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縣(市) 申請學校 活動內容介紹

1 臺北市 立瑠公國民中學

2 臺北市 南港區胡適國民小學 ＊

3 臺北市 士林區雨聲國民小學

4 臺北市 萬華區大理國民小學

5 臺北市 北投區明德國民小學

6 臺北市 中山區長春國民小學

7 臺北市 信義區福德國民小學

8 臺北市 北投區清江國民小學

9 臺北市 南港區修德國民小學

10 臺北市 立建成托兒所

11 臺北市 立中山托兒所

12 臺北市 私立童馨托兒所

13 臺北市 私立志佳托兒所 

附設托育中心

1 高雄市 立民族國民中學

2 高雄市 立小港國民中學

3 高雄市 立福山國民中學

4 高雄市 明誠高級中學 附設國中部

5 高雄市 前鎮區瑞祥國民小學

6 高雄市 小港區桂林國民小學

7 高雄市 前鎮區佛公國民小學

8 高雄市 楠梓區楠梓國民小學

9 高雄市 三民區陽明國民小學

10 高雄市 小港區港和國民小學

11 高雄市 三民區莊敬國民小學 ＊

12 高雄市 小港區華山國民小學

13 高雄市 楠梓區加昌國民小學

14 高雄市 私立亞特蘭幼稚園

15 高雄市 楠梓區右昌國民小學

16 高雄市 前鎮區樂群國民小學

17 高雄市 鹽埕區鹽埕國民小學

18 高雄市 前金區前金國民小學

19 高雄市 三民區獅湖國民小學

20 高雄市 苓雅區中正國民小學

21 高雄市 立前金國民中學

22 高雄市 立三民國民中學

1 臺北縣 立鳳鳴國民中學

2 臺北縣 永和市永和國民小學

3 臺北縣 樹林市大同國民小學

4 臺北縣 汐止市金龍國民小學

5 臺北縣 三重市集美國民小學

6 臺北縣 新莊市新泰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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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臺北縣 新店市雙城國民小學

