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號 姓名
上課        搭

車站點

下課        搭

車站點
搭車狀態

下課

搭乘

竹火線

周一

下課

搭乘

竹火線

周二

下課

搭乘

竹火線

周三

下課

搭乘

竹火線

周四

下課

搭乘

竹火線

周五

710002 林O萍 玩髮造型 玩髮造型 全段

710005 張O 玉山銀行 上課

710014 曾O晨 銘鑫碾米廠 銘鑫碾米廠 全段

710019 王O宇 食品土地公 食品土地公 全段

710021 朱O陞 埔頂消防隊 埔頂消防隊 全段 ■

710028 高O瑜 埔頂消防隊 埔頂消防隊 全段

710029 張O 南寮美廉社 南寮美廉社 全段

710034 傅O彥 全富車行 全富車行 全段

710040 何O儀 床的工廠 上課

710043 胡O薰 新竹火車站 全段

710053 劉O桓 動物園UBIKE 下課 ■ ■

710054 鍾O賢 台灣房屋 下課

710055 蘇O芸 東大永慶 東大永慶 全段

710057 古O辰 馬偕醫院 馬偕醫院 全段

710059 何O宣 霸味薑母鴨 霸味薑母鴨 全段

710061 幸O行 湳雅公園 下課

710066 張O綸 玉山銀行 玉山銀行 全段

710069 麥O硯 竹北喜來登 下課

710076 盧O民 云祈科技 上課

710079 王O晨 正德寺 正德寺 全段

710088 陳O妤 慈雲庵 慈雲庵 全段 ■ ■

710090 曾O心 銘鑫碾米廠 銘鑫碾米廠 全段

710095 王O文 糖少爺 糖少爺 全段

710096 古O翔 竹東遠傳 竹東遠傳 全段

710102 孫O緯 台灣房屋 台灣房屋 全段

710104 張O彥 新庄子OK 新庄子OK 全段

710108 彭O謙 埔頂消防隊 上課

710113 黃O棋 竹北喜來登 竹北喜來登 全段

710128 陳O彤 孔廟廣場 上課

710131 蔡O恩 裕新汽車 上課

710143 張O宇 竹北喜來登 竹北喜來登 全段

710145 許O閎 光華全家 光華全家 全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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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147 彭O豪 黃家滷肉飯 黃家滷肉飯 全段

