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惩教社教育基金 赞助  香港自闭症联盟 及 香港教育学院特殊学习需要与融合教育中心 合办 

中国特殊教育骨干教师培训课程   2014年各省学员交通路线  (更新日期：21-11-2014) 

下列来回香港交通乃 2014年参加者资料，仅供参考，2015年参加者请按个别情况自行决定來回程交通安排。 

来自地区 来港交通路线 深圳住宿 返程交通 返程口岸 2014 年学员返回内地交通资料 

广东韶关 高铁：韶关 / 深圳北站 是 高铁 罗湖/落马洲 红磡香港落马洲福田口岸 (16:00) 

高铁 G6016  深圳北 1736 开出 

内蒙古 火车+飞机：内蒙古 /北京 /深圳机场 是 飞机 罗湖 红磡  罗湖  深圳  北京  内蒙古  

(未有资料) 

 

湖南辰溪 火车：辰溪 / 深圳西   是 火车 
 

红磡/常平 

T810  

广九直通车 
16:35 / 18:34 

16:35 在香港红磡乘广州东直通车  18:34 到常

平下车转 K9060/9061  常平 / 辰溪  (18:36

深圳西开车 / 19:41 到常平) 

湖南江华 长途汽车往深圳 是 长途汽车 红磡/罗湖 深圳大巴  开往辰溪  (未有资料) 
 

云南 飞机：昆明 / 深圳 是 飞机 红磡/罗湖 香港罗湖口岸 (15:00) 

深圳机场 CZ6923 / 1850 深圳飞昆明 

山西 飞机：太原/ 深圳 是 飞机 红磡/罗湖 香港罗湖口岸 (18:00) 

深圳机场海航 HU7326 / 2110 飞太原 

贵州 火车：铜仁 /深圳西 是 火车 
 

红磡/罗湖 深圳西 K9064  /  1050 开往铜仁 

甘肃 火车：甘肃 / 深圳 是 火车 红磡/罗湖 深圳火车  /  返回甘肃  (未有数据) 

备注：(1) 上述为 2014 年 8 月 12 至 16 日同类课程內地参加者，来回香港及原居地的交通工具及路线，仅供参考。 

      (2)  2015 年 3 月 23 至 29 日课程参加者，需按原居地和深圳的最佳交通工具及路线；而上述火车及航空班次于 2015 年可能会更改。 

      (3)  注意往来香港通行证、自由行或团签(L 签) 有效期为 7 天，期满必须返回内地。 

 注意：2014年 12月部份省市有新高铁路线投入服务。 

 

 



 

惩教社教育基金 赞助  香港自闭症联盟 及 香港教育学院特殊学习需要与融合教育中心 合办 

中国特殊教育骨干教师培训课程   2015 年各省学员回程建议交通路线 (更新日期：21-11-2014) 

下列建议路线仅供参考，2015年参加者请按个别情况自行决定回程交通安排 

来自地区 回程交通 回程香港交

通 

香港交通汲站点 返回深圳 

內地口岸 

深圳内地交通 

广东韶关 

长沙市 
高铁 

东铁 红磡  落马洲 

(净行车时间 55 分钟) 

福田口岸 

 

深圳地铁龙华线--福田深圳北站 (9站) 行车时间 35 分钟 
注意：3 月 29 日星期日福田口岸过关人数多, 要最少予留 60-90 分钟 

内蒙古 

云南/山西 
飞机 

东铁 红磡  罗湖 

(净行车时间 55 分钟) 

罗湖口岸 深圳地铁罗宝线--罗湖后瑞站 (29 站) 行车时间 70 分钟 
注意：3 月 29 日星期日罗湖口岸过关人数多, 要最少予留 60-90 分钟 
 

湖南辰溪 

 
火车  

广九直通车 

 
红磡  常平 

(定点班次) 

红磡出境 

常平入境 
常平 / 辰溪 (火车) 

红磡出境时间约 10 至 30 分钟 

湖南江华 长途汽车 东铁 红磡  罗湖 

(净行车时间 55 分钟) 

罗湖口岸 深圳大巴  开往辰溪   
注意：3 月 29 日星期日罗湖口岸过关人数多, 要最少予留 60-90 分钟 

贵州  

甘肃 
火车 

东铁 红磡  罗湖 

(净行车时间 55 分钟) 