8 臺北縣 新莊市光華國民小學 ＊

9 臺北縣 新莊市榮富國民小學

10 臺北縣 永和市網溪國民小學

11 臺北縣 鶯歌鎮中湖國民小學

12 臺北縣 樹林鎮三多國民小學

13 臺北縣 板橋市板橋國民小學

14 臺北縣 蘆洲市蘆洲國民小學

15 臺北縣 樹林市樹林國民小學

16 臺北縣 中和市秀山國民小學

17 臺北縣 中和市興南國民小學

18 臺北縣 中和市積穗國民小學

19 臺北縣 三峽鎮三峽國民小學

20 臺北縣 新莊市民安國民小學

21 臺北縣 立泰山國民中學 附設幼稚園

22 臺北縣 平溪鄉菁桐國民小學 

附設幼稚園

23 臺北縣 私立勵輝幼稚園

24 臺北縣 新店市私立欣橋托兒所

25 臺北縣 土城市私立全球托兒所

26 臺北縣 新店市私立 新慈心托兒所

27 臺北縣 新店市 私立甜甜托兒所

28 臺北縣 三重市 私立啟文托兒所 ＊

29 臺北縣 板橋市 私立圓心坊托兒所

30 臺北縣 新店市 私立康晨托兒所

1 桃園縣 立瑞原國民中學

2 桃園縣 立大坡國民中學

3 桃園縣 觀音鄉大潭國民小學

4 桃園縣 平鎮市東安國民小學

5 桃園縣 新屋鄉東明國民小學

6 桃園縣 平鎮市東勢國民小學

7 桃園縣 新屋鄉新屋國民小學

8 桃園縣 觀音鄉保生國民小學

9 桃園縣 龍潭鄉龍潭國民小學 ＊＊＊

10 桃園縣 新屋鄉社子國民小學 ＊

11 桃園縣 新屋鄉蚵間國民小學

12 桃園縣 新屋鄉笨港國民小學

13 桃園縣 新屋鄉啟文國民小學

14 桃園縣 桃園市中山國民小學

15 桃園縣 中壢市中正國民小學

16 桃園縣 楊梅鎮上湖國民小學

17 桃園縣 新屋鄉永安國民小學

18 桃園縣 平鎮市義興國民小學

19 桃園縣 新屋鄉頭洲國民小學

20 桃園縣 蘆竹鄉大竹國民小學



21 桃園縣 龍潭鄉三坑國民小學

22 桃園縣 中壢市中平國民小學

23 桃園縣 新屋鄉北湖國民小學

24 桃園縣 中壢市元生國民小學

25 桃園縣 楊梅鎮水美國民小學 ＊

26 桃園縣 觀音鄉觀音國民小學

27 桃園縣 楊梅鎮瑞原國民小學

28 桃園縣 中壢市內定國民小學

29 桃園縣 大溪鎮大溪國民小學

30 桃園縣 龍潭鄉高原國民小學

31 桃園縣 平鎮市南勢國民小學 

附設幼稚園

32 桃園縣 新屋鄉笨港國民小學 

( 附設幼稚園 )

33 桃園縣 中壢市中壢國民小學 

附設幼稚園

34 桃園縣 私立田園幼稚園

35 桃園縣 私立忠政幼稚園

36 桃園縣 私立育成幼稚園

37 桃園縣 私立喬比幼稚園

38 桃園縣 私立童心幼稚園

39 桃園縣 私立新方幼稚園

40 桃園縣 私立大華幼稚園

41 桃園縣 私立和平幼稚園

42 桃園縣 私立華族幼稚園

43 桃園縣 私立大惠幼稚園

44 桃園縣 私立祥安幼稚園

45 桃園縣 私立長樂幼稚園

46 桃園縣 私立中央幼稚園

47 桃園縣 私立自強幼稚園

48 桃園縣 私立上志幼稚園

49 桃園縣 私立耶魯幼稚園

50 桃園縣 私立千千幼稚園

51 桃園縣 私立頂尖幼稚園

52 桃園縣 私立小荳荳幼稚園

53 桃園縣 私立貝多芬幼稚園

54 桃園縣 私立吉尼爾幼稚園

55 桃園縣 私立順德幼稚園

56 桃園縣 私立中原大學附設幼稚園

57 桃園縣 私立安迪爾幼稚園

58 桃園縣 私立晨光幼稚園

59 桃園縣 私立欣欣幼稚園

60 桃園縣 私立愛堡貝幼稚園

61 桃園縣 私立冠博幼稚園

62 桃園縣 私立明樺托兒所

63 桃園縣 私立夏恩托兒所



64 桃園縣 私立啟幼托兒所

65 桃園縣 私立慈愛托兒所

66 桃園縣 私立蕙幼托兒所

1 新竹縣 關西鎮富光國民中學

2 新竹縣 立員東國民中學

3 新竹縣 立新豐國民中學

4 新竹縣 關西鎮東光國民小學

5 新竹縣 竹北市六家國民小學

6 新竹縣 竹東鎮中山國民小學

7 新竹縣 北埔鄉北埔國民小學

8 新竹縣 竹東鎮大同國民小學

9 新竹縣 新埔鎮清水國民小學

10 新竹縣 寶山鄉新城國民小學

11 新竹縣 竹東鎮上館國民小學

12 新竹縣 新豐鄉福龍國民小學

13 新竹縣 新豐鄉福興國民小學

14 新竹縣 竹東鎮竹東國民小學 ＊

15 新竹縣 橫山鄉大肚國民小學

16 新竹縣 芎林鄉芎林國民小學 暨附設幼稚園 ＊

17 新竹縣 私立上上幼稚園 ＊ ◎

18 新竹縣 私立新向幼稚園

19 新竹縣 私立明明幼稚園

20 新竹縣 私立大地幼稚園

21 新竹縣 私立彤瑞恩幼稚園

22 新竹縣 竹東鎮 縣立竹東幼稚園

23 新竹縣 關西鎮東光國民小學 ( 附設國幼班 )

