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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民國 91~106年永續校園推廣計畫之補助名單 

91年補助名單 

No  縣市 學校 

1 新北市 深坑國民小學 

2 新北市 平溪國民小學 

3 臺北市 三玉國民小學 

4 桃園縣 振聲中學 

5 桃園縣 內定國民小學 

6 新竹市 大湖國民小學 

7 苗栗縣 大山國民小學 

8 臺中市 鹿峰國民小學 

9 臺中市 曉明女子中學 

10 彰化縣 村東國民小學 

11 南投縣 瑞竹國民中學 

12 雲林縣 雲林國民小學 

13 嘉義市 興安國民小學 

14 臺南市 新進國民小學 

15 臺南市 永華國民小學 

16 臺南市 光華女子中學 

17 臺南市 大港國民小學 

18 高雄市 溪寮國民小學 

19 高雄市 加昌國民小學 

20 高雄市 左營國民小學 

21 屏東縣 力社國民小學 

22 花蓮縣 壽豐國民小學 

23 臺東縣 新興國民小學 

 

92年國中小補助名單 

編號 學校名稱 

1 基隆市七堵區瑪陵國小 

2 臺北市敦化國中 

3 臺北市文山區武功國小 

4 臺北市辛亥國小 

5 臺北市三民國小 

6 臺北市忠孝國小 

7 臺北市長春國小 

8 臺北市雙蓮國小 

9 臺北市三玉國小 

10 臺北市大湖國小 

11 臺北市公館國小 

12 新北市坪林國中 

13 新北市烏來國中小 

14 新北市立大觀國中 

15 新北市五股國中 

16 新北市鶯歌區建國國小 

17 新北市深坑國小 

18 新北市汐止區東山國小 

19 新北市新莊區興化國小 

20 新北市淡水區坪頂國小 

21 新北市米倉國小 

22 新北市石碇區永定國小 

23 新北市新店區雙峰國小 

24 桃園縣楊梅鎮瑞原國中 

25 桃園縣大業國小 

26 桃園縣頭洲國小 

27 桃園縣中壢區內定國小 

28 桃園縣潛龍國小 

29 桃園縣中壢國小 

30 桃園縣中壢市中正國小 

31 新竹縣文山國小 

32 新竹市三民國中 

33 新竹市東園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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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苗栗縣苗栗市文華國小 

35 苗栗縣蓬萊國小 

36 臺中市西屯區上安國小 

37 臺中市東區進德國小 

38 南投縣立瑞竹國中 

39 南投縣信義鄉神木國小 

40 南投縣社寮國小 

41 南投縣新興國小 

42 南投縣南投國小 

43 南投縣埔里鎮水尾國小 

44 彰化縣芳苑鄉芳苑國小 

45 彰化縣伸港鄉伸港國中 

46 雲林縣斗南鎮斗南國小 

47 雲林縣私立維多利亞國小 

48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國小 

49 雲林縣斗六市溝壩國小 

50 嘉義縣大林國中 

51 嘉義縣仁和國小 

52 嘉義縣新港鄉新港國小 

53 臺南市新東國小 

54 臺南市雙春國小 

55 臺南市後壁鄉菁寮國小 

56 臺南市白河鎮竹門國小 

57 臺南市永華國小 

58 臺南市南師附小 

59 臺南市安佃國小 

60 臺南市中區進學國小 

61 臺南市北區大光國小 

62 臺南市南區喜樹國小 

63 高雄市荖濃國小 

64 高雄市五林國小 

65 高雄市福安國小 

66 高雄市四維國小 

67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國小 

68 高雄市苓洲國小 

69 高雄市小港區太平國小 

70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國小 

71 高雄市凱旋國小 

72 屏東縣立東港國中 

73 屏東縣長治國中 

74 屏東縣立光春國中 

75 屏東縣崁頂鄉南榮國中 

76 屏東縣崁頂鄉力社國小 

77 屏東縣東寧國小 

78 屏東縣九如鄉後庄國小 

79 屏東縣彭厝國小 

80 屏東縣東港鎮東興國小 

81 宜蘭縣黎明國小 

82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國小 

83 宜蘭縣員山鄉深溝國小 

84 宜蘭縣冬山鄉柯林國小 

85 宜蘭縣新南國小 

86 宜蘭縣華德實小 

87 宜蘭縣成功國小 

88 宜蘭縣蘇澳國小 

89 宜蘭縣羅東鎮北成國小 

90 宜蘭縣蘇澳鎮馬賽國小 

91 宜蘭縣三星鄉大隱國小 

92 宜蘭縣宜蘭市凱旋國小 

93 宜蘭縣蘇澳鎮岳明國小 

94 花蓮縣立自強國中 

95 花蓮縣立化仁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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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花蓮縣壽豐鄉月眉國小 

97 花蓮縣中城國小 

98 花蓮縣秀林鄉西寶國小 

99 花蓮縣壽豐鄉豐里國小 

100 花蓮縣德伍國小 

101 花蓮縣秀林國小 

 

92年高中職補助名單 

編號 學校名稱 

1 臺北市達人女子高中 

2 桃園縣振聲高級中學 

3 國立竹北高中 

4 臺中市曉明女子高級中學 

5 臺中市烏日鄉明道高級中學 

6 國立臺中第二高級中學 

7 國立大里高級中學 

8 雲林縣斗六市正心高中 

9 嘉義市立仁高工 

10 國立臺南市新豐高中 

11 臺南市陽明高工 

12 國立玉井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13 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4 臺南市光華女中 

15 臺南市崑山高級中學 

16 臺南市聖功女子高中 

17 高雄市中山高工 

18 臺東縣育仁高中 

 

91年示範案學校名單 

No  縣市 學校 

1 新北市 深坑國民小學 

2 新北市 平溪國民小學 

3 臺東縣 新興國民小學 

 

92年示範案學校名單 

編號 學校名稱 

1 嘉義縣新港國民小學 

2 臺北市公館國民小學 

3 南投縣社寮國民小學 

4 高雄市左營國民小學 

5 花蓮縣壽豐國民小學 

6 南投縣瑞竹國民中學 

7 苗栗縣大山國民小學 

8 高雄市加昌國民小學 

9 連江縣中山國民中學 

10 南投縣水尾國民小學 

11 屏東縣彭厝國民小學 

12 臺南市安佃國民小學 

13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中 

14 國立臺南高工 

 

永續大學推廣計畫 

甲案獲補助學校 

編號 校名 

1 國立臺灣大學 

2 國立金門技術學院 

3 私立淡江大學 

4 私立蘭陽技術學院 

5 國立東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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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國立成功大學 

7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8 私立逢甲大學 

9 國立中興大學 

10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11 國立臺東大學 

12 私立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永續大學推廣計畫 

乙案獲補助學校 

編號 校名 

1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3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4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 

5 國立臺灣大學 

6 國立高雄大學 

7 私立臺灣觀光經營管理專科學校 

8 私立東海大學 

9 私立中華大學 

 

