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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學生姓名 畢業小學 暑輔住通 校車編號 校車站名
國一忠 文○甄 忠義國小 通學 163 蘆洲長榮路156號實和診所(門口)
國一忠 吳○錡 鷺江國小 通學 自乘 自乘
國一忠 吳○璇 仁愛國小 通學 148 三民高中(98巷口)
國一忠 李○雯 延平國小 住宿 094 民權國中(門口)
國一忠 李○蓁 仁愛國小 通學 151 保佑村(7-11門口)
國一忠 周○妤 鷺江國小 通學 自乘 自乘
國一忠 林○妏 Kealing Middle school 住宿 自乘 自乘
國一忠 林○妘 新生國小 通學 137 台北橋三重派出所(門口)
國一忠 林○㚬 同榮國小 通學 122 泰山分駐所(保源堂藥局)
國一忠 林○璇 麗林國小 通學 308 文化新象大樓(門口)
國一忠 唐○深 聖心小學 通學 自乘 自乘
國一忠 徐○珊 鄧公國小 通學 231 北台北家扶中心(門口)
國一忠 莫○薇 關渡國小 通學 235 竹圍捷運站(排班計程車前)
國一忠 許○瑄 麗山國小 住宿 182 港墘捷運站1號出口(7-11門口)
國一忠 許○淳 新興國小 住宿 224 新春新興街口(皇后之星大樓)
國一忠 連○玲 石牌國小 住宿 235 竹圍捷運站(排班計程車前)
國一忠 陳○恩 德音國小 通學 161 成泰工商路口(寶島眼鏡)
國一忠 陳○儀 文化國小 通學 203 婦聯三村(文化國小公園邊)
國一忠 陳○如 修德國小 住宿 133 明志國中(門口)
國一忠 陳○媛 中港國小 通學 108 新泰國中(驊珍麵包)
國一忠 陳○安 五股國小 通學 170 新五新城八路口(住商門口)
國一忠 陳○彤 石牌國小 通學 自乘 自乘
國一忠 陳○恩 鷺江國小 通學 147 中山三民路(7-11門口)
國一忠 陳○馨 集美國小 通學 133 明志國中(門口)
國一忠 陳○語 銘傳國小 住宿 167 成泰御史路口(金紙店門口)
國一忠 陳○禎 蘆洲國小 通學 150 蘆洲國小(門口)
國一忠 彭○典 劍潭國小 通學 238 河畔皇宮(門口)
國一忠 游○瑄 新興國小 通學 229 新春中山北路(摩天31)
國一忠 馮○宣 北投國小 通學 自乘 自乘
國一忠 黃○軒 同榮國小 通學 119 泰山巖(全家門口)
國一忠 黃○晴 聖心小學 通學 111 中原昌平路口(信義房屋門口)
國一忠 萬○伶 大崁國小 通學 自乘 自乘
國一忠 葉○希 立農國小 通學 239 淡水信用合作社(水碓分社門口)
國一忠 廖○閔 文欣國小 通學 322 復興一文化三路口(7-11門口)
國一忠 劉○瑜 大崁國小 通學 自乘 自乘
國一忠 劉○辰 新市國小 通學 226 登輝新市一路(山葉機車)
國一忠 盧○卉 淡水國小 通學 235 竹圍捷運站(排班計程車前)
國一忠 謝○芸 南美國小 住宿 302 南崁中悅高登(長流美術館)
國一忠 韓○ 五股國小 通學 161 成泰工商路口(寶島眼鏡)
國一忠 簡○羽 鷺江國小 住宿 163 蘆洲長榮路156號實和診所(門口)
國一忠 羅○熏 鷺江國小 通學 147 中山三民路(7-11門口)
國一忠 鐘○竹 大崁國小 通學 自乘 自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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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一孝 王○心 新市國小 住宿 226 登輝新市一路(山葉機車)
國一孝 王○穎 忠義國小 通學 163 蘆洲長榮路156號實和診所(門口)
國一孝 吳○渝 光明國小 住宿 303 南崁中悅帝寶(門口)
國一孝 吳○臻 義學國小 通學 129 明志民生路口(玉山銀行)
國一孝 吳○帆 大觀國小 通學 123 丹鳳高中(頂好超市)
國一孝 呂○庭 中平國小 住宿 自乘 自乘
國一孝 李○荷 聖心小學 通學 121 泰山高中(老人文康中心)
