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申請計畫案編號 縣市別 學校名稱

1 探A106001 基隆市 暖暖高級中學

2 探B106004 臺北市 義方國民小學

3 探B106005 臺北市 信義國民小學

4 整B106003 臺北市 市立日新國小

5 整B106003 臺北市 市立蓬萊國小

6 個B106001 臺北市 市立弘道國中

7 探C106002 新北市 新市國民小學

8 整C106002 新北市 市立萬里國中

9 整C106002 新北市 市立野柳國小

10 探E106002 新竹縣 華興國民小學

11 探G106001 苗栗縣 成功國民小學

12 探H106001 臺中市 臺中國民小學

13 探H106002 臺中市 霧峰國民小學

14 個J106002 南投縣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15 探I106001 彰化縣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16 探L106002 嘉義縣 大埔國民中學(小)

17 探M106001 嘉義市 育人國民小學

18 探N106002 臺南市 龍崎國民小學

19 探N106003 臺南市 土城國民小學

20 探N106005 臺南市 大成國民小學

21 探N106006 臺南市 國立成功大學

22 探N106007 臺南市 新嘉國民小學

23 探N106008 臺南市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

24 個N106011 臺南市 市立新興國中

25 個O106002 高雄市 市立林園高中

26 探O106004 高雄市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7 探O106006 高雄市 深水國民小學

28 探P106001 屏東縣 萬新國民中學

29 探P106002 屏東縣 石門國民小學

30 探P106003 屏東縣 以栗國民小學

31 探P106004 屏東縣 泰安國民小學

32 探P106005 屏東縣 新豐國民小學

33 探P106006 屏東縣 佳佐國民小學

34 探R106001 花蓮縣 明利國民小學

序號 申請計畫案編號 縣市別 學校名稱

1 個A106001 基隆市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2 個A106003 基隆市 深美國民小學

3 個C106001 新北市 埔墘國民小學

4 個C106005 新北市 新泰國民小學

5 個C106009 新北市 米倉國民小學

6 個D106005 桃園市 中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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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個D106008 桃園市 中興國民小學

8 個E106001 新竹縣 二重國民小學

9 個F106002 新竹市 中華大學

10 個I106001 彰化縣 大葉大學

11 個I106004 彰化縣 內安國民小學

12 個J106001 南投縣 縣立草屯國民中學

13 個K106001 雲林縣 國立虎尾高級中學

14 個K106002 雲林縣 私立福智高級中學

15 個L106001 嘉義縣 過路國民小學

16 個L106002 嘉義縣 鹿草國民小學

17 個L106003 嘉義縣 大崙國民小學

18 個M106001 嘉義市 私立宏仁女子高級中學

19 個N106002 臺南市 新橋國民小學

20 個N106003 臺南市 後壁國民小學

21 個N106004 臺南市 永福國民小學

22 個N106005 臺南市 竹門國民小學

23 個N106007 臺南市 長榮大學

24 個N106010 臺南市 市立新泰國民小學

25 個N106012 臺南市 私立南英商工職業學校

26 個N106013 臺南市 市立東原國民中學

27 個O106004 高雄市 私立中山工商職業學校

28 個P106001 屏東縣 竹林國民小學

29 個P106002 屏東縣 勝利國民小學

30 個V106001 澎湖縣 縣立馬公國民中學

序號 申請計畫案編號 縣市別 學校名稱

整B106002 臺北市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整B106002 臺北市 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整C106001 新北市 佳林國民中學

整C106001 新北市 林口國民小學

整C106002 新北市 萬里國民小學

整C106002 新北市 大鵬國民小學

整C106002 新北市 崁腳國民小學

整Q106001 宜蘭縣 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整Q106001 宜蘭縣 蘇澳國民中學

整Q106001 宜蘭縣 國立宜蘭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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