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rking Scheme on Daily Travelling Time (by district) 

Daily  travelling  time  from parents’/guardians’ home  to  the Undergraduate Halls of 

the University will be taken as daily travelling time of the hall applicant.    In the case 

of a single parent or single guardian, from the address of the custodian as specified in 

the  Court  order  or  in  all  other  cases,  from  the  home  address  of  that 

single/separated/divorced parent or guardian, with whom the applicant used to live. 

 

Note: 
1. Address proof will be mandatory if the home address as reported by the hall applicant is 

different  from  the University’s  record.    The Undergraduate Halls  reserves  the  right  to 
conduct surprise visits.   

2. If a non‐local address  is provided  in the hall application, the hall applicant must submit 
proof  of  the  address  where  the  hall  applicant  and  the  parents  /  guardian must  be 
co‐habiting.    The hall applicant must also provide  the date of and  reasons  for moving 
out of Hong Kong.    If verified, the highest mark of daily travelling time, i.e. 40.0, will be 
given to the hall applicant  in his/her first hall application, and half of the highest mark 
will be given  in the subsequent hall applications.    The hall applicant and the parents / 
guardian will complete an “Undertaking of Home Address” before check‐in to declare the 
home address.   

 

 

每日交通時間計分表    (按地區計算)   

以申請人每日由父母或監護人其住址前往大學九龍塘校園交通時間計算。如申請

人屬單親(包括父母已分居或仳離)或由監護人照顧，則以法庭頒令擁有監護權人

仕的住址，或在其他情況下，與申請人一直同住之單親(包括父母分居或仳離)  或

監護人的地址作準。 

 
註: 

1. 如申請人提交住址與大學記錄不同，必須提供住址証明，本科生舍堂或會作出突擊檢查。 

2. 如本地同學以非本港住址申請入宿，則須提供有關住址的證明文件，所報住之地址須為同學

與父母或監護人同住的地址，並須提供遷出香港的日期及原因。如証明屬實，同學於第一年

申請入宿時將可獲最高交通時間分數，而往後的申請，則每次只可獲取最高分數的一半。同

學及其家長/監護人並需在入宿前簽署一份書面聲明，確認所呈報的地址為其真實的住址。 

 

 



每日交通時間計分表 

分數 香港 九龍 新界 離島 

3   樂富、竹園     

4   九龍塘     

5   九龍城、馬頭圍、土瓜灣     

6   旺角     

7  慈雲山、何文田   

9  黃大仙   

10   油麻地   

11 鑽石山 大圍   

12   石硤尾、深水埗、紅磡 道風山   

13 長沙灣、荔枝角、尖沙咀 沙田嶺   

14 金鐘 
佐敦、大角咀、彩虹、 
九龍灣、牛頭角 

沙田、火炭、石門、馬料水、 
荔景 

  

15 奧海城、美孚、順利、觀塘   

16 灣仔、渣甸山、大坑 藍田 大水坑、馬鞍山 1、大埔   

17 中環、東半山 油塘 
小瀝源、九肚山、馬鞍山 2、
和合石 

  

18 
西環、西營盤、銅鑼灣、北
角、鰂魚涌、黃竹坑、鴨脷
洲、壽臣山 

 
太和、葵興、青衣 1、青衣 3、
荃灣 1、荃灣 2 

  

19 石塘咀、堅尼地城、上環 秀茂坪、鯉魚門 西沙公路 1   

20 
跑馬地、太古城、西灣河、
西半山 

  粉嶺公路 1、將軍澳、上水 1   

21 寶馬山、筲萁灣、杏花邨   
大埔滘、葵涌 1、粉嶺、聯和
墟、林錦公路、上水 2 

  

22 摩星嶺、香港仔   青衣 2、荃灣 4   
23 數碼港、淺水灣   西沙公路 2、天水圍 1   

24 柴灣、陽明山莊   
葵涌 2、汀角路、荃灣 3、西
貢 1、西貢 2、流浮山 1、元
朗、八鄉 1 

  

25 薄扶林   
荃錦公路、青山公路、沙頭
角公路 1、八鄉 2 

  