國一孝 杜○嫻 重陽國小 通學 130 三重商工(全國電子門口)
國一孝 辛○ 長安國小 住宿 066 民權龍江路口(萊爾富門口)
國一孝 林○庭 聖心小學 通學 156 博愛新村(大有派出所對面)
國一孝 林○歆 忠義國小 通學 153 蘆洲永平市場(全家福鞋門口)
國一孝 施○蓁 忠義國小 通學 164 蘆洲長榮路392號蘆洲農會(門口)
國一孝 柯○彤 蘆洲國小 通學 148 三民高中(98巷口)
國一孝 紀○葳 湖山國小 通學 196 天母總站(天主堂門口)
國一孝 胡○宸 竹圍國小 通學 234 紅樹林捷運站(門口臨停區)(早)
國一孝 徐○宣 金山國小 住宿 220 三芝國中(門口)
國一孝 馬○家 昌平國小 通學 自乘 自乘
國一孝 張○儀 自強國小 通學 328 林口體育學院(機場捷運A7站門口)
國一孝 張○心 大豐國小 住宿 自乘 自乘
國一孝 許○綺 成功國小 通學 152 蘆洲中原路(慈惠堂對面)
國一孝 郭○妮 聖心小學 通學 144 新北高中(文碩大樓信義房屋)
國一孝 陳○庭 竹圍國小 通學 248 登輝坪頂路(7-11門口)
國一孝 陳○羽 聖心小學 通學 238 河畔皇宮(門口)
國一孝 陳○安 長坑國小 通學 自乘 自乘
國一孝 陳○ 聖心小學 通學 161 成泰工商路口(寶島眼鏡)
國一孝 陳○晴 榮富國小 通學 110 中平國中(門口對面)
國一孝 陳○喬 聖心小學 通學 自乘 自乘
國一孝 曾○婕 仁愛國小 通學 148 三民高中(98巷口)
國一孝 黃○庭 忠義國小 通學 163 蘆洲長榮路156號實和診所(門口)
國一孝 楊○茹 楓樹國小 通學 307 復興一復興北路口(星巴克門口)
國一孝 楊○琳 聖心小學 通學 自乘 自乘
國一孝 廖○惞 重陽國小 通學 152 蘆洲中原路(慈惠堂對面)
國一孝 劉○妤 聖心小學 通學 235 竹圍捷運站(排班計程車前)
國一孝 潘○亞 昌平國小 通學 111 中原昌平路口(信義房屋門口)
國一孝 蔡○絜 成功國小 通學 164 蘆洲長榮路392號蘆洲農會(門口)
國一孝 蔡○真 驗中小學 住宿 066 民權龍江路口(萊爾富門口)
國一孝 蔡○祺 蓬萊國小 住宿 137 台北橋三重派出所(門口)
國一孝 鄭○凌 百齡國小 通學 189 承德劍潭路口(土地銀行門口)
國一孝 謝○臻 新市國小 通學 226 登輝新市一路(山葉機車)
國一孝 謝○穎 大崁國小 通學 自乘 自乘
國一孝 藍○文 成功國小 通學 155 中山永安南路口(7-11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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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一仁 王○晴 南勢國小 住宿 320 中山文化二路(永和豆漿)
國一仁 王○葇 南崁國小 住宿 302 南崁中悅高登(長流美術館)
國一仁 余○璇 榮富國小 通學 110 中平國中(門口對面)
國一仁 吳○喬 鷺江國小 通學 145 首席花園廣場(門口)
國一仁 吳○慧 新莊國小 通學 125 思源幸福東路口(冠德鼎極門口)
國一仁 李○ 聖心小學 通學 自乘 自乘
國一仁 沈○庭 百齡國小 通學 自乘 自乘
國一仁 林○唯 聖心小學 通學 153 蘆洲永平市場(全家福鞋門口)
國一仁 林○妮 關渡國小 通學 自乘 自乘
國一仁 林○穎 忠義國小 通學 153 蘆洲永平市場(全家福鞋門口)
國一仁 林○澈 長庚國小 通學 316 長庚社區(7-11門口)
國一仁 林○含 成功國小 通學 150 蘆洲國小(門口)
國一仁 林○蓁 重陽國小 通學 130 三重商工(全國電子門口)
國一仁 邱○ 林口國小 住宿 314 仁愛竹林路口(四季牙醫門口)
國一仁 侯○樂 廣福國小 住宿 自乘 自乘
國一仁 柯○伶 永福國小 通學 146 徐匯中學(信義房屋)
國一仁 徐○甯 同德國小 通學 306 慈文經國路(赫麗珠寶)
國一仁 常○ 華興小學 通學 自乘 自乘
國一仁 張○昕 大業國小 住宿 300 桃園火車站(遠百側門)