「九十三年度補助永續

校園局部改造計畫」核定

補助名單 

縣市別 编號 整合學校名稱 

基隆市 1 

瑪陵國小 

復興國小 

堵南國小 

五堵國小 

臺北市 
2 

市北師院 

市北師附小 

新北市 

信賢種籽親子實驗小學 

3 

瑞芳國小 

吉慶國小 

瑞柑國小 

4 

深坑國小 

深坑國中 

石碇高中 

平溪國小 

福隆國小 

宜蘭縣 

5 

馬賽國小 

岳明國小 

文化國中 

6 

慈心華德福實驗小學 

三星國小 

育才國小 

利澤國中 

桃園縣 7 
大同國小 

楊心國小 

新竹縣 8 

文山國小 

南和國小 

錦山國小 

瑞興國小 

新竹市 9 
三民國中 

三民國小 

苗栗縣 10 

竹興國小 

海口國小 

大埔國小 

山佳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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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 11 

雲林國小 

社寮國小 

廣興國小 

大鞍國小 

前山國小 

嘉義市 12 

嘉義高中 

嘉義女中 

崇文國小 

臺南市 

13 

果毅國小 

東河國小 

東原國小 

嘉南國小 

14 

安溪國小 

青山國小 

新嘉國小 

永安國小 

15 

竹門國小 

大竹國小 

內角國小 

白河國小 

16 

嘉南藥理科大 

雙春國小 

臺南市 

大港國小 

17 

永華國小 

日新國小 

喜樹國小 

龍崗國小 

18 

安佃國小 

長安國小 

和順國小 

安順國小 

19 

南師實小 

臺南師院 

成功大學 

光華女中 

勝利小學 

高雄市 20 

福安國小 

龍山國小 

廣興國小 

龍肚國小 

高雄市 21 
民權國小 

光華國小 

屏東縣 22 

後庄國小 

九如國中 

惠農國小 

彭厝國小 

臺東縣 23 

大南國小 

賓朗國小 

東成國小 

花蓮縣 

24 

靜浦國小 

港口國小 

新社國小 

25 

東華大學 

壽豐國小 

文蘭國小 

豐山國小 

金門縣 26 

金門技術學院 

金寧國中小 

中正國小 

合計 26案 93校 

 

94年度永續校園局部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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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個案學校名單(93年申

請案件) 

編號 學校 

1 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 

2. 新北市三重市正義國民小學 

3. 新北市淡水區屯山國民小學 

4. 新北市土城區安和國民小學 

5. 新北市新店區屈尺國民小學 

6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7. 新竹縣五峰鄉桃山國民小學 

8. 臺中市太平區車籠埔國民小學 

9. 臺中市后里區泰安國民小學 

10. 臺南市聖功女子高級中學 

11. 臺南市東區崇學國民小學 

12. 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 

13.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國民中學 

14. 高雄市小港區鳳鳴國民小學 

15.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國民小學 

16. 國立旗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7. 屏東縣萬巒鄉佳佐國民小學 

18. 國立羅東高級中學 

 

94年度補助永續校園局

部改造計畫通過學校名

單 

一、93年整合案執行良好團隊 

編號 縣市 校名 

1 

宜蘭縣 

蘇澳鎮馬賽國民小學 

蘇澳鎮育英國民小學 

蘇澳鎮士敏國民小學 

蘇澳鎮文化國民中學 

2 五結鄉利澤國民中學 

冬山鄉慈心華德福教育實驗國

民小學 

宜蘭市新生國民小學 

3 

臺南市 

白河區內角國民小學 

白河區大竹國民小學 

白河區竹門國民小學 

白河區白河國民小學 

4 

臺南市 

後壁區安溪國民小學 

後壁區新嘉國民小學 

東山區青山國民小學 

後壁區菁寮國民小學 

5 

臺南市 

東山區東河國民小學 

柳營區果毅國民小學 

柳營區新山國民小學 

6 

屏東縣 

九如鄉後庄國民小學 

鹽埔鄉彭厝國民小學 

里港鄉載興國民小學 

里港鄉玉田國民小學 

 總計 22校 

二、整合案 

編號 縣市 通過學校 

1 臺北市 

內湖區三民國民中學  

松山區三民國民小學 

內湖區新湖國民小學 

2 新北市 

三峽區建安國民小學 

三峽區大成國民小學 

三峽區成福國民小學 

三峽區五寮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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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峽區插角國民小學 

三峽區鎮有木國民小學 

3 新北市 
深坑區深坑國民小學 

深坑區深坑國民中學 

4 新北市 

永和區網溪國民小學 

永和區永和國民小學 

中和區復興國民小學 

5 桃園縣 

新屋鄉永安國民中學 

大潭鄉大潭國民小學    

大潭鄉北湖國民小學 

6 彰化縣 

埔鹽鄉天盛國民小學 

埔鹽鄉大園國民小學 

埔心鄉梧鳳國民小學 

埔心鄉舊館國民小學 

7 彰化縣 

大村鄉村東國民小學 

員林鎮員林國民小學 

大村鄉大村國民小學 

大村鄉大西國民小學 

8 雲林縣 

斗六市保長國民小學 

斗六市公誠國民小學 

斗南鎮文安國民小學 

斗南鎮大東國民小學 

9 雲林縣 

莿桐鄉莿桐國民小學 

莿桐鄉莿桐國民中學 

莿桐鄉大美國民小學 

莿桐鄉六合國民小學 

10 嘉義縣 

阿里山鄉新美國民小學 

阿里山鄉茶山國民小學 

11 臺南市 

光華女子高級中學 

東區勝利國民小學 

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小學 

12 臺南市 

南區喜樹國民小學 

南區龍崗國民小學 

南區省躬國民小學 

南區南寧高級中學 

13 臺南市 

新化區那拔國民小學 

山上區山上國民小學 

新市區南科國民小學 

永康區永康國民小學 

14 臺南市 

麻豆區培文國民小學 

麻豆區文正國民小學 

麻豆區大山國民小學 

麻豆區港尾國民小學 

15 高雄市 

杉林區杉林國民小學 

杉林區杉林國民中學 

杉林區月美國民小學 

杉林區上平國民小學 

杉林區新庄國民小學 

16 高雄市 

左營區永清國民小學 

左營區勝利國民小學 

左營區大義國民中學 

海青工商 

17 屏東縣 

內埔鄉國立內埔農工 

瑪家鄉瑪家國民中學 

三地門鄉三地國民小學 

18 屏東縣 

長治鄉長治國民中學 

屏東市和平國民小學 

長治鄉繁華國民小學 

長治鄉德協國民小學 

19 臺東縣 

太麻里鄉大溪國民小學 

達仁鄉土阪國民小學 

達仁鄉臺阪國民小學 

金峰鄉賓茂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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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臺東縣 

延平鄉桃源國民小學 

延平鄉武陵國民小學 

延平鄉紅葉國民小學 

延平鄉鸞山國民小學 

21 臺東縣 

蘭嶼鄉朗島國民小學 

蘭嶼鄉椰油國民小學 

蘭嶼鄉蘭嶼國民小學 

22 金門縣 

列嶼鄉列嶼國民中學 

列嶼鄉卓環國民小學 

列嶼鄉西口國民小學 

列嶼鄉上岐國民小學 

 

三、個別案通過名單 

編號 縣市 通過學校 

1 臺北市 
士林區至善國民中

學 

2 南投縣 
水里鄉新興國民小

學 

3 彰化縣 國立彰化高級中學 

4 嘉義縣 
水上鄉水上國民小

學 

5 花蓮縣 
新城鄉康樂國民小

學 

 