罗湖口岸 深圳站或深圳西站  乘火车返原居地 

注意：3 月 29 日星期日罗湖口岸过关人数多, 要最少予留 60-90 分钟 

循香港 

其它口岸 

交通选择 

飞机 

深圳机场 

西铁 
 

巴士 
 

跨境巴士 

红磡天水围  
(净行车时间 35 分钟) 

天水围 深圳湾 
(净行车时间 15 分钟) 

市区各上车点 

深圳湾口岸 深圳湾口岸  深圳机场 (旅游车, 行车时间 50 分钟) 

注意：3 月 29 日星期日罗湖口岸过关人数多, 要最少予留 60-90 分钟 
 

跨境巴士  行车时间视乎上车点位置 

北京/上海 

广州东 

直通火车 直通火车 红磡 北京/上海 / 

广州东 

红磡出境 www.mtr.com.hk 查询班次 

红磡出境时间约 10 至 30 分钟 

广东省 跨境巴士 跨境巴士 市区各上车点 按路线而定 www.ctshk.com 查询班次 

珠江三角州 航班 航班 上环 / 尖沙咀 同左列离境口岸 www.cksp.com.hk 珠江客运 

 

  

http://www.mtr.com.hk/
http://www.ctshk.com/
http://www.cksp.com.hk/


 

惩教社教育基金 赞助  香港自闭症联盟 及 香港教育学院特殊学习需要与融合教育中心 合办 

中国特殊教育骨干教师培训课程   2015 年各省学员訂購回程交通--注意事項  
 

回程日期：2015 年 3月 29日(星期日)          大会安排离开乌溪沙营时间：10:00  (乘旅游车往红磡站，10:45 解散) 

 

来自地区 回程交通 回程香港交

通 

香港交通汲站点 返回深圳 

內地口岸 
  适用于 2015 年 3 月 29 日回程订票 -- 注意事项 

广东韶关 

长沙市 

高铁 東鉄 红磡  落马洲 

(淨行車時間 55分鈡) 

福田口岸 

(過關 

回程乘高铁：深圳北站  韶关/长沙南 

回程请勿预订早于 14:00 的高铁车票 

内蒙古 

云南/山西 

飞机 東鉄 红磡  罗湖 

(淨行車時間 55分鈡) 
罗湖口岸 回程：深圳机场  北京 /昆明 /太原 /其他内地省市 

回程请勿预订早于 15:00 的  深圳飞机航班 

湖南辰溪 

 

火车  广九直通车 

 
红磡  常平 

(定点班次) 

红磡出境 
常平入境 

回程在常平站乘 K9060/9061 火车 辰溪 

在香港红磡站乘 T810 广九直通车 16:35 / 18:34 

湖南江华 长途汽车 東鉄 红磡  罗湖 

(淨行車時間 55分鈡) 
罗湖口岸 回程在深圳大巴开往辰溪 

回程请勿预订早于 15:00 的  深圳长途巴士票 

贵州  

甘肃 

火车 東鉄 红磡  罗湖 

(淨行車時間 55分鈡) 
罗湖口岸 在深圳站乘火车返原居地 

回程请勿预订早于 14:00 的  深圳站  火车票 

在深圳西站乘火车返原居地 

回程请勿预订早于 15:00 的  深圳西站  火车票 

 上迷建议只适用于 2015年 3月 29日(星期日) ，从香港返回原居地，予订回程交通适用注意事项。 

 参加者亦可以选择在乌溪沙营(08:00 早餐时间)，于早餐后提早离开乌溪沙营，但需自行乘搭交通工具离营，大会不提供交通接送。 

 参加者如有香港亲友接离营，可于 2015 年 3月 29日(星期日) ，于早餐时间后 08:30抵达乌溪沙营正门接待。 

 参加者回程如选择在内地停留(例如：深圳、珠海或广州) ，请自行编排在停留地点返回原居地回程交通。 

 由香港经深圳不同口岸(罗湖、福田及深圳湾)返回内地时，必须额外予留 60至 90分钟，在出入境口岸轮候过关检查时间；另加步行往

車站及輪候时间等。否则可能赶不上回程火车/飞机/长途巴士等 

 香港住宿之乌溪沙营并非酒店，在 3 月 23日入宿时，不会接受延期住宿的申请；延期停留者，必须提早自行予订香港住宿酒店。 

 注意：2014 年 12 月部份省市有新高铁路线投入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