國一仁 張○禎 大崁國小 通學 自乘 自乘
國一仁 莊○仟 成州國小 通學 162 西雲寺(公車站旁)
國一仁 郭○蓁 同榮國小 通學 129 明志民生路口(玉山銀行)
國一仁 陳○晴 聖心小學 住宿 245 濱海路微笑莊園(濱海路門口)
國一仁 陳○ 莊敬國小 通學 304 中悅春天(門口)
國一仁 陳○ 竹圍國小 通學 自乘 自乘
國一仁 陳○安 聖心小學 通學 163 蘆洲長榮路156號實和診所(門口)
國一仁 曾○綺 百齡國小 通學 自乘 自乘
國一仁 黃○淇 南勢國小 通學 326 文化三路未來城(國泰世華門口)
國一仁 楊○緯 忠義國小 通學 自乘 自乘
國一仁 楊○蓉 心小學 通學 自乘 自乘
國一仁 楊○瑄 忠義國小 通學 153 蘆洲永平市場(全家福鞋門口)
國一仁 楊○淇 修德國小 通學 138 金國戲院(麥當勞門口)
國一仁 楊○琳 雙連國小 住宿 094 民權國中(門口)
國一仁 廖○寧 東新國小 住宿 059 昆陽捷運站(4號出口)
國一仁 鄭○瑜 光華國小 住宿 115 光華國小(民安教會)
國一仁 蕭○姸 聖心小學 通學 自乘 自乘
國一仁 賴○婷 大湖國小 住宿 327 環球A9站(文化三路門口)
國一仁 賴○璇 麗林國小 通學 309 唐莊(對面)
國一仁 謝○妍 鷺江國小
國一仁 簡○綺 興化國小 住宿 自乘 自乘
國一仁 蘇○齊 忠義國小 通學 163 蘆洲長榮路156號實和診所(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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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一愛 王○瑜 聖心小學 通學 自乘 自乘
國一愛 吳○嫻 長庚國小 通學 316 長庚社區(7-11門口)
國一愛 吳○萱 大崁國小 通學 自乘 自乘
國一愛 李○宜 榮富國小 通學 110 中平國中(門口對面)
國一愛 李○穎 富台國小 通學 326 文化三路未來城(國泰世華門口)
國一愛 沈○儀 同榮國小 通學 121 泰山高中(老人文康中心)
國一愛 沈○羽 竹圍國小 通學 235 竹圍捷運站(排班計程車前)
國一愛 周○妤 重慶國小 住宿 101 板橋府中捷運站(天橋下)
國一愛 易○蓁 南湖國小 住宿 181 中國信託東湖分行(門口)
國一愛 林○菲 米倉國小 通學 自乘 自乘
國一愛 林○庭 聖心小學 通學 113 中原思源路口(千葉火鍋門口)
國一愛 林○穎 麗林國小 通學 326 文化三路未來城(國泰世華門口)
國一愛 林○罄 板橋國小 住宿 101 板橋府中捷運站(天橋下)
國一愛 林○曦 薇閣小學 通學 200 東華街口(唭哩岸捷運站)
國一愛 林○雨 秀朗國小 通學 012 中正得和路口(全聯門口)
國一愛 林○理 文化國小 通學 203 婦聯三村(文化國小公園邊)
國一愛 邱○萱 社子國小 通學 自乘 自乘
國一愛 侯○月 實驗小學 住宿 098 裕民學府路(寶雅美妝)
國一愛 洪○緹 鄧公國小 通學 230 淡水中山路華南銀行(門口)
國一愛 洪○芹 頭湖國小 住宿 320 中山文化二路(永和豆漿)
國一愛 范○ 及人國小 住宿 自乘 自乘
國一愛 凌○立 文化國小 通學 206 北投崇仁三合街口(7-11對面)
國一愛 張○蓁 八里國小 通學 自乘 自乘
國一愛 張○芸 聖心小學 通學 152 蘆洲中原路(慈惠堂對面)
國一愛 張○榛 修德國小 通學 自乘 自乘
國一愛 張○瑄 聖心小學 通學 138 金國戲院(麥當勞門口)
國一愛 梁○愷 牡丹國小 住宿 自乘 自乘
國一愛 陳○婷 米倉國小 通學 自乘 自乘
國一愛 陳○霏 聖心小學 通學 319 山隆加油站(對面)
國一愛 陳○宇 大湖國小 通學 179 內湖捷運站(公車站)
國一愛 彭○喻 成州國小 通學 162 西雲寺(公車站旁)
國一愛 曾○潔 錦興國小 住宿 303 南崁中悅帝寶(門口)
國一愛 黃○彤 南勢國小 通學 312 林口高中(門口對面)
國一愛 黃○芸 中港國小 通學 122 泰山分駐所(保源堂藥局)
