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 年永續循環校園探索及示範計畫核定一覽表 

永續循環校園探索計畫 

序號 申請計畫案編號 縣市別 學校類別 學校名稱 

1 探 A111001 基隆市 國小 市立瑪陵國小 

2 探 A111002 基隆市 國中 市立武崙國中 

3 探 B111002 臺北市 國中 市立中山國中 

4 探 B111003 臺北市 國小 市立南門國小 

5 探 B111004 臺北市 國中 市立景興國中 

6 探 B111005 臺北市 國小 市立萬芳國小 

7 探 C111004 新北市 國小 市立新埔國小 

8 探 C111005 新北市 國小 市立碧華國小 

9 探 C111009 新北市 國小 市立山佳國小 

10 探 C111010 新北市 國小 市立育德國小 

11 探 C111011 新北市 國小 市立南勢國小 

12 探 C111012 新北市 國小 市立國光國小 

13 探 C111013 新北市 國小 市立汐止國小 

14 探 C111014 新北市 國小 市立秀山國小 

15 探 C111015 新北市 國小 市立青潭國小 

16 探 C111016 新北市 國小 市立瑞亭國小 

17 探 C111017 新北市 國小 市立明志國小 

18 探 C111018 新北市 國小 市立金美國小 

19 探 C111019 新北市 大專院校 淡江大學 

20 探 C111020 新北市 國小 市立十分國小 

21 探 C111021 新北市 高中職 市立豐珠中學 

22 探 C111022 新北市 大專院校 真理大學 

23 探 C111023 新北市 國小 市立雙溪國小 

24 探 D111007 桃園市 大專院校 國立中央大學 

25 探 E111001 新竹縣 國中 縣立自強國中 

26 探 E111003 新竹縣 國小 縣立南和國小 

27 探 E111004 新竹縣 國中 縣立關西國中 

28 探 F111001 新竹市 大專院校 中華大學 

29 探 G111002 苗栗縣 國小 縣立東興國小 

30 探 G111003 苗栗縣 國小 縣立西湖國小瑞湖分校 

31 探 H111002 臺中市 大專院校 中臺科技大學 

32 探 H111003 臺中市 特殊學校 私立惠明學校 

33 探 I111001 彰化縣 國小 縣立埤頭國小 

34 探 J111001 南投縣 高中職 私立三育高中 

35 探 L111001 嘉義縣 大專院校 南華大學 

36 探 L111002 嘉義縣 大專院校 國立中正大學 



37 探 N111003 臺南市 大專院校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38 探 N111004 臺南市 高中職 私立長榮高中 

39 探 N111005 臺南市 高中職 私立南英商工 

40 探 N111006 臺南市 高中職 私立長榮女中 

41 探 O111001 高雄市 國小 市立昭明國小 

42 探 O111002 高雄市 國小 市立鎮北國小 

43 探 O111003 高雄市 國小 市立田寮區新興國小 

44 探 O111005 高雄市 國小 市立文府國小 

45 探 O111006 高雄市 高中職 市立中正高工 

46 探 O111007 高雄市 特殊學校 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47 探 O111008 高雄市 國小 市立鹽埕區忠孝國小 

48 探 O111009 高雄市 國小 市立中崙國小 

49 探 O111010 高雄市 國小 市立河堤國小 

50 探 O111012 高雄市 國小 市立旗山國小 

51 探 O111013 高雄市 高中職 市立新莊高中 

52 探 O111014 高雄市 國小 市立興田國小 

53 探 O111015 高雄市 國小 市立忠義國小 

54 探 O111016 高雄市 大專院校 義守大學 

55 探 P111001 屏東縣 國小 縣立水泉國小 

56 探 P111002 屏東縣 國小 縣立玉光國小 

57 探 P111003 屏東縣 國小 縣立滿州國小 

58 探 P111004 屏東縣 國小 私立崇華國小 

59 探 P111005 屏東縣 國小 縣立建興國小 

60 探 P111006 屏東縣 國小 縣立大光國小 

61 探 P111007 屏東縣 國小 縣立後庄國小 

62 探 P111008 屏東縣 國小 縣立潮和國小 

63 探 P111009 屏東縣 國小 縣立仕絨國小 

64 探 P111010 屏東縣 國小 縣立塔樓國小 

65 探 P111011 屏東縣 國小 縣立前進國小 

66 探 P111012 屏東縣 國小 縣立田子國小 

67 探 P111013 屏東縣 國小 縣立和平國小 

68 探 Q111001 宜蘭縣 國中 縣立三星國中 

69 探 R111002 花蓮縣 國小 縣立溪口國小 

70 探 R111003 花蓮縣 國小 縣立明里國小 

71 探 R111004 花蓮縣 國小 縣立水璉國小 

72 探 S111001 臺東縣 國小 縣立興隆國小 

73 探 S111002 臺東縣 國小 國立臺東大學附小 

74 探 S111003 臺東縣 國中 縣立大武國中 

75 探 U111002 金門縣 大專院校 國立金門大學 

76 探 U111003 金門縣 國小 縣立多年國小 

 



永續循環校園示範計畫 

77 示範案 臺中市 國小 大坑國小 

78 示範案 南投縣 國小 土城國小 

79 示範案 屏東縣 國小 繁華國小 

80 示範案 桃園市 大專院校 中原大學 

81 示範案 新北市 國小 永定國小 

82 示範案 基隆市 大專院校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83 示範案 彰化縣 大專院校 大葉大學 

84 示範案 苗栗縣 國小 啟明國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