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次 學校所屬類別 服務學校

1 國小 彰化縣二水鄉縣立復興國小

2 國小 彰化縣二林鎮縣立二林國小

3 國小 彰化縣二林鎮縣立中正國小

4 國小 彰化縣二林鎮縣立中興國小

5 國小 彰化縣二林鎮縣立香田國小

6 國小 彰化縣二林鎮縣立原斗國(中)小

7 國小 彰化縣二林鎮縣立新生國小

8 國小 彰化縣二林鎮縣立興華國小

9 國小 彰化縣二林鎮縣立廣興國小

10 國小 彰化縣大村鄉縣立大西國小

11 國小 彰化縣大村鄉縣立大村國小

12 國小 彰化縣大城鄉縣立大城國小

13 國小 彰化縣大城鄉縣立西港國小

14 國小 彰化縣北斗鎮縣立大新國小

15 國小 彰化縣北斗鎮縣立北斗國小

16 國小 彰化縣北斗鎮縣立螺青國小

17 國小 彰化縣北斗鎮縣立螺陽國小

18 國小 彰化縣永靖鄉縣立永靖國小

19 國小 彰化縣永靖鄉縣立永興國小

20 國小 彰化縣永靖鄉縣立福德國小

21 國小 彰化縣田中鎮縣立大安國小

22 國小 彰化縣田中鎮縣立內安國小

23 國小 彰化縣田尾鄉縣立仁豐國小

24 國小 彰化縣田尾鄉縣立田尾國小

25 國小 彰化縣竹塘鄉縣立土庫國小

26 國小 彰化縣竹塘鄉縣立田頭國小

27 國小 彰化縣竹塘鄉縣立竹塘國小

28 國小 彰化縣竹塘鄉縣立長安國小

29 國小 彰化縣伸港鄉縣立大同國小

30 國小 彰化縣伸港鄉縣立伸仁國小

31 國小 彰化縣伸港鄉縣立伸東國小

32 國小 彰化縣秀水鄉縣立明正國小

33 國小 彰化縣秀水鄉縣立陝西國小

34 國小 彰化縣秀水鄉縣立陝西國小

35 國小 彰化縣和美鎮縣立大嘉國小

36 國小 彰化縣和美鎮縣立大榮國小

37 國小 彰化縣和美鎮縣立和東國小

38 國小 彰化縣和美鎮縣立和美國小

39 國小 彰化縣和美鎮縣立培英國小

40 國小 彰化縣社頭鄉縣立朝興國小

41 國小 彰化縣社頭鄉縣立崙雅國小

42 國小 彰化縣社頭鄉縣立湳雅國小

43 國小 彰化縣芬園鄉縣立文德國小

44 國小 彰化縣芬園鄉縣立芬園國小

45 國小 彰化縣芬園鄉縣立同安國小

46 國小 彰化縣芬園鄉縣立茄荖國小

47 國小 彰化縣芬園鄉縣立富山國小

48 國小 彰化縣花壇鄉縣立三春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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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國小 彰化縣花壇鄉縣立文祥國小

50 國小 彰化縣花壇鄉縣立白沙國小

51 國小 彰化縣花壇鄉縣立花壇國小

52 國小 彰化縣花壇鄉縣立華南國小

53 國小 彰化縣芳苑鄉縣立民權華德福實驗國(中)小

54 國小 彰化縣芳苑鄉縣立建新國小

55 國小 彰化縣芳苑鄉縣立後寮國小

56 國小 彰化縣芳苑鄉縣立新寶國小

57 國小 彰化縣芳苑鄉縣立路上國小

58 國小 彰化縣芳苑鄉縣立漢寶國小

59 國小 彰化縣員林市縣立育英國小

60 國小 彰化縣員林市縣立員東國小

61 國小 彰化縣員林市縣立僑信國小

62 國小 彰化縣員林市縣立靜修國小

63 國小 彰化縣埔心鄉縣立明聖國小

64 國小 彰化縣埔心鄉縣立羅厝國小

65 國小 彰化縣埔鹽鄉縣立永樂國小

66 國小 彰化縣埔鹽鄉縣立好修國小

67 國小 彰化縣埤頭鄉縣立芙朝國小

68 國小 彰化縣鹿港鎮縣立鹿東國小

69 國小 彰化縣鹿港鎮縣立文開國小

70 國小 彰化縣鹿港鎮縣立東興國小

71 國小 彰化縣鹿港鎮縣立海埔國小

72 國小 彰化縣鹿港鎮縣立草港國小

73 國小 彰化縣鹿港鎮縣立鹿江國際國(中)小

74 國小 彰化縣鹿港鎮縣立新興國小

75 國小 彰化縣溪州鄉縣立三條國小

76 國小 彰化縣溪州鄉縣立水尾國小

77 國小 彰化縣溪州鄉縣立成功國小

78 國小 彰化縣溪州鄉縣立南州國小

79 國小 彰化縣溪州鄉縣立溪州國小

80 國小 彰化縣溪州鄉縣立僑義國小

81 國小 彰化縣溪州鄉縣立潮洋國小

82 國小 彰化縣溪州鄉縣立大莊國小

83 國小 彰化縣溪湖鎮縣立湖西國小

84 國小 彰化縣溪湖鎮縣立湖東國小

85 國小 彰化縣溪湖鎮縣立湖南國小

86 國小 彰化縣溪湖鎮縣立媽厝國小

87 國小 彰化縣溪湖鎮縣立溪湖國小

88 國小 彰化縣彰化市縣立大成國小

89 國小 彰化縣彰化市縣立中山國小

90 國小 彰化縣彰化市縣立平和國小

91 國小 彰化縣彰化市縣立民生國小

92 國小 彰化縣彰化市縣立石牌國小

93 國小 彰化縣彰化市縣立東芳國小

94 國小 彰化縣彰化市縣立南郭國小

95 國小 彰化縣彰化市縣立南興國小

96 國小 彰化縣彰化市縣立國聖國小

97 國小 彰化縣彰化市縣立聯興國小

98 國小 彰化縣福興鄉縣立大興國小

99 國小 彰化縣福興鄉縣立日新國小



100 國小 彰化縣福興鄉縣立永豐國小

101 國小 彰化縣福興鄉縣立西勢國小

102 國小 彰化縣福興鄉縣立育新國小

103 國小 彰化縣線西鄉縣立線西國小

1 國中 彰化縣二林鎮縣立二林高中

2 國中 彰化縣二水鄉縣立二水國中

3 國中 彰化縣二林鎮縣立萬興國中

4 國中 彰化縣二林鎮縣立原斗國中小

5 國中 彰化縣大村鄉縣立大村國中

6 國中 彰化縣永靖鄉縣立永靖國中

7 國中 彰化縣竹塘鄉縣立竹塘國中

8 國中 彰化縣伸港鄉縣立伸港國中

9 國中 彰化縣秀水鄉縣立秀水國中

10 國中 彰化縣芬園鄉縣立芬園國中

11 國中 彰化縣花壇鄉縣立花壇國中

12 國中 彰化縣埤頭鄉縣立埤頭國中

13 國中 彰化縣福興鄉縣立福興國中

14 國中 彰化縣鹿港鎮縣立鹿鳴國中

15 國中 彰化縣溪州鄉縣立溪州國中

16 國中 彰化縣溪州鄉縣立溪陽國中

17 國中 彰化縣彰化市縣立信義國中(小)

18 國中 彰化縣彰化市縣立陽明國中

19 國中 彰化縣彰化市縣立彰德國中

20 國中 彰化縣福興鄉縣立鹿港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