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號 搭乘種類 姓名(O) 路線 站別 備註

10104 全學期 吳Ｏ思 大甲線 台灣大道/中山路口，日票價90

10107 全學期 李Ｏ蓁 大甲線 星河路口，日票價108

10108 全學期 李Ｏ禧 社口線 神岡國中(原佑全藥局)，日票價101

10109 全學期 李Ｏ萲 社口線 雅潭路大雅圖書館，日票價86

10118 全學期 蔡Ｏ禎 太平線 林森路自由路口，日票價77

10120 全學期 鄧Ｏ蓁 東勢線 豐南加油站，日票價101

10123 全學期 簡Ｏ芯 太平線 中山市場，日票價97

10201 全學期 王Ｏ臻 大甲線 清水總站，日票價112

10202 全學期 江Ｏ珊 后里線 中山路合作街口，日票價101 原東勢開學改后里線

10205 全學期 林Ｏ穎 梧棲線 大庄，日票價97

10206 全學期(不含暑輔) 林Ｏ伶 后里線 中山路合作街口，日票價101 原東勢開學改后里線

10224 全學期 謝Ｏ安 南投線 佑民醫院，日票價117

10226 全學期 王Ｏ勳 后里線 豐原郵局，日票價101

10301 全學期 王Ｏ恩 梧棲線 弘光科大，日票價86

10306 全學期 林Ｏ芸 社口線 神岡國中(原佑全藥局)，日票價101

10313 全學期 陳Ｏ淯 南投線 草屯麥當勞，日票價117

10316 全學期 陳Ｏ佳 大甲線 靜宜大學，日票價90 原梧棲線改大甲線

10318 全學期 陳Ｏ晴 社口線 神岡國中(原佑全藥局)，日票價101

10328 全學期 紀Ｏ丞 梧棲線 東大庄，日票價97

10333 全學期 楊Ｏ宇 梧棲線 大庄，日票價97

10401 全學期 江Ｏ欣 后里線 中山潭子街公車站牌，日票價86(原潭子區公所) 潭子公所搬家了

10408 全學期 林Ｏ萱 東勢線 豐南加油站，日票價101

10428 全學期 張Ｏ赫 梧棲線 西牛埔，日票價107

10501 全學期 王Ｏ心 后里線 豐原郵局，日票價101

10502 全學期 王Ｏ婷 大甲線 大甲(千葉火鍋對面7-11)，日票價135

10515 全學期 陳Ｏ雰 太平線 林森路門諾教會，日票價72

10518 全學期 詹Ｏ 東勢線 石岡區7-11，日票價114

10520 全學期 廖Ｏ琪 社口線 中港新城，日票價67

10522 全學期 鄭Ｏ岑 大里線 立人高中，日票價84

10523 全學期 賴Ｏ瑀 大甲線 沙鹿高工，日票價94 8/2新增

10531 全學期 陳Ｏ烜 南投線 中興路中山路口(草湖)，日票價90

10603 全學期 古Ｏ婷 后里線 后里區公所，日票價116

10606 全學期 李Ｏ誼 太平線 忠信國小，日票價67

10609 全學期 紀Ｏ昀 社口線 澄清醫院，日票價77

10616 全學期 陳Ｏ任 太平線 長億加油站(台中小鎮)，日票價103