四、獎勵案通過名單 

編號 縣市 通過學校 

1 新北市 新莊區光華國民小學 

2 新北市 淡水區中泰國民小學 

3 新北市 蘆洲區仁愛國民小學 

4 新北市 板橋區實踐國民小學 

5 新北市 平溪區十分國民小學 

6 新北市 平溪區平溪國民中學 

7 桃園縣 大溪鎮永福國民小學 

8 桃園縣 平鎮市平鎮國民中學 

9 桃園縣 中壢市新街國民小學 

10 南投縣 中寮鄉廣福國民小學 

11 彰化縣 彰化市大成國民小學 

12 彰化縣 芬園鄉芬園國民小學 

13 彰化縣 社頭鄉崙雅國民小學 

14 嘉義縣 東石鄉下楫國民小學 

15 臺南市 佳里區子龍國民小學 

16 臺南市 東山區聖賢國民小學 

17 高雄市 路竹區蔡文國民小學 

18 屏東縣 來義鄉文樂國民小學 

19 花蓮縣 玉里鎮玉里國民小學 

 

95年度永續校園局部改

造計畫通過名單 

整合案 

編號 縣市 學校 

1 

臺北市 

湖山國小（主辦） 

湖田國小 

泉源國小 

中國文化大學 

2 

新北市 

崇德國小（主辦） 

保長國小 

東山國小 

3 

桃園縣 

龍壽國民小學（主辦） 

福源國民小學 

自強國小 

4 
桃園縣 

埔頂國小（主辦） 

社子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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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洲國小 

啟文國小 

5 

桃園縣 

永福國小（主辦） 

南興國小 

福安國小 

瑞祥國小 

6 新竹縣 

文山國小（主辦） 

文山國小 

寶石國小 

枋寮國小 

7 

 

南投縣 

雲林國小（主辦） 

前山國小 

大鞍國小 

廣興國小 

8 

 

彰化縣 

美豐國小（主辦） 

芳苑國小 

民權國小 

頂庄國小 

9 

 

臺南市 

白河國小（主辦） 

內角國小 

大竹國小 

竹門國小 

仙草國小 

10 

臺南市 

雙春國小（主辦） 

北門國小 

蚵寮國小 

北門國中 

11 臺南市 

立人國小（主辦） 

延平國中 

開元國小 

公園國小 

12 臺南市 

安順國中（主辦） 

安南國中 

和順國中 

和順國小 

13 臺南市 

光華女中（主辦） 

勝利國小 

中山國中 

成功國小 

14 

臺南市 

龍崗國小（主辦） 

南寧中學 

國立臺南高級海事水產
職業學校 

省躬國小 

高雄市 砂崙國小 

15 
高雄市 

岡山高農（主辦） 

蚵寮國中 

臺南市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16 

 

高雄市 

內門國中（主辦） 

觀亭國小 

西門國小 

內門國小 

木柵國小 

溝坪國小 

金竹國小 

景義國小 

17 

基隆市 

碇內國小（主辦） 

暖暖國小 

碇內國中 

18 

宜蘭縣 

育才國小（主辦） 

新生國小 

七賢國小 

利澤國中 

19 

臺東縣 

東河國小（主辦） 

興隆國小 

都蘭國小 

都蘭國中 

20 
澎湖縣 

望安國中(和望安國小
為整合案，但望安國小
不予補助) 

總計 20案 78校 

個別案 

編號 縣市 學校 

1 新北市 厚德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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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中市 鎮平國小 

3 南投縣 日新國中 

4 彰化縣 萬來國小 

5 彰化縣 明道管理學院 

6 彰化縣 崙雅國小 

7 嘉義縣 義竹國小 

8 臺南市 菁寮國小 

9 高雄市 高雄大學 

10 屏東縣 國立屏北高中 

11 連江縣 仁愛國小 

總計 11校 

 

獎勵案 

編號 縣市 學校 

1 新北市 錦和國小 

2 臺北市 龍山國小 

3 新竹縣 新港國小 

4 新竹市 國立新竹高級工業
職業學校 

5 臺中市 僑孝國小 

6 臺中市 
國立臺中第一高級
中學 

7 臺中市 吉峰國小 

8 南投縣 車埕國小 

9 彰化縣 國立彰化啟智學校 

10 嘉義縣 社口國小 

11 嘉義縣 朴子國小 

12 南投縣 西嶺國小 

13 臺南市 新興國小 

14 宜蘭縣 利澤國小 

  14校 

推廣案 

編號 縣市 學校 

1 新北市 深坑國小 

2 宜蘭縣 慈心華德福實驗學校 

總計 2校 

 

優先案 

編
號 

縣市 學校 

1 屏東縣 

後庄國小 

彭厝國小 

玉田國小 

2 宜蘭縣 

馬賽國小 

育英國小 

文化國中 

士敏國小 

3 彰化縣 

天盛國小 

大園國小 

梧鳳國小 

舊館國小 

4 新竹縣 桃山國小 

 

96年度永續校園局部改

造計畫通過名單 

整合案 
編號 縣市 學校 

1 基隆市 

港西國小 

太平國小 

大德國中 

仙洞國小 

2 新北市 

思賢國小 

頭前國小 

昌平國小 

3 臺北市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龍門國中 

國立臺北教大實小 

4 桃園縣 

永福國小 

福安國小 

瑞祥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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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壢國小 

中原大學 

6 苗栗縣 

坪林國小 

新開國小 

雙連國小 

景山國小 

7 南投縣 

雲林國小 

廣興國小 

大鞍國小 

前山國小 

8 彰化縣 

原斗國小 

建新國小 

芳苑國小 

民權國小 

9 雲林縣 

舊庄國小 

聯美國小 

仁和國小 

大埤國中 

10 嘉義縣 
貴林國小 

雙溪國小 

11 

臺南市 

東河國小 

土庫國小 

青山國小 

嘉南國小 

太康國小 

東原國小 

12 

菁寮國小 

國立後壁高中 

新東國小 

臺南藝術大學 

13 

臺南市 

光華女中 

勝利國小 

成功國小 

永福國小 

14 

立人國小 

開元國小 

延平國中 

公園國小 

15 高雄市 

國立高雄大學 

中山高中 

右昌國中 

加昌國小 

莒光國小 

16 屏東縣 

後庄國小 

彭厝國小 

玉田國小 

南華國小 

17 宜蘭縣 

育才國小 

七賢國小 

深溝國小 

力行國小 

個別案 

編號 縣市 學校 

1 臺北市 公館國小 

2 新北市 成福國小 

3 新北市 深坑國中 

4 新北市 實踐國小 

5 新竹縣 新港國小 

6 新竹市 舊社國小 

7 臺中市 靜宜大學 

8 臺中市 鹿峰國小 

9 臺中市 力行國小 

10 南投縣 宏仁國中 

11 南投縣 紅葉國小 

12 南投縣 車埕國小 

13 嘉義縣 山美國小 

14 嘉義縣 大有國小 

15 臺南市 學東國小 

16 高雄市 樹德科技大學 

17 高雄市 鳳鳴國小 

18 宜蘭縣 慈心華德福實小 

19 廣東省 東莞臺商子弟學校 

總計 19案  



 

