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花菁英種子學堂 108 學年度補助學校一覽表(公告版) 

NO 區別 縣市 鄉鎮市區 編號 學校名稱 開班類別 課程內容 

1  

 

 

北部 

基隆市 信義區 116 中興國小 其他 夢想起飛(空拍機課程) 

2 基隆市 暖暖區 530 暖江國小 知識科學類 創客機器人 

3 桃園市 蘆竹區 109 外社國小 運動類 槌球 

4 桃園市 龜山區 207 福源國小 運動類 籃球社團 

5 桃園市 觀音區 301 草漯國小 運動類 棒球隊 

6 新竹市 香山區 505 大庄國小 運動類 軟網 

7 新竹縣 北埔鄉 121 北埔國中 音樂類 口琴 

8  

 

 

 

 

中部 

苗栗縣 三義鄉 108 育英國小 其他 木雕 

9 台中市 新社區 135 福民國小 音樂類 陶笛吹奏、烏克麗麗彈唱 

10 台中市 太平區 302 頭汴國小 運動類 田徑隊 

11 台中市 新社區 303 大林國小 美術類 繪畫 

12 台中市 神岡區 304 神岡國小 運動類 舞蹈 

13 南投縣 草屯鎮 104 坪頂國小 運動類 獨輪車、體適能 

14 南投縣 鹿谷鄉 214 瑞田國小 音樂類 烏克麗麗 

15 南投縣 南投市 305 千秋國小 音樂類 非洲鼓 

16 彰化縣 彰化市 510 國聖國小 運動類 足球運動 

17 彰化縣 彰化市 514 三民國小 運動類 籃球社 

18 雲林縣 四湖鄉 306 林厝國小 美術類 
生態寫生、樹葉創意製作、陶土捏塑、版畫、小書製

作、創意作品 DIY 

19  

 

 

 

 

 

 

 

 

 

南部 

嘉義市 東區 307 精忠國小 運動類 排球、獨輪車 

20 嘉義縣 朴子市 125 朴子國小 音樂類 音樂、舞蹈 

21 嘉義縣 竹崎鄉 126 內埔國小 音樂類 國樂 

22 嘉義縣 竹崎鄉 129 桃源國小 音樂類 直笛 

23 嘉義縣 竹崎鄉 130 鹿滿國小 其他 藝文類如舞蹈、美術、音樂、戲劇、說故事 

24 嘉義縣 鹿草鄉 131 下潭國小 音樂類 陶笛教學 

25 嘉義縣 阿里山鄉 132 香林國小 語文類 攝影文學 

26 嘉義縣 大林鎮 134 中林社區發展協會 其他 閱讀寫作.繪畫.二胡 

27 嘉義縣 梅山鄉 216 梅北國小 其他 書法、硬筆字 

28 嘉義縣 梅山鄉 308 梅山國小 其他 閱讀寫作+硬筆字. 繪畫 

29 台南市 關廟區 217 關廟國小 舞蹈戲劇類 舞蹈基本練習 

30 台南市 佳里區 218 仁愛國小 音樂類 大提琴社團 

31 台南市 學甲區 219 宅港國小 音樂類 烏克麗麗 

32 台南市 麻豆區 220 紀安國小 舞蹈戲劇類 民俗舞蹈 

33 台南市 下營區 532 甲中國小 音樂類 陶笛 

34 高雄市 甲仙區 113 小林國小 運動類 法式滾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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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高雄市 美濃區 115 東門國小 美術類 繪畫~風向旗彩繪~家鄉特色迎風飄揚 

36 高雄市 大寮區 221 大寮國小 美術類 繪畫融入繪本教學 

37 高雄市 高雄市 309 六龜國小 舞蹈戲劇類 舞蹈學習 

38 屏東縣 湖西里 105 歸來國小 運動類 空手道 

39 屏東縣 里港鄉 106 三和國小 美術類 創作藝術 

40 屏東縣 高樹鄉 311 新南國小 音樂類 小提琴 

41  

 

 

 

 

東部及

離島 

宜蘭縣 員山鄉 222 七賢國小 音樂類 二胡社團 

42 宜蘭縣 頭城鎮 312 大里國小 音樂類 烏克麗麗 

43 花蓮縣 瑞穗鄉 313 瑞北國小 音樂類 學生樂團 

44 台東縣 台東市 137 康樂國小 運動類 直排輪溜冰 

45 台東縣   海端鄉 224 加拿國小 美術類 加拿村在地特色藝術課程 

46 澎湖縣 白沙鄉 225 鎮海國中 美術類 陶藝 紙藝 書法 

47 澎湖縣 馬公市 517 興仁國小 舞蹈戲劇類 現代舞、民俗舞、現代畫、創作藝術 

48 澎湖縣 白沙鄉 523 中屯國小 音樂類 直笛教學 

49 金門縣 金寧鄉 102 古寧國小 音樂類 小提琴 

50 金門縣 金寧鄉 513 
賢庵國小 

(垵湖分校) 
運動類 足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