六  荃灣  祈福新邨  粵/榮 

13：00 日至六  屯門  祈福新邨  粵/榮 

13：15 日至六  太子  祈福新邨  粵/榮 



13：20 日至六  深圳灣  祈福新邨  粵/榮 

13：40 日至六  荃灣  祈福新邨  粵/榮 

13：50 日至六  側魚涌  祈福新邨  永東 

14：00 日至六  銅鑼灣、旺角油麻地（碧街）、屯門  祈福新邨  永/粵/榮 

14：15 日至六  西環、葵芳、★太子  祈福新邨  永/粵/榮 

14：20 日至六  深圳灣  祈福新邨  粵/榮 

14：30 日至六  ★沙田  祈福新邨  粵/榮 

14：45 日至六  太子  祈福新邨  粵/榮 

14：55 日至六  ★上水  祈福新邨  粵/榮 

15：00 日至六  深圳灣  祈福新邨  永東 

15：05 日至六  荃灣  祈福新邨  粵/榮 

15：15 日至六  深圳灣  祈福新邨  永東 

15：25 日至六  屯門  祈福新邨  粵/榮 

15：30 日至六  ★太子  祈福新邨  粵/榮 

15：45 日至六  ★沙田、深圳灣  祈福新邨  粵/榮 

16：00 日至六  旺角油麻地（碧街）  祈福新邨  永東 

16：15 日至六  葵芳  祈福新邨  永東 

16：45 日至六  太子  祈福新邨  粵/榮 

17：00 日至六  深圳灣  祈福新邨  永東 

17：05 日至六  荃灣  祈福新邨  粵/榮 

17：25 日至六  屯門  祈福新邨  粵/榮 

17：30 日至六  旺角油麻地（碧街）、太子  祈福新邨  永/粵/榮 

17：45 日至六  葵芳、深圳灣  祈福新邨  永/粵/榮 

17：50 日至六  荃灣  祈福新邨  粵/榮 

18：05 星期五  側魚涌  祈福新邨  永東 

18：20 星期五  銅鑼灣  祈福新邨  永東 

18：20 日至六  深圳灣  祈福新邨  粵/榮 

18：30 星期五  太子  祈福新邨  粵/榮 

18：30 日至六  深圳灣  祈福新邨  永東 

18：40 日至六  ★太子  祈福新邨  粵/榮 

18：55 日至六  ★沙田  祈福新邨  粵/榮 

19：00 星期五  屯門、太子  祈福新邨  粵/榮 

19：00 日至六  旺角油麻地（碧街）  祈福新邨  永東 

19：15 星期五  沙田  祈福新邨  粵/榮 

19：15 日至六  葵芳、沙田（週五）  祈福新邨  永東 

19：20 日至六  ★上水  祈福新邨  粵/榮 

19：30 日至六  深圳灣  祈福新邨  永東 

19：40 星期五  上水  祈福新邨  粵/榮 

20:00 日至六  旺角油麻地（碧街）、深圳灣  祈福新邨  永東 

20：15 日至六  葵芳  祈福新邨  永東 

21：00 日至六  深圳灣  祈福新邨  永東 

帶★為經皇崗，其餘經深圳灣口岸； 



 

 

 

 

