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居民巴士服務路線號碼 :  NR59 
 

 

目的地﹕新峰花園 - 大埔墟站（循環線） 

 

路線（新峰花園至大埔墟站（循環線））: 

經馬窩路、達運道、南運路、達運道、*（逸雅里、豐運路、達運道）及馬窩路。 

*每日上午8時30分至下午7時30分開出的班次在返回新峰花園時行經逸雅里及豐運路。 

 

上客點﹕ 1. 馬窩路10號  落客點﹕ 1. 達運道大埔墟站外 

 2.  馬窩路8號   2. 運頭塘巴士總站旁的逸雅里

停車灣 

 3. 達運道大埔墟站外   3. 馬窩路8號對面 

     4. 馬窩路9號 

 4. 運頭塘巴士總站旁的逸雅里

停車灣 

  5. 馬窩路10號 

 

開車時間 ﹕ 

 新峰花園開(星期一至五)            

上午6時30分 上午8時34分 下午1時10分 下午5時36分 晚上8時30分 

上午6時36分 上午8時38分 下午1時20分 下午5時42分 晚上8時35分 

上午6時42分 上午8時44分 下午1時30分 下午5時48分 晚上8時40分 

上午6時48分 上午8時47分 下午1時40分 下午5時54分 晚上8時45分 

上午6時54分 上午8時49分 下午1時50分 下午6時正 晚上8時50分 

上午7時正 上午8時53分 下午2時正 下午6時05分 晚上8時55分 

上午7時05分 上午8時57分 下午2時10分 下午6時10分 晚上9時正 

上午7時10分 上午9時正 下午2時20分 下午6時15分 晚上9時05分 

上午7時14分 上午9時06分 下午2時30分 下午6時20分 晚上9時10分 

上午7時18分 上午9時12分 下午2時40分 下午6時25分 晚上9時15分 

上午7時22分 上午9時18分 下午2時50分 下午6時30分 晚上9時20分 

#上午7時22分 上午9時24分 下午3時正 下午6時35分 晚上9時25分 

上午7時26分 上午9時30分 下午3時10分 下午6時40分 晚上9時30分 

上午7時30分 上午9時40分 下午3時20分 下午6時45分 晚上9時36分 

上午7時34分 上午9時50分 下午3時28分 下午6時50分 晚上9時42分 

上午7時36分 上午10時正 下午3時36分 下午6時55分 晚上9時48分 

上午7時38分 上午10時10分 下午3時44分 晚上7時正 晚上9時5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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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7時42分 上午10時20分 下午3時52分 晚上7時05分 晚上10時正 

上午7時46分 上午10時30分 下午4時正 晚上7時10分 晚上10時06分 

#上午7時48分 上午10時40分 下午4時06分 晚上7時15分 晚上10時12分 

上午7時50分 上午10時50分 下午4時12分 晚上7時20分 晚上10時18分 

上午7時54分 上午11時正 下午4時18分 晚上7時25分 晚上10時24分 

上午7時58分 上午11時10分 下午4時24分 晚上7時30分 晚上10時30分 

上午8時正 上午11時20分 下午4時30分 晚上7時35分 晚上10時40分 

上午8時02分 上午11時30分 下午4時36分 晚上7時40分 晚上10時50分 

上午8時06分 上午11時40分 下午4時42分 晚上7時45分 晚上11時正 

上午8時10分 上午11時50分 下午4時48分 晚上7時50分 晚上11時10分 

上午8時12分 中午12時正 下午4時54分 晚上7時55分 晚上11時20分 

上午8時14分 下午12時10分 下午5時正 晚上8時正 晚上11時30分 

上午8時18分 下午12時20分 下午5時06分 晚上8時05分 晚上11時40分 

上午8時22分 下午12時30分 下午5時12分 晚上8時10分 晚上11時50分 

上午8時24分 下午12時40分 下午5時18分 晚上8時15分 午夜12時正 

上午8時26分 下午12時50分 下午5時24分 晚上8時20分  

上午8時30分 下午1時正 下午5時30分 晚上8時25分  

 

# 巴士由新峰花園二期直接開往大埔墟站  

 

 新峰花園開(星期六) 

            