710150 楊O 竹蓮國小 竹蓮國小 全段

710151 楊O恆 新竹瓦斯 新竹瓦斯 全段

710152 鄭O翔 牛頓大廈 牛頓大廈 全段

710155 蘇O翔 光華全家 光華全家 全段

710161 范O筠 新竹火車站 下課 ■

710169 詹O梵 新莊街7-11 新莊街7-11 全段 ■

710172 戴O琪 裕新汽車 新竹火車站 全段

710175 李O達 玩髮造型 玩髮造型 全段

710196 李O靜 亞拉機油 亞拉機油 全段

710203 彭O晴 竹東遠傳 竹東遠傳 全段

710205 葉O嬅 新協興家俱 上課

710209 謝O晴 光華全家 光華全家 全段

710210 鍾O妤 云祈科技 云祈科技 全段

710216 林O軒 竹北喜來登 竹北喜來登 全段

710218 邱O群 樹林頭加油站 樹林頭加油站 全段

710222 許O瑋 玉山銀行 玉山銀行 全段

710228 劉O呈 Gone汽車 Gone汽車 全段

710232 王O瑄 經國麥當勞 經國麥當勞 全段 ■

710233 林O芳 豆豆龍寵物 新竹火車站 全段 ■ ■ ■ ■ ■

710235 張O瑄 新協興家俱 新協興家俱 全段

710236 陳O妤 玩髮造型 玩髮造型 全段

710237 陳O倩 竹蓮國小 竹蓮國小 全段

710244 劉O妤 新竹憲兵隊 新竹憲兵隊 全段 ■

710245 劉O靚 新協興家俱 新協興家俱 全段

710246 蔡O琁 食品土地公 食品土地公 全段

710255 林O綸 孔廟廣場 上課

710260 胡O誠 紐約牙醫 紐約牙醫 全段

710265 黃O勳 竹北喜來登 竹北喜來登 全段

710269 蕭O軒 竹北喜來登 竹北喜來登 全段

610010 翁O瑄 豆豆龍寵物 下課

610012 陳O雅 玉山銀行 玉山銀行 全段

610013 陳O如 磐石高中 磐石高中 全段

610020 鄭O云 劉姊姊飯糰 劉姊姊飯糰 全段

610022 鄭O穎 湳雅公園 湳雅公園 全段

610028 吳O賢 劉姊姊飯糰 劉姊姊飯糰 全段 ■ ■

610030 李O誠 東源餅行 下課 ■ ■ ■ ■ ■

610031 林O陞 東大加水站 東大加水站 全段



610033 徐O平 玩髮造型 玩髮造型 全段

610038 蔡O祐 新竹火車站 下課

610134 鄧O琳 床的工廠 上課

610052 黎O穎 明新科大 明新科大 全段

610065 胡O瑋 湳雅公園 光華全家 全段 ■

610090 黃O慈 下公館加油站 下公館加油站 全段

610120 方O絨 台安藥局 台安藥局 全段

610127 陳O伶 竹北喜來登 上課

610130 黃O君 東大加水站 東大加水站 全段

610143 張O翔 湳雅公園 湳雅公園 全段

610173 賴O真 新協興家俱 新協興家俱 全段

610175 包O羽 牛頓大廈 玩髮造型 全段

610205 黃O菱 光華全家 光華全家 全段

610212 鄭O綸 光復全聯 光復全聯 全段

610224 彭O威 竹東遠傳 竹東遠傳 全段

610001 李O嫻 忠孝公園 上課

610066 師O喻 動物園UBIKE 動物園UBIKE 全段

610067 張O成 Gone汽車 Gone汽車 全段

610086 邱O棋 云祈科技 上課

610118 鍾O同 Gone汽車 Gone汽車 全段

610144 許O仁 劉姊姊飯糰 劉姊姊飯糰 全段

610159 呂O欣 湳雅公園 湳雅公園 全段

610162 陳O娟 港北站 港北站 全段

610165 彭O雯 南寮美廉社 上課

610171 楊O庭 亞拉機油 亞拉機油 全段

610188 彭O紳 紐約牙醫 新竹火車站 全段

610233 戴O辰 光華全家 光華全家 全段

610034 許O喬 台灣房屋 上課

610074 郭O揚 豆豆龍寵物 下課

610087 胡O敏 紐約牙醫 紐約牙醫 全段

610092 劉O芹 慈雲庵 慈雲庵 全段

610116 鄭O偉 南寮美廉社 南寮美廉社 全段

610131 黃O宸 樹林頭加油站 樹林頭加油站 全段

610148 陳O成 紐約牙醫 紐約牙醫 全段

610160 高O綺 建功高中 建功高中 全段

610167 曾O婷 磐石高中 上課

