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鄉鎮 領取

市區 日期

101 臺中市 南屯區 臺中市立南屯幼兒園(中心學校)9瓶 (04)23580181

102 臺中市 南屯區 臺中市南屯區文山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3896934#770

103 臺中市 南屯區 臺中市南屯區南屯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3894356#770

104 臺中市 南屯區 臺中市南屯區春安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3894408#770

105 臺中市 南屯區 臺中市南屯區黎明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2517363#780

106 臺中市 南屯區 臺中市南屯區鎮平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4792122#790

107 臺中市 南區 臺中市南區和平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2613139#797

108 臺中市 南區 臺中市南區信義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2625452

109 臺中市 南區 臺中市南區國光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2872475#777

110 臺中市 烏日區 臺中市立烏日幼兒園(中心學校)6瓶 (04)23371589

111 臺中市 烏日區 臺中市烏日區九德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3366540#871

112 臺中市 烏日區 臺中市烏日區旭光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3381847#750

113 臺中市 烏日區 臺中市烏日區烏日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3381242#771

114 臺中市 烏日區 臺中市烏日區喀哩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3351016#770

115 臺中市 烏日區 臺中市烏日區僑仁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3381241#771

116 臺中市 神岡區 臺中市立神岡幼兒園(中心學校)6瓶 (04)25615759

117 臺中市 神岡區 臺中市神岡區圳堵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630710

118 臺中市 神岡區 臺中市神岡區岸裡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222215#870

119 臺中市 神岡區 臺中市神岡區社口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626834#818

120 臺中市 神岡區 臺中市神岡區神岡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614231

121 臺中市 神岡區 臺中市神岡區豐洲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223351#791

122 臺中市 梧棲區 臺中市立梧棲幼兒園(中心學校)5瓶 (04)26562777#103

123 臺中市 梧棲區 臺中市梧棲區中正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560844#710

124 臺中市 梧棲區 臺中市梧棲區中港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655929#218

125 臺中市 梧棲區 臺中市梧棲區永寧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399930

126 臺中市 梧棲區 臺中市梧棲區梧棲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562834#1770

127 臺中市 清水區 臺中市立清水幼兒園(中心學校)11瓶 (04)26272377

128 臺中市 清水區 臺中市清水區三田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271452

129 臺中市 清水區 臺中市清水區大秀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282963#250

130 臺中市 清水區 臺中市清水區大楊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200634#111

131 臺中市 清水區 臺中市清水區甲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261834#111

132 臺中市 清水區 臺中市清水區西寧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222429

133 臺中市 清水區 臺中市清水區吳厝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200864#104

134 臺中市 清水區 臺中市清水區東山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200517#239

135 臺中市 清水區 臺中市清水區建國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262334#770

136 臺中市 清水區 臺中市清水區清水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236269

137 臺中市 清水區 臺中市清水區槺榔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562684

138 臺中市 新社區 臺中市立新社幼兒園(中心學校)2瓶 (04)25823393#208

139 臺中市 新社區 臺中市新社區崑山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814473

140 臺中市 潭子區 臺中市立潭子幼兒園(中心學校)5瓶 (04)25318177#15

141 臺中市 潭子區 臺中市潭子區東寶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324564#791

142 臺中市 潭子區 臺中市潭子區新興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363607

143 臺中市 潭子區 臺中市潭子區僑忠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348265

144 臺中市 潭子區 臺中市潭子區潭子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317779

145 臺中市 龍井區 臺中市立龍井幼兒園(中心學校)5瓶 (04)26390615

146 臺中市 龍井區 臺中市龍井區龍井國民小學附設幼園 (04)26397131#770

147 臺中市 龍井區 臺中市龍井區龍泉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353340#207

148 臺中市 龍井區 臺中市龍井區龍津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393394#108

149 臺中市 龍井區 臺中市龍井區龍峰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313018#802

150 臺中市 豐原區 臺中市立豐原幼兒園(中心學校)10瓶 (04)25261637

151 臺中市 豐原區 臺中市豐原區合作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323241#105

臺中市公立幼兒園領取消毒酒精清冊

項次 縣市 園名 幼兒園電話 領取人簽名 發放人簽名



152 臺中市 豐原區 臺中市豐原區南陽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229826#10

153 臺中市 豐原區 臺中市豐原區翁子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289881

154 臺中市 豐原區 臺中市豐原區富春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222542#761

155 臺中市 豐原區 臺中市豐原區瑞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26-2065

156 臺中市 豐原區 臺中市豐原區福陽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291101#111

157 臺中市 豐原區 臺中市豐原區豐田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262891#780

158 臺中市 豐原區 臺中市豐原區豐村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251612

159 臺中市 豐原區 臺中市豐原區豐原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287359

160 臺中市 霧峰區 臺中市立霧峰幼兒園(中心學校)7瓶 (04)23334147#126

161 臺中市 霧峰區 臺中市霧峰區五福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3330336

162 臺中市 霧峰區 臺中市霧峰區光正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3398687#202

163 臺中市 霧峰區 臺中市霧峰區吉峰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3300883

164 臺中市 霧峰區 臺中市霧峰區復興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3337791

165 臺中市 霧峰區 臺中市霧峰區萬豐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3393417#800

166 臺中市 霧峰區 臺中市霧峰區霧峰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3393069#7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