10636 全學期 蔡Ｏ昱 南投線 林森路神農大帝，日票價97

10702 全學期 李Ｏ綺 南投線 草屯麥當勞，日票價117

10704 全學期 林Ｏ蓁 社口線 澄清醫院，日票價77

10708 全學期 徐Ｏ真 太平線 東平國小，日票價97

10714 全學期 陳Ｏ柔 社口線 雅環路(原讚不絕口)，日票價90

10735 全學期 蔡Ｏ恩 梧棲線 東大庄，日票價97

10808 全學期 卓Ｏ瑄 梧棲線 大庄，日票價97

10810 全學期 林Ｏ葵 大里線 愛國街口，日票價77

10824 全學期 饒Ｏ婷 東勢線 石角口，日票價117

10825 全學期(8/3搭) 李Ｏ爵 梧棲線 坪頂，日票價77 8/2新增

10826 全學期 李Ｏ恩 太平線 新平立體停車場，日票價97

10910 全學期 陳Ｏ諠 大甲線 清水總站，日票價112

11003 全學期 吳Ｏ蓁 南投線 南投總站(家樂福)，日票價147

11004 全學期 李Ｏ霏 南投線 草屯麥當勞，日票價117

11005 全學期 李Ｏ蓁 梧棲線 弘光科大，日票價86

11014 全學期 黃Ｏ雅 大里線 立人高中，日票價84

11021 全學期 蔡Ｏ彤 大甲線 台灣大道/中山路口，日票價90

11022 全學期 蕭Ｏ心 南投線 南投總站(家樂福)，日票價147

11024 全學期 魏Ｏ儀 南投線 仁愛醫院，日票價84

11027 全學期 洪Ｏ杰 后里線 潭子國豐餅店86

11029 全學期 張Ｏ瑋 社口線 澄清醫院，日票價77

11034 全學期 鄭Ｏ洋 后里線 豐原客運旁萊爾富超商，日票價101 8/2新增

11104 全學期 李Ｏ倩 南投線 林森路神農大帝，日票價97

11108 全學期 林Ｏ愛 大里線 菩提醫院，日票價84

011111 全學期 徐Ｏ薇 南投線 草屯麥當勞，日票價117

11120 全學期 廖Ｏ米 東勢線 南陽路口(中華電信)，日票價101

11121 全學期 鄧Ｏ娟 東勢線 翁子國小天橋，日票價101

11123 全學期 謝Ｏ軒 太平線 長億加油站(台中小鎮)，日票價103

11127 全學期 全Ｏ皓 社口線 神岡圖書館，日票價103

11133 全學期 陳Ｏ翔 東勢線 豐東路北陽路口，日票價101 8/2新增

11134 全學期 陸Ｏ綸 東勢線 圓環東路安康路口，日票價101

11218 全學期 黃Ｏ云 南投線 草屯麥當勞，日票價117

11219 全學期 楊Ｏ汝 梧棲線 大庄，日票價97

11220 全學期 劉Ｏ憶 東勢線 翁子國小天橋，日票價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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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2 全學期 賴Ｏ漩 社口線 雅環路(原讚不絕口)，日票價90

