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縣市 鄉鎮區 DOC名稱 管理單位名稱

1 桃園市 復興區 羅浮DOC 桃園市復興區羅浮國小

2 臺中市 大安區 大安DOC 臺中市大安區海墘社區發展協會

3 臺南市 龍崎區 龍崎DOC 臺南市龍崎區龍崎國小

4 臺南市 西港區 西港DOC 臺南市西港區松林國小

5 臺南市 將軍區 將軍DOC 臺南市將軍區漚汪國小

6 臺南市 後壁區 後壁DOC 臺南市後壁區後壁國小

7 高雄市 旗山區 旗山DOC 高雄市旗山區旗山國小

8 高雄市 美濃區 美濃DOC 高雄市美濃區龍山國小

9 高雄市 六龜區 六龜DOC 高雄市立寶來國中

10 新竹縣 新埔鎮 新埔DOC 新竹縣新埔鎮新星國小

11 新竹縣 關西鎮 關西DOC 新竹縣關西鎮馬武督部落發展協會

12 新竹縣 芎林鄉 芎林DOC 新竹縣芎林鄉上山社區發展協會

13 新竹縣 橫山鄉 橫山DOC 社團法人新竹縣戴姓二禮堂相魁公脈下宗族會

14 新竹縣 北埔鄉 北埔DOC 新竹縣北埔鄉北埔國小

15 苗栗縣 三灣鄉 三灣DOC 苗栗縣三灣鄉農會

16 苗栗縣 通霄鎮 通霄DOC 苗栗縣鄉野生活美學協會

17 苗栗縣 公館鄉 公館DOC 苗栗縣公館鄉福基國小

18 苗栗縣 泰安鄉 泰安DOC 苗栗縣泰安鄉清安國小

19 南投縣 名間鄉 新民DOC 南投縣名間鄉新民社區發展協會

20 南投縣 集集鎮 集集DOC 南投縣集集生活美學協會

21 南投縣 魚池鄉 魚池DOC 南投縣樂齡教育文化發展協會

22 南投縣 竹山鎮 竹山DOC 南投縣竹山鎮新生社區發展協會

23 彰化縣 福興鄉 福興DOC 彰化縣福興鄉日新國小

24 彰化縣 田中鎮 田中DOC 彰化縣田中鎮東和國小

25 雲林縣 褒忠鄉 褒忠DOC 雲林縣褒忠鄉褒忠國小

26 雲林縣 崙背鄉 崙背DOC 雲林縣崙背鄉崙背國小

27 雲林縣 麥寮鄉 橋頭DOC 雲林縣麥寮鄉橋頭國小

28 雲林縣 古坑鄉 古坑DOC 雲林縣古坑鄉公所

29 雲林縣 口湖鄉 口湖DOC 雲林縣口湖鄉老人福利協進會

30 雲林縣 元長鄉 元長DOC 雲林縣元長鄉忠孝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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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嘉義縣 番路鄉 番路DOC 嘉義縣番路鄉大湖國小

32 嘉義縣 竹崎鄉 竹崎DOC 嘉義縣竹崎鄉桃源國小

33 嘉義縣 竹崎鄉 鹿滿DOC 嘉義縣竹崎鄉鹿滿國小

34 嘉義縣 東石鄉 東石DOC 嘉義縣東石鄉東石國小

35 嘉義縣 大林鎮 大林DOC 嘉義縣大林鎮社團國小

36 屏東縣 霧臺鄉 霧臺DOC 屏東縣霧臺鄉霧臺國小

37 屏東縣 里港鄉 里港DOC 屏東縣里港鄉滇緬民俗文化協會

38 屏東縣 新埤鄉 新埤DOC 屏東縣新埤鄉建功社區發展協會

39 屏東縣 佳冬鄉 佳冬DOC 屏東縣佳冬鄉溫馨家園促進會

40 屏東縣 枋山鄉 枋山DOC 屏東縣枋山鄉楓港社區發展協會

41 屏東縣 牡丹鄉 牡丹DOC 屏東縣立牡丹國中

42 臺東縣 海端鄉 海端DOC 臺東縣海端鄉崁頂社區發展協會

43 臺東縣 東河鄉 北源DOC 臺東縣東河鄉北源社區發展協會

44 臺東縣 大武鄉 大武DOC 臺東縣大武鄉尚武社區發展協會

45 宜蘭縣 壯圍鄉 壯圍DOC 後埤社區發展協會

46 宜蘭縣 員山鄉 員山DOC 宜蘭縣員山鄉結頭份社區發展協會

47 花蓮縣 新城鄉 新城DOC 花蓮縣新城鄉北埔國小

48 花蓮縣 吉安鄉 吉安DOC 花蓮縣吉安鄉干城社區發展協會

49 花蓮縣 壽豐鄉 壽豐DOC 社團法人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

50 花蓮縣 鳳林鎮 鳳林DOC 花蓮縣鳳林鎮北林三村社區發展協會

51 花蓮縣 瑞穗鄉 瑞穗DOC 花蓮縣瑞穗鄉富源國小

52 花蓮縣 玉里鎮 玉里DOC 花蓮縣玉里鎮高寮社區發展協會

53 花蓮縣 卓溪鄉 卓溪DOC 花蓮縣布農文化教育關懷協會

54 花蓮縣 富里鄉 富里DOC 花蓮縣富里鄉竹田社區發展協會

55 澎湖縣 馬公市 馬公DOC 澎湖縣馬公市風櫃國小

56 澎湖縣 湖西鄉 湖西DOC 澎湖縣湖西鄉湖西社區發展協會

57 金門縣 金湖鎮 金湖DOC 金門縣金湖鎮塔后社區發展協會

58 金門縣 金城鎮 金城DOC 金門縣新移民關懷協會

2 /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