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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 10840203 韓O 火車站 新竹火車站 下課 450 ■ ■ ■ ■ ■

402 10840205 劉O榛 火車站 新竹火車站 下課 450 ■ ■ ■ ■ ■

402 10840208 林O緯 光華線 光華全家 光華線 光華全家 全段 810

402 10840209 陳O致 南寮線 東大永慶 上課 520

402 10840212 黃O淙 竹東線 NOVA廣場 竹東線 NOVA廣場 全段 810

402 10840217 黃O崴 光華線 湳雅公園 上課 500

402 10840221 陳O安 園區線 阿寬快炒 園區線 阿寬快炒 全段 910 ■ ■

402 10840224 蔡O嫺 南寮線 港北站 南寮線 港北站 全段 860

402 10840225 徐O霖 經國經 中華西門站 上課 500

402 10840226 黃O倫 南寮線 南寮消防隊 南寮線 南寮消防隊 全段 860 ■ ■ ■

402 10840227 吳O諭 喜來登食品 馬偕醫院 喜來登食品 馬偕醫院 全段 810

402 10840228 徐O鈞 竹東線 竹東遠傳 竹東線 竹東遠傳 全段 1050

402 10840230 毛O婷 南寮線 鐵道萊爾富 下課 500

402 10840232 王O謙 光華線 光華全家 光華線 光華全家 全段 810

402 10840233 王O韋 光華線 湳雅公園 光華線 湳雅公園 全段 810

402 10840235 王O堯 南寮線 南寮美廉社 南寮線 南寮美廉社 全段 860

402 10840237 王O馨 園區線 玉山銀行 園區線 玉山銀行 全段 910

402 10840239 王O棠 南寮線 磐石高中 南寮線 磐石高中 全段 810

402 10840241 古O岑 新豐線 Gone汽車 新豐線 Gone汽車 全段 960 ■ ■

403 10840301 朱O辰 竹東線 竹東遠傳 竹東線 竹東遠傳 全段 1050

403 10840303 何O詳 喜來登食品 食品土地公 火車站 新竹火車站 全段 810 ■ ■ ■ ■ ■

403 10840305 余O恩 園區線 牛頓大廈 園區線 牛頓大廈 全段 910

403 10840308 吳O邵 光華線 湳雅公園 光華線 湳雅公園 全段 810

403 10840309 吳O桓 經國線 新協興家俱 經國線 新協興家俱 全段 860

403 10840320 呂O諺 喜來登食品 竹北喜來登 喜來登食品 竹北喜來登 全段 1030

403 10840322 呂O薰 新豐線 新豐通信 火車站 新竹火車站 全段 1010 ■ ■ ■ ■ ■

403 10840323 宋O蓁 喜來登食品 動物園UBIKE 火車站 新竹火車站 全段 810 ■ ■ ■ ■ ■

403 10840324 宋O瑄 光華線 光華全家 光華線 光華全家 全段 810

403 10840325 李O翊 北大線 紐約牙醫 北大線 紐約牙醫 全段 810 ■

403 10840326 李O媛 新豐線 床的工廠 新豐線 床的工廠 全段 960

403 10840328 李O芸 光華線 湳雅公園 光華線 湳雅公園 全段 810 ■ ■ ■

403 10840332 李O 光華線 光華全家 光華線 光華全家 全段 810

403 10840334 阮O瑋 園區線 台灣房屋 園區線 台灣房屋 全段 860 ■ ■

403 10840335 卓O倫 喜來登食品 竹北喜來登 喜來登食品 竹北喜來登 全段 1030

403 10840342 林O葶 光華線 光華全家 光華線 光華全家 全段 810

404 10840405 林O辰 園區線 牛頓大廈 園區線 牛頓大廈 全段 910

404 10840407 林O晴 喜來登食品 竹北喜來登 喜來登食品 竹北喜來登 全段 1030

404 10840410 林O君 喜來登食品 馬偕醫院 喜來登食品 馬偕醫院 全段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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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 10840415 施O希 園區線 建功高中 園區線 建功高中 全段 860