12 

推廣案 

編號 縣市 學校 

1 新北市 深坑國小 

 

 

97年度永續校園局部改

造計畫通過名單 

整合案 

編號 縣市 校名全銜 

1 桃園縣 
中壢國民小學 

中原大學 

2 宜蘭縣 

育才國民小學 

七賢國民小學 

深溝國民小學 

四結國民小學 

3 宜蘭縣 

蘇澳鎮岳明國民小學 

冬山鄉慈心華德福實驗

教育中小學 

蘇澳鎮育英國民小學 

4 苗栗縣 

景山國民小學 

坪林國民小學 

雙連國民小學 

新開國民小學 

大湖國民小學 

5 臺中市 

靜宜大學 

大甲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大道國民中學 

山陽國民小學 

6 雲林縣 

文昌國民小學 

西螺國民中學 

安定國民小學 

二崙鄉永定國民小學 

7 嘉義縣 

貴林國民小學 

重寮國民小學 

雙溪國民小學 

8 臺南市 
七股國民小學 

大文國民小學 

光復國民小學 

通興國民小學 

9 臺南市 

菁寮國民小學 

新東國民小學 

後壁高級中學 

南藝術大學 

10 臺南市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大甲國民小學 

竹滬國民小學 

11 臺南市 

成功國民小學 

光華女子高級中學 

勝利國民小學 

成功國民中學 

12 高雄市 

高雄大學 

右昌國民中學 

甲圍國民小學 

13 金門縣 

金湖國民中學 

多年國民小學 

金湖國民小學 

柏村國民小學 

 

個別案 

編號 縣市 學校 

1 新北市 深坑國民中學 

2 新北市 永定國民小學 

3 新北市 崇德國民小學 

4 苗栗縣 永貞國民小學 

5 彰化縣 陝西國民小學 

6 南投縣 隘寮國民小學 

7 嘉義縣 新美國民小學 

8 嘉義縣 內埔國民小學 

9 嘉義縣 太平國民小學 

10 嘉義縣 義竹國民小學 

11 臺南市 雙春國民小學 

12 高雄市 景義國民小學 

13 屏東縣 琉球國民中學 

14 臺東縣 興隆國民小學 

15 澎湖縣 七美國民中學 

共計 15校 
 

http://www.esdtaiwan.edu.tw/97onlineapply/admstatdetail.asp?kw=city
http://www.esdtaiwan.edu.tw/97onlineapply/admstatdetail.asp?kw=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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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度永續校園局

部改造計畫通過名單 

個別案 

編號 縣市 學校 

1 基隆市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2 臺北市 至善國民中學 

3 臺北市 萬芳高級中學 

4 新北市 深坑國民中學 

5 桃園縣 中壢國民小學 

6 新竹市 南華國民中學 

7 苗栗縣 苑裡高級中學 

8 南投縣 三育高級中學 

9 嘉義縣 義竹國民小學 

10 嘉義縣 內埔國民小學 

11 嘉義縣 沙坑國民小學 

12 臺南市 玉山國民小學 

13 高雄市 景義國民小學 

14 屏東縣 琉球國民中學 

 

整合案 

編號 縣市 學校 

1 基隆市 

基隆女子高級中學 

銘傳國民中學 

月眉國民小學 

2 桃園縣 

富林國民小學 

蚵間國民小學 

笨港國民小學 

北湖國民小學 

3 臺中市 

朝陽科技大學 

立新國民中學 

吉峰國民小學 

4 彰化縣 

僑義國民小學 

溪州國民小學 

大城國民小學 

5 雲林縣 

二崙國民小學 

中正國民小學 

永定國民小學 

6 嘉義縣 

下潭國民小學 

鹿草國民小學 

後塘國民小學 

竹園國民小學、 

重寮國民小學 

碧潭國民小學 

7 臺南市 

菁寮國民小學、 

新東國民小學、 

後壁高級中學、 

南光高級中學、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8 臺南市 

永安國民小學 

後壁國民小學 

安溪國民小學 

後壁國民中學 

9 臺南市 

果毅國民小學 

青山國民小學 

土庫國民小學 

新山國民小學 

岸內國民小學 

10 臺南市 
德高國民小學 

復興國民中學 

11 高雄市 

永清國民小學 

明德國民小學 

舊城國民小學 

屏山國民小學 

12 宜蘭縣 

梗枋國民小學 

大里國民小學 

頭城國民小學 

13 花蓮縣 

中原國民小學 

中正國民小學 

復興國民小學 

14 澎湖縣 
七美國民中學 

雙湖國民小學 

 

99年度永續校園局部改

造計畫通過名單 

個別案 

編號 縣市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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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隆市  國立基隆女中  

2 新北市 市立崇德國小 

3 新北市 市立直潭國小 

4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  

5 桃園縣  縣立瑞坪國中  

6 新竹縣  縣立雙溪國小  

7 新竹市  市立頂埔國小  

8 臺中市  市立月眉國小  

9 臺中市  市立向上國中  

10 南投縣  縣立竹山國小  

11 彰化縣  縣立和美國中  

12 雲林縣  國立西螺農工  

13 嘉義縣  縣立義竹國小  

14 臺南市  縣立內角國小  

15 高雄市  縣立山頂國小  

16 高雄市  市立佛公國小  

17 屏東縣  縣立琉球國中  

18 臺東縣 縣立朗島國小 

19 臺東縣 縣立三和國小 

20 臺東縣 國立臺東大學附小 

21 澎湖縣 縣立七美國中 

 

整合案 

編號 縣市 學校 

1 
新竹市 市立內湖國中 

市立內湖國小  

2 

臺中市 朝陽科技大學 

市立西寧國小 

明道高中 

市立爽文國中  

弘光科技大學 

市立追分國小  

3 

嘉義縣 縣立六嘉國中 

縣立月眉國小 

縣立溪口國小 

縣立安和國小 

縣立雙溪國小  

4 
臺南市 市立新東國小 

市立新嘉國小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市立菁寮國小 

市立安溪國小 

國立後壁高中 

市立後壁國小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市立仁德國小  

長榮大學  

5 

臺南市 崑山高中  

市立勝利國小 

光華女中 

國立臺南二中  

6 
高雄市 市立金竹國小 

東方技術學院  

7 

宜蘭縣 縣立慈心華德福實驗
國 (中)小  

縣立岳明國小 

縣立龍潭國小 

縣立凱旋國小  

 

100年度永續校園局部改

造計畫通過名單 

整合案 

編號 縣市 學校 

1 宜蘭市 

憲明國小 

大洲國小 

員山國中 

萬富國小 

龍潭國小 

東光國中 

2 嘉義縣 

大崙國小 

新塭國小 

過溝國小 

下潭國小 

忠和國小 

竹園國小 

3 臺南市 
柳營國小 

南光高中 



 

15 

二溪國小 

新東國小 

4 臺南市 

菁寮國小 

國立後壁高中 

安溪國小 

後壁國小 

新嘉國小 

 

