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友連通運公司(43) 友連通運公司(43) 友連通運公司(43)

車牌號碼：       車牌號碼：  車牌號碼：       

                    駕駛員：                     駕駛員：                     駕駛員：

郭○融 鄭Ｏ爵 走道 前門 陳Ｏ佳 林Ｏ媫 走道 前門 魏Ｏ儀 蔡Ｏ旆 走道 前門

黃Ｏ羿 李Ｏ娟 王Ｏ涵 江Ｏ欣 陳Ｏ媃 陳Ｏ璇 吳Ｏ思 蔡Ｏ彤 陳Ｏ烜 賴Ｏ子 李Ｏ蘊 林Ｏ邑

陳Ｏ宥 柳Ｏ薰 洪Ｏ杰 田Ｏ全 蔡Ｏ庭 劉Ｏ妤 王Ｏ睿 黃Ｏ睿 鄭Ｏ倢 陳Ｏ穎 周Ｏ妤 吳Ｏ嘉

李Ｏ嫻 王Ｏ承 徐Ｏ甯 蕭Ｏ潔 賴Ｏ瑀 吳Ｏ宇 張Ｏ菡 王Ｏ麟 蔡Ｏ昱 李Ｏ倩 林Ｏ岑 陸Ｏ芹

江Ｏ珊 林Ｏ伶 唐Ｏ嘉 王Ｏ勳 蔡Ｏ恩 林Ｏ誼 李Ｏ薰 劉Ｏ媛 陳Ｏ淯 李Ｏ綺 李Ｏ霏 徐Ｏ薇

王Ｏ心 蔡Ｏ滄 劉Ｏ釩 池Ｏ歆 李Ｏ蓁 王Ｏ任 紀Ｏ蓴 林Ｏ希 黃Ｏ云 洪Ｏ峻 曾Ｏ涵 張Ｏ毓

鄭Ｏ洋 林Ｏ洋 蔡Ｏ宇 任Ｏ映 謝Ｏ安 石Ｏ竹

彭Ｏ筠 張Ｏ苓 劉Ｏ含 羅Ｏ予 陳Ｏ宸 林Ｏ葦

廖Ｏ勛 何Ｏ翰 陳Ｏ哲 顏Ｏ恩 廖Ｏ晴 王Ｏ竺

林Ｏ澐 古Ｏ婷 張Ｏ瑞 黃Ｏ汝 王Ｏ臻 陳Ｏ諠 陳Ｏ嫻 廖Ｏ宇 吳Ｏ蓁 蕭Ｏ心 莊Ｏ媜

安全門 饒Ｏ岡 李Ｏ賢 安全門 莊Ｏ喬 謝Ｏ岑 安全門 陳○妤

王Ｏ承 張Ｏ文 劉Ｏ葶 柯Ｏ岑 余Ｏ緯 李Ｏ君 沈Ｏ澤 張Ｏ玹 簡Ｏ欣

王Ｏ婷 王Ｏ芸 陳Ｏ蓁 吳Ｏ儀 王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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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牌號碼： 車牌號碼：    車牌號碼：  