26 柴灣山區、舂坎角   
荃灣 5、西貢 3、屯門 2、錦
田、石崗 2、東涌 

  

27 
 

  
羅湖、西貢 5、屏山、天水圍
2、十八鄉 1、粉錦公路 

  

28 赤柱    
粉嶺公路 2、沙頭角公路 2、
屯門 4、洪水橋、石崗 1 

  

29 
 

  
屯門 1、屯門 3、天水圍 3、
元朗公路 

  

30 小西灣、紅山半島   
新娘潭路、打鼓嶺、廈村、
流浮山 2、新田公路、十八鄉
2 

  

32 石澳     

33   上白泥  

34   西貢 6、沙頭角公路 3  

35     馬灣 

36     離島 1 

38     離島 2 

39   龍鼓灘路  

40     大網仔路、西貢 4 離島 3 

40  最近公共交通步行多於 30 分鐘的偏遠鄉村(沙螺洞、馬鞍山村、三椏涌、荔枝莊) 

 



分區註釋 

分數 地區 詳細地區分佈 
 香港 ------------------------- 香港 ------------------------------- 
17 中環 紅棉路以西、機利文街以東 
14 金鐘 紅棉路以東、軍器廠街以西 
19 上環 機利文街以西、皇后街以東、堅道以北 
18 西環 皇后街以西、正街以東、般含道以北 
18 西營盤 正街以西、屈地街以東、般含道以北 
19 石塘咀 屈地街以西、西祥街以東、寶翠園 
19 堅尼地城 西祥街以西、西寧街、西環邨、觀龍樓、聯邦新樓、學士臺 
22 摩星嶺 域多利道西寧閣起、大口環道、沙灣徑、沙宣道 
16 灣仔 軍器廠街以東、堅拿道以西 
18 銅鑼灣 堅拿道以東、蜆殼街以南、摩頓台 
20 跑馬地 禮頓道以南、山光道、藍塘道、樂活道 
16 渣甸山 益群道、利群道、福群道、大坑道以南 
16 大坑 大坑道以北、豪園、勵德邨、銅鑼灣道 
21 寶馬山 炮台山道、天后廟道、寶馬山道、寶馬山花園、賽西湖大廈、雲景道 
18 北角 蜆殼街以東、健康東街以西、丹拿山、健康村 
18 鰂魚涌 健康東街以東、華蘭路以西、模範邨、糖廠街 
20 太古城 華蘭路以東、惠安苑、太古城、康怡花園、太祥街以西 
20 西灣河 太祥街以東、翠湖台、新成街以西、愛東邨、東旭苑 
21 筲萁灣 新成街以東、耀東邨、亞公岩、明華大廈、愛蝶灣、盛泰道以西 
21 杏花邨 盛泰道以東、杏花邨 
24 柴灣 順泰道以南、翠灣邨、翠樂邨、漁灣邨、環翠邨、茵翠苑、康翠臺、常安街以西 
26 柴灣山區 山翠苑、興民邨、興華邨、峰華邨、景翠苑 
24 陽明山莊 深水灣道、黃泥涌峽道 
17 東半山 花園道以東、麥當勞道、堅尼地道、司徒拔道 
20 西半山 般含道以南、羅便臣道以南、山頂道、花園道以西 
25 薄扶林 薄扶林花園、置富花園、華富邨、華貴邨 
23 數碼港 貝沙灣、數碼港道、碧瑤灣 
30 小西灣 常安街以東、富欣花園、曉翠苑、小西灣邨、佳翠苑、富景花園 
22 香港仔 田灣邨、香港仔中心、石排灣邨、漁暉苑、漁光邨 
18 黃竹坑 黃竹坑邨、雅濤閣 
18 鴨脷洲 海怡半島、鴨脷洲邨、利東邨、深灣軒 
18 壽臣山 黃竹坑新圍、香港仔隧道出口以東 
23 淺水灣 香島道、淺水灣道、南灣道 
26 舂坎角 馬坑邨、舂坎角道、環角道 
28 赤柱 佳美道、東頭灣道 

