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公私立 縣市 校名
1 公立 臺北市 和平實驗國民小學

2 公立 臺北市 博嘉實驗國民小學

3 公立 臺北市 泉源實驗國民小學

4 公立 臺北市 溪山實驗國民小學

5 公立 臺北市 湖田實驗國民小學

6 公立 臺北市 民族實驗國民中學

7 公立 臺北市 濱江實驗國民中學

8 公立 臺北市 芳和實驗中學

9 公立 新北市 忠山實驗國民小學

10 公立 新北市 猴硐-蒙特梭利實驗小學(原猴硐國小)

11 公立 新北市 德拉楠民族實驗小學(原福山國小)

12 公立 新北市 石門實驗國民中學

13 公立 新北市 坪林實驗國民中學

14 公立 臺中市 博屋瑪國民小學

15 公立 臺中市 東汴國民小學

16 公立 臺中市 中坑國民小學

17 公立 臺中市 善水國民中小學

18 公立 臺中市 和平國民中學

19 公立 臺南市 虎山實驗小學

20 公立 臺南市 口埤實驗小學

21 公立 臺南市 光復生態實驗小學

22 公立 臺南市 南梓實驗小學

23 公立 臺南市 志開實驗小學

24 公立 臺南市 文和實驗小學

25 公立 臺南市 西門實驗小學

26 公立 臺南市 光榮實驗小學

27 公立 臺南市 仙草實驗小學

28 公立 高雄市 巴楠花部落國民中小學

29 公立 高雄市 樟山國民小學

30 公立 高雄市 多納國民小學

31 公立 高雄市 壽山國民小學

32 公立 高雄市 茂林國民小學

33 公立 高雄市 吉東國民小學

34 公立 新竹縣 北平華德福實驗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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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公立 新竹縣 大坪國民小學

36 公立 新竹縣 尖石國民小學

37 公立 新竹縣 桃山國民小學

38 公立 新竹縣 嘉興國民小學

39 公立 新竹縣 新樂國民小學

40 公立 新竹縣 尖石國民中學

41 公立 苗栗縣 南河國民小學

42 公立 苗栗縣 泰興國民小學

43 公立 苗栗縣 象鼻國民小學

44 公立 彰化縣 民權華德福實驗國民中小學

45 公立 彰化縣 鹿江國際中小學

46 公立 南投縣 長福國民小學

47 公立 南投縣 都達國民小學

48 公立 南投縣 久美國民小學

49 公立 雲林縣 山峰華德福教育實驗國民小學

50 公立 雲林縣 潮厝華德福教育實驗國民小學

51 公立 雲林縣 古坑華德福實驗高級中學

52 公立 雲林縣 華南實驗國民小學

53 公立 嘉義縣 太平國民小學

54 公立 嘉義縣 太興國民小學

55 公立 嘉義縣 仁和國民小學

56 公立 嘉義縣 豐山實驗教育學校

57 公立 嘉義縣 大埔國民中小學

58 公立 嘉義縣 美林國民小學

59 公立 嘉義縣 達邦國民小學

60 公立 嘉義縣 阿里山國民中小學

61 公立 嘉義縣 北回國民小學

62 公立 屏東縣 長榮百合國民小學

63 公立 屏東縣 地磨兒國民小學

64 公立 屏東縣 北葉國民小學

65 公立 屏東縣 丹路國民小學

66 公立 屏東縣 賽嘉國民小學

67 公立 屏東縣 建國國民小學

68 公立 屏東縣 青葉國民小學

69 公立 屏東縣 霧臺國民小學

70 公立 宜蘭縣 大進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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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公立 宜蘭縣 湖山國民小學

72 公立 宜蘭縣 東澳國民小學

73 公立 宜蘭縣 武塔國民小學

74 公立 宜蘭縣 大同國民中學

75 公立 花蓮縣 豐濱國民小學

76 公立 花蓮縣 鶴岡國民小學

77 公立 花蓮縣 永豐國民小學

78 公立 花蓮縣 萬榮國民小學

79 公立 臺東縣 南王puyuma花環實驗小學(原南王國小)

80 公立 臺東縣 富山國民小學

81 公立 臺東縣 溫泉國民小學

82 公立 臺東縣 達魯瑪克民族實驗小學(原大南國小)

83 公立 臺東縣 三和國民小學

84 公立 臺東縣 土坂vusam文化實驗小學(原土坂國小)

85 公立 臺東縣 椰油國民小學

86 公立 臺東縣 初鹿國民中學

87 公立 臺東縣 蘭嶼高級中學

88 公立 基隆市 八堵國民小學

89 公立 基隆市 南榮國民中學

90 公立 新竹市 華德福實驗學校

91 公立 澎湖縣 合橫國民小學

92 私立 臺中市 磊川華德福實驗教育學校

93 私立 臺中市 華德福大地實驗學校

94 私立 高雄市 南海月光實驗學校

95 私立 高雄市 光禾華德福實驗學校

96 私立 苗栗縣 全人實驗高級中等學校

97 私立 雲林縣 福智實驗國民中學

98 私立 雲林縣 福智實驗國民小學

99 私立 臺東縣
均一學校財團法人臺東縣均一國際教育

實驗高級中等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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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立 新竹縣 峨嵋國民中學

2 公立 雲林縣 蔦松藝術高級中等學校

3 公立 雲林縣 拯民國民小學

4 公立 雲林縣 樟湖生態國民中小學

5 公立 宜蘭縣 慈心華德福教育實驗高級中等學校

6 公立 宜蘭縣 人文國民中小學

7 公立 宜蘭縣 岳明國民小學

8 公立 屏東縣 大路關國民中小學

9 公立 屏東縣 餉潭國民小學

10 公立 屏東縣 大成國民小學

11 公立 基隆市 瑪陵國民小學

12 公立 花蓮縣 三民國民小學

13 公立 花蓮縣 三民國民中學

14 公立 臺東縣 桃源國民小學

15 公立 嘉義縣 光榮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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