11231 全學期 陳Ｏ勛 梧棲線 大庄，日票價97

11236 全學期 劉Ｏ綸 太平線 東平國小，日票價97 8/1新增

11310 全學期 陳Ｏ均 東勢線 燦坤(豐原第一家斜對面) ，日票價101

11318 全學期 廖Ｏ婷 社口線 神岡國中(原佑全藥局)，日票價101

11319 全學期 廖Ｏ綺 社口線 神岡國中(原佑全藥局)，日票價101

11326 全學期 林Ｏ浩 東勢線 燦坤(豐原第一家斜對面) ，日票價101

11401 全學期 王Ｏ芯 社口線 雅環路(原讚不絕口)，日票價90

11407 全學期 李Ｏ慈 梧棲線 大庄，日票價97

11408 全學期 李Ｏ欣 太平線 中山市場，日票價97

11424 全學期 蕭Ｏ㚬 東勢線 南陽路口(中華電信)，日票價101

11434 全學期 蔡Ｏ滄 后里線 豐原郵局，日票價101

11504 全學期(8/2開搭) 李Ｏ盈 梧棲線 大庄，日票價97 8/3新增

11521 全學期 鄭Ｏ倢 南投線 中興路中山路口(草湖)，日票價90

11524 全學期 蘇Ｏ瑜 大里線 中興路仁化路口，日票價90

11534 全學期 陳Ｏ杰 太平線 十甲東路、東英17街口(近翔新診所)，日票價87

11535 全學期 楊Ｏ凱 太平線 新平立體停車場，日票價97

11618 全學期 劉Ｏ含 大甲線 電信局，日票價112

11621 全學期 謝Ｏ芩 大里線 中興路仁化路口，日票價90

11701 全學期 王Ｏ緁 太平線 忠信國小，日票價67

11704 全學期 李Ｏ嫻 后里線 栗林村，日票價86 8/2新增

11709 全學期 洪Ｏ涵 大里線 菩提醫院，日票價84

11710 全學期 唐Ｏ嘉 后里線 中山路合作街口，日票價101 原東勢開學改后里線

11719 全學期 陳Ｏ宇 東勢線 燦坤(豐原第一家斜對面) ，日票價101

11721 全學期 蔡Ｏ恩 大甲線 舊童綜合，日票價97

11801 全學期 王Ｏ芸 大甲線 大甲(千葉火鍋對面7-11)，日票價135

11803 全學期 任Ｏ映 大甲線 電信局，日票價112

11806 全學期 林Ｏ均 梧棲線 弘光科大，日票價86

11808 全學期 胡Ｏ晴 大里線 菩提醫院，日票價84

11812 全學期 陳Ｏ穎 南投線 中興路中山路口(草湖)，日票價90

11817 全學期 蔡Ｏ儀 大里線 菩提醫院，日票價84

11818 全學期 鄭Ｏ宸 社口線 澄清醫院，日票價77 8/1新增

11901 全學期 莊Ｏ融 太平線 十甲東路東英1街口，日票價86

110115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陳Ｏ琦 大里線 大買家，日票價84

110120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陳Ｏ嫻 大甲線 清水總站，日票價112

110125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石Ｏ竹 南投線 佑民醫院，日票價117

110127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沈Ｏ澤 大甲線 大甲(千葉火鍋對面7-11)，日票價135

110128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林Ｏ洋 后里線 豐原客運旁萊爾富超商，日票價101

110130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唐Ｏ綻 東勢線 南陽路口(中華電信)，日票價101

110131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張Ｏ瑞 后里線 后里區公所，日票價116

110210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陳Ｏ琇 東勢線 翁子國小天橋，日票價101

110212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陳Ｏ媃 大甲線 靜宜大學，日票價90 原梧棲線改大甲線

110214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陳Ｏ萱 社口線 神岡國中(原佑全藥局)，日票價101

110217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劉Ｏ熏 太平線 長億加油站(台中小鎮)，日票價103

110220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賴Ｏ忻 大里線 立人高中，日票價84

110230 全學期(不含新生體驗課程) 楊Ｏ 梧棲線 大庄，日票價97 8/19紙本申請

110311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陳Ｏ靖 大里線 立人高中，日票價84

110314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陳Ｏ 梧棲線 大庄，日票價97

110315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黃Ｏ媗 東勢線 南陽路口(中華電信)，日票價101

110323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吳Ｏ原 社口線 神岡圖書館，日票價103

110334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鄭Ｏ亨 大里線 中興路仁化路口，日票價90

110335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鄭Ｏ爵 后里線 中山潭子街公車站牌，日票價86(原潭子區公所) 潭子公所搬家了

110337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饒Ｏ岡 后里線 后里區公所，日票價116

110402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池Ｏ澄 東勢線 豐南加油站，日票價101

110405 全學期(不含新生體驗課程) 柳Ｏ薰 后里線 潭子國豐餅，日票價86(大豐路潭富路口)

110406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紀Ｏ蓴 大甲線 星河路口，日票價108

110411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陳Ｏ姍 太平線 中山市場，日票價97

110427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李Ｏ賢 后里線 后里區公所，日票價116

110508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林Ｏ岑 南投線 林森路神農大帝，日票價97

110514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張Ｏ玹 大甲線 大甲(千葉火鍋對面7-11)，日票價135