404 10840416 施O安 經國線 經國麥當勞 經國線 經國麥當勞 全段 860

404 10840418 洪O茗 新豐線 床的工廠 新豐線 床的工廠 全段 960

404 10840424 孫O謙 新豐線 床的工廠 下課 570

404 10840426 徐O蓁 火車站 新竹火車站 下課 450 ■ ■ ■ ■ ■

404 10840427 徐O榆 竹東線 云祈科技 下課 620

404 10840429 馬O宸 喜來登食品 馬偕醫院 喜來登食品 馬偕醫院 全段 810

404 10840431 張O嫣 光華線 湳雅公園 光華線 湳雅公園 全段 810

404 10840436 張O洋 光華線 光華全家 光華線 光華全家 全段 810

404 10840437 張O齊 竹東線 埔頂消防隊 竹東線 埔頂消防隊 全段 860

405 10840501 張O祥 竹東線 奕昇輪胎 竹東線 奕昇輪胎 全段 1050

405 10840503 曹O憲 竹東線 東源餅行 竹東線 東源餅行 全段 1050 ■ ■ ■ ■

405 10840506 莊O 經國線 新協興家俱 經國線 新協興家俱 全段 860

405 10840508 許O云 南寮線 劉姊姊飯糰 南寮線 劉姊姊飯糰 全段 810

405 10840513 許O恩 新豐線 新庄子OK 新豐線 新庄子OK 全段 1060

405 10840515 許O琪 光華線 湳雅公園 光華線 湳雅公園 全段 810

405 10840527 陳O禾 光華線 湳雅公園 光華線 湳雅公園 全段 810

405 10840530 陳O彤 新豐線 床的工廠 新豐線 床的工廠 全段 960

405 10840533 陳O昊 光華線 湳雅公園 光華線 湳雅公園 全段 810

405 10840536 陳O任 喜來登食品 竹北喜來登 喜來登食品 竹北喜來登 全段 1030

405 10840538 陳O瑋 經國線 經國麥當勞 經國線 經國麥當勞 全段 860

405 10840539 陳O諭 南寮線 磐石高中 南寮線 磐石高中 全段 810

405 10840541 陳O鈺 喜來登食品 竹北喜來登 喜來登食品 竹北喜來登 全段 1030

405 10840542 陳O岩 園區線 牛頓大廈 園區線 牛頓大廈 全段 910

406 10840601 嵇O涵 新豐線 宏星汽修廠 新豐線 宏星汽修廠 全段 860

406 10840603 彭O淯 竹東線 東源餅行 竹東線 東源餅行 全段 1050

406 10840604 彭O榛 北大線 紐約牙醫 北大線 紐約牙醫 全段 810

406 10840605 彭O棠 園區線 牛頓大廈 園區線 牛頓大廈 全段 910 ■

406 10840609 曾O琁 喜來登食品 孔廟廣場 下課 500

406 10840616 黃O瑜 園區線 玉山銀行 園區線 玉山銀行 全段 910

406 10840622 黃O真 園區線 雙溪7-11 下課 550

406 10840623 楊O翔 南寮線 磐石高中 南寮線 磐石高中 全段 810

406 10840625 楊O麒 經國線 新協興家俱 經國線 新協興家俱 全段 860

406 10840630 葉O豐 竹東線 竹東遠傳 竹東線 竹東遠傳 全段 1050

406 10840632 董O和 喜來登食品 孔廟廣場 喜來登食品 孔廟廣場 全段 810

406 10840637 劉O妤 光華線 光華全家 光華線 光華全家 全段 810

406 10840638 劉O妤 園區線 牛頓大廈 園區線 牛頓大廈 全段 910

406 10840639 滕O柔 南寮線 東大永慶 園區線 東大永慶 全段 860 ■ ■

406 10840640 蔡O霖 竹東線 東源餅行 竹東線 東源餅行 全段 1050

407 10840705 蔡O妤 北大線 台安藥局 下課 600 ■ ■ ■

407 10840710 鄭O文 喜來登食品 竹北喜來登 喜來登食品 竹北喜來登 全段 1030

407 10840715 蕭O馨 園區線 台灣房屋 園區線 台灣房屋 全段 860



407 10840717 賴O御 園區線 玉山銀行 園區線 玉山銀行 全段 910

407 10840719 戴O頡 新豐線 新豐通信 新豐線 新豐通信 全段 1010

407 10840721 戴O庭 竹東線 東源餅行 竹東線 東源餅行 全段 1050

407 10840723 薛O宸 南寮線 劉姊姊飯糰 南寮線 劉姊姊飯糰 全段 810

407 10840727 鍾O軒 新豐線 新豐通信 下課 600

407 10840729 鍾O賢 園區線 台灣房屋 下課 520

407 10840731 藍O銓 新豐線 裕新汽車 新豐線 裕新汽車 全段 860 ■

407 10840733 魏O芸 新豐線 Gone汽車 新豐線 Gone汽車 全段 960

407 10840734 魏O倫 經國線 北大教堂 經國線 北大教堂 全段 810

407 10840735 羅O璿 北大線 紐約牙醫 北大線 紐約牙醫 全段 810

407 10840737 羅O瑋 喜來登食品 竹北喜來登 喜來登食品 竹北喜來登 全段 1030 ■ ■ ■ ■ ■

407 10840740 蘇O彤 光華線 光華全家 光華線 光華全家 全段 810

407 10840741 蘇O禎 南寮線 劉姊姊飯糰 南寮線 劉姊姊飯糰 全段 810

407 10840742 溫O臻 火車站 新竹火車站 下課 450 ■ ■ ■ ■ ■

國中生 彭O凱 喜來登食品 馬偕醫院 上課 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