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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每年均檢討入宿評分表中各項分數，去年並在崇基學生會同學的

協助下，因應Google地圖(Google Maps)的電子地圖服務更新評分表內各地

區評分。本會於去年開始以下列原則計算地區評分： 

一、路線選擇：以谷歌地圖建議之最快捷路線為基本選擇；如有多於一

條建議路線而所需時間相若，一般採取同區人士最普遍

使用之路線； 

二、宿分計算： 以谷歌地圖建議之總車程時間除以 3 計算（離島及境外

地區除外）； 

三、個別情況：地區評分適用於居住於同一地區之所有申請者。個別具

明顯差異之步行時間或特別情況，請於私人理由特別遴

選中提出。 

 

同學如對各區交通資料或路線選擇有新資料提供，或對評分表上所列

項目有意見或建議，請於2021年1月31日前將意見及建議寄往崇基學生會之

電郵信箱（地址：69ccsu@gmail.com），並以「宿分檢討」為題，以便學

生會同學統整檢討。於1月31日之後提出之意見或建議，將未必能影響

2021/2022年度申請宿舍之評分！ 

 

 

 

 

崇基學生宿舍委員會啟 

2021 年 1 月 21 日 

 

 

 
 



2019 地區 起點 第一程 中轉站 第二程

車程時間 (參

考Google地

圖) 現時宿分

1 火炭 火炭 港鐵 9 3

2 大埔墟 大埔墟 港鐵 14 5

3 沙田市中心 沙田市中心 港鐵 12 4

4 太和 太和 港鐵 17 6

5 大圍 (富嘉花園) 大圍 (富嘉花園) 港鐵 12 4

6 九龍塘 (又一城) 九龍塘 (又一城) 港鐵 19 6

7 粉嶺 火車站 港鐵 24 8

8 上水 上水 港鐵 25 8

9 秦石邨, 新田圍村, 豐盛苑 車公廟 港鐵 22 7

10 旺角 (近旺角東,何文田) 旺角東 港鐵 23 8

11 馬鞍山 (錦泰苑,大水坑) 大水坑 九巴 (289K) 22 7

12 石鼓街 旺角東 港鐵 23 8

13 乙明邨 乙明邨 港鐵 23 8

14 紅磡 (半島) 紅磡 港鐵 25 8

15 石峽尾 石峽尾 港鐵 26 9

16 樂富 樂富 港鐵 27 9

17 沙田第一城 沙田第一城 小巴 (811) 火炭 港鐵 26 9

18 馬鞍山 (恆安, 新港城, 海柏花園) 馬鞍山 (新港城, 海柏花園) 九巴 (87K) 25 8

19 大圍 (美田村) 美田村 小巴 (63K) 大圍 港鐵 28 9

20 太子 太子 港鐵 28 9

21 黃大仙 (龍翔道) 黃大仙 (龍翔道) 港鐵 28 9

22 大角咀 旺角 港鐵 30 10

23 旺角 (近旺角站) 旺角 港鐵 30 10

24 鑽石山 鑽石山 港鐵 30 10

25 尖沙咀 (尖東站) 尖東 港鐵 31 10

26 火炭 -- 沙田山莊段 火炭 小巴 (62K) 沙田 港鐵 37 12

27 大圍 (恆峰花園) 恆峰花園 小巴 (63B) 大圍 港鐵 29 10

28 馬鞍山 (錦英苑,富寶花園) 馬鞍山 (錦英苑,富寶花園) 九巴 (87K) 26 9

29 油麻地 油麻地 港鐵 29 10

