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隨車老師 蕭桂潔 0933141898

序號 姓名 上學時間 站名 放學時間 站別

1 新生 ESL ㄧ望 謝o勳 07:55 新市一路歡天喜地 16:36 新市一路歡天喜地

2 暑訓 躲避盤 五信 何o諺 08:00 北新路(土地公廟) 16:31 北新路(土地公廟)

3 新生 創思 ㄧ愛 羅o櫻 08:02 正德國中 16:29 正德國中

4 新生 ESL ㄧ信 曾o宸 08:05 新春街 16:26 新春街

5 暑訓 表藝 四信 陳o悅 08:10 中正路一段132號 16:21 中正路一段132號

6 暑訓 直笛 三信 李o福 08:10 中正路一段132號 16:21 中正路一段132號

7 暑訓 直笛 三愛 陳o亞 08:12 重建街口 16:19 重建街口

8 新生 創思 ㄧ愛 范o恬 16:36 新市一路歡天喜地

9 舊生 ESL ㄧ信 楊o儀 08:15 淡水捷運站 16:16 淡水捷運站

10 暑訓 直笛 四愛 李o恩 08:15 淡水捷運站 16:16 淡水捷運站

11 新生 ESL ㄧ望 林o雲 08:15 淡水捷運站 16:16 淡水捷運站

12 新生 ESL ㄧ信 王o薰 08:15 淡水捷運站 16:16 淡水捷運站

13 新生 ESL ㄧ信 鄭o杬 08:15 淡水捷運站 16:16 淡水捷運站

14 新生 ESL ㄧ信 張o柔 08:18 丹霞灣 16:13 丹霞灣

15 新生 ESL ㄧ信 楊o涵 08:18 丹霞灣 16:13 丹霞灣

16 新生 ESL ㄧ信 施o伶 16:13 丹霞灣

17 新生 ESL ㄧ信 李o瑄 08:20 紅樹林捷運站 16:11 紅樹林捷運站

18 新生 ESL ㄧ信 李o瑜 08:20 紅樹林捷運站 16:11 紅樹林捷運站

19 新生 ESL ㄧ望 黃o桐 08:20 紅樹林捷運站 16:11 紅樹林捷運站

20 新生 ESL ㄧ望 詹o宇 08:20 紅樹林捷運站 16:11 紅樹林捷運站

21 新生 ESL ㄧ望 林o洵 08:25 竹圍捷運站 16:06 竹圍捷運站

22 新生 創思 ㄧ愛 吳o語 08:25 竹圍捷運站 16:06 竹圍捷運站

23 舊生 ESL ㄧ愛 陳o蔾 08:25 竹圍捷運站 16:06 竹圍捷運站

24 轉學生 ESL 劉o妡 08:33 竹圍民族路(康士美) 16:05 竹圍民族路(康士美)

司機 陳哲宏 0958-235063 車號  KAA-5068

隨車老師 杜妤榛 0926262521

序號 姓名 上學時間 站名 放學時間 站別

1 舊生 ESL ㄧ信 王o玲 07:53 士林區公所 16:45 士林區公所

2 新生 ESL ㄧ信 何o晏 08:05 懷德街 16:33 懷德街

3 新生 ESL ㄧ信 李o廷 08:14 奇岩捷運站 16:24 奇岩捷運站

4 新生 ESL ㄧ望 陳o恩 08:14 奇岩捷運站 16:24 奇岩捷運站

5 新生 ESL ㄧ望 陳o晴 08:14 奇岩捷運站 16:24 奇岩捷運站

6 新生 ESL ㄧ信 顏o淳 08:24 楓丹白露 16:14 楓丹白露

7 新生 ESL ㄧ信 徐o曦 08:24 楓丹白露 16:14 楓丹白露

8 新生 ESL ㄧ信 李o霆 08:27 自強路八方雲集 16:11 自強路八方雲集

9 暑訓 直笛 五愛 陳o羽 08:30 自強路頂好 16:08 自強路頂好

10 舊生 ESL ㄧ信 周o臻 08:33 竹圍民族路(康士美) 16:05 竹圍民族路(康士美)

