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磐石中學108學年上學期交通車搭乘 自108/8/19、108/8/30 ~109/1/16止  。

磐石中學108年上學期新豐竹北線(放學)  

序號 姓名 學校 站序 班車名稱 站別 學號或ID

17:25 磐石中學(竹光路西側門)

↓↓↓

1 張○婷 磐石中學 新豐竹北線(放學) 仁愛國中斜對面(臺師補習班) 611192

2 趙○瑜 磐石中學 新豐竹北線(放學) 仁愛國中斜對面(臺師補習班) 711061

3 林○穎 磐石中學 新豐竹北線(放學) 仁愛國中斜對面(臺師補習班) 615102

4 蔡○錡 磐石中學 新豐竹北線(放學) 仁愛國中斜對面(臺師補習班) 713095

5 馮○嶢 磐石中學 新豐竹北線(放學) 仁愛國中斜對面(臺師補習班) 814030

6 黃○瑄 磐石中學 新豐竹北線(放學) 中正東路225號(燕京麵食館) 711218

7 陳○寬 磐石中學 新豐竹北線(放學) 中正東路225號(燕京麵食館) 711128

8 王○弘 磐石中學 新豐竹北線(放學) 竹北中正東路、中華路口(竹北口) J1231****5

9 楊○楷 磐石中學 新豐竹北線(放學) 竹北中正東路、中華路口(竹北口) 611131

10 張○慧 磐石中學 新豐竹北線(放學) 竹北中正東路、中華路口(竹北口) 711077

11 梁○棠 磐石中學 新豐竹北線(放學) 竹北中正東路、中華路口(竹北口) 611262

12 劉○辰 磐石中學 新豐竹北線(放學) 竹北中正東路、中華路口(竹北口) 713038

13 方○鑫 磐石中學 新豐竹北線(放學) 竹北中正東路、中華路口(竹北口) 714052

14 吳○揚 磐石中學 新豐竹北線(放學) 竹北中正東路、中華路口(竹北口) 611152

15 陳○宜 磐石中學 新豐竹北線(放學) 竹北中正東路、中華路口(竹北口) J2231****6

16 彭○楷 磐石中學 新豐竹北線(放學) 竹北中正東路、中華路口(竹北口) 713087

17 范○穎 磐石中學 新豐竹北線(放學) 竹北中華路、新泰路口 715106

18 倪○寓 磐石中學 新豐竹北線(放學) 竹北中華路、新泰路口 J1231****3

19 沈○成 磐石中學 新豐竹北線(放學) 竹北中華路、新泰路口 711112

20 陳○昀 磐石中學 新豐竹北線(放學) 竹北中華路、泰和路口(TOYOTA) J1231****8

21 陳○旻 磐石中學 新豐竹北線(放學) 竹北中華路、泰和路口(TOYOTA) J1231****2

22 楊○恩 磐石中學 新豐竹北線(放學) 竹北中華路、鳳岡路口(九三科技) J1231****7

23 吳○柔 磐石中學 新豐竹北線(放學) 竹北中華路、鳳岡路口(九三科技) 711047

24 陳○琳 磐石中學 新豐竹北線(放學) 竹北中華路、鳳岡路口(九三科技) 715135

25 陳○翰 磐石中學 新豐竹北線(放學) 明新科大旁(鮮一鍋) K1233****6

26 呂○蓁 磐石中學 新豐竹北線(放學) 明新科大旁(鮮一鍋) J2230****7

27 吳○佑 磐石中學 新豐竹北線(放學) 明新科大旁(鮮一鍋) J1231****9

28 黎○勳 磐石中學 新豐竹北線(放學) 明新科大旁(鮮一鍋) 106072

29 黃○朔 磐石中學 新豐竹北線(放學) 新豐火車站斜對面麥當勞旁玉山銀行 715140

30 范○舜 磐石中學 新豐竹北線(放學) 新豐火車站斜對面麥當勞旁玉山銀行 711120

31 林○弘 磐石中學 新豐竹北線(放學) 新豐火車站斜對面麥當勞旁玉山銀行 714066

32 林○儒 磐石中學 新豐竹北線(放學) 新豐火車站斜對面麥當勞旁玉山銀行 711257

33 黃○伯昆 磐石中學 新豐竹北線(放學) 建興路二段、長春路口(三媽臭臭鍋) 611280

34 翁○煒 磐石中學 新豐竹北線(放學) 建興路二段、長春路口(三媽臭臭鍋) 713014

35 吳○伶 磐石中學 新豐竹北線(放學) 建興路二段、長春路口(三媽臭臭鍋) 711230

36 梁○安 磐石中學 新豐竹北線(放學) 建興路二段、長春路口(三媽臭臭鍋) 711056

37 葉○妤 磐石中學 新豐竹北線(放學) 新豐新庄路上(三元宮叉路口) 811147

2.搭乘交通車同學請依下面公告：搭車名單、班車名稱、時間、站點，提早到達等車。

3.磐石中學108學年上學期交通車9/16(一)多元學期課程開始，(週ㄧ~週四放學)各路線調整後搭車名

單如下 

如有錯誤請9/11~9/17前週三~週二(9:00~17:00)去電5256155 找大陳小姐，協助處理。

9/16起



磐石中學108年上學期新豐竹北線(夜讀)

序號 姓名 學校 站序 班車名稱 站別 學號或ID

20:40 磐石中學(竹光路西側門)