個別案 

編號 縣市 學校 

1 新北市 三和國小 

2 新北市 直潭國小 

3 新北市 瑞柑國小 

4 新北市 中泰國小 

5 桃園縣 元智大學 

6 新竹縣 自強國中 

7 新竹縣 大坪國小 

8 苗栗縣 國立苑裡高中 

9 南投縣 廣福國小 

10 嘉義縣 內埔國小 

11 嘉義縣 六嘉國中 

12 嘉義縣 大吉國中 

13 嘉義縣 雙溪國小 

14 臺南市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15 臺南市 復興國中 

16 臺南市 德高國小 

17 臺南市 西門國小 

18 高雄市 東方技術學院 

19 澎湖縣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101年度永續校園局部改

造計畫第一階段獲補助

名單 

個別案 

序號 縣市別 學校名稱 

1 基隆市 市立尚仁國小 

2 基隆市 
市立八斗高中附設國中
部 

3 新北市 市立瓜山國小 

4 新北市 市立復興國小 

5 新北市 市立長坑國小 

6 桃園縣 縣立北勢國小 

7 新竹縣 縣立自強國中 

8 新竹縣 縣立北埔國中 

9 新竹縣 縣立寶山國小 

10 新竹縣 縣立北埔國小 

11 新竹縣 國立關西高中 

12 新竹市 市立民富國小 

13 新竹市 市立培英國中 

14 宜蘭縣 國立宜蘭特殊教育學校 

15 苗栗縣 縣立文山國小 

16 苗栗縣 縣立泰安國中(小) 

17 臺中市 市立國光國小 

18 彰化縣 國立彰化高中 

19 彰化縣 縣立民生國小 

20 彰化縣 縣立湳雅國小 

21 彰化縣 大葉大學 

22 彰化縣 縣立三潭國小 

23 南投縣 縣立廣福國小 

24 雲林縣 縣立龍岩國小 

25 嘉義縣 縣立過溝國小 

26 嘉義縣 縣立新塭國小 

27 嘉義縣 縣立雙溪國小 

28 嘉義市 市立志航國小 

29 嘉義市 國立嘉義啟智學校 

30 臺南市 市立七股國小 

31 臺南市 市立後甲國中 

32 臺南市 市立忠義國小 

33 臺南市 財團法人聖功女中 

34 臺南市 市立大成國小 

35 臺南市 市立進學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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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臺南市 市立公園國小 

37 高雄市 市立右昌國中 

38 臺東縣 縣立東成國小 

39 臺東縣 縣立東海國小 

40 彰化縣 縣立員林國中 

41 彰化縣 中州科技大學 

 

整合案 

序號 縣市別 學校名稱 

1 

新竹市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新竹市 市立育賢國中 

新竹市 市立陽光國小 

2 

宜蘭縣 縣立憲明國小 

宜蘭縣 縣立大福國小 

宜蘭縣 
縣立慈心華德福實驗國
(中)小 

宜蘭縣 縣立大洲國小 

3 

臺南市 

臺南市 

臺南市 

臺南市 

私立光華女中 

市立建興國中 

國立臺南二中 

市立東區勝利國小 

4 

臺南市 市立二溪國小 

臺南市 市立新東國小 

臺南市 私立南光高中 

臺南市 市立柳營國小 

5 

高雄市 東方設計學院 

臺南市 市立那拔國小 

臺南市 市立土城國小 

屏東縣 縣立塔樓國小 

 

101年永續校園計畫第二

階段補助名單 

個別案 

序號 縣市別 學校名稱 

1 新北市 復興國小 

2 基隆市 八斗高中附設國中部 

3 新竹縣 北埔國小 

4 新竹縣 國立關西高中 

5 新竹市 民富國小 

6 宜蘭縣 國立宜蘭特教學校 

7 苗栗縣 泰安國中(小) 

8 臺中市 國光國小 

9 彰化縣 大葉大學 

10 彰化縣 員林國中 

11 彰化縣 湳雅國小 

12 彰化縣 民生國小 

13 彰化縣 三潭國小 

14 南投縣 廣福國小 

15 嘉義縣 雙溪國小 

16 嘉義縣 過溝國小 

17 嘉義縣 新塭國小 

18 嘉義市 國立嘉義啟智學校 

19 臺南市 七股國小 

20 臺南市 後甲國中 

21 臺南市 進學國小 

22 臺南市 公園國小 

23 臺南市 大成國小 

24 臺南市 忠義國小 

25 臺南市 光華女中 

26 臺南市 勝利國小 

27 臺南市 臺南二中 

28 臺南市 建興國中 

29 臺南市 那拔國民小學 

30 高雄市 右昌國中 

31 高雄市 東方設計學校 

32 臺東縣 東海國小 

33 臺東縣 東成國小 

整合案 

序號 縣市別 學校名稱 

1 宜蘭縣 縣立憲明國小 



 

17 

宜蘭縣 縣立大福國小 

宜蘭縣 
縣立慈心華德福實驗國
(中)小 

宜蘭縣 縣立大洲國小 

2 

臺南市 

臺南市 

臺南市 

臺南市 

市立二溪國小 

市立新東國小 

私立南光高中 

市立柳營國小 

 

102年度永續校園局部改造

計畫第一階段獲補助名單 

個別案 

序號 縣市別 學校名稱 

1 臺北市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
學 

2 臺北市 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3 臺北市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4 新北市 中和區復興國民小學 

5 新北市 市立坪林國民中學 

6 新北市 市立瑞芳國民中學 

7 新北市 八里區長坑國民小學 

8 桃園縣 元智大學 

9 桃園縣 八德市大成國民小學 

10 桃園縣 楊梅市瑞梅國民小學 

11 新竹縣 縣立自強國民中學 

12 新竹市 東區水源國民小學 

13 臺中市 南區國光國民小學 

14 臺中市 明道高級中學 

15 臺中市 太平區光隆國民小學 

16 彰化縣 田中鎮三潭國民小學 

17 彰化縣 縣立員林國民中學 

18 彰化縣 社頭鄉湳雅國民小學 

19 雲林縣 虎尾鎮安慶國民小學 

20 嘉義縣 布袋鎮過溝國民小學 

21 嘉義縣 溪口鄉溪口國民小學 

22 嘉義縣 朴子市雙溪國民小學 

23 嘉義縣 梅山鄉梅北國民小學 

24 臺南市 柳營區果毅國民小學 

25 臺南市 柳營區太康國民小學 

26 臺南市 南光高級中學 

27 臺南市 善化區大成國民小學 

28 臺南市 安南區鎮海國民小學 

29 臺南市 中西區進學國民小學 

30 臺南市 北區公園國民小學 

31 臺南市 慈幼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32 臺南市 永康區龍潭國民小學 

33 臺南市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34 高雄市 桃源區興中國民小學 

35 高雄市 立市那瑪夏國民中學 

36 高雄市 文藻外語學院 

37 高雄市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
級中學 

38 屏東縣 屏東市勝利國民小學 

39 臺東縣 臺東市東海國民小學 

40 臺東縣 
國立臺東大學附設實驗國
民小學 

41 臺東縣 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 

42 臺東縣 池上鄉萬安國民小學 

43 臺東縣 臺東市豐田國民中學 

44 宜蘭縣 
縣立慈心華德福教育實驗
國民中小學 

 