610168 黃O宸 光復全聯 上課

610169 黃O芠 竹北喜來登 上課



610203 曾O庭 孔廟廣場 孔廟廣場 全段

610206 黃O恬 Gone汽車 Gone汽車 全段

610209 劉O昀 光復全聯 光復全聯 全段 ■

610014 陳O君 全國加油站 上課

610099 李O緯 動物園UBIKE 動物園UBIKE 全段

610112 劉O均 新豐通信 新豐通信 全段

610132 楊O瑄 金銘汽車 金銘汽車 全段 ■

610182 韋O邦 云祈科技 云祈科技 全段

610197 林O如 忠孝公園 忠孝公園 全段

610221 張O晴 劉姊姊飯糰 劉姊姊飯糰 全段

610043 吳O如 竹蓮國小 下課

610070 張O愷 新協興家俱 新協興家俱 全段

610076 彭O敬 南寮消防隊 南寮消防隊 全段

610147 陳O錡 竹蓮國小 竹蓮國小 全段

610151 傅O淵 經國麥當勞 經國麥當勞 全段

610161 張O香 新莊街7-11 上課

610180 俞O毅 NOVA廣場 NOVA廣場 全段

610216 林O胤 東海花園城 東海花園城 全段 ■ ■ ■ ■ ■

610234 簡O霖 Gone汽車 新竹火車站 全段 ■ ■ ■ ■ ■

610183 張O誌 竹北喜來登 竹北喜來登 全段

610237 李O珊 孔廟廣場 上課

610241 林O琪 竹蓮國小 竹蓮國小 全段

610245 陳O錚 金銘汽車 金銘汽車 全段

610248 黃O瑜 光華全家 新竹火車站 全段 ■ ■ ■ ■ ■

610250 葉O禾 牛頓大廈 牛頓大廈 全段

610253 蔡O妤 劉姊姊飯糰 下課

610255 謝O勳 台安藥局 台安藥局 全段

610268 許O翔 光華全家 光華全家 全段

610270 陳O瑋 光復全聯 光復全聯 全段

610272 童O翔 劉姊姊飯糰 劉姊姊飯糰 全段

610274 蔡O恆 動物園UBIKE 新竹火車站 全段

810162 劉O萱 新竹火車站 下課

810053 韓O 新竹火車站 下課

810222 溫O鴻 竹蓮國小 竹蓮國小 全段

810207 林O瑀 經國麥當勞 經國麥當勞 全段

810136 林O緯 光華全家 光華全家 全段

810067 陳O致 南寮消防隊 馬偕醫院 全段

810068 黃O淙 NOVA廣場 NOVA廣場 全段



810061 林O賢 劉姊姊飯糰 劉姊姊飯糰 全段

810034 黃O崴 湳雅公園 上課

810005 陳O安 阿寬快炒 阿寬快炒 全段 ■ ■

810003 何O誼 牛頓大廈 下課 ■

810013 蔡O嫺 港北站 港北站 全段

810084 黃O倫 南寮消防隊 南寮消防隊 全段 ■ ■

810187 吳O諭 馬偕醫院 馬偕醫院 全段

810246 徐O鈞 竹東遠傳 竹東遠傳 全段

810113 毛O婷 鐵道萊爾富 下課

810165 王O謙 紐約牙醫 紐約牙醫 全段 ■

810017 王O韋 湳雅公園 湳雅公園 全段

810240 王O堯 南寮美廉社 南寮美廉社 全段

810077 王O馨 正德寺 正德寺 全段

810130 王O洋 湳雅公園 湳雅公園 全段

810019 王O棠 磐石高中 磐石高中 全段

810166 朱O辰 竹東遠傳 竹東遠傳 全段

810020 何O詳 食品土地公 新竹火車站 全段 ■ ■ ■ ■ ■

810241 余O恩 牛頓大廈 上課

810023 吳O邵 湳雅公園 湳雅公園 全段

810242 吳O桓 新協興家俱 新協興家俱 全段

810057 吳O睿 食品土地公 食品土地公 全段

810131 吳O哲 湳雅公園 湳雅公園 全段

810091 呂O諺 竹北喜來登 竹北喜來登 全段

810205 呂O哲 湳雅公園 下課

810150 呂O薰 新豐通信 新竹火車站 全段 ■ ■ ■ ■ ■

810188 宋O蓁 動物園UBIKE 新竹火車站 全段

810225 宋O瑄 光華全家 光華全家 全段

810116 李O翊 紐約牙醫 紐約牙醫 全段 ■

810151 李O媛 床的工廠 床的工廠 全段

810152 李O芸 湳雅公園 湳雅公園 全段 ■

810060 李O衍 牛頓大廈 牛頓大廈 全段

810189 李O 光華全家 光華全家 全段 ■ ■ ■