*/

↓↓↓

1 何○羽 磐石中學 新豐竹北線(夜讀) 縣政九路、光明三路口(竹北郵局對面)J1231****1

2 陳○諭 磐石中學 新豐竹北線(夜讀) 仁愛國中斜對面(臺師補習班) 711030

3 古○萍 磐石中學 新豐竹北線(夜讀) 竹北中正東路、中華路口(竹北口) 611092

4 范○維 磐石中學 新豐竹北線(夜讀) 竹北中正東路、中華路口(竹北口) 611160

5 郭○玟 磐石中學 新豐竹北線(夜讀) 竹北中正東路、中華路口(竹北口) 711057

6 呂○凱 磐石中學 新豐竹北線(夜讀) 竹北中正東路、中華路口(竹北口) J1231****8

7 余○謙 磐石中學 新豐竹北線(夜讀) 竹北中正東路、中華路口(竹北口) 611012

8 魏○竣 磐石中學 新豐竹北線(夜讀) 竹北中華路、新泰路口 711044

9 蔡○勳 磐石中學 新豐竹北線(夜讀) 新豐火車站斜對面麥當勞旁玉山銀行F1303****6

10 馮○ 磐石中學 新豐竹北線(夜讀) 新豐火車站斜對面麥當勞旁玉山銀行 715016

9/16~109/1/9

星期一~星期四



磐石中學108年上學期芎林竹北線1車(放學) 

序號 姓名 學校 站序 班車名稱 站別 學號或ID

17:25 磐石中學(竹光路西側門)

↓↓↓

1 卓○嫺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1車(放學) 竹北中華路、福興路口(下斗崙萊爾富超商旁公車站)615005

2 簡○祥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1車(放學) 竹北中華路、福興路口(下斗崙萊爾富超商旁公車站)A1311****6

3 吳○毅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1車(放學) 竹北中華路、福興路口(下斗崙萊爾富超商旁公車站)711109

4 陳○熏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1車(放學) 竹北中華路、福興路口(下斗崙萊爾富超商旁公車站)108015

5 許○晴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1車(放學) 成功八路~成功國中門口 611284

6 洪○珽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1車(放學) 成功八路~成功國中門口 O1006****9

7 李○鉉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1車(放學) 成功八路~成功國中門口 611074

8 石○成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1車(放學) 成功八路~成功國中門口 M1231****0

9 陳○僖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1車(放學) 成功八路~成功國中門口 O1006****5

10 林○儒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1車(放學) 成功八路~成功國中門口 J1231****0

11 洪○堯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1車(放學) 莊敬南路、福興東路口(江屋日本料理對面) 711156

12 高○芸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1車(放學) 光明六路、莊敬三路口(World Gym世界健身館)A2310****3

13 廖○瑜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1車(放學) 光明六路、莊敬三路口(World Gym世界健身館)715120

14 何○昉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1車(放學) 光明六路、莊敬三路口(World Gym世界健身館)711228

15 何○辰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1車(放學) 光明六路、莊敬三路口(World Gym世界健身館)611001

16 趙○淇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1車(放學) 光明六路、莊敬三路口(World Gym世界健身館)611244

17 陳○妤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1車(放學) 光明六路、莊敬三路口(World Gym世界健身館)711140

18 王○元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1車(放學) 光明六路、莊敬三路口(World Gym世界健身館)811017

19 陳○皜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1車(放學) 光明六路、莊敬三路口(World Gym世界健身館)711074

20 劉○狄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1車(放學) 光明六路、莊敬三路口(World Gym世界健身館)711131

21 曾○凱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1車(放學) 光明六路、莊敬三路口(World Gym世界健身館)811265

22 林○漫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1車(放學) 喜來登飯店門口 J1231****7

23 劉○雯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1車(放學) 喜來登飯店門口 615116

24 顏○峻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1車(放學) 喜來登飯店門口 611272

25 劉○鑫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1車(放學) 喜來登飯店門口 711220

26 江○喆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1車(放學) 喜來登飯店門口 813058

27 張○翔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1車(放學) 國立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O1006****5

28 鄒○瑄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1車(放學) 國立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711246

29 黃○宏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1車(放學) 國立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M1232****5

30 黃○姗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1車(放學) 國立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M2232****1

31 許○哲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1車(放學) 國立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815039

32 楊○佑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1車(放學) 光明六路東二段(高鐵橋下) 814035

33 張○琇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1車(放學) 東海竹客站 715147

34 林○恩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1車(放學) 大矽谷社區(7-11對面) 713065

35 王○瑩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1車(放學) 大矽谷社區(7-11對面) 711046

9/16起



磐石中學108年上學期芎林竹北線1車(夜讀)

序號 姓名 學校 站序 班車名稱 站別 學號或ID

20:40 磐石中學(竹光路西側門)

↓↓↓

1 莊○穎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1車(夜讀)  經國路、光華街口(快樂桌球教室) 611237

2 邱○恩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1車(夜讀)  經國路台大醫院新竹分院路口(新協興傢俱) 711154

3 林○秤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1車(夜讀)  竹北中華路、福興路口(下斗崙萊爾富超商旁公車站)611208

4 魏○真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1車(夜讀)  福興路、縣政二路(大盤價賣場) 711108

5 林○妤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1車(夜讀)  福興路、縣政二路(大盤價賣場) 106079

6 劉○宏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1車(夜讀)  福興路、縣政二路(大盤價賣場) 711040