30 彩虹 (牛池灣, 坪石邨, 彩虹邨) 彩虹 港鐵 29 10

31 大圍 (顯徑) 大圍 (顯徑) 小巴 (804) 大圍 港鐵 29 10

32 九龍塘 (畢架山) 畢架山 小巴 (29B) 九龍塘 港鐵 34 11

33 深水埗 深水埗 港鐵 30 10

34 何文田 (何文田邨、愛民) 何文田 港鐵 32 11

35 長沙灣 (富昌邨) 富昌邨 港鐵 37 12

36 烏溪沙村 烏溪沙 九巴 (87K) 28 9

37 沙田 (濱景花園至碧濤花園段) 沙田 (濱景至碧濤段) 九巴 (284) 沙田 港鐵 30 10

38 梨木樹 梨木樹 巴士 (48X) 沙田 港鐵 36 12

39 長沙灣 (永隆街) 長沙灣 (永隆街) 港鐵 33 11

40 長沙灣 (李鄭屋邨) 長沙灣 港鐵 33 11

41 九龍灣 九龍灣 港鐵 32 11

42 旺角 (近奧運站) 旺角 小巴 (79K) 旺角東 港鐵 44 15

43 粉嶺 (近豪峰嶺) 豪峰嶺 九巴 (273) 粉嶺 港鐵 33 11

44 大圍 (嘉田苑) 大圍(嘉田苑) 小巴 (804) 大圍 港鐵 38 13

45 荔枝角 (長沙灣道) 荔枝角 (長沙灣道) 港鐵 36 12

46 荔枝角 (海麗邨) 荔枝角 港鐵 40 13

47 佐敦 佐敦 港鐵 34 11

48 白田邨 白田邨 小巴 (9M) 石硤尾 港鐵 37 12

49 澤安邨 澤安邨 小巴 (30B) 石硤尾 港鐵 30 10

50 九龍塘 (近九龍城) 界限街 小巴 (2) 九龍塘 港鐵 30 10

51 牛頭角 牛頭角 港鐵 32 11

52 黃埔 黃埔 港鐵 37 12

53 黃大仙 (天馬苑,天宏苑,竹園邨) 天馬苑,天宏苑,竹園邨 小巴 (72) 九龍塘 港鐵 38 13

54 尖沙咀 (尖沙咀站) 尖沙咀 港鐵 35 12

55 觀塘 (祥和苑, 和樂邨, 翠屏邨, 月華街) 觀塘 港鐵 36 12

56 美孚 美孚 港鐵 38 13

57 粉嶺 (近帝庭軒) 帝庭軒 小巴 (52A) 粉嶺 港鐵 33 11

58 大埔墟 (大尾督, 汀角) 大埔墟 (大尾督, 汀角) 小巴 ( 20C) 大埔墟 港鐵 46 15

59 紅磡 (近高山劇場) 紅磡 小巴 (8) 紅磡 港鐵 42 14

60 麗港城, 藍田 (德田、啟田、平田) 藍田 港鐵 38 13

61 紅磡 (近土瓜灣) 紅磡 小巴 (8) 紅磡 港鐵 41 14

62 祖堯 荔景 港鐵 38 13

63 荔景 (荔景山路) 荔景 (荔景山路) 港鐵 38 13

64 金鐘 金鐘 港鐵 40 13

65 和合石 (近華明邨) 華明邨 九巴 (273) 粉嶺 港鐵 42 14

66 土瓜灣 (馬頭圍道 ) 土瓜灣 小巴 (2) 九龍塘 港鐵 44 15

67 西貢北 (西沙路) 西貢北 小巴 (807B) 43 14

68 油塘 (油塘中心, 鯉魚門, 茶果嶺) 油塘 港鐵 40 13

69 葵芳 葵芳 港鐵 40 13

70 新蒲崗 新蒲崗 小巴 (20M) 黃大仙 港鐵 42 14

71 中環 中環 港鐵 41 14

72 九龍城 九龍城 小巴 (2) 九龍塘 港鐵 44 15

73 荃灣西站, 荃灣碼頭 荃灣西 港鐵 43 14

74 海濱花園 荃灣西 港鐵 43 14

75 新田 新田 九巴 (76K) 上水 港鐵 55 18

