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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 064635 市立東勢國小 [423]台中市東勢區廣興里第五橫街1號 蔣〇芝 六年五班 吳錦森 校長

台中市 064661 市立梧棲國小 [435]台中市梧棲區民生街45號 林〇 四年戊班 吳金銅 校長

台中市 193641 市立仁愛國小 [406]台中市北屯區四平路71號 樂〇欣 二年一班 許金城 校長

台北市 373606 市立萬大國小 [108]台北市萬華區全德里萬大路346號 陳〇翔 五年四班 曾振富 校長

台北市 383607 市立景興國小 [116]台北市文山區興安里景華街150巷21號 洪〇妤 五年一班 吳煒增 校長

台北市 383619 市立辛亥國小 [116]台北市文山區興昌里辛亥路4段103號 沈〇諺 二年二班 李三煌 校長

台南市 114661 市立文正國小 [721]台南市麻豆區南勢里86號 陳〇君 二年甲班 李清泉 校長

台南市 114710 市立東陽國小 [726]台南市學甲區華宗路260號 李〇蓉 五年乙班 周脈贇 校長

台南市 114749 市立玉豐國小 [732]台南市白河區玉豐里85號 黃〇芹 六年甲班 紀美娟 校長

台南市 114781 市立新泰國小 [730]台南市新營區東學路77號 黃〇庭 六年一班 賴昭貴 校長

台南市 213601 市立勝利國小(東區) [701]台南市東區中西里勝利路10號 林〇澤 五年二班 佘豐賜 校長

台南市 213634 市立長安國小 [709]台南市安南區長溪街三段249號 鄭〇雲 四年甲班 鄭國斌 校長

宜蘭縣 024652 縣立利澤國小 [268]宜蘭縣五結鄉成興村利寶路101號 陳〇珠 五年忠班 楊顯欽 校長

花蓮縣 154604 縣立明恥國小 [970]花蓮縣花蓮市中興路41號 林〇穎 六年忠班 江政如 校長

南投縣 084602 縣立平和國小 [540]南投縣南投市平和里育樂路62號 蕭〇婷 五年一班 吳錦謀 校長

南投縣 084612 縣立嘉和國小 [540]南投縣南投市彰南路一段639巷80號 陳〇芝 六年乙班 王勝吉 校長

南投縣 084634 縣立雙冬國小 [542]南投縣草屯鎮雙冬里中正路34號 邱〇翔 六年甲班 陳明正 校長

南投縣 084635 縣立炎峰國小 [542]南投縣草屯鎮中興路101號 謝〇柔 五年五班 鍾美月 校長

南投縣 084636 縣立中原國小 [542]南投縣草屯鎮中原里坪腳巷20號 李〇榆 六年甲班 洪碧伶 校長

南投縣 084648 縣立秀林國小 [557]南投縣竹山鎮頂林路456號 全〇怡 五年甲班 易丕修 校長

南投縣 084650 縣立鯉魚國小 [557]南投縣竹山鎮鯉魚里鯉行路92號 辜〇真 四年甲班 李美英 校長

南投縣 084678 縣立爽文國小 [541]南投縣中寮鄉爽文村龍南路159號 江〇玫 四年甲班 陳建志 校長

南投縣 084679 縣立永樂國小 [541]南投縣中寮鄉福盛村永樂路88號 江〇豪 六年甲班 葉兆祺 校長

屏東縣 134626 縣立後庄國小 [904]屏東縣九如鄉耆老村中正路2號 謝〇妹 六年忠班 陳永峰 校長

屏東縣 134638 縣立舊寮國小 [906]屏東縣高樹鄉舊寮村長美路42號 陳〇宏 六年忠班 謝天德 校長

屏東縣 134651 縣立潮州國小 [920]屏東縣潮州鎮同榮里育英路31號 曾〇華 六年三班 王國亨 校長

屏東縣 134673 縣立富田國小 [912]屏東縣內埔鄉富田村里仁路202號 巫〇語 六年甲班 郭明固 校長

屏東縣 134709 縣立同安國小 [926]屏東縣南州鄉同安村同安路79號 洪〇茹 五年甲班 蔡信東 校長

屏東縣 134781 縣立玉田國小 [905]屏東縣里港鄉玉田村八德路91號 丁〇萱 六年二班 潘正憲 校長

屏東縣 134785 縣立瓦磘國小 [932]屏東縣新園鄉瓦磘村四環路3號 余〇萱 五年甲班 黃金茂 校長

苗栗縣 054609 縣立公館國小 [363]苗栗縣公館鄉館中村大同路15號 徐〇涵 六年一班 劉信雄 校長

苗栗縣 054612 縣立鶴岡國小 [363]苗栗縣公館鄉鶴山村四鄰197號 李〇玲 二年甲班 許明峰 校長