7 王○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1車(夜讀)  莊敬南路、福興東路口(江屋日本料理對面) 613101

8 楊○軒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1車(夜讀)  光明六路、莊敬三路口(World Gym世界健身館)611129

9 史○林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1車(夜讀)  光明六路、莊敬三路口(World Gym世界健身館)611044

10 周○穎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1車(夜讀)  光明六路、莊敬三路口(World Gym世界健身館)711113

11 李○齊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1車(夜讀)  光明六路、莊敬三路口(World Gym世界健身館)811070

12 劉○昱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1車(夜讀)  光明六路、莊敬三路口(World Gym世界健身館)611177

13 陳○閎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1車(夜讀)  喜來登飯店門口 H1258****7

14 林○州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1車(夜讀)  喜來登飯店門口 611019

15 任○宇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1車(夜讀)  喜來登飯店門口 J1231****2

16 張○恩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1車(夜讀)  國立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611124

17 丁○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1車(夜讀)  東海竹客站 811246

9/16~109/1/9

星期一~星期四



磐石中學108年上學期芎林竹北線2車(放學)

序號 姓名 學校 站序 班車名稱 站別 學號或ID

17:25 磐石中學(竹光路西側門)

↓↓↓

1 陳○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2車(放學 金鈴鹿汽車生活館 611104

2 劉○弦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2車(放學 金鈴鹿汽車生活館 814038

3 鄭○晴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2車(放學 金鈴鹿汽車生活館 615071

4 范○萱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2車(放學 金鈴鹿汽車生活館 615008

5 范○蕎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2車(放學 金鈴鹿汽車生活館 O2006****2

6 黃○勳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2車(放學 經國路、田美三街口麥當勞 J1231****0

7 潘○雅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2車(放學 經國路、田美三街口麥當勞 O2006****0

8 楊○承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2車(放學 經國路、田美三街口麥當勞 O1006****7

9 陳○安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2車(放學 經國路、田美三街口麥當勞 O2006****9 

10 楊○樺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2車(放學 經國路、田美三街口麥當勞 711168

11 曾○宸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2車(放學 經國路、田美三街口麥當勞 O1006****9

12 陳○翔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2車(放學 經國路、田美三街口麥當勞 O1006****3

13 高○雯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2車(放學 經國路、田美三街口麥當勞 O2006****7

14 陳○亮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2車(放學 經國路、田美三街口麥當勞 O1006****9

15 陳○烽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2車(放學 經國路、田美三街口麥當勞 815130

16 林○其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2車(放學 經國路、田美三街口麥當勞 715102

17 楊○歆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2車(放學 經國路、光華街口(快樂桌球教室) 715066

18 蔡○耘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2車(放學 經國路、光華街口(快樂桌球教室) 815030

19 任○綸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2車(放學 經國路、光華街口(快樂桌球教室) 711275

20 戴○宇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2車(放學 經國路台大醫院新竹分院路口(新協興傢俱)O1006****6

21 黃○聖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2車(放學 經國路台大醫院新竹分院路口(新協興傢俱)O1006****2

22 張○承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2車(放學 經國路台大醫院新竹分院路口(新協興傢俱)O1006****7

23 馮○揚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2車(放學 經國路台大醫院新竹分院路口(新協興傢俱)O1006****0

24 蘇○華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2車(放學 經國路台大醫院新竹分院路口(新協興傢俱) 713049

25 彭○喻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2車(放學 經國路近公道五(裕豐中古車行對面La New) 711273

26 鄭○邦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2車(放學 福興路、縣政二路(大盤價賣場) 711269

27 邱○華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2車(放學 縣政九路、光明三路口(竹北郵局對面)J2230****5

28 蕭○光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2車(放學 縣政九路、光明三路口(竹北郵局對面) 611091

29 鄒○霖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2車(放學 縣政九路、光明三路口(竹北郵局對面) 711038

30 簡○君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2車(放學 縣政九路、光明三路口(竹北郵局對面) 611225

31 范○軒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2車(放學 縣政九路、光明三路口(竹北郵局對面) 611212

32 蔡○蔚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2車(放學 縣政九路、光明六路口(家樂福~縣政九路上)613089

33 賴○毅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2車(放學 縣政九路、光明六路口(家樂福~縣政九路上)713045

34 嚴○淇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2車(放學 縣政九路、光明六路口(家樂福~縣政九路上)611009

35 張○碩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2車(放學 縣政九路、光明六路口(家樂福~縣政九路上)611163

36 林○彥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2車(放學 縣政九路、光明六路口(家樂福~縣政九路上)L1258****3

37 林○雯 磐石中學 芎林竹北線2車(放學 縣政九路、光明六路口(家樂福~縣政九路上)611189

9/16起



磐石中學108年上學期竹東光復線1車(放學)

序號 姓名 學校 站序 班車名稱 站別 學號或ID

17:25 磐石中學(竹光路西側門)

↓↓↓

1 李○俞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放學) 二重埔伍聯社對面 711048

2 吳○亞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放學) 二重埔伍聯社對面 815123

3 鄧○宜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放學) 二重埔農會對面 715069

4 廖○鎧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放學) 二重埔農會對面 J1232****7

5 王○諼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放學) 二重埔農會對面 715098

6 林○煜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放學) 二重埔農會對面 P1900****3

7 陳○嘉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放學) 二重埔農會對面 714083

8 林○萱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放學) 二重埔農會對面 715001

9 譚○鋒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放學) 中興路152巷口(全家超商) Q1245****9