810081 林O葶 光華全家 光華全家 全段 ■

810028 林O辰 牛頓大廈 牛頓大廈 全段 ■ ■ ■

810226 林O晴 竹北喜來登 竹北喜來登 全段

810191 林O君 馬偕醫院 馬偕醫院 全段

810192 邱O妤 鐵道萊爾富 鐵道萊爾富 全段 ■

810193 邱O晴 永勝電機 永勝電機 全段



810227 施O希 建功高中 建功高中 全段

810153 施O安 經國麥當勞 經國麥當勞 全段 ■ ■

810062 洪O茗 床的工廠 床的工廠 全段

810137 孫O謙 床的工廠 床的工廠 全段 ■

810173 徐O浚 馬偕醫院 下課

810097 徐O榆 云祈科技 下課

810063 馬O宸 馬偕醫院 馬偕醫院 全段

810138 逄O毅 新竹火車站 下課

810229 張O嫣 湳雅公園 湳雅公園 全段

810099 張O洋 光華全家 光華全家 全段 ■ ■ ■

810175 張O齊 埔頂消防隊 埔頂消防隊 全段

810209 張O祥 奕昇輪胎 奕昇輪胎 全段

810120 梁O瑜 新竹火車站 下課

810140 莊O 新協興家俱 新協興家俱 全段

810082 許O云 劉姊姊飯糰 劉姊姊飯糰 全段

810177 許O恩 新庄子OK 新庄子OK 全段 ■ ■

810156 許O琪 湳雅公園 湳雅公園 全段

810066 陳O禾 湳雅公園 湳雅公園 全段

810043 陳O予 光華全家 光華全家 全段 ■

810212 陳O宇 金銘汽車 金銘汽車 全段

810250 陳O昊 湳雅公園 湳雅公園 全段 ■ ■

810178 陳O任 竹北喜來登 竹北喜來登 全段

810251 陳O瑋 新協興家俱 新協興家俱 全段

810214 陳O諭 磐石高中 磐石高中 全段

810083 陳O鈺 竹北喜來登 竹北喜來登 全段

810253 陳O岩 牛頓大廈 牛頓大廈 全段

810158 嵇O涵 宏星汽修廠 宏星汽修廠 全段

810198 彭O庭 新竹火車站 下課

810254 彭O淯 東源餅行 東源餅行 全段

810234 彭O榛 紐約牙醫 紐約牙醫 全段 ■ ■

810255 彭O棠 牛頓大廈 牛頓大廈 全段 ■ ■

810217 曾O郡 全國加油站 全國加油站 全段

810179 黃O瑜 玉山銀行 玉山銀行 全段

810236 黃O真 雙溪7-11 下課

810181 楊O翔 磐石高中 磐石高中 全段

810182 楊O麒 新協興家俱 新協興家俱 全段

810183 葉O豐 竹東遠傳 竹東遠傳 全段

810104 董O和 孔廟廣場 孔廟廣場 全段



810145 廖O逸 云祈科技 云祈科技 全段

810200 劉O妤 光華全家 光華全家 全段

810086 劉O妤 牛頓大廈 牛頓大廈 全段

810012 滕O柔 東大永慶 東大永慶 全段 ■ ■

810257 蔡O霖 東源餅行 東源餅行 全段

810147 蔡O谷 北大教堂 新竹火車站 全段

810146 蔡O彣 鐵道萊爾富 下課

810258 蔡O朔 北大教堂 新竹火車站 全段 ■ ■ ■ ■ ■

810049 蔡O庭 豆豆龍寵物 豆豆龍寵物 全段 ■ ■ ■

810107 鄭O文 竹北喜來登 新竹火車站 全段

810014 蕭O馨 台灣房屋 台灣房屋 全段

810108 賴O御 玉山銀行 玉山銀行 全段

810109 戴O頡 新豐通信 新豐通信 全段

810164 戴O婕 床的工廠 床的工廠 全段

810223 薛O宸 劉姊姊飯糰 劉姊姊飯糰 全段

810015 鍾O軒 新豐通信 下課

810111 鍾O賢 台灣房屋 下課

810112 藍O銓 裕新汽車 裕新汽車 全段 ■ ■ ■

810128 魏O芸 Gone汽車 Gone汽車 全段

810148 魏O倫 北大教堂 北大教堂 全段

810075 羅O璿 紐約牙醫 紐約牙醫 全段

810038 羅O瑋 竹北喜來登 竹北喜來登 全段 ■ ■

810054 蘇O彤 光華全家 光華全家 全段

810016 蘇O禎 劉姊姊飯糰 劉姊姊飯糰 全段 ■

810159 温O臻 新竹火車站 下課

710337 張O毓 光復全聯 上課

邱O麟 金銘汽車 上課

810210 曹O獻 竹北喜來登 竹北喜來登 全段 ■ ■ ■ ■