76 葵興 葵興 港鐵 41 14

77 調景嶺 調景嶺 港鐵 44 15

78 東頭邨 東頭邨 小巴 (25M) 九龍塘 港鐵 48 16

79 彩虹 (彩雲邨, 彩輝邨) 彩虹 小巴 (16) 彩虹 港鐵 34 11

80 灣仔 灣仔 港鐵 44 15

81 九龍站上蓋 九龍 港鐵 41 14

82 青衣站上蓋 青衣 港鐵 48 16

83 慈雲山 慈雲山 小巴 (73) 九龍塘 港鐵 53 18

84 啟業邨 啟業邨 小巴 (51M) 九龍灣 港鐵 45 15

85 大窩口 大窩口 港鐵 43 14



86 富山邨 富山邨 小巴 (72) 九龍塘 港鐵 59 20

87 長沙灣 (蘇屋) 蘇屋 小巴 (45B) 長沙灣 港鐵 48 16

88 銅鑼灣 銅鑼灣 港鐵 47 16

89 鰂魚涌 鰂魚涌 港鐵 51 17

90 石籬 石籬 小巴 (403) 沙田 港鐵 52 17

91 荃灣站 (愉景新城, 荃景花園) 荃灣 港鐵 45 15

92 福來邨 荃灣 港鐵 45 15

93 上環 上環 港鐵 46 15

94 將軍澳 (將軍澳中心, 君傲灣, 尚德邨, 廣明苑, 寶明苑) 將軍澳 港鐵 53 18

95 邊境 邊境 九巴 (73K) 上水 港鐵 43 14

96 天后 (柏景臺) 天后 (柏景臺) 港鐵 49 16

97 北角 北角 港鐵 52 17

98 錦繡花園 錦繡花園 邨巴 上水 港鐵 49 16

99 西營盤 西營盤 地鐵 48 16

100 西環 西營盤 地鐵 52 17

101 薄扶林 (浦飛路) 香港大學 港鐵 65 22

102 般含道 香港大學 港鐵 60 20

103 黃竹坑(深灣、南濤閣、雅濤閣、金寶花園) 黃竹坑 港鐵 62 21

104 炮台山 炮台山 港鐵 50 17

105 炮台山 九龍城 小巴 (46) 太子 港鐵 50 17

106 坑口 坑口 港鐵 60 20

107 石蔭 石蔭 小巴 (403A) 沙田 港鐵 44 15

108 石蔭東邨 石蔭東邨 小巴 (403A) 沙田 港鐵 49 16

109 荔景 (華景山莊) 華景山莊 小巴 (97A) 荔枝角 港鐵 72 24

110 堅尼地城 堅尼地城 港鐵 港鐵 60 20

111 元朗市 (蝶翠峰, 朗晴居) 元朗 港鐵 74 25

112 觀塘 (功樂道) 觀塘 (功樂道) 小巴 (35) 牛頭角 港鐵 48 16

113 荔景 (浩景臺) 浩景臺 小巴 (46M) 荔景 港鐵 68 23

114 將軍澳 (新都城) 寶琳 港鐵 63 21

115 天水圍 (天耀, 天祐, 天盛, 樂湖, 嘉湖, 美湖) 天耀,天祐,天盛,樂湖,嘉湖,美湖 九巴 (276A) 上水 港鐵 74 25

116 鴨脷洲 (利東邨) 利東 港鐵 64 21

117 油麻地 (京士柏) 京士柏 小巴 (80M) 油麻地 港鐵 49 16

118 觀塘 (樂華) 觀塘 (樂華) 小巴 (22M) 觀塘 港鐵 55 18

119 藍田 (興田) 藍田 (興田) 小巴 (63) 觀塘 港鐵 57 19

120 元朗市 (大棠道, 新元朗中心, 擁翠豪園, 東頭村) 新元朗中心 九巴 (276) 上水 港鐵 67 22

121 荃景圍, 荃灣中心 荃景圍 九巴 (48X) 沙田 港鐵 57 19

