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 KR15

認可居民巴士服務細則

居民巴士服務路線號碼 ：KR15 客運營業證號碼 ：8160A

目的地：凱帆軒 – 奧海城二期

路線及停車地點：
凱帆軒 往 奧海城二期：
經海帆道、海輝道、迴旋處、連翔道、麗翔道、海泓道及海庭道。

上客點： 凱帆軒 落客點： 奧海城二期

奧海城二期 往 凱帆軒：
經海庭道、海泓道、櫻桃街、海輝道及海帆道。

上客點： 奧海城二期 落客點： 凱帆軒

*除公眾假期外，星期一至五上午7時至上午8時55分及星期六及公眾假期上午8時至上午8時55分，
服務將改為由海帆軒至奧海期一期。 途經海帆道維港灣公共交匯處外(上落客點)、櫻桃街、
連翔道、海輝道及海帆道。

開車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凱帆軒 奧海城一期

上午7時正 上午7時05分
上午7時10分 上午7時15分
上午7時20分 上午7時25分
上午7時30分 上午7時35分
上午7時40分 上午7時45分
上午7時50分 上午7時55分
上午8時正 上午8時05分
上午8時10分 上午8時15分
上午8時20分 上午8時25分
上午8時30分 上午8時35分
上午8時40分 上午8時45分
上午8時50分 上午8時55分

凱帆軒 奧海城二期
上午9時正 上午9時08分
上午9時15分 上午9時23分
上午9時35分 上午9時43分
上午9時50分 上午9時58分
上午10時05分 上午10時1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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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0時20分 上午10時28分
上午10時35分 上午10時43分
上午10時50分 上午10時58分
上午10時05分 上午11時13分
上午11時20分 上午11時28分
上午11時35分 上午11時43分
上午11時50分 上午11時58分
下午12時05分 下午12時13分
下午12時20分 下午12時28分
下午12時40分 下午12時48分
下午12時55分 下午1時03分
下午1時10分 下午1時18分
下午1時25分 下午1時33分
下午1時40分 下午1時48分
下午1時55分 下午2時03分
下午2時10分 下午2時18分
下午2時25分 下午2時33分
下午2時40分 下午2時48分
下午2時55分 下午3時03分
下午3時30分 下午3時38分
下午3時45分 下午3時53分
下午4時正 下午4時08分
下午4時15分 下午4時23分
下午4時30分 下午4時38分
下午4時45分 下午4時53分
下午5時正 下午5時08分
下午5時15分 下午5時23分
下午5時30分 下午5時38分
下午5時45分 下午5時53分
下午6時正 下午6時08分
下午6時15分 下午6時23分
下午6時30分 下午6時38分
下午6時45分 下午6時53分
下午7時正 下午7時08分
下午7時15分 下午7時23分
下午7時30分 下午7時38分
下午7時45分 下午7時53分
下午8時正 下午8時08分
下午8時15分 下午8時23分
下午8時30分 下午8時38分
下午8時45分 下午8時53分
下午9時正 下午9時08分
下午9時15分 下午9時23分
下午9時30分 下午9時3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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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9時45分 下午9時53分
下午10時正 下午10時08分
下午10時15分 下午10時23分

Saturdays and Public Holidays
From Hampton Place From Olympian City I

上午8時正 上午8時05分
上午8時10分 上午8時15分
上午8時20分 上午8時25分
上午8時30分 上午8時35分
上午8時40分 上午8時45分
上午8時50分 上午8時55分

From Hampton Place From Olympian City II
上午9時正 上午9時08分
上午9時15分 上午9時23分
上午9時35分 上午9時43分
上午9時50分 上午9時58分
上午10時05分 上午10時13分
上午10時20分 上午10時28分
上午10時35分 上午10時43分
上午10時50分 上午10時58分
上午11時05分 上午11時13分
上午11時20分 上午11時28分
上午11時35分 上午11時43分
上午11時50分 上午11時58分
下午12時05分 下午12時13分
下午12時20分 下午12時28分
下午12時40分 下午12時48分
下午12時55分 下午1時03分
下午1時10分 下午1時18分
下午1時25分 下午1時33分
下午1時40分 下午1時48分
下午1時55分 下午2時03分
下午2時10分 下午2時18分
下午2時25分 下午2時33分
下午2時40分 下午2時48分
下午2時55分 下午3時03分
下午3時30分 下午3時38分
下午3時45分 下午3時53分
下午4時正 下午4時08分
下午4時15分 下午4時23分
下午4時30分 下午4時38分
下午4時45分 下午4時5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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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5時正 下午5時08分
下午5時15分 下午5時23分
下午5時30分 下午5時38分
下午5時45分 下午5時53分
下午6時正 下午6時08分
下午6時15分 下午6時23分
下午6時30分 下午6時38分
下午6時45分 下午6時53分
下午7時正 下午7時08分
下午7時15分 下午7時23分
下午7時30分 下午7時38分
下午7時45分 下午7時53分
下午8時正 下午8時08分
下午8時15分 下午8時23分
下午8時30分 下午8時38分
下午8時45分 下午8時53分
下午9時正 下午9時08分
下午9時15分 下午9時23分
下午9時30分 下午9時38分
下午9時45分 下午9時53分
下午10時正 下午10時08分
下午10時15分 下午10時23分
下午10時30分 下午10時38分
下午10時45分 下午10時53分

簽發日期：2007年5月1日

運輸署署長

（莫家聲 代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