10 羅○蓁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放學) 托盤山公車站 615122

11 葉○宏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放學) 托盤山公車站 815046

12 王○蓁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放學) 竹東長春路TOYOTA汽車對面 711001

13 陳○敬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放學) 竹東長春路TOYOTA汽車對面 711274

14 蔡○汝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放學) 竹東客運總站對面 611065

15 彭○驊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放學) 竹東客運總站對面 107055

16 徐○陽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放學) 竹東客運總站對面 714022

17 張○茹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放學) 竹東客運總站對面 611058

18 呂○薇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放學) 竹東高中對面公車站牌 615051

19 徐○誠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放學) 竹東高中對面公車站牌 711259

20 陳○浿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放學) 竹東高中對面公車站牌 811237

21 萬○夆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放學) 東寧橋旁(龍記麵包店) 713035

22 張○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放學) 東寧橋旁(龍記麵包店) J2231****3

23 陳○榕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放學) 東寧橋旁(龍記麵包店) 711097

24 徐○堯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放學) 東寧橋旁(龍記麵包店) J1231****7

25 王○瑋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放學) 竹東下公館(中油加油站旁) 713056

26 鄒○俞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放學) 竹東下公館(中油加油站旁) 715050

27 劉○軒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放學) 竹東下公館(中油加油站旁) 713037

28 彭○瑜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放學) 竹東下公館(中油加油站旁) 614038

29 廖○和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放學) 竹東下公館(中油加油站旁) J1231****7

30 曾○樺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放學) 竹東下公館(中油加油站旁) J2230****5

31 許○嘉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放學) 竹東下公館(中油加油站旁) 106021

32 梁○興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放學) 竹東下公館(中油加油站旁) 813074

9/16起



磐石中學108年上學期竹東光復線1車(夜讀)  

序號 姓名 學校 站序 班車名稱 站別 學號或ID

20:40 磐石中學(竹光路西側門)

↓↓↓

1 余○容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夜讀) 東門國小民族路公車站牌 611138

2 林○璟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夜讀) 光復路~新竹後備指揮部 611232

3 丁○桓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夜讀) 光復路~新竹後備指揮部 711015

4 張○青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夜讀) 光復路~新竹後備指揮部 711138

5 傅○禎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夜讀) 光復路~新竹後備指揮部 611025

6 曾○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夜讀) 光復路~馬偕醫院旁公車亭 J2231****0

7 曾○庭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夜讀) 光復路~馬偕醫院旁公車亭 O1006****2

8 林○哲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夜讀) 光復路、金城一路口(NOVA商店) N1267****8

9 譚○翰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夜讀) 光武國中門口旁 611226

10 張○語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夜讀) 光武國中門口旁 611194

11 劉○信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夜讀) 光武國中門口旁 615139

12 白○維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夜讀) 光武國中門口旁 611150

13 陳○瑋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夜讀) 光武國中門口旁 811261

14 袁○杰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夜讀) 光武國中門口旁 811083

15 黃○榕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夜讀) 光武國中門口旁 811010

16 鍾○諺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夜讀) 光武國中門口旁 811090

17 陳○威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夜讀) 光武國中門口旁 811259

18 駱○睿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夜讀) 光武國中門口旁 711043

19 欒○齊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夜讀) 光復路、介壽路口(全聯社~老爺酒店對面) 611181

20 欒○淵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夜讀) 光復路、介壽路口(全聯社~老爺酒店對面)O1006****7

21 黃○琦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夜讀) 光復路、介壽路口(全聯社~老爺酒店對面)O2006****0

22 劉○鑫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夜讀) 光復路、介壽路口(全聯社~老爺酒店對面) 711174

23 陳○玲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夜讀) 光復路、介壽路口(全聯社~老爺酒店對面) 613052

24 蔡○穎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夜讀) 光復路、介壽路口(全聯社~老爺酒店對面) 611040

25 李○桐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夜讀) 光復路、介壽路口(全聯社~老爺酒店對面)O1006****7

26 董○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夜讀) 光復路、介壽路口(全聯社~老爺酒店對面) 611006

27 林○緯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夜讀) 光復路、介壽路口(全聯社~老爺酒店對面) 811021

28 馮○煜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夜讀) 光復路、介壽路口(全聯社~老爺酒店對面) 711034

29 陸○楷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夜讀) 竹東中興路四段、竹中路口(公車站牌)O1006****8

30 郭○嬡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夜讀) 二重埔伍聯社對面 J2230****7

31 劉○昀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夜讀) 二重埔伍聯社對面 811149

32 宋○遠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夜讀) 二重埔農會對面 J1231****9

33 郭○瑜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夜讀) 二重埔農會對面 711139

34 蕭○賢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夜讀) 三重埔大有汽車修理廠 107061

35 蕭○翰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夜讀) 三重埔大有汽車修理廠 J1232****5

36 蕭○昀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夜讀) 三重埔大有汽車修理廠 713043

37 彭○睿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夜讀) 竹東客運總站對面 106063

38 杜○恩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夜讀) 竹東客運總站對面 611157

39 杜○恩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夜讀) 竹東客運總站對面 J1231****3

40 洪○棋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夜讀) 竹東客運總站對面 J1232****0

41 湯○葳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夜讀) 竹東下公館(中油加油站旁) 611146

42 黃○婕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夜讀) 竹東下公館(中油加油站旁) J2230****3