810087 蔡O妤 台安藥局 下課

810127 謝O潔 玉山銀行 玉山銀行 全段

610189 黃O碩 經國麥當勞 經國麥當勞 全段

810011 熊O歆 新竹火車站 下課

810004 陳O瑄 湳雅公園 湳雅公園 全段 ■ ■ ■

610261 姜O城 云祈科技 新竹火車站 全段 ■ ■ ■ ■ ■

610265 張O謙 云祈科技 動物園UBIKE 全段

610275 羅O宥 玩髮造型 玩髮造型 全段 ■ ■ ■

610335 李O欣 玩髮造型 上課

810307 彭O浩 慈雲庵 上課



710229 劉O政 竹蓮國小 新竹火車站 全段

710225 游O誌 經國麥當勞 經國麥當勞 全段

710231 蕭O辰 阿寬快炒 上課

710022 余O翔 新竹憲兵隊 新竹憲兵隊 全段

710033 陳O翔 正德寺 正德寺 全段

710126 徐O光 光華全家 光華全段 全段 ■ ■

610258 呂O瑋 台灣房屋 台灣房屋 全段

810132 官O辰 竹蓮國小 下課

610096 余O恩 新莊街7-11 新莊街7-11 全段

710188 彭O辰 全富車行 全富車行 全段 ■ ■

810110 謝O倫 經國麥當勞 經國麥當勞 全段

610058 方O蕢 光華全家 光華全家 全段

610323 葉O陞 紐約牙醫 上課

710192 蔡O儒 南寮消防隊 新竹火車站 全段 ■ ■ ■ ■ ■

610208 劉O禎 湳雅公園 湳雅公園 全段

710074 鄧O祥 湳雅公園 湳雅公園 全段

喬O 阿寬快炒 阿寬快炒 全段

810027 林O翔 湳雅公園 新竹火車站 全段

體育班 彭O楷 馬偕醫院 上課

610146 陳O軒 北大教堂 下課

710117 謝O為 光復全聯社 光復全聯社 全段

610271 程O揚 光華全家 光華全家 全段 ■ ■

710266 賈O佑 光華全家 光華全家 全段

810194 徐O蓁 新竹火車站 下課 ■ ■ ■

610174 戴O庭 經國麥當勞 經國麥當勞 全段

710142 翁O瑞 鐵道萊爾富 鐵道萊爾富 全段

710267 蔡O軒 磐石高中 磐石高中 全段

710241 楊O琰 馬偕醫院 馬偕醫院 全段

610037 廖O閔 糖少爺 忠孝公園 全段

710243 鄒O珊 金銘汽車 金銘汽車 全段

810231 許O惠 新竹火車站 下課 ■

710184 許O翔 達林公司 達林公司 全段

810093 阮O瑋 台灣房屋 台灣房屋 全段

710249 何O駿 云祈科技 云祈科技 全段

610214 古O鈞 明新科大 上課

710062 林O和 南寮美廉社 南寮美廉社 全段

710085 林O萱 新竹火車站 下課

710215 周O瑋 北大教堂 上課



610036 楊O誠 劉姊姊飯糰 劉姊姊飯糰 全段 ■

610005 邱O婷 光華全家 光華全家 全段

710254 林O宥 經國麥當勞 經國麥當勞 全段

610007 紀O柔 新竹火車站 下課 ■ ■ ■ ■ ■

610155 高O豪 光華全家 光華全家 全段 ■ ■

710256 林O辰 新豐通信 新豐通信 全段

810002 古O岑 Gnone汽車 Gnone汽車 全段 ■ ■ ■

610195 蔡O翔 豆豆龍寵物 豆豆龍寵物 全段

710137 李O凡 銘鑫碾米廠 銘鑫碾米廠 全段

710020 王O程 食品土地公 食品土地公 全段

610273 劉O宸 新竹火車站 下課 ■ ■ ■ ■ ■

710047 陳O喬 食品土地公 下課

610269 陳O佑 湳雅公園 湳雅公園 全段

610178 李O 湳雅公園 湳雅公園 全段

810129 戴O庭 東源餅行 東源餅行 全段

610073 許O彬 云祈科技 云祈科技 全段 ■ ■

710238 曾O菱 銘鑫碾米廠 銘鑫碾米廠 全段

610064 金O志 光華全家 光華全家 全段

710136 吳O承 新莊街7-11 新莊街7-11 全段

610069 張O愷 食品土地公 食品土地公 全段

610138 吳O豪 忠孝公園 忠孝公園 全段

510143 張O杰 新莊街7-11 新莊街7-11 全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