整合案 

序號 縣市別 學校名稱 

1 苗栗縣 

後龍鎮大山國民小學 

銅鑼鄉中興國民小學 

苗栗市新英國民小學 

2 南投縣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附屬高
級中學 

埔里鎮麒麟國民小學 

埔里鎮南光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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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臺南市 
龍崎區龍崎國民小學 

市立龍崎國民中學 

4 高雄市 

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大寮區永芳國民小學 

大寮區山頂國民小學 

市立大寮國民中學 

輔英科技大學 

5 宜蘭縣 

蘇澳鎮蘇澳國民小學 

員山鄉湖山國民小學 

縣立文化國民中學 

縣立順安國民中學 

蘇澳鎮岳明國民小學 

 

102年度永續校園局部改造

計畫第二階段獲補助名單 

個別案(共 25校) 

序號 縣市別 學校名稱 

1 臺北市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

學 

2 新北市 中和區復興國民小學 

3 
桃園縣 

元智大學 

4 楊梅市瑞梅國民小學 

5 新竹縣 縣立自強國民中學 

6 臺中市 南區國光國民小學 

7 

彰化縣 

田中鎮三潭國民小學 

8 縣立員林國民中學 

9 社頭鄉湳雅國民小學 

10 

嘉義縣 

布袋鎮過溝國民小學 

11 溪口鄉溪口國民小學 

12 朴子市雙溪國民小學 

13 梅山鄉梅北國民小學 

14 

臺南市 

柳營區果毅國民小學 

15 柳營區太康國民小學 

16 善化區大成國民小學 

17 中西區進學國民小學 

18 慈幼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19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20 
高雄市 

桃源區興中國民小學 

21 立市那瑪夏國民中學 

22 屏東縣 屏東市勝利國民小學 

23 

臺東縣 

臺東市東海國民小學 

24 
國立臺東大學附設實驗國

民小學 

25 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 

 

整合案(4案，共 14校) 

序號 縣市別 學校名稱 

1 苗栗縣 

後龍鎮大山國民小學 

銅鑼鄉中興國民小學 

苗栗市新英國民小學 

2 南投縣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附屬高

級中學 

埔里鎮麒麟國民小學 

埔里鎮南光國民小學 

3 臺南市 
龍崎區龍崎國民小學 

市立龍崎國民中學 

4 宜蘭縣 

蘇澳鎮蘇澳國民小學 

員山鄉湖山國民小學 

縣立文化國民中學 

縣立順安國民中學 

蘇澳鎮岳明國民小學 

 

103年度永續校園局部改造

計畫第一階段獲補助名單 

個別案(共 50校) 

序號 縣市別 學校名稱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4%BF%E5%A4%A7%E9%99%84%E4%B8%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4%BF%E5%A4%A7%E9%99%84%E4%B8%AD
http://www.nttues.nttu.edu.tw/
http://www.nttues.nttu.edu.tw/
http://www.pshs.ntct.edu.tw/
http://www.pshs.ntc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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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臺北市 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2 臺北市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3 新北市 北新國民小學 

4 新北市 埔墘國民小學 

5 宜蘭縣 國立宜蘭特殊教育學校 

6 宜蘭縣 國立宜蘭大學 

7 桃園市 元智大學 

8 桃園市 中壢國民小學 

9 新竹縣 縣立自強國民中學 

10 新竹縣 東光國民小學 

11 新竹縣 新豐國民中學 

12 新竹市 私立曙光女子高級中學 

13 新竹市 南隘國民小學 

14 苗栗縣 縣立西湖國民中學 

15 苗栗縣 縣立啟新國民中學 

16 臺中市 國立豐原高級中學 

17 臺中市 霧峰國民小學 

18 彰化縣 頂庄國民小學 

19 彰化縣 湳雅國民小學 

20 彰化縣 僑信國民小學 

21 彰化縣 中山國民小學 

22 雲林縣 安慶國民小學 

23 雲林縣 廉使國民小學 

24 雲林縣 私立福智高級中學 

25 嘉義縣 梅北國民小學 

26 嘉義縣 溪口國民小學 

27 嘉義縣 縣立嘉新國民中學 

28 嘉義縣 和睦國民小學 

29 嘉義市 私立立仁高級中學 

30 臺南市 長榮大學 

31 臺南市 太康國民小學 

32 臺南市 龍崎國民小學 

33 臺南市 那拔國民小學 

34 臺南市 青草國民小學 

35 臺南市 市立新興國民中學 

36 臺南市 大甲國民小學 

37 臺南市 七股國民小學 

38 臺南市 私立光華女子高級中學 

39 臺南市 果毅國民小學 

40 臺南市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41 高雄市 市立右昌國民中學 

42 高雄市 輔英科技大學 

43 高雄市 市立餐旅國民中學 

44 高雄市 民族大愛國民小學 

45 屏東縣 歸來國民小學 

46 屏東縣 勝利國民小學 

47 屏東縣 信義國民小學 

48 花蓮縣 國立東華大學 

49 臺東縣 
國立臺東大學附設實驗
國民小學 

50 澎湖縣 馬公國民小學 

 

整合案(4案，共 14校) 

序號 縣市別 學校名稱 

1 

宜蘭縣 縣立文化國民中學 

宜蘭縣 縣立蘇澳國民中學 

宜蘭縣 縣立員山國民中學 

宜蘭縣 湖山國民小學 

宜蘭縣 岳明國民小學 

2 

高雄市 鳳山國民小學 

高雄市 過埤國民小學 

高雄市 誠正國民小學 

高雄市 中正國民小學 

3 

嘉義縣 新塭國民小學 

嘉義縣 松梅國民小學 

嘉義縣 鹿草國民小學 

4 
嘉義縣 文昌國民小學 

嘉義縣 新港國民中學 

103年度永續校園局部改造

計畫第二階段獲補助名單 

個別案(共 28校) 

序號 縣市別 學校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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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縣市別 學校名稱 

1 臺北市 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2 新北市 板橋區埔墘國民小學 

3 新北市 新店區北新國民小學 

4 宜蘭縣 國立宜蘭大學 

5 新竹市 香山區南隘國民小學 

6 新竹縣 關西鎮東光國民小學 

7 新竹縣 縣立新豐國民中學 

8 苗栗縣 縣立西湖國民中學 

9 苗栗縣 縣立啟新國民中學 

10 彰化縣 社頭鄉湳雅國民小學 

11 彰化縣 員林鎮僑信國民小學 

12 彰化縣 彰化市中山國民小學 

13 雲林縣 虎尾鎮廉使國民小學 

14 雲林縣 福智高級中學 

15 嘉義縣 中埔鄉和睦國民小學 

16 臺南市 柳營區太康國民小學 

17 臺南市 龍崎區龍崎國民小學 

18 臺南市 新化區那拔國民小學 

19 臺南市 安南區青草國民小學 

20 臺南市 市立新興國民中學 

21 臺南市 仁德區大甲國民小學 

22 臺南市 光華高級中學 

23 臺南市 柳營區果毅國民小學 

24 臺南市 嘉南藥理大學 

25 高雄市 杉林區民族大愛國民小學 

26 屏東縣 屏東市勝利國民小學 

27 屏東縣 屏東市信義國民小學 

28 臺東縣 
國立臺東大學附設實驗國

民小學 

 