30 紅山半島 大潭道、紅山半島 
32 石澳 石澳道、大浪灣道 
 九龍 ------------------------- 九龍 ------------------------------- 
4 九龍塘 歌和老街以南、又一村、大坑東道以東、廣播道、筆架山、界限街以北 
3 樂富 樂富邨、嘉強苑、橫頭磡邨 
9 黃大仙 新蒲崗、黃大仙上/下邨、雙鳳街、東頭邨 
12 石硤尾 石硤尾邨、白田邨、南山邨、大坑東邨、大窩坪、澤安邨 
7 慈雲山 慈正邨、慈愛苑、慈民邨、慈安苑、慈樂邨、毓華街 
3 竹園 竹園上/下邨、天馬苑、翠竹花園 
6 旺角 界限街以南、山東街以北、塘尾道以東 
10 油麻地 佐敦道以北、山東街以南 
14 佐敦 佐敦道以南、港鐵九龍站 
14 大角咀 大同新邨、界限街以南、塘尾道以西、港鐵奧運站、富榮花園 
12 深水埗 欽洲街以南、大埔道以西 
5 九龍城 美東邨、衙前圍村、九龍仔公園以東、摩士公園以南 
5 馬頭圍 天光道以東、浙江街以北、九龍城道以西、馬頭圍邨、真善美邨 
12 紅磡 浙江街以南、紅磡邨、家維邨、黃埔花園、紅磡灣中心、康莊道以東 
11 鑽石山 龍蟠苑、富山邨、嘉峰臺、采頤花園 
14 彩虹 彩虹邨、彩雲邨、坪石邨、啟業邨、啟泰苑、牛池灣、麗晶花園 
7 何文田 亞皆老街以南、天光道以西、俊民苑、愛民邨、衛理道以東 
13 尖沙咀 柯士甸道以南、康莊道以西 
5 土瓜灣 樂民新邨、啟明街以北、九龍城道以東、浙江街以北 
14 九龍灣 德福花園、淘大花園、彩霞邨 
14 牛頭角 牛頭角上/下邨、安基苑、玉蓮台、樂華邨 



15 奧海城 奧海城、維港灣、浪澄灣、凱帆軒 
15 順利 順安邨、順利邨、順天邨 
13 長沙灣 元洲邨、李鄭屋邨、幸福邨、麗閣邨、麗安邨、欽洲街以西 
15 觀塘 觀塘碼頭、巧明街以東、康寧道以東、祥和苑、和樂邨、翠屏邨 
17 油塘 廣田邨、高俊苑、油麗邨、油塘中心、鯉魚門邨 
13 荔枝角 興華街以西、蘇屋邨、海麗邨、泓景臺、昇悅居、宇晴軒、碧海藍天 
15 美孚 美孚新邨、曼克頓山、鍾山臺、華荔邨、荔景臺、清麗苑 
16 藍田 藍田邨、康華苑、德田邨、平田邨、麗港城 
19 秀茂坪 秀茂坪邨、曉麗苑、寶達邨 
19 鯉魚門 鯉灣天下、三家村 
 新界 ------------------------- 新界 ------------------------------- 
11 大圍 新田圍邨、秦石邨、新翠邨、隆亨邨、顯徑邨、美林邨、美田邨、美松苑、文禮閣、 

世界花園、聚龍居、紅梅谷 
14 沙田 禾輋邨、沙田第一城、愉田苑、愉翠苑、沙角邨、乙明邨、博康邨、新城市廣場、排頭村 
13 沙田嶺 沙田嶺路、湖景花園 
14 火炭 穗禾苑、華翠園、駿景園、落路下、禾寮坑、桂地新村、火炭村、上/下禾輋 
14 石門 濱景花園、翠湖花園、碧濤花園、安睦街以北 
17 小瀝源 廣源邨、帝堡城、廣林苑、牛皮沙新村、插桅杆新村 
12 道風山 銅鑼灣山路、田寮、道風山道 
17 九肚山 九肚山路、馬樂徑、九肚村、馬影徑、馬鞍徑、馬鈴徑、九肚徑、雍坪徑 
14 馬料水 大埔公路馬料水段 
21 大埔滘 大埔公路大埔滘段、鹿茵山莊、滌濤山、翡翠花園、下黃宜坳、御泓居 
16 大埔 運頭塘邨、新峰花園、林村河以南、廣褔邨 
18 太和 大埔花園、太湖花園、錦山路、太和邨、大埔中心、大元邨、林村河以北、富善邨、 