司機 鄧忠正 0933-201398 車號 917-YY

24人

總人數

2019.07.27

2019.07.27

私立聖心小學107學年度暑期營隊搭乘校車名冊(暑2)中巴

基本資料

10人 10人

總人數 22人

自送

私立聖心小學107學年度暑期營隊搭乘校車名冊(暑1)大巴

基本資料

自送



隨車老師 許淑玲 0978025550

序號 姓名 上學時間 站名 放學時間 站別

1 暑訓 表藝 五信 張o瑄 07:28 大同南路(利春銀樓) 17:00 大同南路(利春銀樓)

2 暑訓 直笛 四望 黃o芹 07:31 正義北路 16:57 正義北路

3 暑訓 直笛 四望 溫o君 07:34 三和路镸泰派出所 16:54 三和路镸泰派出所

4 新生 創思 ㄧ愛 林o瑛 07:36 三和路(三重國小捷運) 16:52 三和路(三重國小捷運)

5 暑訓 躲避盤 五望 許o銘 07:38 德林寺 16:50 德林寺

6 暑訓 直笛 五望 鄭o文 07:40 溪尾街自強路口 16:48 溪尾街自強路口

7 新生 ESL ㄧ望 莊o承 07:43 三和力行路 16:45 三和力行路

8 新生 ESL ㄧ信 莊o暘 07:43 三和力行路 16:45 三和力行路

9 新生 創思 ㄧ愛 林o玟 07:46 慈福派出所 16:48 溪尾街自強路口

10 新生 創思 ㄧ愛 鄭o 07:46 慈福派出所 16:42 三民高中捷運站

11 暑訓 直笛 五望 郭o妮 07:49 新北高中 16:39 新北高中

12 新生 ESL ㄧ信 蔡o芮 07:50 美樂家 16:38 星巴克

13 暑訓 躲避盤 五信 呂o陞 07:51 北海餐廳 16:38 北海餐廳

14 新生 創思 ㄧ愛 劉o霈 07:51 北海餐廳 16:14 五股麥當勞（跨6車）

15 新生 創思 ㄧ愛 石o恩 07:53 首席花園 16:37 首席花園

16 新生 ESL ㄧ信 何o妍 07:53 首席花園 16:37 首席花園

17 暑訓 直笛 四信 王o荃 07:53 首席花園 16:35 鞋全家福

18 新生 創思 ㄧ愛 邱o菡 07:54 品文書局 16:34 中正路筑禾豐

19 新生 ESL ㄧ望 李o釉 07:55 清城洋酒 16:33 清城洋酒

20 新生 ESL ㄧ信 楊o瑩 16:31 三民路全民醫院

21 新生 ESL ㄧ望 李o羽 07:59 立民書局 16:29 立民書局

22 新生 ESL ㄧ望 李oo納 07:59 立民書局 16:29 立民書局

23 暑訓 直笛團 三望 陳o心 08:01 民族路復興路口 16:25 民族路復興路口

24 新生 ESL ㄧ望 陳o函 08:22 新五路三段新城八路口(跨6車) 16:25 民族路復興路口

25 舊生 ESL ㄧ愛 李o璇 08:05 民族路466巷口 16:23 民族路466巷口

26 舊生 ESL 二信 李o君 08:05 民族路466巷口 16:23 民族路466巷口

27 舊生 ESL 二望 黃o佟 08:05 民族路466巷口 16:23 民族路466巷口

28 舊生 ESL 二望 吳o璇 08:05 民族路466巷口 16:23 民族路466巷口

29 暑訓 躲避盤 三愛 李梓齊 08:05 民族路466巷口 16:13 蘆洲客運總站

30 新生 創思 ㄧ愛 李o寬 08:05 民族民權路口(吉的堡) 16:23 民族路民權路口(吉的堡)