開車時間  班次日期  上車站點  落車站點  客運公司

7：15 一至六  祈福新邨  葵芳、旺角油麻地（碧街）、迪士

尼樂園、香港國際機場 

永東 

8：00 一至六  祈福新邨  屯門、荃灣、太子  粵/榮 

8：30 一至六  碧桂園西苑  ★上水、★沙田、★太子  粵/榮 

8：40 一至六  碧桂園正苑  ★上水、★沙田、★太子  粵/榮 

8：45 一至六  祈福新邨  葵芳、旺角、銅鑼灣、迪士尼樂

園、香港國際機場 

永東 

9：00 一至六  祈福新邨  ★上水、★沙田、★太子  粵/榮 

9：35 一至六  祈福新邨  葵芳、旺角油麻地（碧街）、迪士

尼樂園、香港國際機場 

永東 

9：45 一至六  華南碧桂園  屯門、荃灣、太子  粵/榮 

10：00 一至六  祈福新邨  屯門、荃灣、太子  粵/榮 

10：30 一至六  祈福新邨  ★上水、★沙田、★太子  粵/榮 

10：40 一至六  碧桂園正苑  ★上水、★沙田、★太子  粵/榮 

11：00 一至六  祈福新邨  葵芳、旺角油麻地（碧街）、★上

水、★沙田、★太子、香港國際

機場 

永/粵/榮 

11：15 一至六  番禺賓館  葵芳、旺角油麻地（碧街）  永東 

12：45 一至六  華南碧桂園  ★上水、★沙田、★太子  粵/榮 

13：00 一至六  祈福新邨、碧桂園

西苑 

屯門、上環信德、銅鑼灣、側魚

涌、荃灣、太子、★上水、★沙

田、★太子、香港國際機場 

永/粵/榮 

13：10 一至六  碧桂園正苑  屯門、荃灣、太子  粵/榮 

13：30 一至六  祈福新邨  屯門、荃灣、太子  粵/榮 

14：00 一至六  祈福新邨  屯門、上環信德、銅鑼灣、側魚

涌、荃灣、太子、香港國際機場 

永/粵/榮 

14：30 
一至六 

祈福新邨  ★上水、★沙田、★太子  粵/榮 

14：45 
一至六 

祈福新邨、華南碧

桂園 

上水、沙田、旺角油麻地（碧街）、

屯門、荃灣、太子、香港國際機

場 

永/粵/榮 

15：00 
一至六 

祈福新邨  屯門、荃灣、太子  粵/榮 

15：15 
一至六 

碧桂園西苑  ★上水、★沙田、★太子  粵/榮 

15：25 一至六  碧桂園正苑  ★上水、★沙田、★太子  粵/榮 

15：30 星期日  祈福新邨  上水、沙田、旺角油麻地（碧街）、 永東 



香港國際機場 

15：45 一至六  祈福新邨  ★上水、★沙田、★太子  粵/榮 

16：30 一至六  祈福新邨  屯門、上環信德、銅鑼灣、側魚

涌、荃灣、太子、香港國際機場 

永/粵/榮 

17：15 一至六  華南碧桂園  屯門、荃灣、太子  粵/榮 

17：30 一至六  祈福新邨、碧桂園

西苑 

屯門、荃灣、太子  粵/榮 

17：30 星期日  祈福新邨  屯門、上環信德、銅鑼灣、側魚

涌、香港國際機場 

永東 

17：40 一至六  碧桂園正苑  屯門、荃灣、太子  粵/榮 

18：00 一至六  祈福新邨  屯門、荃灣、太子  粵/榮 

18：20 一至六  祈福新邨  上水、沙田、旺角油麻地（碧街）、

香港國際機場 

永東 

18：30 一至六  碧桂園西苑  ★上水、★沙田、★太子  粵/榮 

18：30 星期日  祈福新邨  荃灣、太子（皇崗、深圳灣）  粵/榮 

18：40 一至六  碧桂園正苑  ★上水、★沙田、★太子  粵/榮 

18：50 一至六  祈福新邨  屯門、上環信德、銅鑼灣、側魚

涌、香港國際機場 

永東 

19：00 一至六  祈福新邨  ★上水、★沙田、★太子  粵/榮 

19：20 一至六  祈福新邨  葵芳、旺角油麻地（碧街）、香港

國際機場 

永東 

19：30 星期日  祈福新邨  ★上水、★沙田、★太子  粵/榮 

20：00 星期日  祈福新邨  葵芳、旺角油麻地（碧街）  永東 

21：30 星期日  祈福新邨  葵芳、旺角油麻地（碧街）  永東 

帶★為經皇崗，其餘經深圳灣口岸； 

 

 

 

 

 

 

 

 

 

 

 



 

 

 

 

 

 

 

上車站點  落車站點  發    班    時    間  客運公司 

 
 

祈 
 
 

福 
 
 

新 
 
 

邨 

 

皇 崗 口

岸、 

羅湖僑社 

■6：40、7：20、7：50、8：20、8：50、10：05、

10：30、11：20、13：20、12：40、12：50、13：20、

13：40、14：00、14：20、15：00、15：20、16：20、

16：50、17：10、▲17：20、17：50、18：35、19：

10、19：40、◆20：00、20：20、◆21：20 

 

 

 

 