110516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黃Ｏ瑄 太平線 中山路楓康超市，日票價86

110517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黃Ｏ汝 大甲線 清水總站，日票價112

110519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劉Ｏ釩 后里線 豐原郵局，日票價101

110526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林Ｏ翔 東勢線 石角口，日票價117

110530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邱Ｏ蔚 太平線 中山路楓康超市，日票價86

110537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劉Ｏ恩 東勢線 豐東路北陽路口，日票價101

110606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徐Ｏ恩 太平線 忠孝路大智路口，日票價81

110613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陳Ｏ如 梧棲線 東大庄，日票價97

110617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劉Ｏ昀 東勢線 翁子國小天橋，日票價101

110618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劉Ｏ彤 東勢線 豐東路北陽路口，日票價101

110619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蕭Ｏ希 梧棲線 坪頂，日票價77

110630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張Ｏ益 大里線 立人高中，日票價84

110631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陳Ｏ昕 社口線 澄清醫院，日票價77

110703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李Ｏ涵 社口線 神岡國中(原佑全藥局)，日票價101



110709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張Ｏ綺 社口線 神岡國中(原佑全藥局)，日票價101

110716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蔡Ｏ妮 大里線 中興路仁化路口，日票價90

110718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盧Ｏ曦 社口線 澄清醫院，日票價77

110730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周Ｏ翔 梧棲線 大庄，日票價97

110734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陳Ｏ佑 梧棲線 坪頂，日票價77

110806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林Ｏ誼 大甲線 沙鹿高工，日票價94

110808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林Ｏ邑 大里線 菩提醫院，日票價84

110812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張Ｏ菡 大甲線 沙鹿高工，日票價94

110814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陳Ｏ綺 梧棲線 西牛埔，日票價107 原大甲線舊童綜合改至梧棲

110815 全學期(不含新生體驗課程) 陳Ｏ妏 梧棲線 弘光科大，日票價86

110819 全學期(不含新生體驗課程) 劉Ｏ葶 后里線 后里區公所，日票價116 8/12新增

110822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蔡Ｏ宇 大甲線 電信局，日票價112

110835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黃Ｏ竣 社口線 雅潭路大雅圖書館，日票價86

110837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鍾Ｏ威 東勢線 燦坤(豐原第一家斜對面) ，日票價101

110906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林Ｏ媫 大甲線 靜宜大學，日票價90 原梧棲線改大甲線

110920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謝Ｏ涵 大里線 菩提醫院，日票價84

110921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顏Ｏ恩 大甲線 清水總站，日票價112

110933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陳Ｏ宸 南投線 佑民醫院，日票價117

111006 全學期(不含新生體驗課程) 林Ｏ庭 太平線 忠孝路大智路口，日票價81

111007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胡Ｏ安 大里線 立人高中，日票價84

111008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張Ｏ芮 社口線 雅潭路大雅圖書館，日票價86

111012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郭Ｏ妮 社口線 雅潭路大雅圖書館，日票價86

111015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陳Ｏ宥 后里線 潭子國豐餅，日票價86(大豐路雅潭路口(育同幼兒園)

111105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吳Ｏ樺 太平線 長億加油站(台中小鎮)，日票價103

111109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林Ｏ臻 梧棲線 坪頂，日票價77

111111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林Ｏ葦 南投線 佑民醫院，日票價117

111129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張Ｏ崴 社口線 澄清醫院，日票價77

111131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陳Ｏ程 社口線 中港新城，日票價67

111133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黃Ｏ翰 梧棲線 弘光科大，日票價86 8/3新增