31 新生 ESL ㄧ望 黃o微 08:05 民族民權路口(吉的堡) 16:23 民族路民權路口(吉的堡)

32 新生 創思 ㄧ愛 陳o愷 08:08 三民路(林建生圖書館) 16:20 三民路(林建生圖書館)

33 新生 ESL ㄧ信 吳o宥 08:08 三民路(林建生圖書館) 16:20 三民路(林建生圖書館)

34 舊生 ESL ㄧ愛 周o可 08:17 成功國小(跨5車) 16:17 蘆洲國小

35 暑訓 躲避盤 三信 林o宇 08:11 蘆洲國小 16:17 蘆洲國小

36 暑訓 表藝 四望 黃o評 08:13 空中大學 16:17 蘆洲國小

37 暑訓 躲避盤 三愛 曾o霏 08:13 空中大學 16:15 空中大學

38 新生 創思 ㄧ愛 鄭o升 08:15 蘆洲客運總站 16:13 蘆洲客運總站

39 暑訓 直笛 五愛 蕭o瑜 08:17 忠義國小 16:11 忠義國小

38人

司機 王定華 0928-234370 車號 097-V5

私立聖心小學107學年度暑期營隊搭乘校車名冊(暑3)大巴

基本資料

2019.07.27

總人數 36人

自送



隨車老師 林麗惠 0922043866

序號 姓名 上學時間 站名 放學時間 站別

1 新生 ESL ㄧ信 鄧o勻 07:38 錢都刷刷鍋 16:52 錢都刷刷鍋

2 暑訓 直笛 五望 吳o宇 07:46 重楊中山路口(全國電子) 16:44 崇楊中山路口(全國電子)

3 新生 ESL ㄧ信 丹o 07:51 228公園 16:39 228公園

4 舊生 ESL 三望 鄭o毅 07:51 228公園 16:39 228公園

5 暑訓 表藝 四望 李o嫻 07:54 博愛新村(台灣房屋) 16:36 博愛新村(台灣房屋)

6 暑訓 躲避盤 四望 許o傑 07:54 博愛新村(台灣房屋) 16:36 博愛新村(台灣房屋)

7 暑訓 直笛 五愛 林o廷 07:54 博愛新村(台灣房屋) 16:36 博愛新村(台灣房屋)

8 暑訓 直笛 三望 林o璟 07:54 博愛新村(台灣房屋) 16:36 博愛新村(台灣房屋)

9 暑訓 表藝 四望 吳o蓉 07:54 博愛新村(台灣房屋) 16:36 博愛新村(台灣房屋)

10 新生 ESL ㄧ信 潘o學 07:55 大同新村 16:36 大同新村

11 新生 ESL ㄧ望 熊o斳 08:05 長榮路佳瑪 16:36 長榮路佳瑪

12 新生 創思 ㄧ愛 廖o綺 08:05 長榮路佳瑪 16:36 民族路90號全聯

13 暑訓 表藝 四愛 高o媃 08:05 長榮佳瑪 16:25 九芎街口

14 暑訓 躲避盤 五信 陳o佑 08:07 長榮路(華南銀行) 16:23 長榮路(華南銀行)

15 新生 ESL ㄧ望 王o晏 08:07 長榮路(華南銀行) 16:23 長榮路(華南銀行)

16 新生 創思 ㄧ愛 陳o竹 08:07 長榮路(華南銀行) 16:23 長榮路(華南銀行)

17 舊生 ESL 二望 許o恩 08:07 長榮路(華南銀行) 16:23 長榮路(華南銀行)

18 新生 ESL ㄧ信 蔡o恩 08:09 中國信託(長榮) 16:21 中國信託(長榮)

19 暑訓 躲避盤 三信 蔡o鈞 08:09 中國信託(長榮) 16:21 中國信託(長榮)

20 暑訓 表藝 三愛 曾o翃 08:10 光榮路(朱忠慶) 16:20 光榮路(朱忠慶)

21 舊生 ESL 四愛 高o庸 08:10 光榮路(朱忠慶) 16:20 光榮路(朱忠慶)

