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園見．台灣系列講座-玉米辰講座 錄取名單 

序號 縣市及鄉鎮市區 學校名稱 

1 新北市金山區 金美國小 

2 桃園市中壢區 忠福國小 

3 新竹縣關西鎮 石光國小 

4 台中市北屯區 四張犁國中 

5 台中市南屯區 文山國小 

6 彰化縣線西鄉 線西國小 

7 彰化縣線西鄉 線西國中 

8 南投縣草屯鎮 中原國小 

9 雲林縣斗六市 斗六國小 

10 雲林縣虎尾鎮 廉使國小 

11 嘉義市東區 民族國小 

12 嘉義縣六腳鄉 更寮國小 

13 台南市西港區 西港國中 

14 高雄市林園區 林園國小 

15 高雄市鳳山區 正義國小 

16 宜蘭縣冬山鄉 清溝國小 

17 花蓮縣花蓮市 北濱國小 

18 花蓮縣瑞穗鄉 富源國小 

19 台東縣成功鎮 成功國小 

20 金門縣金寧鄉 金鼎國小 
 

  



校園見．台灣系列講座-白心儀講座 錄取名單 

序號 縣市及鄉鎮市區 學校名稱 

1 新竹縣竹東鎮 中山國小 

2 苗栗縣苑裡鎮 苑裡國小 

3 台中市外埔區 外埔國小 

4 南投縣鹿谷鄉 瑞峰國中 

5 彰化縣福興鄉 大興國小 

6 雲林縣二崙鄉 二崙國小 

7 嘉義市西區 垂楊國小 

8 高雄市鳳山區 中正國小 

9 屏東縣南州鄉 南州國中 

10 台東縣卑南鄉 太平國小 
 

  



校園見．台灣系列講座-江秀真講座 錄取名單 

序號 縣市及鄉鎮市區 學校名稱 

1 基隆市仁愛區 仁愛國小 

2 新北巿瑞芳區 瑞芳國小 

3 桃園市桃園區 龍山國小 

4 桃園市龍潭區 石門國小 

5 新竹縣竹北市 竹北國小 

6 苗栗縣大湖鄉 大南國小 

7 台中市大甲區 大甲國中 

8 台中市大安區 大安國小 

9 彰化縣員林市 育英國小 

10 南投縣南投市 南投國中 

11 南投縣埔里鎮 育英國小 

12 南投縣草屯鎮 僑光國小 

13 台南市安南區 南興國小 

14 高雄市苓雅區 凱旋國小 

15 高雄市旗津區 大汕國小 

16 屏東縣高樹鄉 新豐國小 

17 花蓮縣光復鄉 大進國小 

18 花蓮縣萬榮鄉 明利國小 

19 台東縣台東市 岩灣國小 

20 台東縣延平鄉 桃源國小 
 

  



校園見．台灣系列講座-張卉君講座 錄取名單 

序號 縣市及鄉鎮市區 學校名稱 

1 桃園市八德區 茄苳國小 

2 新竹市北區 南寮國小 

3 新竹市東區 三民國小 

4 苗栗縣公館鄉 公館國中 

5 台中市沙鹿區 文光國小 

6 彰化縣田尾鄉 南鎮國小 

7 彰化縣員林市 員林國小 

8 南投縣中寮鄉 永康國小 

9 嘉義市西區 育人國小 

10 台南市七股區 大文國小 

11 台南市永康區 永康國小 

12 台南市安南區 九份子國中小 

13 台南市楠西區 楠西國中 

14 高雄市左營區 勝利國小 

15 高雄市岡山區 前峰國小 

16 高雄市鳥松區 仁美國小 

17 宜蘭縣五結鄉 利澤國小 

18 台東縣大武鄉 大武國中 

19 台東縣池上鄉 池上國中 

20 台東縣卑南鄉 初鹿國小 
 

  



校園見．台灣系列講座-廖淑鳳講座 錄取名單 

序號 縣市及鄉鎮市區 學校名稱 

1 基隆市七堵區 七堵國小 

2 桃園市大園區 菓林國小 

3 桃園市桃園區 桃園國小 

4 新竹縣新豐鄉 松林國小 

5 彰化縣田中鎮 內安國小 

6 彰化縣社頭鄉 湳雅國小 

7 彰化縣埤頭鄉 合興國小 

8 彰化縣彰化市 信義國中小 

9 南投縣埔里鎮 普台國小 

10 雲林縣口湖鄉 宜梧國中 

11 雲林縣水林鄉 蔦松國小 

12 雲林縣東勢鄉 東勢國小 

13 嘉義縣民雄鄉 興中國小 

14 嘉義縣東石鄉 塭港國小 

15 嘉義縣梅山鄉 太興國小 

16 台南市下營區 東興國小 

17 台南市後壁區 後壁國小 

18 高雄市仁武區 八卦國小 

19 宜蘭縣三星鄉 萬富國小 

20 花蓮縣新城鄉 北埔國小 
 

  



校園見．台灣系列講座-霧裡 FUN 魔法講座 錄取名單 

序號 縣市及鄉鎮市區 學校名稱 

1 基隆市七堵區 明德國中 

2 新竹縣橫山鄉 橫山國小 

3 苗栗縣竹南鎮 海口國小 

4 苗栗縣通霄鎮 啟新國中 

5 苗栗縣獅潭鄉 獅潭國中 

6 台中市后里區 育英國小 

7 彰化縣和美鎮 大嘉國小 

8 南投縣名間鄉 中山國小 

9 南投縣草屯鎮 虎山國小 

10 南投縣國姓鄉 國姓國小 

11 雲林縣二崙鄉 永定國小 

12 雲林縣北港鎮 僑美國小 

13 嘉義縣太保市 安東國小 

14 嘉義縣義竹鄉 義竹國中 

15 台南市六甲區 嘉南國小 

16 台南市安平區 億載國小 

17 台南市西港區 成功國小 

18 台南市學甲區 學甲國中 

19 高雄市三民區 博愛國小 

20 高雄市茄萣區 成功國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