上午6時30分 上午9時24分 下午1時03分 下午5時20分 晚上8時10分 

上午6時36分 上午9時30分 下午1時10分 下午5時25分 晚上8時15分 

上午6時42分 上午9時40分 下午1時20分 下午5時30分. 晚上8時20分 

上午6時48分 上午9時45分 下午1時30分 下午5時35分 晚上8時25分 

上午6時54分 上午9時50分 下午1時40分 下午5時40分 晚上8時30分 

上午7時正 上午10時正 下午1時50分 下午5時45分 晚上8時35分 

上午7時10分 上午10時05分 下午2時正 下午5時50分 晚上8時40分 

上午7時14分 上午10時10分 下午2時10分 下午5時55分 晚上8時45分 

上午7時18分 上午10時20分 下午2時20分 下午6時正 晚上8時50分 

上午7時22分 上午10時25分 下午2時30分 下午6時05分 晚上8時55分 

上午7時26分 上午10時30分 下午2時40分 下午6時10分 晚上9時正 

上午7時30分 上午10時40分 下午2時50分 下午6時15分 晚上9時05分 

上午7時34分 上午10時45分 下午3時正 下午6時20分 晚上9時10分 

上午7時38分 上午10時50分 下午3時10分 下午6時25分 晚上9時15分 

上午7時42分 上午11時正 下午3時20分 下午6時30分 晚上9時20分 

上午7時46分 上午11時05分 下午3時28分 下午6時35分 晚上9時25分 

上午7時50分 上午11時10分 下午3時36分 下午6時40分 晚上9時30分 

上午7時54分 上午11時15分 下午3時44分 下午6時45分 晚上9時40分 

上午8時正 上午11時20分 下午3時52分 下午6時50分 晚上9時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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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8時06分 上午11時30分 下午4時正 下午6時55分 晚上10時正 

上午8時12分 上午11時35分 下午4時06分 晚上7時正 晚上10時10分 

上午8時18分 上午11時40分 下午4時12分 晚上7時05分 晚上10時20分 

上午8時24分 上午11時50分 下午4時18分 晚上7時10分 晚上10時30分 

上午8時26分 中午12時正 下午4時24分 晚上7時15分 晚上10時40分 

上午8時30分 中午12時05分 下午4時30分 晚上7時20分 晚上10時50分 

上午8時38分 下午12時10分 下午4時35分 晚上7時25分 晚上11時正 

上午8時44分 下午12時15分 下午4時40分 晚上7時30分 晚上11時10分 

上午8時47分 下午12時20分 下午4時45分 晚上7時35分 晚上11時20分 

上午8時53分 下午12時25分 下午4時50分 晚上7時40分 晚上11時30分 

上午8時57分 下午12時30分 下午4時55分 晚上7時45分 晚上11時40分 

上午9時正 下午12時40分 下午5時正 晚上7時50分 晚上11時50分 

上午9時06分 下午12時45分 下午5時05分 晚上7時55分 午夜12時正 

上午9時12分 下午12時50分 下午5時10分 晚上8時正  

上午9時18分 下午1時正 下午5時15分 晚上8時05分  

 

 

 新峰花園開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上午6時30分 上午9時20分 下午1時20分 下午5時36分 晚上9時17分 

上午6時35分 上午9時25分 下午1時30分 下午5時42分 晚上9時24分 

上午6時40分 上午9時30分 下午1時40分 下午5時48分 晚上9時31分 

上午6時45分 上午9時36分 下午1時50分 下午5時54分 晚上9時38分 

上午6時50分 上午9時42分 下午2時正 下午6時正 晚上9時45分 

上午6時55分 上午9時48分 下午2時10分 下午6時06分 晚上9時52分 

上午7時正 上午9時54分 下午2時20分 下午6時12分 晚上9時59分 

上午7時05分 上午10時正 下午2時30分 下午6時18分 晚上10時06分 

上午7時10分 上午10時10分 下午2時40分 下午6時24分 晚上10時13分 

上午7時15分 上午10時20分 下午2時50分 下午6時30分 晚上10時20分 

上午7時20分 上午10時30分 下午3時正 下午6時36分 晚上10時27分 

上午7時25分 上午10時40分 下午3時10分 下午6時42分 晚上10時34分 

上午7時30分 上午10時50分 下午3時20分 下午6時48分 晚上10時41分 

上午7時35分 上午11時正 下午3時28分 下午6時54分 晚上10時48分 

上午7時40分 上午11時10分 下午3時36分 晚上7時正 晚上10時55分 

上午7時45分 上午11時20分 下午3時42分 晚上7時06分 晚上11時02分 

上午7時50分 上午11時30分 下午3時48分 晚上7時12分 晚上11時10分 

上午7時55分 上午11時36分 下午3時54分 晚上7時18分 晚上11時20分 

上午8時正 上午11時42分 下午4時正 晚上7時25分 晚上11時30分 

上午8時05分 上午11時48分 下午4時06分 晚上7時32分 晚上11時40分 

上午8時10分 上午11時54分 下午4時12分 晚上7時39分 晚上11時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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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8時15分 中午12時正 下午4時18分 晚上7時46分 午夜12時正 

上午8時20分 下午12時06分 下午4時24分 晚上7時53分  

上午8時25分 下午12時12分 下午4時30分 晚上8時正  

上午8時30分 下午12時18分 下午4時36分 晚上8時07分  

上午8時35分 下午12時24分 下午4時42分 晚上8時14分  

上午8時40分 下午12時30分 下午4時48分 晚上8時21分  

上午8時45分 下午12時36分 下午4時54分 晚上8時28分  

上午8時50分 下午12時42分 下午5時正 晚上8時35分  

上午8時55分 下午12時48分 下午5時06分 晚上8時42分  

上午9時正 下午12時54分 下午5時12分 晚上8時49分  

上午9時05分 下午1時正 下午5時18分 晚上8時56分  

上午9時10分 下午1時03分 下午5時24分 晚上9時03分  

上午9時15分 下午1時10分 下午5時30分 晚上9時10分  

 

收費﹕ 單程每次收費每位4元(預付卷)  

 

 

營辦商名稱﹕南記巴士客運服務有限公司 

 

聯絡電話﹕2427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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