111201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王Ｏ麟 大甲線 沙鹿高工，日票價94

111217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陳Ｏ廷 大里線 菩提醫院，日票價84

111222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蔡Ｏ庭 大甲線 沙鹿高工，日票價94

111228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吳Ｏ宇 大甲線 沙鹿高工，日票價94

111232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陳Ｏ哲 大甲線 清水總站，日票價112

111235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劉Ｏ勳 社口線 雅潭路大雅圖書館，日票價86

111236 全學期(不含新生體驗課程) 賴Ｏ凱 社口線 神岡國中(原佑全藥局)，日票價101

111301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王Ｏ任 大甲線 舊童綜合，日票價97

111306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李Ｏ雯 太平線 十甲東路、東英17街口(近翔新診所)，日票價87

111309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林Ｏ璇 東勢線 南陽路口(中華電信)，日票價101

111324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蔡Ｏ恩 太平線 新平立體停車場，日票價97

111406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林Ｏ珈 東勢線 豐東路北陽路口，日票價101

111410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柯Ｏ岑 后里線 后里區公所，日票價116

111411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洪Ｏ涵 梧棲線 弘光科大，日票價86

111420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黃Ｏ菱 東勢線 豐原區文化中心，日票價101

111425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簡Ｏ卉 太平線 忠信國小，日票價67

111427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王Ｏ奕 梧棲線 大庄，日票價97

111433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紀Ｏ耀 梧棲線 弘光科大，日票價86

111436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鄭Ｏ奇 大里線 中興路仁化路口，日票價90

111506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周Ｏ樂 南投線 中興路中山路口(草湖)，日票價90 原大里改南投

111507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林Ｏ芸 梧棲線 坪頂，日票價77

111510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林Ｏ漩 梧棲線 弘光科大，日票價86

111514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張Ｏ苓 后里線 三豐路大湳慈興宮前，日票價101

111519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陳Ｏ璇 大甲線 靜宜大學，日票價90 原梧棲線改大甲線

111521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陳Ｏ妮 太平線 中山路楓康超市，日票價86

111523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楊Ｏ瑄 梧棲線 翰詮飯店(原國都飯店)，日票價107

111525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盧Ｏ芯 東勢線 石角口，日票價117

111529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沈Ｏ紘 太平線 中山市場，日票價97

111531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洪Ｏ峻 南投線 草屯麥當勞，日票價117

111601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池Ｏ歆 后里線 豐原郵局，日票價101

111605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洪Ｏ妤 太平線 十甲東路東英1街口，日票價86

111613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陳Ｏ安 大里線 中興大學地球村，日票價81

111616 全學期(不含新生體驗課程) 曾Ｏ璇 東勢線 下新里(東勢衛生所)，日票價117 8/19紙本申請

111619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黃Ｏ婷 東勢線 南陽路口(中華電信)，日票價101

111627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余Ｏ緯 大甲線 大甲(千葉火鍋對面7-11)，日票價135

111708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李Ｏ涵 太平線 忠孝路大智路口，日票價81

111713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孫Ｏ穎 東勢線 南陽路口(中華電信)，日票價101

111718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陳Ｏ忻 梧棲線 弘光科大，日票價86

111719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黃Ｏ閔 東勢線 豐東路北陽路口，日票價101

111727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王Ｏ承 后里線 后里區公所，日票價116

111728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王Ｏ承 后里線 栗林村，日票價86

111731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張Ｏ凱 大里線 中興路仁化路口，日票價90

111734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黃Ｏ羿 后里線 中山潭子街公車站牌，日票價86(原潭子區公所) 潭子公所搬家了

111735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蘇Ｏ寬 梧棲線 坪頂，日票價77

111805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李Ｏ蘊 南投線 中正路吉峰路口，日票價90



111811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徐Ｏ甯 后里線 栗林村，日票價86

111815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陳Ｏ穎 東勢線 燦坤(豐原第一家斜對面) ，日票價101