整合案(3案，共 9校) 

序號 縣市別 學校名稱 

1 宜蘭縣 

縣立文化國民中學 

縣立蘇澳國民中學 

縣立員山國民中學 

序號 縣市別 學校名稱 

員山鄉湖山國民小學 

蘇澳鎮岳明國民小學 

2 嘉義縣 
布袋鎮新塭國民小學 

朴子市松梅國民小學 

3 高雄市 
鳳山區誠正國民小學 

鳳山區中正國民小學 

 

104年度永續校園局部改造

計畫第一階段獲補助名單 
個別案(共 44校) 

序號 縣市別 學校名稱 

1 臺北市 市立百齡高中 

2 臺北市 市立至善國中 

3 新北市 市立埔墘國小 

4 新北市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5 新北市 市立米倉國小 

6 宜蘭縣 國立宜蘭高商 

7 桃園市 縣立福安國小 

8 桃園市 縣立中興國小 

9 苗栗縣 縣立大坪國小 

10 苗栗縣 縣立中興國小 

11 苗栗縣 縣立五穀國小 

12 臺中市 市立新社高中 

13 臺中市 國立豐原高中 

14 臺中市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15 臺中市 東海大學 

16 臺中市 市立大墩國小 

17 彰化縣 縣立中山國小 

18 彰化縣 縣立僑信國小 

19 彰化縣 縣立內安國小 

20 南投縣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21 南投縣 縣立埔里國中 

22 雲林縣 縣立安慶國小 

23 雲林縣 縣立東榮國小 

24 雲林縣 私立福智高中 

25 嘉義縣 縣立鹿草國小 

26 嘉義縣 縣立義竹國中 

http://www.nttues.nttu.edu.tw/
http://www.nttues.nt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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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縣市別 學校名稱 

27 嘉義縣 縣立和睦國小 

28 嘉義縣 縣立嘉新國中 

29 嘉義縣 縣立沄水國小 

30 嘉義市 市立蘭潭國小 

31 臺南市 市立太康國小 

32 臺南市 市立菁寮國小 

33 臺南市 市立大甲國小 

34 臺南市 私立慈幼工商 

35 臺南市 市立新橋國小 

36 臺南市 市立龍崎國小 

37 高雄市 市立杉林區民族大愛國小 

38 高雄市 市立右昌國中 

39 高雄市 財團法人新光高中 

40 屏東縣 縣立勝利國小 

41 屏東縣 縣立歸來國小 

42 屏東縣 縣立舊寮國小 

43 花蓮縣 國立花蓮高農 

44 臺東縣 縣立東河國小 

 

整合案(6案，共 20校) 

序號 縣市別 學校名稱 

1 

高雄市 市立九如國小 

高雄市 市立陽明國小 

高雄市 市立紅毛港國小 

高雄市 市立大東國小 

2 

臺南市 市立新營國小 

臺南市 市立新泰國小 

臺南市 市立東山國小 

3 
臺北市 市立東湖國中 

臺北市 市立東湖國小 

4 

宜蘭縣 縣立文化國中 

宜蘭縣 縣立蘇澳國中 

宜蘭縣 縣立龍潭國小 

宜蘭縣 縣立南安國中 

宜蘭縣 縣立凱旋國小 

5 

基隆市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基隆市 崇右技術學院 

基隆市 市立八斗國小 

6 嘉義縣 縣立三江國小 

嘉義縣 縣立東石國小 

嘉義縣 縣立塭港國小 

 

104年度永續校園局部改造

計畫第二階段獲補助名單 
個別案(共 33校) 

序號 縣市別 學校名稱 

1 新北市 埔墘國民小學 

2 新北市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3 新北市 米倉國民小學 

4 宜蘭縣 國立宜蘭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5 桃園市 中興國民小學 

6 苗栗縣 大坪國民小學 

7 苗栗縣 中興國民小學 

8 苗栗縣 五穀國民小學 

9 臺中市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10 臺中市 大墩國民小學 

11 彰化縣 中山國民小學 

12 彰化縣 僑信國民小學 

13 彰化縣 內安國民小學 

14 雲林縣 東榮國民小學 

15 雲林縣 私立福智高級中學 

16 嘉義縣 鹿草國民小學 

17 嘉義縣 義竹國民中學 

18 嘉義縣 嘉新國民中學 

19 嘉義縣 沄水國民小學 

20 嘉義市 蘭潭國民小學 

21 臺南市 太康國民小學 

22 臺南市 菁寮國民小學 

23 臺南市 大甲國民小學 

24 臺南市 私立慈幼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25 臺南市 新橋國民小學 

26 臺南市 龍崎國民小學 

27 高雄市 民族大愛國民小學 

28 高雄市 右昌國民中學 

29 屏東縣 勝利國民小學 

30 屏東縣 歸來國民小學 

31 屏東縣 舊寮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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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縣市別 學校名稱 

32 臺北市 市立百齡高中 

33 花蓮縣 國立花蓮高農 

整合案(4案，共 12校) 

序號 縣市別 學校名稱 

1 

高雄市 市立九如國小 

高雄市 市立陽明國小 

高雄市 市立紅毛港國小 

高雄市 市立大東國小 

2 

臺南市 市立新營國小 

臺南市 市立新泰國小 

臺南市 市立東山國小 

3 
基隆市 崇右技術學院 

基隆市 市立八斗國小 

4 

嘉義縣 縣立三江國小 

嘉義縣 縣立東石國小 

嘉義縣 縣立塭港國小 

105年度永續校園局部改造

計畫第一階段獲補助名單 
個別案(共 64校) 

序號 縣市別 學校名稱 

1 新北市 市立坪林國中 

2 新北市 市立福連國小 

3 新北市 市立貢寮國中 

4 新北市 市立和美國小 

5 新北市 市立埔墘國小 

6 新北市 市立長安國小 

7 新北市 市立米倉國小 

8 宜蘭縣 縣立文化國中 

9 宜蘭縣 縣立龍潭國小 

10 桃園縣 市立中興國小 

11 桃園縣 市立快樂國小 

12 桃園縣 長庚大學 

13 新竹縣 縣立新豐國中 

14 新竹縣 國立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15 新竹縣 縣立二重國小 

16 新竹縣 縣立精華國中 

17 苗栗縣 縣立林森國小 

序號 縣市別 學校名稱 

18 苗栗縣 縣立西湖國中 

19 苗栗縣 縣立啟新國中 

20 苗栗縣 縣立中興國小 

21 彰化縣 縣立中山國小 

22 彰化縣 縣立線西國中 

23 彰化縣 縣立內安國小 

24 臺北市 市立百齡高中 

25 臺北市 市立至善國中 

26 臺北市 市立建安國小 

27 南投縣 縣立草屯國中 

28 嘉義縣 縣立過溝國小 

29 嘉義縣 縣立鹿草國小 

30 嘉義縣 縣立太平國小 

31 嘉義縣 縣立梅北國小 

32 屏東縣 縣立崇文國中 

33 屏東縣 縣立勝利國小 

34 屏東縣 縣立竹林國小 

35 屏東縣 縣立歸來國小 

36 屏東縣 縣立舊寮國小 

37 嘉義市 市立蘭潭國小 

38 嘉義市 私立輔仁高中 

39 臺南市 市立永福國小 

40 臺南市 市立後壁國小 

41 臺南市 市立菁寮國小 

42 臺南市 市立新橋國小 

43 臺南市 市立東山國小 

44 臺北市 康寧大學(臺北校區) 