粵港 

福 田 皇

崗、羅湖 

8：25、9：35、10：55、11：55、14：35、15：35、

18：05、 

 

粵港 

深 大 路

口、羅湖

僑社 

 

9：20、11：40、13：40、16：00、18：20 

 

 

 

粵港 

羅湖汽車

客運站 

8：10、9：10、10：20、11：30、12：30、 

13：30、14：30、15：50、17：00、18：00、19：20、

21：00 

 

錦信 

注：■表示該班次逢星期一加開的班次； 

◆表示該班次星期日加開； 

▲表示該班次逢星期五、六、日加開的班次； 

 

 

 



 

 

 

 

 

 

 

上車站點 落車站點 發  班  時  間 客運公司 

 
 

羅湖華僑 

酒店後面 8

號位上車 
 

 
祈 
 
 

福 
 
 

新 
 
 

邨 

星

期

一

至

六 

 

8：15、 ★8：30、 ■9：00、 9：30、

10：00、 10：30、 ★11：00、 11：30、

★12：00、 12：30、 13：30、★14：10、 

14：30、 15：30、 ■16：30、★17：00、

17：30、★18：00、18：30、★19：30、

★20：30 

 

 

 

 

粵港 

星

期

日 

8：1 5 、8：30 、9：00 、9：30 、 

10：15 、11：00 、11：15 、12：00、 

12：15 、13：15 、14：10 、15：15 、

16：15 、16：45 、17：00  17：15 、

18：00 、18：15 、19：00 、20：00 

 

粵港 

羅湖汽車客

運站 

 

7：50 、8：42 、9：54 、10：54 、12：06、

13：06 、14：18 、15：18 、16：30 、17：18、

18：54 、21：45 

 

錦信 

注：■表示該班次停華南碧桂園； 

★表示該班次終點站為洛溪新城； 

★表示該班次逢星期五、六加開的班次； 

 

 

 

 

 



 

 

 

 

發車站點、電話 地址 班次 發車時間 

拱北口岸岐關車站 

票務:0756‐82810032 

包車:0756‐8281009 

拱北口岸廣場負

二層 

19 8:20 9:05 10:20 10:50 11:20  11:55 

12:25 13:05 14:25 15:25  16:15 17:05 

17:45 18:15 18:55  19:35  20:35 

21:35 

吉大君悅來岐關車漢

票務:0756‐3235050 

海濱南路 45號君

悅來酒店院內珠

寶酒店對面 

19 8：35  9：20  10：35  11：05  11：35 

12：10  12：40  13：20 14：05   

14：40  15：40  16：30  17：20   

18：00  18：30  19：10  19：50   

20：50  21：50 

珠海唐家車站 

票務:0756‐3317570 

香洲唐淇路 1088

號 

9 9：40  11：23  12：30  13：40   

15：00  16：50  18：20  19：30   

20：10 

胡海金鼎車漢 

票務:0756‐3383688 

金峰路 1號  8 9：00  11：00  12：00  13：02   

14：30  16：05  17：45  18：55 

 

 

 

 

 

 

 

 



 

 

 

 

 

發車站點、電話 地址 班次 發車時間 

祈福新邨巴士站 

票務 020‐34711433 

番禺區市廣路  19 7:20  7：45  8：15  8：55  9：20   

10：05  10：40  11：20  12：15   

13：15  14：00  14：30  15：00   

15：45  16：15  17：05  17：55   

18：45  19：55 

市橋汽車站 

票務 020‐84875803 

快件 020‐34816366 

市橋鎮僑興大道

68號 

19 7：35  8：00  8：30  9：10  9：35  

10：20 10：55  11：35  12：30   

13：30  14：15  14：45  15：15   

16：00  16：30  17：20  18：10   

19：00  21：10 

番禺賓館 

票務‐02084825533 

市 橋 鎮 大 北 路

130號 

18 7：40  8：35  9：15  9：40  10：25  

11：00  11：40  12：35  13：35   

14：20  14：50  15：20  16：05   

16：35  17：25  18：15  19：05   

21：15 

科爾海悅酒店 

020‐34628888轉 31 

市 橋 清 河 東 路

288號 

3 8：10  12：45  19：15 

*以上班車直達拱北口岸！拱北口岸岐關車站有專線車往返

橫琴口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