苗栗縣 054636 縣立五福國小 [357]苗栗縣通霄鎮5北里30之1號 許〇婷 五年甲班 劉定文 校長

苗栗縣 054642 縣立坪頂國小 [357]苗栗縣通霄鎮坪頂里四鄰50號 邱〇萱 一年甲班 黃立雄 校長

苗栗縣 054647 縣立五湖國小 [368]苗栗縣西湖鄉五湖村上湖96號 邱〇君 六年甲班 何英忠 校長

苗栗縣 054651 縣立六合國小 [351]苗栗縣頭份鎮東庄里民族路252號 曾〇媗 六年乙班 鍾瑞蓉 校長

苗栗縣 054654 縣立僑善國小 [351]苗栗縣頭份鎮中正一路395號 林〇翔 六年甲班 范永來 校長

苗栗縣 054655 縣立斗煥國小 [351]苗栗縣頭份鎮斗煥里中正二路221號 古〇瑛 三年甲班 陳招池 校長

苗栗縣 054667 縣立大坪國小 [352]苗栗縣三灣鄉大坪村四鄰42號 溫〇旋 三年甲班 徐慶宏 校長

苗栗縣 054686 縣立成功國小 [356]苗栗縣後龍鎮水尾里104之1號 吳〇寧 六年甲班 何仁欽 校長

苗栗縣 054701 縣立卓蘭國小 [369]苗栗縣卓蘭鎮新厝里中山路125號 林〇瑩 六年乙班 羅國基 校長

苗栗縣 054702 縣立內灣國小 [369]苗栗縣卓蘭鎮內灣里十一鄰120號 江〇蓁 六年甲班 宋銘豐 校長

桃園市 034603 市立中埔國小 [330]桃園市桃園區永安路1054號 呂〇樺 四年二班 鄭友泰 校長

桃園市 034630 市立菓林國小 [337]桃園市大園區菓林里十二鄰崁下41 范〇成 二年三班 房瑞美 校長

桃園市 034642 市立山頂國小 [333]桃園市龜山區山德里頂興路2號 劉〇軒 二年三班 林佩娟 校長

桃園市 034693 市立富岡國小 [326]桃園市楊梅區豐野里中正路147號 林〇政 六年戊班 陳俊明 校長

桃園市 034728 市立三和國小 [325]桃園市龍潭區三和里直坑39號 羅〇結 一年甲班 蘇金連 校長

桃園市 034736 市立高義國小 [336]桃園市復興區高義里三鄰28號 李〇為 六年甲班 王連進 校長

高雄市 124623 市立中庄國小 [831]高雄市大寮區中庄村中庄路59號 何〇諺 五年四班 蔡金柱 校長

高雄市 124641 市立仁美國小 [833]高雄市鳥松區仁美村學堂路2號 黃〇挺 五年仁班 王美惠 校長

高雄市 124645 市立嘉興國小 [820]高雄市岡山區嘉興里嘉興路322號 高〇傑 六年二班 鍾季娟 校長

高雄市 124680 市立成功國小(茄萣區) [852]高雄市茄萣區吉定村成功路1號 邱〇霖 六年愛班 簡靜慧 校長

高雄市 124685 市立南安國小 [827]高雄市彌陀區漯底村樂安路1號 曾〇慈 六年忠班 顏嘉億 校長

高雄市 124707 市立荖濃國小 [844]高雄市六龜區荖濃村南橫路72號 施〇愷 五年忠班 吳秀梅 校長

高雄市 124715 市立集來國小 [846]高雄市杉林區集來村通仙巷333號 李〇家 六年忠班 潘淑琦 校長

高雄市 124723 市立西門國小 [845]高雄市內門區內東村柿子園24號 吳〇佑 六年忠班 黃寶靚 校長

高雄市 124742 市立文德國小 [830]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356號 盧〇宣 六年三班 丁吉文 校長

高雄市 124750 市立山頂國小 [831]高雄市大寮區山頂村山頂路211號 林〇恩 六年一班 莊明廣 校長

高雄市 124754 市立興達國小 [852]高雄市茄萣區崎漏村民治路2號 郭〇珍 二年孝班 林漢斌 校長

高雄市 124761 市立文華國小 [830]高雄市鳳山區文華里文化路52號 邱〇瑜 六年一班 邱明雄 校長

高雄市 513603 市立光榮國小 [803]高雄市鹽埕區大智路150號 林〇臻 六年二班 閆世玲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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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533604 市立新民國小 [813]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478號 許〇婷 二年五班 張清茂 校長