45 臺南市 市立口碑國小 

46 臺南市 市立竹門國小 

47 臺南市 市立龍崎國小 

48 臺南市 市立德南國小 

49 臺南市 市立七股國小 

50 臺南市 市立永康國中 

51 臺南市 市立新泰國小 

52 臺中市 私立曉明女中 

53 臺中市 市立東興國小 

54 臺中市 市立賴厝國小 

55 臺中市 市立新社高中 

56 高雄市 市立前金國中 

57 高雄市 市立陽明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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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縣市別 學校名稱 

58 高雄市 私立中山工商 

59 高雄市 市立內門國小 

60 新竹市 市立育賢國中 

61 花蓮縣 臺灣觀光學院 

62 臺東縣 縣立月眉國小 

63 澎湖縣 縣立文澳國小 

64 澎湖縣 縣立馬公國中 

整合案(5案，共 11校) 

序號 縣市別 學校名稱 

1 
宜蘭縣 縣立蘇澳國中 

宜蘭縣 縣立慈心華德福實中 

2 
嘉義縣 縣立港墘國小 

嘉義縣 縣立和睦國小 

3 
嘉義縣 縣立過路國小 

嘉義縣 縣立義竹國小 

4 

臺南市 市立太康國小 

臺南市 市立土庫國小 

臺南市 市立果毅國小 

5 
花蓮縣 縣立吉安國中 

花蓮縣 國立花蓮高農 

105年度永續校園局部改造

計畫第二階段獲補助名單 
個別案(共 44校) 

序號 縣市別 學校名稱 

1 新北市 市立福連國小 

2 新北市 市立貢寮國中 

3 新北市 市立和美國小 

4 新北市 市立埔墘國小 

5 新北市 市立長安國小 

6 新北市 市立米倉國小 

7 宜蘭縣 縣立文化國中 

8 桃園縣 市立中興國小 

9 桃園縣 長庚大學 

10 新竹縣 國立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11 新竹縣 縣立二重國小 

12 新竹縣 縣立精華國中 

13 苗栗縣 縣立中興國小 

14 彰化縣 縣立中山國小 

序號 縣市別 學校名稱 

15 彰化縣 縣立內安國小 

16 南投縣 縣立草屯國中 

17 嘉義縣 縣立鹿草國小 

18 嘉義縣 縣立太平國小 

19 嘉義縣 縣立梅北國小 

20 屏東縣 縣立勝利國小 

21 屏東縣 縣立竹林國小 

22 屏東縣 縣立歸來國小 

23 屏東縣 縣立舊寮國小 

24 臺南市 市立永福國小 

25 臺南市 市立後壁國小 

26 臺南市 市立菁寮國小 

27 臺南市 市立新橋國小 

28 臺南市 市立東山國小 

29 臺南市 市立口碑國小 

30 臺南市 市立竹門國小 

31 臺南市 市立龍崎國小 

32 臺南市 市立德南國小 

33 臺南市 市立七股國小 

34 臺南市 市立永康國中 

35 臺南市 市立新泰國小 

36 臺中市 市立新社高中 

37 高雄市 私立中山工商 

38 花蓮縣 臺灣觀光學院 

39 臺東縣 縣立月眉國小 

40 澎湖縣 縣立馬公國中 

候補 41 臺中市 市立東興國小 

候補 42  彰化縣 縣立線西國中 

候補 43  嘉義縣 縣立過溝國小 

候補 44  澎湖縣 縣立文澳國小 

整合案(3案，共 7校) 

序號 縣市別 學校名稱 

1 
嘉義縣 縣立港墘國小 

嘉義縣 縣立和睦國小 

2 

臺南市 市立太康國小 

臺南市 市立土庫國小 

臺南市 市立果毅國小 

3 
花蓮縣 縣立吉安國中 

花蓮縣 國立花蓮高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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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永續校園推廣計畫 
探索計畫 (共 34校) 

序號 縣市別 學校名稱 

1 基隆市 暖暖高級中學 

2 臺北市 義方國民小學 

3 臺北市 信義國民小學 

4 臺北市 市立日新國小 

5 臺北市 市立蓬萊國小 

6 臺北市 市立弘道國中 

7 新北市 新市國民小學 

8 新北市 市立萬里國中 

9 新北市 市立野柳國小 

10 新竹縣 華興國民小學 

11 苗栗縣 成功國民小學 

12 臺中市 臺中國民小學 

13 臺中市 霧峰國民小學 

14 南投縣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15 彰化縣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16 嘉義縣 大埔國民中學(小) 

17 嘉義市 育人國民小學 

18 臺南市 龍崎國民小學 

19 臺南市 土城國民小學 

20 臺南市 大成國民小學 

21 臺南市 國立成功大學 

22 臺南市 新嘉國民小學 

23 臺南市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 

24 臺南市 市立新興國中 

25 高雄市 市立林園高中 

26 高雄市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7 高雄市 深水國民小學 

28 屏東縣 萬新國民中學 

29 屏東縣 石門國民小學 

30 屏東縣 以栗國民小學 

31 屏東縣 泰安國民小學 

32 屏東縣 新豐國民小學 

33 屏東縣 佳佐國民小學 

34 花蓮縣 明利國民小學 

 

 

改造計畫-個別案(共 30校) 

序號 縣市別 學校名稱 

1 基隆市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2 基隆市 深美國民小學 

3 新北市 埔墘國民小學 

4 新北市 新泰國民小學 

5 新北市 米倉國民小學 

6 桃園市 中原大學 

7 桃園市 中興國民小學 

8 新竹縣 二重國民小學 

9 新竹市 中華大學 

10 彰化縣 大葉大學 

11 彰化縣 內安國民小學 

12 南投縣 縣立草屯國民中學 

13 雲林縣 國立虎尾高級中學 

14 雲林縣 私立福智高級中學 

15 嘉義縣 過路國民小學 

16 嘉義縣 鹿草國民小學 

17 嘉義縣 大崙國民小學 

18 嘉義市 私立宏仁女子高級中學 

19 臺南市 新橋國民小學 

20 臺南市 後壁國民小學 

21 臺南市 永福國民小學 

22 臺南市 竹門國民小學 

23 臺南市 長榮大學 

24 臺南市 市立新泰國民小學 

25 臺南市 私立南英商工職業學校 

26 臺南市 市立東原國民中學 

27 高雄市 私立中山工商職業學校 

28 屏東縣 竹林國民小學 

29 屏東縣 勝利國民小學 

30 澎湖縣 縣立馬公國民中學 

改造計畫-整合案(4案，共 10校) 

序號 縣市別 學校名稱 

1 
臺北市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臺北市 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國民
小學 

2 
新北市 佳林國民中學 

新北市 林口國民小學 

 
3 

新北市 萬里國民小學 

新北市 大鵬國民小學 

新北市 崁腳國民小學 

 
4 

宜蘭縣 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宜蘭縣 蘇澳國民中學 

宜蘭縣 國立宜蘭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