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公立/私立 縣市 教育階段

1 公立 臺中市 東汴國小
2 公立 臺中市 中坑國小
3 公立 高雄市 桃源區寶山國小

4 公立 雲林縣 古坑華德福實驗高中(含附設國中部)

5 公立 嘉義縣 豐山實驗教育學校

6 公立 嘉義縣 太平國小
7 公立 嘉義縣 太興國小
8 公立 嘉義縣 仁和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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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公立/私立 縣市 教育階段

1 公立 臺中市 博屋瑪國小
2 公立 臺中市 東汴國小
3 公立 臺中市 中坑國小
4 公立 臺南市 虎山實驗小學
5 公立 臺南市 口埤實驗小學
6 公立 臺南市 光復生態實驗小學
7 公立 臺南市 南梓國小
8 公立 高雄市 桃源區寶山國小
9 公立 高雄市 杉林區民族大愛國小

10 公立 新竹市 新竹市華德福實驗學校(中小學)

11 公立 苗栗縣 南河國小
12 公立 彰化縣 民權國小
13 公立 雲林縣 山峰華德福教育實驗國小
14 公立 雲林縣 潮厝華德福教育實驗國小

15 公立 雲林縣 古坑華德福實驗高中(含附設國中部

16 公立 雲林縣 華南國小
17 公立 雲林縣 樟湖國中小
18 公立 嘉義縣 豐山實驗教育學校
19 公立 嘉義縣 太平國小
20 公立 嘉義縣 太興國小
21 公立 嘉義縣 仁和國小
22 公立 嘉義縣 大埔國中小
23 公立 嘉義縣 溪口鄉美林國民小學
24 公立 屏東縣 地磨兒國小
25 公立 屏東縣 長榮百合國小
26 公立 宜蘭縣 大進國小
27 公立 宜蘭縣 湖山國小
28 公立 宜蘭縣 東澳國小
29 公立 臺東縣 初鹿國中
30 公立 臺東縣 關山國中
31 公立 臺東縣 富山國小
32 公立 臺東縣 南王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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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公立 臺東縣 土坂國小
34 公立 臺東縣 太麻里鄉三和國民小學
35 私立 臺中市 磊川華德福(高中以下)



編號 公立/私立 縣市 教育階段

1 公立 臺北市 和平國小
2 公立 臺北市 博嘉國小
3 公立 臺中市 博屋瑪國小
4 公立 臺中市 東汴國小
5 公立 臺中市 中坑國小

6 公立 臺中市 善水國中小
7 公立 臺南市 虎山實驗小學

8 公立 臺南市 口埤實驗小學

9 公立 臺南市 光復生態實驗小學
10 公立 臺南市 南梓國小
11 公立 臺南市 志開國小
12 公立 臺南市 西門國小
13 公立 臺南市 文和國小
14 公立 高雄市 桃源區寶山國小
15 公立 高雄市 杉林區民族大愛國小
16 公立 高雄市 桃源區樟山國小
17 公立 高雄市 茂林區多納國小
18 公立 基隆市 八堵國小
19 公立 新竹縣 北平國小
20 公立 新竹縣 大坪國小

21 公立 新竹市 新竹市華德福實驗學校(中小學)
22 公立 苗栗縣 南河國小
23 公立 彰化縣 民權國小
24 公立 彰化縣 文德國小
25 公立 雲林縣 山峰華德福教育實驗國小
26 公立 雲林縣 潮厝華德福教育實驗國小
27 公立 雲林縣 古坑華德福實驗高中(含附設國中部)
28 公立 雲林縣 華南國小

29 公立 雲林縣 樟湖國中小

30 公立 嘉義縣 豐山實驗教育學校
31 公立 嘉義縣 太平國小
32 公立 嘉義縣 太興國小
33 公立 嘉義縣 仁和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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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公立 嘉義縣 大埔國中小
35 公立 嘉義縣 竹園國小
36 公立 嘉義縣 美林國小
37 公立 嘉義縣 山美國小
38 公立 屏東縣 地磨兒國小
39 公立 屏東縣 長榮百合國小
40 公立 屏東縣 來義高中(附設國中部)
41 公立 宜蘭縣 大進國小
42 公立 宜蘭縣 湖山國小
43 公立 宜蘭縣 東澳國小
44 公立 宜蘭縣 大里國小
45 公立 宜蘭縣 武塔國小
46 公立 臺東縣 初鹿國中
47 公立 臺東縣 關山國中
48 公立 臺東縣 富山國小
49 公立 臺東縣 南王國小
50 公立 臺東縣 土坂國小
51 公立 臺東縣 臺東縣立蘭嶼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52 私立 高雄市 光禾華德福實驗中小學
53 私立 高雄市 南海月光書院實驗學校(高中以下)
54 私立 臺中市 磊川華德福(高中以下)

55 私立 苗栗縣
全人學校財團法人苗栗縣全人實驗高級中

學(高中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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