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班別 姓名 搭車地點

1 食二義 徐o琪 竹南台灣企銀
2 室二仁 邱o 竹南台灣企銀
3 室二仁 羅o希 竹南台灣企銀
4 室二仁 黃o綺 竹南台灣企銀
5 室二仁 陳o安 竹南台灣企銀
6 室二仁 連o頎 竹南台灣企銀
7 室二仁 葉o弘 竹南台灣企銀
8 室二仁 謝o 竹南台灣企銀
9 室二仁 李o吟 竹南台灣企銀
10 室二仁 陳o全 竹南台灣企銀
11 室一仁 陳o嫈 竹南台灣企銀

12 室一仁 李o成 竹南台灣企銀

13 食二義 劉o圓 頭份農會
14 機二義 魏o諺 頭份農會
15 機二義 楊o霖 頭份農會
16 綜二仁 江o桐 頭份農會

17 綜一仁 徐o凡 頭份農會

18 機二義 賴o星 上公園全家對面

19 食二仁 黃o萍 溫醫院
20 園二仁 蔣o如 溫醫院
21 機二義 謝o庭 溫醫院

22 室一仁 張o圻 溫醫院

23 綜一仁 沈o峰 三灣國中

24 機二義 王o辰 獅潭全家

25 食一義 李o枻 上永興竹客站

26 電一義 李o疄 和興竹客站

27 園二仁 黃o萁 鹽水坑竹客站

28 電一義 曾o煥 鹽水坑竹客站

29 園一仁 劉o定 北庄竹客站

第1車 竹南頭份 線



序號 班別 姓名 搭車地點

1 綜一仁 傅o硯 造橋國中

2 園一仁 黃o霈 頭家城苗客站

3 食一仁 王o凱 廣興路口

4 室二仁 汪o茜 濫坑口苗客站

5 室一仁 陳o辰 大坪7-11

6 食一義 胡o翎 扒子岡

7 食二義 劉o耘 頭屋7-11

8 園二仁 張o銘 鶴岡竹客站

9 綜二仁 邱o華 鶴岡竹客站

10 園一仁 陳o 鶴岡竹客站

11 園一仁 劉o禕 鶴岡竹客站

12 室一仁 劉o慎 樟樹伯公

13 機一義 江o諺 公館戶政事務所

14 食二義 葉o汶 公館郵局
15 食二義 徐o敏 公館郵局
16 園二仁 曾o豪 公館郵局
17 園二仁 林o萍 公館郵局
18 園二仁 湯o媗 公館郵局
19 園二仁 陳o宏 公館郵局
20 園二仁 林o廷 公館郵局
21 機二仁 唐o銨 公館郵局
22 電二義 賴o中 公館郵局
23 食一仁 劉o成 公館郵局
24 食一仁 賴o安 公館郵局
25 食一義 邱o珍 公館郵局
26 食一義 彭o人 公館郵局
27 園一仁 徐o俊 公館郵局
28 園一仁 陳o羿 公館郵局
29 園一仁 吳o美 公館郵局
30 室一仁 吳o慈 公館郵局
31 室一仁 楊o雯 公館郵局
32 電一仁 林o辰 公館郵局

33 電一義 湛o弦 公館郵局

34 食二義 何o倪 館南竹客站

35 食二義 劉o君 館南竹客站

第2車 頭屋公館 線



序號 班別 姓名 搭車地點

1 食二仁 彭O予 後龍火車站
2 室二仁 謝O閔 後龍火車站
3 室二仁 彭O承 後龍火車站
4 室二仁 鄭O儀 後龍火車站
5 綜二仁 江O萱 後龍火車站
6 綜二仁 徐O信 後龍火車站
7 食一仁 彭O雯 後龍火車站
8 食一義 林O恩 後龍火車站
9 室一仁 陳O綸 後龍火車站
10 室一仁 劉O辰 後龍火車站
11 機一義 許O銘 後龍火車站
12 機一義 趙O偉 後龍火車站