                    駕駛員：                     駕駛員：                     駕駛員：

李Ｏ誼 簡Ｏ卉 走道 前門  陳Ｏ均 鍾Ｏ威 走道 前門 林Ｏ葵 柯Ｏ宇 走道 前門

王Ｏ緁 黃Ｏ憙 陳Ｏ雰 祝Ｏ緯 林Ｏ浩 陳Ｏ穎 陳Ｏ宇 鄧Ｏ蓁 蔡Ｏ倢 黃Ｏ凌 陳Ｏ安 吳Ｏ宇

徐Ｏ恩 李Ｏ涵 蔡Ｏ禎 蔡Ｏ涔 林Ｏ萱 林Ｏ妤 朱Ｏ華 陸Ｏ綸 陳Ｏ琦 李Ｏ聲 張Ｏ蓁 林Ｏ愛

林Ｏ庭 陳Ｏ妤 莊Ｏ融 廖Ｏ楨 池Ｏ澄 黃Ｏ涵 李Ｏ蓉 孫Ｏ穎 洪Ｏ涵 蔡Ｏ儀 謝Ｏ涵 唐Ｏ薰

陳Ｏ杰 李Ｏ雯 洪Ｏ妤 陳Ｏ甄 廖Ｏ米 黃Ｏ媗 郭Ｏ苓 田Ｏ庭 胡Ｏ晴 林Ｏ邑 陳Ｏ廷 賴Ｏ廷

黃Ｏ瑄 邱Ｏ蔚 陳Ｏ妮 林Ｏ伶 蕭Ｏ㚬 林Ｏ璇 唐Ｏ綻 林Ｏ欣 鄭Ｏ岑 陳Ｏ靖 蕭Ｏ容 陳Ｏ呈

李Ｏ恩 蔡Ｏ恩 黃Ｏ菱 黃Ｏ婷 黃Ｏ雅 張Ｏ益

楊Ｏ凱 謝Ｏ庭 陳Ｏ翔 林Ｏ珈 賴Ｏ忻 胡Ｏ安

簡Ｏ芯 陳Ｏ姍 劉Ｏ恩 黃Ｏ閔 李Ｏ珊 魏Ｏ妤

李Ｏ欣 沈Ｏ紘 廖Ｏ涵 林Ｏ儀 劉Ｏ彤 張Ｏ蓁 鄧Ｏ娟 陳Ｏ琇 吳Ｏ潔 陳Ｏ妍 蘇Ｏ瑜 蔡Ｏ妮

安全門 徐Ｏ真 劉Ｏ綸 安全門 劉Ｏ憶 劉Ｏ昀 安全門 謝Ｏ芩 鄭Ｏ奇

陳Ｏ任 劉Ｏ熏 莊Ｏ妤 黃Ｏ婷 曾Ｏ璇 詹Ｏ 饒Ｏ婷 林Ｏ翔 張Ｏ凱 李Ｏ辰 鄭Ｏ亨 周Ｏ樂

謝Ｏ軒 吳Ｏ樺 盧Ｏ芯 楊Ｏ恩 蔡Ｏ朗 王Ｏ瑜 林Ｏ緹 林Ｏ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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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牌號碼：    車牌號碼：

                    駕駛員：                     駕駛員：

李Ｏ爵 陳Ｏ叡 走道 前門 廖Ｏ琪 陳Ｏ程 走道 前門

蕭Ｏ希 吳Ｏ誼 吳Ｏ陵 林Ｏ臻 紀Ｏ昀 張Ｏ瑋 陳Ｏ昕 張Ｏ崴

陳Ｏ佑 林Ｏ芸 蘇Ｏ寬 王Ｏ恩 林Ｏ蓁 鄭Ｏ宸 盧Ｏ曦 林Ｏ妍

洪Ｏ涵 陳Ｏ忻 陳Ｏ妏 李Ｏ蓁 李Ｏ萲 張Ｏ芮 王Ｏ晨 劉Ｏ勳

紀Ｏ耀 林Ｏ彤 黃Ｏ翰 林Ｏ均 黃Ｏ竣 郭Ｏ妮 李Ｏ蓁 鍾Ｏ君

林Ｏ漩 陳Ｏ翊 紀Ｏ丞 蔡Ｏ恩 陳Ｏ柔 賴Ｏ漩 王Ｏ芯 李Ｏ禧

林Ｏ穎 陳Ｏ如 林Ｏ芸 陳Ｏ萱

楊Ｏ宇 陳Ｏ勛 陳Ｏ晴 李Ｏ涵

卓Ｏ瑄 李Ｏ慈 廖Ｏ婷 張Ｏ綺

楊Ｏ汝 李Ｏ盈 楊Ｏ 王Ｏ奕 廖Ｏ綺 賴Ｏ凱 全Ｏ皓

安全門 陳Ｏ 謝Ｏ鴻 安全門 吳Ｏ原

楊Ｏ瑄 紀Ｏ璇 周Ｏ翔 賴Ｏ禎

阮Ｏ庭 陳Ｏ綺 張Ｏ赫

後門 後門

後門 後門

 ( 大甲  線)  ( 南投  線)

 ( 太平 線) 東勢 線  ( 大里  線)

 ( 梧棲  線)  ( 社口 線)

後門 後門 後門

後門

 ( 后里  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