富亨邨、松嶺 
16 大水坑 富安花園、大水坑、錦泰苑、嵐岸、海典灣、保泰街以南 
16 馬鞍山 1 保泰街以北、觀瀾雅軒、聽濤雅苑、錦豐苑、恒安邨、耀安邨、頌安邨、雅景台 
17 馬鞍山 2 新港城、雅典居、迎濤灣、福安花園、錦英苑、利安邨、烏溪沙新村、翠擁華庭 
24 汀角路 汀角路大福街以北、田心、鳳園、倚龍山莊、淺月灣、聚豪天下、雅景花園、 

比華利山別墅、詹屋村、船灣、洞梓、布心排、汀角、大美督、三門仔 
30 新娘潭路 鹿頸、南涌 
14 荔景 荔景邨、祖堯邨、翠瑤苑 
21 葵涌 1 大窩口邨、葵盛東/西邨、葵涌邨 
24 葵涌 2 梨木樹邨、石籬一/二邨、怡峰苑、安蔭邨、嘉翠園 
18 葵興 葵興邨、葵芳邨、華景山莊 
18 青衣 1 青泰苑、長發邨、長安邨、青衣邨、青怡花園、偉景花園、長康邨、長青邨、美景花園 
22 青衣 2 青華苑、青盛苑 
18 青衣 3 長亨邨 
18 荃灣 1 福來邨、祈德尊新邨、萬景峰、南豐中心、綠楊新邨、大窩口邨 
18 荃灣 2 愉景新城 
24 荃灣 3 荃威花園、荃灣中心、曹公潭、白田霸、荃景花園、朗逸峰、寶雲匯、海濱花園、石圍角邨、

象山路 
22 荃灣 4 爵悅庭 
26 荃灣 5 荃德花園、錦豐園 
25 荃錦公路 光板田村、大橋村、川龍 
21 粉嶺 嘉福邨、北區公園以東、美景新邨、粉嶺樓路以西、祥華邨、粉嶺中心、牽晴間、華心邨、 

華明邨、雍盛苑、嘉盛苑 
21 聯和墟 馬會道以北、馬適路以東及南 

17 和合石 和合石新村、和合石 

25 沙頭角公路 1 龍躍頭、一號橋、新圍(覲龍圍)、永寧花園、麻笏圍、小坑村、軍地、流水響道、鶴藪道、坪輋、

馬尾下 
28 沙頭角公路 2 上禾坑以東北 
34 沙頭角公路 3 沙頭角村、蓮麻坑 
20 上水 1 上水圍、萬豪居、蔚翠花園、雞嶺、清河邨、丙崗、太平邨、松柏塱 
21 上水 2 石湖墟公園以東南、天平山村、奕翠園、安國新邨、皇府山、天平邨、上水名都、彩園邨、 

石湖墟 
20 將軍澳 翠林邨、康盛花園、健明邨、將軍澳上村、魷魚灣村、富寧花園、坑口邨、將軍澳中心、 

清水灣半島、日出康城 
25 青山公路 麗城花園、灣景花園、翠濤閣、翠景台、恒麗園、汀九、深井、青龍頭 
19 西沙公路 1 樟木頭、帝琴灣、西澳、泥涌、輋下、西徑、企嶺下 
23 西沙公路 2 井頭 
20 粉嶺公路 1 林錦公路至和合石、康樂園、橋頭路 



28 粉嶺公路 2 燕崗、坑頭、古洞、河上鄉、洲頭、新田、永平村、石湖圍、小磡村 
21 林錦公路 坑下莆、林村谷、梧桐寨、黃竹園 
24 西貢 1 大環 
24 西貢 2 清水灣道(井欄樹、打鼓嶺新村、大埔仔村、孟公屋路以東、坑口永隆路)、銀線灣(坑口道以北、