22 舊生 ESL ㄧ愛 許o睿 08:13 林徹補習班 16:17 林徹補習班

23 舊生 ESL 三望 許o恩 08:13 林徹補習班 16:17 林徹補習班

24 新生 ESL ㄧ信 楊o承 08:13 林徹補習班 16:17 林徹補習班

25 新生 ESL ㄧ望 施o任 08:17 成功國小 16:13 成功國小

26 舊生 ESL ㄧ愛 周o可 08:17 成功國小 16:17 蘆洲國小(跨5車)

27 新生 ESL ㄧ信 陳o潼 08:20 榮耀巴黎 16:10 榮耀巴黎

司機 黃明智 0936-184190 車號 419-V7

27人 26人

2019.07.27

私立聖心小學107學年度暑期營隊搭乘校車名冊(暑5)大巴

基本資料

總人數



隨車老師 孫素文 0926338375

序號 姓名 上學時間 站名 放學時間 站別

1 新生 ESL ㄧ望 楊o晴 07:40 中正路明志路 16:55 中正路明志路

2 新生 ESL ㄧ望 陳o齊 07:45 輔仁大學(對面天橋下) 16:50 輔仁大學(對面天橋下)

3 三望 直笛 三望 吳o潔 07:45 輔仁大學(對面天橋下) 16:50 輔仁大學(對面天橋下)

4 新生 創思 ㄧ愛 游o霈 07:45 輔仁大學(對面天橋下) 16:50 輔仁大學(對面天橋下)

5 ㄧ信 ESL ㄧ信 陳o文 07:53 中平中央路 16:40 中平中央路

6 二愛 ESL 二愛 陳o文 07:53 中平中央路 16:40 中平中央路

7 新生 ESL ㄧ望 廖o晴 07:53 中平中央路 16:40 中平中央路

8 二望 ESL 二望 游o合 07:59 仁愛路100巷 16:34 仁愛路100巷

9 三望 ESL 三望 黃o蓁 08:05 明志路文程路口 16:28 明志路文程路口

10 五信 直笛 五信 李o荷 08:07 明志路全國電子 16:26 明志路全國電子

11 五信 躲避盤 五信 李o同 08:09 泰山巖 16:24 泰山巖

12 新生 創思 ㄧ愛 陳o綸 08:09 泰山巖 16:24 泰山巖

13 二愛 ESL 二愛 李o褕 08:09 承泰路楓江路口 16:13 楓江郵局

14 新生 ESL ㄧ望 葉o頡 08:13 德音國小 16:20 德音國小

15 新生 ESL ㄧ望 鄧o婕 08:13 德音國小 16:30 普泰精舍

16 暑訓 表藝 四望 譚o涵 08:14 指南客運 16:14 五股麥當勞

17 ㄧ愛 ESL ㄧ愛 林o穎 08:16 蓬萊坑/宏昇醫院 16:16 蓬萊坑/宏昇醫院

18 舊生 ESL 二信 陳o翰 08:16 蓬萊坑/宏昇醫院 16:16 蓬萊坑/宏昇醫院

19 ㄧ愛 ESL ㄧ愛 潘o丞 08:18 五股麥當勞 16:14 五股麥當勞

20 新生 創思 ㄧ愛 周o恩 08:18 五股麥當勞 16:14 五股麥當勞

21 新生 創思 ㄧ愛 劉o霈 07:51 北海餐廳(跨3車） 16:14 五股麥當勞

22 四信 直笛 四信 柯o綸 08:20 御史路口 16:12 御史路口

23 暑訓 表藝 四信 郭o妤 08:20 御史路口 16:12 御史路口

24 二信 ESL 二信 張o瑀 08:20 御史路口 16:12 御史路口

25 新生 創思 ㄧ愛 高o宸 08:22 新五路三段新城八路口 16:14 五股麥當勞

26 轉學生 ESL 黃o維 08:22 新五路三段新城八路口 16:14   新五路三段新城八路口

27 新生 ESL ㄧ望 陳o函 08:22 新五路三段新城八路口 16:14 民族路復興路口(3車)