13 綜一仁 余O蓁 後龍火車站

14 食二仁 陳O昀 新港派出所
15 食二仁 黃O芸 新港派出所
16 食二義 魏O慧 新港派出所
17 室二仁 張O珅 新港派出所
18 機二義 黃O賢 新港派出所
19 機一仁 張O倫 新港派出所
20 機一義 彭O宏 新港派出所
21 電一義 林O賜 新港派出所

22 綜一仁 陳O滿 新港派出所

23 園二仁 張O翔 二張犁富田國小

24 機二義 葉O宸 二張犁富田國小
25 食二仁 李O芯 北苗85度C
26 食二仁 黃O淇 北苗85度C
27 園二仁 陳O宇 北苗85度C
28 園二仁 歐O傑 北苗85度C
29 室二仁 黃O蕙 北苗85度C
30 機二仁 李O宏 北苗85度C
31 綜二仁 許O豪 北苗85度C

32 機一仁 江O榮 北苗85度C

33 食二義 李O芸 南苗商館竹客站
34 綜二仁 吳O彤 南苗商館竹客站
35 綜二仁 劉O宏 南苗商館竹客站

36 電一仁 林O丞 南苗商館竹客站

37 園二仁 蘇O翔 南苗全國電子竹客站牌
38 機二義 陳O鈞 南苗全國電子竹客站牌

39 電二義 劉O豪 南苗全國電子竹客站牌

40 機二仁 賴O源 新英國小7-11

41 食一仁 賴O燁 中興工業區
42 食一義 張O源 中興工業區
43 園一仁 謝O妤 中興工業區

44 電一義 吳O佑 中興工業區

第3車 後龍苗栗 線



序號 班別 姓名 搭車地點
1 食二仁 羅o煒 苗栗火車站
2 食二義 羅o淳 苗栗火車站
3 機二仁 陳o恩 苗栗火車站
4 電二仁 吳o翰 苗栗火車站
5 電二仁 黃o嘉 苗栗火車站
6 電二義 吳o勳 苗栗火車站
7 電二義 彭o純 苗栗火車站
8 食一義 徐o祺 苗栗火車站
9 室一仁 林o溶 苗栗火車站
10 室一仁 林o虹 苗栗火車站
11 機一仁 黃o勳 苗栗火車站
12 機一義 劉o 苗栗火車站
13 電一義 王o俊 苗栗火車站
14 綜一仁 賴o柔 苗栗火車站
15 綜一仁 陳o璿 苗栗火車站