孟公屋路以西)、飛鵝花園 
26 西貢 3 西貢公路﹕竹角路、南圍路、窩美、南邊圍、蠔涌、匡湖居、白沙灣、菠蘿輋 
40 西貢 4 北潭涌閘口以東 
27 西貢 5 西貢翠塘路以北、海邊堤路以西、沙角尾路、蠆場路以東 
34 西貢 6 對面海邨、漁民新邨、官門漁村、西貢濤苑、沙下、鳳秀路、仁義路、大坳門、布袋澳村路 
23 天水圍 1 天盛苑、天慈邨、天耀邨、樂湖居、賞湖居、天水圍公園以南、上璋圍 
27 天水圍 2 天愛苑、天瑞邨、天華邨、嘉湖山莊(翠湖居、麗湖居、美湖居、景湖居)  、天華路以南 
29 天水圍 3 天澤邨、天悅邨、天晴邨、天華路以北 
27 屏山 唐人新村、沙井路、洪天路以東、橫洲、福喜街 
24 元朗 山下路以東、水邊圍邨、朗屏邨、大橋邨、采葉庭、元朗舊墟、馬棠路以北 
35 馬灣 珀麗灣、馬角咀 
26 東涌 富東邨、逸東邨、映灣園、赤鱲角新村、馬灣新村 
29 屯門 1 良景邨、田景邨、寶田邨、建生邨、山景邨、大興邨、兆康苑、富泰邨、景峰花園 

 
26 屯門 2 翠林花園、卓爾居、新圍仔、屯門市廣場、置樂花園、安定邨、友愛邨、華都花園、楊小坑 

 
29 屯門 3 三聖邨、豐景園、慧豐園、美樂花園、蝴蝶邨、湖景邨、新屯門中心、龍門居 

 
28 屯門 4 藍地、小坑村、順風圍、青磚圍、新慶村、屯門新村、福亨村、香港黃金海岸、富安新邨 

 
33 上白泥 上白泥、深灣路 
29 元朗公路 凹頭、東成里、石塘村 
24 流浮山 1 鳳降村路 
30 流浮山 2 流浮山路 
30 新田公路 米埔新村、加州豪園、牛潭尾路、錦繡花園、大生圍、怡安苑 
27 十八鄉 1 馬棠路以南至元朗公路以北、柏麗豪園、馬田村、大旗嶺、上/下攸田村、欖口村、馬田壆、蝶

翠峰 
30 十八鄉 2 元朗公路以南、大棠、田寮村 
26 錦田 逢吉鄉、模範鄉、沙埔村、長春新村、高埔新村、吉慶圍、橋頭村、東匯道以北 
28 洪水橋 洪天路以西、田廈路、丹桂村路 
30 廈村 新錫路、祥降圍、田廈路 
24 八鄉 1 東匯道以東至八鄉警署、彭家村、四季雅苑 
25 八鄉 2 八鄉警署以東、邱屋村、河歷背 
28 石崗 1 黎屋村以東、大嶺、雷公田 
26 石崗 2 東匯道以南至黎屋村、元崗、水盞田 
39 龍鼓灘路 北朗、沙埔崗 
27 粉錦公路 蓮塘尾、唐公嶺、蕉徑、亞公田、上輋/下輋、橫台山 
30 打鼓嶺 簡頭圍、香園圍 
40 大網仔路 早禾路、黃(鹿京)地 
27 羅湖 羅湖道、文錦渡路、沙嶺、新屋嶺 
 離島 -------------------------離島------------------------------- 
36 離島 1 南丫島、長洲、愉景灣、坪洲 
38 離島 2 大嶼山(東涌、大澳除外) 
40 離島 3 大澳、塔門、東平洲、浦台島、吉澳 
40 偏遠鄉村 由最近公共交通步行多於 30 分鐘的偏遠鄉村(沙螺洞、馬鞍山村、三椏涌、荔枝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