43 張○辰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夜讀) 竹東下公館(中油加油站旁) 613069

44 邱○晨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1車(夜讀) 竹東下公館(中油加油站旁) 713010

9/16~109/1/9

星期一~星期四



磐石中學108年上學期竹東光復線2車(放學)

序號 姓名 學校 站序 班車名稱 站別 學號或ID

17:25 磐石中學(竹光路西側門)

↓↓↓

1 莊○翔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2車(放學) 光復中學對面公車站牌 O1006****2

2 鄭○青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2車(放學) 光復中學對面公車站牌 611247

3 戴○妤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2車(放學) 光復中學對面公車站牌 611204

4 張○維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2車(放學) 光復中學對面公車站牌 L1258****9

5 黃○揚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2車(放學) 光復中學對面公車站牌 O1006****9

6 林○翔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2車(放學) 光復中學對面公車站牌 L1259****8

7 羅○皓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2車(放學) 光復中學對面公車站牌 814091

8 王○婷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2車(放學) 光復中學對面公車站牌 811047

9 葉○柔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2車(放學) 光復中學對面公車站牌 711245

10 林○皓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2車(放學) 光復中學對面公車站牌 O1006****2

11 許○彤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2車(放學) 光復中學對面公車站牌 O2006****7

12 吳○婷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2車(放學) 光復路、金城一路口(NOVA商店) 711185

13 曹○睿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2車(放學) 光復路、金城一路口(NOVA商店) 715112

14 葉○青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2車(放學) 光復路、金城一路口(NOVA商店) 711100

15 張○佑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2車(放學) 光復路、金城一路口(NOVA商店) 714076

16 陳○一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2車(放學) 光復路、大學路口(中油站斜對面三陽機車店)O1006****3

17 徐○辰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2車(放學) 光復路、大學路口(中油站斜對面三陽機車店)814093

18 戴○羽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2車(放學) 光復路、介壽路口(全聯社~老爺酒店對面) 615120

19 鍾○芳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2車(放學) 光復路、介壽路口(全聯社~老爺酒店對面) 714003

20 黃○孺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2車(放學) 光復路、介壽路口(全聯社~老爺酒店對面)O2006****9

21 王○凱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2車(放學) 光復路、介壽路口(全聯社~老爺酒店對面) 714053

22 曾○稜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2車(放學) 光復路、介壽路口(全聯社~老爺酒店對面)O2006****3 

23 李○盈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2車(放學) 光復路、介壽路口(全聯社~老爺酒店對面) 611049

24 蔡○琦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2車(放學) 光復路、介壽路口(全聯社~老爺酒店對面)L2256****7

25 洪○閔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2車(放學) 光復路、介壽路口(全聯社~老爺酒店對面) 711072

26 劉○宜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2車(放學) 光復路、介壽路口(全聯社~老爺酒店對面) 611202

27 劉○綸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2車(放學) 光復路、介壽路口(全聯社~老爺酒店對面)O1006****1

28 池○毅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2車(放學) 光復路、介壽路口(全聯社~老爺酒店對面) 81148

29 林○培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2車(放學) 光復路、介壽路口(全聯社~老爺酒店對面) 711276

30 林○蕊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2車(放學) 光復路、介壽路口(全聯社~老爺酒店對面) 851054

31 范○祥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2車(放學) 光復路、介壽路口(全聯社~老爺酒店對面) 813068

32 倪○瑋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2車(放學) 光復路、介壽路口(全聯社~老爺酒店對面) 611251

33 羅○卉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2車(放學)(原竹東光復線1車) 竹東中興路四段、竹中路口(公車站牌) 811152

34 張○茜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2車(放學)(原竹東光復線1車) 竹東中興路四段、竹中路口(公車站牌) 711192

35 林○均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2車(放學)(原竹東光復線1車) 中興路、富貴街口(達新公司斜對面) 615104

36 劉○全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2車(放學)(原竹東光復線1車) 中興路、富貴街口(達新公司斜對面) 811131

9/16起



磐石中學108年上學期竹東光復線3車(放學) 

序號 姓名 學校 站序 班車名稱 站別 學號或ID

17:25 磐石中學(竹光路西側門)

↓↓↓

1 胡○芯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3車(放學) 光武國中門口旁 J2230****2

2 徐○安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3車(放學) 光武國中門口旁 O2006****7

3 黃○宸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3車(放學) 光武國中門口旁 N1270****7

4 宋○恩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3車(放學) 光武國中門口旁 U1221****9

5 彭○宸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3車(放學) 光武國中門口旁 O1006****5

6 詹○澔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3車(放學) 光武國中門口旁 711037

7 趙○辰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3車(放學) 光武國中門口旁 711085

8 范○元廷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3車(放學) 光武國中門口旁 611211

9 陳○儒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3車(放學) 光武國中門口旁 611238

10 劉○艾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3車(放學) 光武國中門口旁 615115

11 楊○倢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3車(放學) 光武國中門口旁 715065

12 曹○榕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3車(放學) 光武國中門口旁 O2006****9

13 黃○綺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3車(放學) 光武國中門口旁 O1006****7

14 吳○庭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3車(放學) 光武國中門口旁 711184

15 徐○棠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3車(放學) 光武國中門口旁 711213

16 謝○勳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3車(放學) 光武國中門口旁 713046

17 陳○智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3車(放學) 光武國中門口旁 711058

18 胡○傑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3車(放學) 光武國中門口旁 715034

19 吳○丞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3車(放學) 光武國中門口旁 815126

20 梁○恩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3車(放學) 光武國中門口旁 O1006****2