高雄市 583604 市立凱旋國小 [802]高雄市苓雅區憲政路235號 施〇辰 六年一班 黃嘉源 校長

雲林縣 094616 縣立棋山國小 [646]雲林縣古坑鄉棋盤村棋山路49號 林〇芹 五年甲班 黃啟銘 校長

雲林縣 094680 縣立文昌國小 [648]雲林縣西螺鎮中興里延平路504號 林〇庭 五年乙班 梁博雍 校長

雲林縣 094692 縣立永定國小 [649]雲林縣二崙鄉永定村永定路238號 李〇怡 六年乙班 王瓊慈 校長

雲林縣 094704 縣立明禮國小 [638]雲林縣麥寮鄉崙後村92號 邱〇益 五年甲班 許徵林 校長

雲林縣 094739 縣立興南國小 [653]雲林縣口湖鄉埔南村9號 錢〇姍 一年甲班 李學人 校長

新北市 014613 市立樹林國小 [238]新北市樹林區樹西里育英街176號 王〇耀 五年九班 林烈群 校長

新北市 014621 市立二橋國小 [239]新北市鶯歌區二橋里中正三路106號 曾〇昌 六年戊班 柯蘭英 校長

新北市 014622 市立中湖國小 [239]新北市鶯歌區中湖里中湖街25號 林〇軒 六年甲班 李顯鎮 校長

新北市 014638 市立自強國小 [235]新北市中和區莒光路200號 黎〇屏 六年一班 李智賢 校長

新北市 014646 市立土城國小 [236]新北市土城區興城路17號 臧〇翰 四年四班 陳雨水 校長

新北市 014649 市立廣福國小 [236]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一段127號 李〇婷 五年二班 施杰翰 校長

新北市 014697 市立雙溪國小 [227]新北市雙溪區共和村東榮街54號 林〇婷 三年乙班 渠思晉 校長

新北市 014729 市立新莊國小 [242]新北市新莊區立人里中正路86號 劉〇純 六年五班 黃旭輝 校長

新北市 014730 市立中港國小 [242]新北市新莊區立志里中港一街142號 曾〇哲 五年一班 楊來坤 校長

新北市 014735 市立丹鳳國小 [242]新北市新莊區中山路三段625號 洪〇丞 四年九班 高淑真 校長

新北市 014755 市立永福國小 [241]新北市三重區永福里永福街66號 林〇宏 六年五班 謝正平 校長

新北市 014760 市立光興國小 [241]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南路62號 林〇儀 六年二班 吳岳聰 校長

新北市 014765 市立興化國小 [248]新北市新莊區福興里五工二路50巷2號 王〇閔 六年二班 周崇儒 校長

新北市 014773 市立樂利國小 [236]新北市土城區裕生路65號 鄭〇慧 六年八班 楊宗時 校長

新北市 014807 市立昌福國小 [239]新北市鶯歌區永明街22號 王〇豪 四年四班 鍾信昌 校長

嘉義縣 104601 縣立朴子國小 [613]嘉義縣朴子市山通路11號 唐〇宇 六年己班 陳淑娟 校長

嘉義縣 104605 縣立松梅國小 [613]嘉義縣朴子市松華里345號 陳〇霙 六年甲班 曾南薰 校長

嘉義縣 104611 縣立貴林國小 [625]嘉義縣布袋鎮樹林里82號 劉〇吟 六年一班 黃美智 校長

嘉義縣 104654 縣立網寮國小 [614]嘉義縣東石鄉網寮村27號 戴〇哲 五年甲班 吳萱 校長

嘉義縣 104720 縣立瑞里國小 [603]嘉義縣梅山鄉瑞里村112號 邱〇慈 五年甲班 翁雅屏 校長

彰化縣 074601 縣立中山國小 [500]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678號 李〇珊 一年六班 劉素珠 校長

彰化縣 074628 縣立和東國小 [508]彰化縣和美鎮和東里彰美路五段210號 黃〇閔 四年一班 張東晃 校長

彰化縣 074642 縣立海埔國小 [505]彰化縣鹿港鎮海埔里鹿草路二段889號 張〇雯 五年丙班 陳東漢 校長

彰化縣 074645 縣立頂番國小 [505]彰化縣鹿港鎮頂草路一段100號 謝〇亦 四年乙班 林春和 校長

彰化縣 074688 縣立明湖國小 [510]彰化縣員林鎮湖水里湖水巷26號 黃〇靜 一年甲班 惠萍 校長

彰化縣 074693 縣立永靖國小 [512]彰化縣永靖鄉永東村中山路二段65號 詹〇皓 一年三班 胡慧嘉 校長

彰化縣 074744 縣立中興國小 [526]彰化縣二林鎮華菕里光復路73號 吳〇珊 六年乙班 洪維振 校長

彰化縣 074754 縣立田頭國小 [525]彰化縣竹塘鄉田頭村光明路60號 廖〇盈 五年甲班 李隆吉 校長

彰化縣 074774 縣立信義國(中)小 [500]彰化縣彰化市向陽里向陽街168號 楊〇臻 六年丙班 林麗觀 校長

澎湖縣 164603 縣立中興國小 [880]澎湖縣馬公市光復路186號 許〇瑄 五年四班 許進來 校長

澎湖縣 164621 縣立中屯國小 [884]澎湖縣白沙鄉中屯村130之2號 郭〇敬 六年甲班 蔡美姿 校長

澎湖縣 164638 縣立望安國小 [882]澎湖縣望安鄉西安村46號 王〇煒 六年甲班 陳智賢 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