24 新竹縣 私立育幼托兒所

25 新竹縣 私立佳欣托兒所

26 新竹縣 私立祥安托兒所

27 新竹縣 私立貝爾實驗托兒所 暨課後托育中心

28 新竹縣 私立愛兒堡托兒所

29 新竹縣 私立高登托兒所

1 新竹市 科園國民小學 Ω

2 新竹市 私立德蘭幼稚園

3 新竹市 私立吉的堡維肯托兒所

4 新竹市 私立菲曼伲藝術托兒所

1 苗栗縣 立大湖國民中學

2 苗栗縣 立大西國民中學

3 苗栗縣 立文林國民中學

4 苗栗縣 立照南國民中學

5 苗栗縣 苗栗市文山國民小學 ＊

6 苗栗縣 苗栗市建功國民小學 ＊＊＊

7 苗栗縣 苗栗市新英國民小學 暨附設幼稚園



8 苗栗縣 苗栗市啟文國民小學 ( 暨附設幼稚園 ) ＊

9 苗栗縣 苗栗市文華國民小學

10 苗栗縣 公館鄉仁愛國民小學 ＊＊

11 苗栗縣 公館鄉五穀國民小學

12 苗栗縣 公館鄉公館國民小學 ( 暨附設幼稚園 ) ＊＊

13 苗栗縣 公館鄉鶴岡國民小學 ( 暨附設幼稚園 )

14 苗栗縣 頭份鎮建國國民小學 ＊

15 苗栗縣 頭份鎮信德國民小學 ＊

16 苗栗縣 頭份鎮新興國民小學

17 苗栗縣 頭份鎮斗煥國民小學

18 苗栗縣 頭份鎮蟠桃國民小學

19 苗栗縣 頭份鎮頭份國民小學

20 苗栗縣 卓蘭鎮雙連國民小學

21 苗栗縣 頭屋鄉頭屋國民小學 ( 暨附設幼稚園 )

22 苗栗縣 獅潭鄉豐林國民小學 暨附設幼稚園

23 苗栗縣 銅鑼鄉中興國民小學

24 苗栗縣 銅鑼鄉銅鑼國民小學 ( 暨附設幼稚園 ) ＊

25 苗栗縣 三義鄉育英國民小學 ＊

26 苗栗縣 大湖鄉新開國民小學 ＊

27 苗栗縣 造橋鄉豐湖國民小學

28 苗栗縣 南庄鄉南庄國民小學 ( 暨附設幼稚園 )