國一愛 楊○淇 麗林國小 通學 311 台北新都(中悅麗苑)
國一愛 葉○睿 鄧公國小 通學 231 北台北家扶中心(門口)
國一愛 葉○杉 聖心小學 通學 自乘 自乘
國一愛 蔡○恩 八里國小 通學 自乘 自乘
國一愛 鄭○靜 聖心小學 通學 151 保佑村(7-11門口)
國一愛 蕭○頤 新市國小 住宿 226 登輝新市一路(山葉機車)
國一愛 羅○馨 丹鳳國小 住宿 123 丹鳳高中(頂好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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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一和 王○喬 竹林國小 住宿 016 中和中和路燦坤(門口)
國一和 江○心 竹圍國小 通學 235 竹圍捷運站(排班計程車前)
國一和 李○芮 康橋小學 通學 320 中山文化二路(永和豆漿)
國一和 沈○安 五華國小 通學 144 新北高中(文碩大樓信義房屋)
國一和 周○辰 麗林國小 通學 307 復興一復興北路口(星巴克門口)
國一和 林○妡 米倉國小 通學 自乘 自乘
國一和 林○妮 永順國小 住宿 330 桃園經國路(中國信託)
國一和 林○庭 華興小學 住宿 185 中山北路科見美語(門口)
國一和 施○晴 忠義國小 通學 165 灰瑤(八方雲集對面)
國一和 宮○琳 榮富國小 通學 110 中平國中(門口對面)
國一和 徐○淳 麗林國小 通學 308 文化新象大樓(門口)
國一和 馬○彤 文山國小 住宿 300 桃園火車站(遠百側門)
國一和 康○晴 貝爾小學 住宿 300 桃園火車站(遠百側門)
國一和 張○柔 純德國小 通學 245 濱海路微笑莊園(濱海路門口)
國一和 張○儀 鄧公國小 住宿 自乘 自乘
國一和 張○華 盛頓小學 住宿 300 桃園火車站(遠百側門)
國一和 張○人 純德國小 通學 229 新春中山北路(摩天31)
國一和 梁○涵 麗林國小 通學 318 忠孝文化二路口(必勝客門口)
國一和 梁○晴 聖心小學 通學 242 淡水台北灣二期(7-11門口)
國一和 許○語 石牌國小 通學 自乘 自乘
國一和 許○睿 成功國小 通學 163 蘆洲長榮路156號實和診所(門口)
國一和 陳○縈 裕德國小 通學 127 篤行板林路口(吉立診所)
國一和 陳○潔 大業國小 住宿 306 慈文經國路(赫麗珠寶)
國一和 曾○凱 麗林國小 通學 311 台北新都(中悅麗苑)
國一和 游○恩 中信國小 通學 112 五股管理中心(門口對面)
國一和 黃○瑄 榮富國小 住宿 109 新莊高中(火鍋店門口)
國一和 黃○晴 裕德國小 住宿 120 板橋篤行路沙崙口(加油站對面)
國一和 黃○雁 聖心小學 通學 自乘 自乘
國一和 黃○瑀 康寧國小 通學 230 淡水中山路華南銀行(門口)
國一和 黃○容 三玉國小 通學 193 天母棒球場(士東忠誠路門口)
國一和 楊○媛 麗林國小 通學 自乘 自乘
國一和 楊○軫 麗林國小 通學 自乘 自乘
國一和 葉○婕 聖心小學 通學 322 復興一文化三路口(7-11門口)
國一和 詹○慈 麗林國小 住宿 314 仁愛竹林路口(四季牙醫門口)
國一和 鄔○潔 三重國小 通學 自乘 自乘
國一和 廖○岑 忠義國小 通學 自乘 自乘
國一和 趙○妤 東門國小 通學 132 三重分局(全家門口)
國一和 蔡○妤 雨農國小 通學 191 忠誠路華南銀行(門口)
國一和 駱○琳 聖心小學 通學 自乘 自乘
國一和 謝○珊 集美國小 通學 132 三重分局(全家門口)
國一和 鍾○芸 中山國小 住宿 300 桃園火車站(遠百側門)
國一和 簡○安 昌平國小 通學 113 中原思源路口(千葉火鍋門口)
國一和 蘇○媛 忠義國小 通學 163 蘆洲長榮路156號實和診所(門口)
國一和 龔○玉 忠義國小 通學 162 西雲寺(公車站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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