111816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曾Ｏ涵 南投線 草屯麥當勞，日票價117

111826 全學期(不含新生體驗課程) 何Ｏ翰 后里線 三豐路大湳慈興宮前，日票價101 8/19紙本申請

111903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林Ｏ妍 社口線 澄清醫院，日票價77

111907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陳Ｏ甄 太平線 十甲東路、東英17街口(近翔新診所)，日票價87

111913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蔡Ｏ倢 大里線 愛國街口，日票價77

111919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張Ｏ毓 南投線 草屯麥當勞，日票價117

111927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蔡Ｏ朗 大里線 中興路仁化路口，日票價90

910103 全學期 吳Ｏ陵 梧棲線 東大庄，日票價97

910104 全學期 李Ｏ薰 大甲線 舊童綜合，日票價97

910108 全學期 柯Ｏ宇 大里線 愛國街口，日票價77

910112 全學期 莊Ｏ媜 南投線 南投總站(家樂福)，日票價147

910117 全學期 黃Ｏ憙 太平線 忠信國小，日票價67

910135 全學期 楊Ｏ恩 東勢線 石角口，日票價117

910224 全學期 鍾Ｏ君 社口線 雅潭路大雅圖書館，日票價86

910316 全學期 陸Ｏ芹 南投線 林森路神農大帝，日票價97

910416 全學期 張Ｏ蓁 東勢線 豐東路北陽路口，日票價101

910506 全學期 李Ｏ君 大甲線 大甲(千葉火鍋對面7-11)，日票價135

910509 全學期 林Ｏ彤 梧棲線 弘光科大，日票價86

910511 全學期 唐Ｏ薰 大里線 菩提醫院，日票價84

910515 全學期 莊Ｏ妤 太平線 東平國小，日票價97

910603 全學期 李Ｏ珊 大里線 立人高中，日票價84

910605 全學期 周Ｏ妤 南投線 中正路吉峰路口，日票價90

910607 全學期 林Ｏ澐 后里線 三豐路大湳慈興宮前，日票價101

910616 全學期 彭Ｏ筠 后里線 三豐路大湳慈興宮前，日票價101

910621 全學期 蔡Ｏ旆 南投線 仁愛醫院，日票價84

910624 全學期 謝Ｏ庭 太平線 新平立體停車場，日票價97

910633 全學期 謝Ｏ鴻 梧棲線 大庄，日票價97

910702 全學期 李Ｏ辰 大里線 中興路仁化路口，日票價90

910712 全學期 陳Ｏ叡 梧棲線 坪頂，日票價77

910717 全學期 廖Ｏ晴 南投線 佑民醫院，日票價117

910722 全學期 賴Ｏ禎 梧棲線 大庄，日票價97

910725 全學期 王Ｏ睿 大甲線 沙鹿高工，日票價94

910809 全學期 林Ｏ妤 東勢線 豐南加油站，日票價101

910814 全學期 陳Ｏ翊 梧棲線 弘光科大，日票價86

910818 全學期 黃Ｏ涵 東勢線 豐南加油站，日票價101

910826 全學期 田Ｏ庭 東勢線 南陽路口(中華電信)，日票價101

910917 全學期 黃Ｏ婷 太平線 東平國小，日票價97

910936 全學期 廖Ｏ勛 后里線 三豐路大湳慈興宮前，日票價101

911005 全學期 李Ｏ蓉 東勢線 圓環東路安康路口，日票價101

911010 全學期 莊Ｏ喬 大甲線 大甲(千葉火鍋對面7-11)，日票價135

911018 全學期 廖Ｏ涵 太平線 中山市場，日票價97

911019 全學期 廖Ｏ楨 太平線 十甲東路東英1街口，日票價86

911032 全學期 黃Ｏ睿 大甲線 沙鹿高工，日票價94