122 安蔭 安蔭 小巴 (403A) 沙田 港鐵 53 18

123 黃大仙 (翠竹花園) 竹園邨 小巴 (38M) 黃大仙 港鐵 43 14

124 土瓜灣 (偉恆昌新邨) 土瓜灣 (偉恆昌新邨) 小巴 (28M) 旺角 港鐵 65 22

125 元朗市 (朗屏邨, 康樂路, 水邊圍, 元朗廣場, 楊屋新村) 朗屏西鐵站 港鐵 60 20

126 太古 太古 港鐵 63 21

127 觀塘 (順利, 順天) 觀塘 (順利, 順天) 小巴 (54) 彩虹 港鐵 51 17

128 海怡半島 海怡半島 港鐵 65 22

129 西灣河 西灣河 港鐵 65 22

130 青衣 青衣 (長安、長發) 九巴 (49X) 沙田 港鐵 57 19

131 田灣 田灣 巴士 (107) 紅磡 港鐵 72 24

132 藍田 (廣田) 藍田 (廣田) 小巴 (63) 觀塘 港鐵 61 20

133 元朗市 (朗景臺, 馬田村) 元朗豐年路 九巴 (276) 上水 港鐵 62 21

134 筲箕灣 筲箕灣 港鐵 67 22

135 青衣碼頭 青衣碼頭 九巴 (49X) 沙田 港鐵 56 19

136 將軍澳 (康城) 康城 港鐵 67 22

137 荃威花園 荃威花園 九巴 (48X) 沙田 港鐵 58 19

138 杏花邨 杏花邨 港鐵 65 22

139 天水圍 (天瑞,翠湖,天愛) 天瑞,翠湖,天愛 九巴 (276A) 上水 港鐵 75 25

140 麗瑤 麗瑤 小巴 (90M) 荔景 港鐵 58 19

141 賽西湖 賽西湖 小巴 (49M) 天后 港鐵 69 23

142 屯門 (兆康, 富泰) 兆康 MTR 70 23

143 麗城, 翠濤閣 麗城, 翠濤閣 小巴 (96B) 荃灣 港鐵 56 19

144 青衣 (美景花園) 青衣 (美景花園) 九巴(249X) 大圍 港鐵 40 13

145 東涌 (近富東邨) 東涌 港鐵 75 25

146 柴灣 柴灣 港鐵 69 23

147 秀茂坪 秀茂坪 九巴 (95M) 觀塘 港鐵 52 17

148 屯門市中心 屯門 港鐵 69 23

149 青衣 (長亨) 青衣 (長亨) 九巴(249X) 大圍 港鐵 46 15

150 蓮塘尾 蓮塘尾 九巴 (77K) 上水 港鐵 56 19

151 八鄉, 錦田 八鄉, 錦田 巴士 (77K) 上水 港鐵 68 23

152 青衣 (長康, 青盛苑) 青衣 (長康, 青盛苑) 九巴(249X) 大圍 港鐵 42 14

153 跑馬地 (勵德邨) 跑馬地 小巴 (21A) 銅鑼灣 港鐵 65 22

154 跑馬地 (大坑道) 跑馬地 小巴 (21M) 銅鑼灣 港鐵 65 22

155 堅道, 衛城道, 西犘道 堅道 小巴 (10) 金鐘 港鐵 65 22

156 天水圍 (天華, 天頌) 天華, 天頌 九巴 (276A) 上水 港鐵 66 22

157 木棉下村 木棉下村 小巴 (85) 荃灣 港鐵 66 22

158 天后 (寶馬山) 天后 (寶馬山) 城巴 (25A) 天后 港鐵 69 23

159 跑馬地 (渣甸山) 跑馬地 小巴 (14M) 銅鑼灣 港鐵 69 23

160 香港仔, 石排灣邨 香港仔 九巴 (107) 紅磡 港鐵 63 21

161 石圍角 石圍角 小巴 (81M) 荃灣 港鐵 67 22

162 葵盛 葵盛 巴士 (43M) 葵興 港鐵 57 19