21 林○緯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3車(放學) 光武國中門口旁 611020

22 欒○宇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3車(放學) 光武國中門口旁 611227

23 郭○薰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3車(放學) 光武國中門口旁 815065

24 陳○融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3車(放學) 光武國中門口旁 O1006****6

25 莊○達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3車(放學) 光武國中門口旁 713017

26 葉○芙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3車(放學) 光武國中門口旁 711243

27 劉○慈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3車(放學) 光武國中門口旁 815073

28 謝○臻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3車(放學) 光武國中門口旁 711066

29 詹○昊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3車(放學) 光武國中門口旁 811038

30 劉○希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3車(放學) 光武國中門口旁 O1006****1

31 王○昱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3車(放學) 光武國中門口旁 813004

32 吳○鴻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3車(放學) 光武國中門口旁 O1006****2

33 郭○涵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3車(放學) 光武國中門口旁 O2006****9

34 高○妧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3車(放學) 光武國中門口旁 815014

35 練○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3車(放學) 光武國中門口旁 711177

36 林○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3車(放學) 光武國中門口旁 711153

37 彭○榕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3車(放學) 光武國中門口旁 613031

38 洪○康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3車(放學) 光武國中門口旁 813023

9/16起



磐石中學108年上學期竹東光復線4車(放學) 

序號 姓名 學校 站序 班車名稱 站別 學號或ID

17:25 磐石中學(竹光路西側門)

↓↓↓

1 顏○宸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4車(放學) 民族路SOGO對面 711201

2 李○瑜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4車(放學) 民族路SOGO對面 611188

3 鄭○軒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4車(放學) 民族路SOGO對面 A1306****8

4 彭○芝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4車(放學) 民族路SOGO對面 711242

5 林○盛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4車(放學) 民族路SOGO對面 713068

6 徐○恩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4車(放學) 民族路SOGO對面 J1231****5

7 劉○炘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4車(放學) 民族路SOGO對面 611221

8 吳○姍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4車(放學) 民族路SOGO對面 J2231****6

9 林○槤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4車(放學) 民族路SOGO對面 F1318****7

10 謝○鴻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4車(放學) 民族路SOGO對面 713047

11 梁○昀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4車(放學) 民族路SOGO對面 F1315****0

12 游○堯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4車(放學) 民族路SOGO對面 O1006****0

13 鍾○臻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4車(放學) 民族路SOGO對面 811245

14 陳○曜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4車(放學) 民族路SOGO對面 613027

15 陳○如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4車(放學) 民族路SOGO對面 715010

16 羅○暉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4車(放學) 東門國小民族路公車站牌 613098

17 郭○宇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4車(放學) 光復路~新竹後備指揮部 A1319****5

18 王○文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4車(放學) 光復路~新竹後備指揮部 714054

19 巫○峻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4車(放學) 光復路~新竹後備指揮部 O1006****3

20 吳○愷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4車(放學) 光復路~新竹後備指揮部 611255

21 陳○儀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4車(放學) 光復路~新竹後備指揮部 811102

22 吳○暘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4車(放學) 光復路~新竹後備指揮部 711204

23 宋○妮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4車(放學) 光復路~新竹後備指揮部 813053

24 蕭○文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4車(放學) 光復路~新竹後備指揮部 711042

25 郭○銓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4車(放學) 光復路~新竹後備指揮部 714081

26 謝○達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4車(放學) (原竹東光復線2車) 光復路~馬偕醫院旁公車亭 O1006****2

27 范○喬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4車(放學) (原竹東光復線2車) 光復路~馬偕醫院旁公車亭 715105

28 劉○宏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4車(放學) (原竹東光復線2車) 光復路~馬偕醫院旁公車亭 J1231****9

29 莊○樺 磐石中學 竹東光復線4車(放學) (原竹東光復線2車) 光復路~馬偕醫院旁公車亭 815016

9/16起



磐石中學108年上學期寶山明湖線1車(放學) 

序號 姓名 學校 站序 班車名稱 站別 學號或ID

17:25 磐石中學(竹光路西側門)

↓↓↓

1 葉○安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放學) 清大南大校區(活力健康前公車亭)(南大路上)715142

2 張○瑀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放學) 清大南大校區(活力健康前公車亭)(南大路上)O2006****3

3 黃○亭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放學) 清大南大校區(活力健康前公車亭)(南大路上)615065

4 陳○昀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放學) 清大南大校區(活力健康前公車亭)(南大路上)O2006****3

5 林○凱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放學) 清大南大校區(活力健康前公車亭)(南大路上)611258

6 蔡○敏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放學) 清大南大校區(活力健康前公車亭)(南大路上)O2006****7

7 張○碩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放學) 清大南大校區(活力健康前公車亭)(南大路上)813027

8 陳○婷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放學) 育賢國中旁(南大路567巷口萊爾富超商) 615108

9 陳○文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放學) 育賢國中旁(南大路567巷口萊爾富超商) 715062

10 曾○綸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放學) 育賢國中旁(南大路567巷口萊爾富超商) 713089

11 蕭○禪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放學) 育賢國中旁(南大路567巷口萊爾富超商)O2006****3

12 劉○宏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放學) 育賢國中旁(南大路567巷口萊爾富超商) 815136