29 苗栗縣 頭份鎮僑善國民小學

30 苗栗縣 南庄鄉田美國民小學

31 苗栗縣 後龍鎮富田國民小學

32 苗栗縣 卓蘭鎮豐田國民小學

33 苗栗縣 卓蘭鎮景山國民小學

34 苗栗縣 頭份鎮六合國民小學

35 苗栗縣 大湖鄉栗林國民小學

36 苗栗縣 苗栗市福星國民小學

37 苗栗縣 造橋鄉錦水國民小學

38 苗栗縣 頭份鎮后庄國民小學

39 苗栗縣 公館鄉南河國民小學

40 苗栗縣 卓蘭鎮內灣國民小學

41 苗栗縣 卓蘭鎮卓蘭國民小學

42 苗栗縣 卓蘭鎮內灣國民小學 附設幼稚園

43 苗栗縣 頭份鎮 公辦民營托兒所 ◎

44 苗栗縣 私立哈利波特托兒所

45 苗栗縣 私立真正托兒所

46 苗栗縣 私立勁寶托兒所

47 苗栗縣 私立小哈佛托兒所

48 苗栗縣 私立布穀鳥幼稚園

49 苗栗縣 私立小木偶幼稚園

50 苗栗縣 私立全有幼稚園

51 苗栗縣 造橋鄉造橋國民小學 ＊

52 苗栗縣 苑裡鎮山腳國民小學

53 苗栗縣 三灣鄉大河國民小學



54 苗栗縣 竹南鎮竹南國民小學

1 臺中縣 東勢鎮石角國民小學

2 臺中縣 東勢鎮東勢國民小學 ＊

3 臺中縣 東勢鎮中山國民小學

4 臺中縣 東勢鎮中科國民小學

5 臺中縣 東勢鎮明正國民小學

6 臺中縣 東勢鎮東新國民小學

7 臺中縣 東勢鎮新成國民小學

8 臺中縣 石岡鄉土牛國民小學 ＊

9 臺中縣 新社鄉新社國民小學

10 臺中縣 石岡鄉石岡國民小學

1 南投縣 立國姓國民中學

2 南投縣 信義鄉神木國民小學

3 南投縣 水里鄉郡坑國民小學

4 南投縣 國姓鄉國姓國民小學

1 彰化縣 溪州鄉成功國民小學 西畔分校

2 彰化縣 埤頭鄉大湖國民小學

3 彰化縣 埤頭鄉立托兒所

4 彰化縣 私立獅子王托兒所

5 彰化縣 私立小天使托兒所

1 雲林縣 崙背鄉崙背國民中學

2 雲林縣 崙背鄉東興國民小學

3 雲林縣 二崙鄉三和國民小學

4 雲林縣 二崙鄉來惠國民小學

1 嘉義縣 中埔鄉和興國民小學

2 嘉義縣 中埔鄉大有國民小學

1 高雄縣 鳳山市忠孝國民小學

2 高雄縣 美濃鎮美濃國民小學 ＊＊＊ ◎

3 高雄縣 美濃鎮吉洋國民小學

4 高雄縣 美濃鎮龍肚國民小學

5 高雄縣 美濃鎮中壇國民小學

6 高雄縣 美濃鎮廣興國民小學 ＊

7 高雄縣 美濃鎮龍山國民小學

8 高雄縣 美濃鎮福安國民小學

9 高雄縣 美濃鎮吉東國民小學

10 高雄縣 美濃鎮東門國民小學

11 高雄縣 杉林鄉上平國民小學

12 高雄縣

杉林鄉新庄國民小學 「推展藝文團隊成

長計畫－新庄客家兒童說唱團」與「推

動客語生活學校計畫」併案辦理



13 高雄縣 美濃鎮美濃國民中學

1 屏東縣 立新埤國民中學

2 屏東縣 竹田鄉西勢國民小學 ＊

3 屏東縣 內埔鄉東寧國民小學

4 屏東縣 萬巒鄉萬巒國民小學

5 屏東縣 新埤鄉大成國民小學 ◎

6 屏東縣 萬巒鄉五溝國民小學 ＊

7 屏東縣 佳冬鄉佳冬國民小學 ＊

8 屏東縣 內埔鄉富田國民小學

9 屏東縣 長治鄉德協國民小學

10 屏東縣 內埔鄉豐田國民小學 ＊＊ ◎

11 屏東縣 新埤鄉新埤國民小學

12 屏東縣 內埔鄉內埔國民小學

13 屏東縣 佳冬鄉昌隆國民小學

14 屏東縣 內埔鄉僑智國民小學 ＊

15 屏東縣 竹田鄉竹田國民小學

16 屏東縣 內埔鄉育英國民小學

17 屏東縣 內埔鄉東勢國民小學

18 屏東縣 潮州鎮潮昇國民小學

19 屏東縣 高樹鄉廣興國民小學

20 屏東縣 私立鳳成托兒所

21 屏東縣 私立諾貝爾幼稚園

22 屏東縣 私立小幼苗托兒所

23 屏東縣 私立鎮嶽托兒所

24 屏東縣 私立小樹苗托兒所

25 屏東縣 私立小博士托兒所

26 屏東縣 私立晴慧幼稚園

27 屏東縣 私立學正幼稚園

28 屏東縣 私立展群托兒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