28 新生 ESL ㄧ信 鄭o彤 08:25 成洲郵局 16:08 成洲郵局

29 三望 ESL 三望 郭o璇 08:25 成洲郵局 16:08 成洲郵局

30 暑訓 表藝 五信 盧o妤 08:25 成洲郵局 16:08 成洲郵局

31 新生 創思 ㄧ愛 陳o惟 08:25 成洲郵局 16:08 成洲郵局

32 新生 ESL ㄧ望 郭o霆 08:25 成洲郵局 16:08 成洲郵局

33 新生 創思 ㄧ愛 陳o妤 08:25 成洲郵局 16:08 成洲郵局

34 新生 ESL ㄧ望 林o璇 08:27 龍行天廈 16:06 龍行天廈

司機 李宏文 0988-069472 車號 532-SS

司機 林錫賢 0933-056-819 車號 398-yy(僅7/25-7/29)

總人數 33人 33人

基本資料

私立聖心小學107學年度暑期營隊搭乘校車名冊(暑6)大巴

2019.07.27



隨車老師 謝幼芬 0975707969

序號 姓名 上學時間 站名 放學時間 站別

1 暑訓 直笛 五愛 葉o婕 07:15 文化三37巷口(萊爾富) 16:53 文化三37巷口(萊爾富)

1 暑訓 表藝 五愛 鍾o 07:20 文化路(扶輪公園) 16:48 文化路(扶輪公園)

2 新生 ESL ㄧ信 方o 07:20 文化路(扶輪公園) 16:48 文化路(扶輪公園)

4 暑訓 ESL 三愛 許o語 07:23 文化三路ㄧ段617巷口(萊爾富) 16:45 文化三路ㄧ段617巷口(萊爾富)

5 新生 ESL ㄧ望 洪o媃 07:23 文化三路ㄧ段617巷口(萊爾富) 16:45 文化三路ㄧ段617巷口(萊爾富)

6 暑訓 ESL 二望 蘇o圅 07:25 文化三路二段41巷 16:41 文化三路二段41巷

7 新生 ESL ㄧ信 黃o惟 07:25 文化三路二段41巷 16:41 復興一路

8 新生 ESL ㄧ信 陳o愷 07:25 文化三路二段41巷 16:41 文化三路二段41巷

9 新生 ESL ㄧ望 洪o潔 07:30 文化二路中山路口 16:36 文化二路中山路口

10 新生 創思 ㄧ愛 盧o彤 07:30 文化二路中山路口 16:36 文化二路中山路口

11 新生 ESL ㄧ望 曾o語 07:28 中山富貴路口(全家) 16:34 中山富貴路口(全家)

12 新生 創思 ㄧ愛 陳o希 07:55 商港六路(台北雪梨) 16:22 商港六路(台北雪梨)

13 舊生 ESL 二愛 吳o均 08:05 電力公司 16:17 電力公司

14 新生 創思 ㄧ愛 楊o安 08:05 電力公司 16:17 電力公司

15 新生 創思 ㄧ愛 劉o恩 08:05 電力公司 16:17 電力公司

16 新生 創思 ㄧ愛 戴o筑 08:06 中山路(山海關) 16:16 中山路(山海關)

17 新生 ESL ㄧ信 張o婷 08:07 八里國小 16:15 八里國小

18 新生 ESL ㄧ望 陳o軒 08:07 八里國小 16:15 八里國小

19 舊生 ESL ㄧ信 洪o蕎 08:12 中山路(安老院) 16:10 中山路(安老院)

20 新生 ESL ㄧ信 張o峰 08:12 中山路(安老院) 16:10 中山路(安老院)

司機 邢戈祥 0937069758 車號 621-ZZ2019.07.27

總人數 20人 20人

私立聖心小學107學年度暑期營隊搭乘校車名冊(暑7)大巴

基本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