13 曾○聖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放學) 育賢國中旁(南大路567巷口萊爾富超商) 815114

11 歐○樺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放學) 明湖路(南大郵局) 714096

12 胡○瑋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放學) 明湖路(南大郵局) 713074

13 譚○嶸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放學) 明湖路(南大郵局) 614049

14 李○倫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放學) 明湖路(南大郵局) 614059

15 葉○安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放學) 明湖路(南大郵局) 614088

16 呂○芸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放學) 湖濱特區(明湖路口) 711093

17 王○瑜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放學) 湖濱特區(明湖路口) 711091

18 崔○慈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放學) 湖濱特區(明湖路口) 611235

19 林○儀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放學) 湖濱特區(明湖路口) O2006****7 

20 余○穎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放學) 湖濱特區(明湖路口) 615002

21 許○佳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放學) 湖濱特區(明湖路口) 814002

22 高○瑄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放學) 煙波飯店(全家超商對面) J2231****1

23 駱○宏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放學) 煙波飯店(全家超商對面) O1006****2

24 張○涵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放學) 煙波飯店(全家超商對面) 715111

25 郭○均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放學) 煙波飯店(全家超商對面) 714080

26 李○頤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放學) 煙波飯店(全家超商對面) 811096

27 林○蓁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放學) 花園新城對面(全家超商) 715058

28 戴○浩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放學) 花園新城對面(全家超商) O1006****2

29 邱○榮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放學) 花園新城對面(全家超商) 615130

30 楊○穎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放學) 花園新城對面(全家超商) 615113

31 姜○宣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放學) 花園新城對面(全家超商) 714016

32 吳○珊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放學) 花園新城對面(全家超商) O2006****2

31 陳○瑜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放學) 花園新城對面(全家超商) O2006****9

32 鄭○芹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放學) 花園新城對面(全家超商) 611246

33 黎○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放學) 花園新城對面(全家超商) O1006****8

34 周○瑋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放學) 花園新城對面(全家超商) 614010

35 趙○婷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放學) 花園新城對面(全家超商) 715023

35 夏○恩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放學) 明湖路愛心聯盟超商對面 614069

36 陳○佑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放學) 寶山郵局對面 J1231****3

37 許○倫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放學) 寶山郵局對面 713080

38 胡○豪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放學) 寶山郵局對面 711117

39 劉○詠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放學) 寶山郵局對面 J1231****0

40 張○愷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放學) 寶山郵局對面 611214

41 林○舜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放學) 寶山郵局對面 J1231****6

42 曾○宇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放學) 寶山郵局對面 J1231****1

43 陳○樺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放學) 寶山郵局對面 811124

44 黃○貴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放學) 寶山郵局對面 615136

9/16起



磐石中學108年上學期寶山明湖線1車(夜讀) 

序號 姓名 學校 站序 班車名稱 站別 學號或ID

20:40 磐石中學(竹光路西側門)

↓↓↓

1 吳○安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夜讀) 清大南大校區(活力健康前公車亭)(南大路上)711092

2 邱○諾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夜讀) 清大南大校區(活力健康前公車亭)(南大路上)815059

3 劉○杰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夜讀) 育賢國中旁(南大路567巷口萊爾富超商) 711041

4 黎○暄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夜讀) 育賢國中旁(南大路567巷口萊爾富超商) 811066

5 陳○昀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夜讀) 育賢國中旁(南大路567巷口萊爾富超商) 711238

6 王○輔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夜讀) 明湖路(南大郵局) 611281

7 王○弼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夜讀) 明湖路(南大郵局) 611278

8 裴○融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夜讀) 明湖路(南大郵局) 713036

9 徐○華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夜讀) 煙波飯店(全家超商對面) O1006****6

10 余○媜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夜讀) 煙波飯店(全家超商對面) 611002

11 李○祖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夜讀) 煙波飯店(全家超商對面) 611014

12 賴○仁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夜讀) 煙波飯店(全家超商對面) O1006****5

13 李○涵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夜讀) 煙波飯店(全家超商對面) 611139

14 王○善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夜讀) 花園新城對面(全家超商) 611252

15 許○瑋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夜讀) 花園新城對面(全家超商) 107025

16 褚○均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夜讀) 花園新城對面(全家超商) 711039

17 許○淳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夜讀) 寶山郵局對面 J2231****5

18 許○蓁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夜讀) 寶山郵局對面 J2230****9

19 蘇○雅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夜讀) 寶山郵局對面 108051

20 陳○丰 磐石中學 寶山明湖線1車(夜讀) 寶山郵局對面 107116

9/16~109/1/9

星期一~星期四



磐石中學108年上學期內湖香山線1車(放學) 

序號 姓名 學校 站序 班車名稱 站別 學號或ID

17:25 磐石中學(竹光路西側門)