16 綜一仁 羅o恩 苗栗火車站

17 機二仁 羅o佑 農會寶鎮竹客站
18 綜二仁 賴o宙 農會寶鎮竹客站
19 園一仁 梁o嘉 農會寶鎮竹客站
20 機一義 賴o宇 農會寶鎮竹客站

21 電一義 黃o愷 農會寶鎮竹客站

22 園二仁 葉o琪 協和醫院
23 室一仁 賴o晴 協和醫院
24 室一仁 劉o文 協和醫院

25 機一仁 王o翔 協和醫院

26 電二義 徐o晉 鶴岡口
27 園一仁 徐o宜 鶴岡口

28 機一仁 鍾o哲 鶴岡口

29 食二義 張o禎 五谷岡
30 園二仁 劉o瑄 五谷岡
31 園二仁 張o崴 五谷岡

32 機二義 張o隴 五谷岡

33 電二義 陳o穎 五谷岡
34 食一義 張o恩 五谷岡
35 食一義 丁o慶 五谷岡
36 園一仁 高o秀 五谷岡
37 電一義 羅o宬 五谷岡

38 技士 戴o瑩 五谷岡

39 食二仁 劉o芩 中興國小
40 園二仁 姜o成 中興國小

41 食一仁 傅o稜 中興國小

42 食一義 賴o諺 天神宮竹客站

43 食一義 鍾o松 天神宮竹客站

第4車 苗栗五谷岡 線



序號 班別 姓名 搭車地點

1 電二義 陳o有 山腳路口7-11
2 電二義 邱o毅 山腳路口7-11

3 室一仁 謝o晴 山腳路口7-11

4 園二仁 張o敏 南華社區

5 食一仁 鍾o成 南華社區

6 食二義 黃o淳 通霄火車站
7 園二仁 張o之 通霄火車站
8 園二仁 陳o涓 通霄火車站
9 電二仁 黃o詮 通霄火車站
10 電二義 江o丞 通霄火車站

11 食一仁 鄭o筑 通霄火車站

12 機一義 張o璿 四窩路口

13 機一義 翁o垵 湖東竹客站

14 電一仁 吳o軒 湖東竹客站
15 食二仁 黃o謐 聖愛幼稚園

16 電二仁 潘o誠 聖愛幼稚園

17 機二仁 楊o宇 銅鑼火車站
18 機二義 陳o豪 銅鑼火車站
19 機二義 吳o安 銅鑼火車站
20 機二義 吳o宏 銅鑼火車站
21 機二義 魏o聰 銅鑼火車站
22 電二仁 吳o熾 銅鑼火車站
23 電二仁 陳o蓁 銅鑼火車站
24 電二義 江o婕 銅鑼火車站
25 食一仁 李o婷 銅鑼火車站
26 機一仁 賴o良 銅鑼火車站
27 電一仁 劉o瑄 銅鑼火車站

28 電一仁 林o豪 銅鑼火車站

29 機二義 楊o淯 棗莊
30 食一仁 林o君 棗莊
31 食一仁 潘o昕 棗莊
32 園一仁 曾o宣 棗莊

33 電一義 涂o承 棗莊

34 園二仁 鍾o明 枋屋

35 機二仁 温o均 福星竹客站牌
36 電一仁 徐o君 福星竹客站牌
37 電一仁 曾o翔 福星竹客站牌

38 電一義 彭o博 福星竹客站牌

39 食一義 賴o妤 福樂麵店

40 園一仁 黃o尹 福樂麵店

第5車 通霄銅鑼 線



序號 班別 姓名 搭車地點

1 綜二仁 田o華 上竹圍竹客站

2 電一仁 吳o洧 六角亭竹客站
3 電一仁 湯o程 六角亭竹客站
4 電一義 吳o瑋 六角亭竹客站

5 電一義 謝o成 六角亭竹客站

6 機二仁 吳o燁 水美三野叉燒飯
7 機二義 袁o捃 水美三野叉燒飯
8 機二義 龍o傑 水美三野叉燒飯
9 機二義 陳o民 水美三野叉燒飯
10 電二義 吳o瑋 水美三野叉燒飯
11 電一仁 彭o銘 水美三野叉燒飯

12 電一義 童o淵 水美三野叉燒飯

13 食二仁 涂o妤 卓蘭峨崙廟前
14 食二仁 詹o禾 卓蘭峨崙廟前
15 食二義 余o弦 卓蘭峨崙廟前
16 機二仁 邱o誠 卓蘭峨崙廟前
17 機二仁 李o朋 卓蘭峨崙廟前
18 電二義 詹o瑋 卓蘭峨崙廟前
19 電二義 廖o程 卓蘭峨崙廟前
20 電二義 張o宜 卓蘭峨崙廟前
21 食一仁 徐o傑 卓蘭峨崙廟前
22 食一義 張o榆 卓蘭峨崙廟前
23 食一義 陳o瑄 卓蘭峨崙廟前
24 食一義 蔡o庭 卓蘭峨崙廟前
25 室一仁 詹o茹 卓蘭峨崙廟前

26 綜一仁 謝o威 卓蘭峨崙廟前

27 食二義 陳o豪 豐田

28 電一仁 黃o宇 豐田

29 食二仁 邱o驛 新開竹客站牌

30 電二仁 劉o宇 八份竹客站牌

31 電二仁 廖o翔 八份竹客站牌

32 電二仁 吳o彥 四份竹客站牌

第6車 三義卓蘭 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