163 將軍澳 (翠林邨, 康盛花園) 寶琳 九巴 (95M) 觀塘 港鐵 65 22

164 白田壩 白田壩 小巴 (85) 荃灣 港鐵 69 23

165 元朗 (屏山) 屏山 輕鐵 元朗 港鐵 78 26

166 青衣 (馬灣) 馬灣 穿梭 巴士 青衣 港鐵 62 21

167 沙頭角 沙頭角 小巴 (55K) 上水 港鐵 73 24

168 清水灣半島 清水灣半島 小巴 (109M) 坑口 港鐡 69 23

169 天水圍 (天富, 天悅, 天恩) 天富, 天悅, 天恩 九巴 (276A) 上水 港鐵 67 22

170 西貢市中心 西貢南 九巴 (299X) 沙田 港鐵 72 24

171 華富邨, 華貴邨 華富邨, 華貴邨 九巴 (170) 紅磡 港鐵 86 29

172 象山 象山 九巴(47X) 沙田 港鐵 40 13

173 屯門 (藍地) 藍地 輕鐵 兆康 港鐵 85 28



174 逸東邨 逸東邨 大嶼山38 東涌站 港鐵 80 27

175 山翠苑 筲箕灣 新巴 (118) 紅磡 港鐵 49 16

176 屯門 (大興, 田景) 大興, 田景 輕鐵 兆康 港鐵 90 30

177 洪水橋 洪水橋 輕鐵 元朗 港鐵 83 28

178 東區醫院宿舍 筲箕灣 小巴 (66) 筲箕灣 港鐵 82 27

179 赤柱 赤柱 小巴 (N40) 銅鑼灣 港鐵 85 28

180 屯門 (安定邨, 友愛邨) 安定邨,友愛邨 輕鐵 屯門 港鐵 86 29

181 峰華村 峰華村 小巴 (43M) 柴灣站 港鐵 74 25

182 小西灣 小西灣 小巴(62/ 62A) 杏花邨 港鐵 78 26

183 元朗 (大棠村) 大棠村 紅色 小巴 元朗 港鐵 93 31

184 筲箕灣 (耀東) 耀東 新巴 (2A) 筲箕灣 港鐵 68 23

185 天水圍 (天恆, 天澤, 俊宏軒, 天逸) 天恆, 天澤, 俊宏軒, 天逸 九巴 (276A) 上水 港鐵 70 23

186 深井 深井 九巴 (234A) 荃灣 港鐵 84 28

187 屯門 (山景邨) 山景邨 輕鐵 屯門 港鐵 90 30

188 山頂 山頂 小巴 (1) 中環 港鐵 90 30

189 屯門 (三聖) 三聖 輕鐵 屯門 港鐵 97 32

190 黃金海岸 黃金海岸一帶 九巴 (61M) 荃灣 港鐵 84 28

191 流浮山 流浮山 小巴 (34) 天水圍 港鐵 96 32

192 元朗 (崇山新村) 崇山新村 小巴 (73) 朗屏西鐵站 港鐵 95 32

193 青龍頭 (豪景) 青龍頭 (豪景) 小巴 (96) 荃灣 港鐵 88 29

194 碧瑤灣 碧瑤灣 小巴 (28) 金鐘 港鐵 85 28

195 西貢非市中心(海濱別墅、西貢濤苑) 西貢非市中心 小巴(4A)及九巴 (299X) 沙田 港鐵 90 30

196 屯門 (屯門碼頭) 屯門碼頭,海濱花園 港鐵 94 31

197 石澳 石澳 新巴 (9) 筲箕灣 港鐵 81 27

198 秀茂坪（安泰邨） 秀茂坪（安泰邨） 九巴 (214) 彩虹 港鐵 48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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