↓↓↓

1 楊○穎 磐石中學 內湖香山線1車(放學) 經國路二段(魚中魚對面楓康超市) O2007****7

2 翁○甄 磐石中學 內湖香山線1車(放學) 經國路二段(魚中魚對面楓康超市) 107067

3 涂○瑞 磐石中學 內湖香山線1車(放學) 經國路二段(魚中魚對面楓康超市) O1006****0

4 陳○熏 磐石中學 內湖香山線1車(放學) 牛埔北路、祥園街口(7-11超商) 713083

5 孟○懿 磐石中學 內湖香山線1車(放學) (舊)香山區公所對面(牛埔路上) 711255

6 蔡○邦 磐石中學 內湖香山線1車(放學) (舊)香山區公所對面(牛埔路上) 611168

7 葉○茹 磐石中學 內湖香山線1車(放學) (舊)香山區公所對面(牛埔路上) 711244

8 蔡○騏 磐石中學 內湖香山線1車(放學) 香北路、瑞光街口(7-11超商對面) 106026

9 施○瑗 磐石中學 內湖香山線1車(放學) 香北路、瑞光街口(7-11超商對面) 10735

10 洪○晴 磐石中學 內湖香山線1車(放學) 香北路、瑞光街口(7-11超商對面) O2006****8

11 鄧○睿 磐石中學 內湖香山線1車(放學) 香北路、瑞光街口(7-11超商對面) 711178

12 湯○凱 磐石中學 內湖香山線1車(放學) 香北路、瑞光街口(7-11超商對面) 711129

13 許○豪 磐石中學 內湖香山線1車(放學) 大庄國小對面 715037

14 孫○傑 磐石中學 內湖香山線1車(放學) 大庄國小對面 107108

15 陳○秋 磐石中學 內湖香山線1車(放學) 兆豐傢俱對面 O1008****9

16 周○謙 磐石中學 內湖香山線1車(放學) 宏齊科技對面~頂寮公車站 O1006****2

17 林○義 磐石中學 內湖香山線1車(放學) 宏齊科技對面~頂寮公車站 814009

18 林○岑 磐石中學 內湖香山線1車(放學) 中華路五段、大湖路口(朝山公車站) J2231****1

19 林○辰 磐石中學 內湖香山線1車(放學) 中華路五段、大湖路口(朝山公車站) O1006****7

20 蔡○洋 磐石中學 內湖香山線1車(放學) 香山火車站公車站 613043

21 曾○穎 磐石中學 內湖香山線1車(放學) 香山火車站公車站 107037

22 廖○傑 磐石中學 內湖香山線1車(放學) 香山火車站公車站 10068****

23 顧○鴻 磐石中學 內湖香山線1車(放學) 香山火車站公車站 614099

24 朱○筠 磐石中學 內湖香山線1車(放學) 佳勝~中華路六段67巷口(7-11對面) 107064

25 洪○妤 磐石中學 內湖香山線1車(放學) 內湖國小正門口 O2006****0

26 吳○蓁 磐石中學 內湖香山線1車(放學) 內湖國小正門口 O1006****6

27 呂○宜 磐石中學 內湖香山線1車(放學) 五分埤(苗栗客運招呼站) 106031

28 邱○瑋 磐石中學 內湖香山線1車(放學) 五分埤(苗栗客運招呼站) 611259

29 魏○磊 磐石中學 內湖香山線1車(放學) 五分埤(苗栗客運招呼站) 711202

30 張○元 磐石中學 內湖香山線1車(放學) 五分埤(苗栗客運招呼站) 714075

31 焦○澤 磐石中學 內湖香山線1車(放學) 五分埤(苗栗客運招呼站) O1006****9

32 黃○彥 磐石中學 內湖香山線1車(放學) 五分埤(苗栗客運招呼站) 613081

33 曾○誠 磐石中學 內湖香山線1車(放學) 五分埤(苗栗客運招呼站) 715085

34 邱○緯 磐石中學 內湖香山線1車(放學) 五分埤(苗栗客運招呼站) 811077

9/16起



磐石中學108年上學期內湖香山線1車(夜讀)  

序號 姓名 學校 站序 班車名稱 站別 學號或ID

20:40 磐石中學(竹光路西側門)

↓↓↓

1 黃○寧 磐石中學 內湖香山線1車(夜讀) 牛埔路、牛埔東路口(台灣房屋) 106121

2 李○誼 磐石中學 內湖香山線1車(夜讀) 牛埔路、牛埔東路口(台灣房屋) O2006****8

3 許○銓 磐石中學 內湖香山線1車(夜讀) 牛埔路、牛埔東路口(台灣房屋) 107079

4 黃○元 磐石中學 內湖香山線1車(夜讀) 牛埔路、牛埔東路口(台灣房屋) 106113

5 黃○元 磐石中學 內湖香山線1車(夜讀) 牛埔路、牛埔東路口(台灣房屋) Q1245****3

6 楊○岑 磐石中學 內湖香山線1車(夜讀) 牛埔南路、浸水街口(中台興化工) 106088

7 黃○均 磐石中學 內湖香山線1車(夜讀) 牛埔南路、浸水街口(中台興化工) 817087

8 林○儀 磐石中學 內湖香山線1車(夜讀) 香北路、瑞光街口(7-11超商對面) 107092

9 王○皓 磐石中學 內湖香山線1車(夜讀) 香北路、瑞光街口(7-11超商對面) 106014

10 曾○勛 磐石中學 內湖香山線1車(夜讀) 大庄國小對面 106111

11 林○玄 磐石中學 內湖香山線1車(夜讀) 香山火車站公車站 106019

12 施○翰 磐石中學 內湖香山線1車(夜讀) 香山火車站公車站 O1007****3

13 林○翔 磐石中學 內湖香山線1車(夜讀) 佳勝~中華路六段67巷口(7-11對面) 107048

14 蔡○恩 磐石中學 內湖香山線1車(夜讀) 內湖國小正門口 107124

15 仰○毅 磐石中學 內湖香山線1車(夜讀) 內湖國小正門口 107105

星期一~星期四

9/16~109/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