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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  士林區  136� 平等國小                美術類  陶藝創作

台北市  內湖區 727 大湖國小                音樂類  打擊樂

新北市  八里區  538� 長坑國小                運動類  疊杯

新北市  五股區  654� 五股國小                音樂類  吉他班

新北市  鶯歌區  816� 永吉國小                其他   DIY創意發想

新北市  貢寮區  877� 貢寮國小                音樂類  烏克麗麗社團

基隆市  信義區  116� 中興國小                其他   3D列印課程

基隆市  安樂區  647� 長樂國小                音樂類  鼓樂隊社團(行進鼓)

桃園市  蘆竹區  109� 外社國小                運動類  槌球

桃園市  龜山區  646� 福源國小                運動類  籃球社團

桃園市  大溪區  652� 仁善國小                舞蹈戲劇類 熱舞

新竹市  香山區  119� 虎林國小                運動類  桌球

新竹縣  北埔鄉  121� 北埔國中                音樂類  口琴

新竹縣  關西鎮  122� 石光國小                美術類  視覺藝術創作

新竹縣  關西鎮  707� 南和國小                美術類  版畫

苗栗縣  大湖鄉  810 南湖國小                其他   攝影

苗栗縣  三義鄉  108� 育英國小                其他   木雕

台中市  新社區  135� 福民國小                音樂類  陶笛班&藝術文創班

台中市  北屯區  607� 大坑國小                舞蹈戲劇類 非洲舞

台中市  大甲區  613� 東陽國小                音樂類  口琴

台中市  神岡區  699� 岸裡國小                音樂類  太鼓

南投縣  草屯鎮  104� 坪頂國小                舞蹈戲劇類 英語話劇

南投縣  鹿谷鄉  675 瑞田國小 音樂類  太鼓

南投縣  仁愛鄉  888� 力行國小                其他   泰雅編織

嘉義縣  朴子市  125� 朴子國小                音樂類  音樂

嘉義縣  竹崎鄉  126� 內埔國小                音樂類  國樂社團(國樂合奏、絲竹室內樂)

嘉義縣  竹崎鄉  128� 竹崎國小                音樂類  樂器打擊

嘉義縣  竹崎鄉  129� 桃源國小                音樂類  律動桃源(直笛課)

嘉義縣  竹崎鄉  130� 鹿滿國小                舞蹈戲劇類 舞蹈、美術、音樂、戲劇、說故事

嘉義縣  鹿草鄉  131� 下潭國小                音樂類  陶笛

嘉義縣  阿里山鄉 132� 香林國小 語文類  攝影、語文

嘉義縣  大林鎮  134� 中林社區發展協會 其他   繪畫 國樂 閱讀寫作

嘉義縣  梅山鄉  641� 梅北國小                其他   書法、硬筆字

台南市  柳營區  140� 新山國小                運動類  扯鈴

台南市  關廟區  664� 關廟國小                舞蹈戲劇類 1.基礎律動2.肢體開發3.現代舞基礎動作

台南市  佳里區  734� 仁愛國小                音樂類  大提琴

台南市  學甲區  750� 宅港國小             音樂類  烏克麗麗

台南市  麻豆區  774� 紀安國小                舞蹈戲劇類 民俗舞蹈

高雄市  美濃區  110� 福安國小                音樂類  森巴鼓

高雄市  甲仙區  113� 小林國小                運動類  滾球

高雄市  美濃區  115� 東門國小                美術類  農景、傳統、創新；壓克力顏料嘗試、畫作練習

高雄市  大寮區  712� 大寮國小                美術類  繪畫教學

屏東縣  屏東市 105� 歸來國小                運動類  空手道

屏東縣  里港鄉  106� 三和國小                美術類  藝術創作

宜蘭縣  員山鄉  535� 七賢國小                音樂類  二胡

宜蘭縣  冬山鄉  619� 東興國小                美術類  攝影及藝術

台東縣  台東市  137� 康樂國小                運動類  直排輪溜冰課程

台東縣  海端鄉  869� 加拿國小                音樂類  阿卡貝拉A cappella課程

澎湖縣  白沙鄉  833� 鎮海國中                美術類  視覺藝術課程-寫作、書法、陶藝、紙藝、攝影

金門縣  金寧鄉  102� 古寧國小                音樂類  小提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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