911101 全學期 王Ｏ涵 后里線 中山路頭家厝，日票價86

911107 全學期 林Ｏ儀 太平線 中山市場，日票價97

911108 全學期 林Ｏ欣 東勢線 南陽路口(中華電信)，日票價101

911110 全學期 張Ｏ文 后里線 后里區公所，日票價116

911123 全學期 謝Ｏ岑 大甲線 大甲(千葉火鍋對面7-11)，日票價135

911201 全學期 王Ｏ瑜 大里線 中興路仁化路口，日票價90

911202 全學期 吳Ｏ潔 大里線 立人高中，日票價84 8/1新增

911207 全學期 林Ｏ伶 太平線 中山路楓康超市，日票價86

911226 全學期 李Ｏ聲 大里線 大買家，日票價84

911302 全學期 王Ｏ涵 大甲線 大甲(千葉火鍋對面7-11)，日票價135

911320 全學期 劉Ｏ媛 大甲線 舊童綜合，日票價97

911324 全學期 魏Ｏ妤 大里線 立人高中，日票價84

911402 全學期 王Ｏ竺 南投線 佑民醫院，日票價117 8/1新增

911405 全學期 林Ｏ岑 大里線 中興路仁化路口，日票價90

911406 全學期 林Ｏ希 大甲線 星河路口，日票價108

911410 全學期(不含暑輔) 張Ｏ蓁 大里線 大買家，日票價84 8/19紙本申請

911423 全學期 賴Ｏ子 南投線 仁愛醫院，日票價84

911426 全學期 朱Ｏ華 東勢線 豐南加油站，日票價101

911428 全學期 吳Ｏ嘉 南投線 林森路神農大帝，日票價97

911506 全學期 紀Ｏ璇 梧棲線 大庄，日票價97

911516 全學期 陳Ｏ妍 大里線 立人高中，日票價84

911603 全學期 李Ｏ蓁 社口線 雅潭路大雅圖書館，日票價86

911618 全學期 黃Ｏ凌 大里線 愛國街口，日票價77

911620 全學期 蕭Ｏ容 大里線 立人高中，日票價84

911633 全學期 陳Ｏ呈 大里線 立人高中，日票價84

911704 全學期 阮Ｏ庭 梧棲線 翰詮飯店(原國都飯店)，日票價107



911711 全學期 郭Ｏ苓 東勢線 南陽路口(中華電信)，日票價101

911712 全學期(不含暑輔) 陳Ｏ妤 太平線 忠孝路大智路口，日票價81 8/19紙本申請

911719 全學期 劉Ｏ妤 大甲線 沙鹿高工，日票價94

911721 全學期 蕭Ｏ潔 后里線 栗林村，日票價86

911726 全學期 王Ｏ晨 社口線 大華國中，日票價84 7/25增

911803 全學期 李Ｏ娟 后里線 中山潭子街公車站牌，日票價86(原潭子區公所) 潭子公所搬家了

911910 全學期 吳Ｏ宇 大里線 中興大學地球村，日票價81

911912 全學期 林Ｏ邑 南投線 中正路吉峰路口，日票價90 8/1新增

911915 全學期 祝Ｏ緯 太平線 林森路門諾教會，日票價72

911928 全學期 賴Ｏ廷 大里線 菩提醫院，日票價84

915302 全學期(8/3搭) 吳Ｏ誼 梧棲線 坪頂，日票價77 8/2新增

110725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田Ｏ全 后里線 中山潭子街公車站牌，日票價86(原潭子區公所) 8/25新增

10802 全學期 吳Ｏ儀 大甲線 清水總站，日票價112 8/26補增

11010 全學期 陳Ｏ妤 南投線 南投總站(家樂福)，日票價147 8/26補增

11030 全學期 郭Ｏ融 后里線 中山路合作街口，日票價101 8/26補增

110612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陳Ｏ蓁 大甲線 清水總站，日票價112 8/26補增

110621 全學期(含新生體驗課程) 簡Ｏ欣 南投線 草屯麥當勞，日票價117 8/29補增

911205 全學期(8/30) 林Ｏ緹 大里線 愛國街口，日票價77 8/29新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