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立忠明高級中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立忠明高級中學保管金專戶 278045194917 保管金 A05051

臺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保管金專戶 278045294077 保管金 A05052

臺中市立東山高級中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立東山高級中學保管金專戶 278045294782 保管金 A05053

臺中市立西苑高級中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立西苑高級中學保管金專戶 278045194674 保管金 A05054

臺中市立長億高級中學 8750013 太平區農會 臺中市立長億高級中學保管金專戶 87501040060252 保管金 A05055

臺中市立大里高級中學 9010015 大里區農會 臺中市立大里高級中學保管金專戶 90101040094688 保管金 A05056

臺中市立后綜高級中學 8770015 后里區農會 臺中市立后綜高級中學保管款專戶 87701040094125 保管款 A05057

臺中市立新社高級中學 8810012 新社區農會 臺中市立新社高級中學保管金專戶 88101040094119 保管金 A05058

臺中市立中港高級中學 0040576 臺灣銀行台中港分行 臺中市立中港高級中學保管金專戶 057038094191 保管金 A05059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等學校 0040107 臺灣銀行台中分行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等學校保

管金專戶
010045094705 保管金 A05061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0040107 臺灣銀行台中分行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保

管金專戶
010045094665 保管金 A05062

臺中市立臺中第二高級中等學校 0040107 臺灣銀行台中分行
臺中市立臺中第二高級中等學校保

管金專戶
010045094738 保管金 A05063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0040107 臺灣銀行台中分行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保管金

專戶
010045094698 保管金 A05064

臺中市立豐原高級中等學校 0040303 臺灣銀行豐原分行
臺中市立豐原高級中等學校保管金

專戶
030045094664 保管金 A05065

臺中市立大甲高級中等學校 0040727 臺灣銀行大甲分行
臺中市立大甲高級中等學校保管金

專戶
072045094436 保管金 A05066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學校幼兒園經管專戶代碼
受款人編號

機關名稱 開戶金融機構 專戶名稱 專戶帳號
款項支出用

途



臺中市立清水高級中等學校 0084028 華南商業銀行清水分行
臺中市立清水高級中等學校保管金

專戶
402360094984 保管金 A05067

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0040107 臺灣銀行台中分行
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保

管金專戶
010045094762 保管金 A05071

臺中市立臺中家事商業高級中等

學校
0040554 臺灣銀行復興分行

臺中市立臺中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

校保管金專戶
055045000019 保管金 A05072

臺中市立豐原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0040303 臺灣銀行豐原分行
臺中市立豐原商業高級中等學校保

管金專戶
030045094697 保管金 A05073

臺中市立東勢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0095845 彰化商業銀行東勢分行
臺中市立東勢工業高級中等學校保

管金專戶
58450418768400 保管金 A05074

臺中市立大甲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0040727 臺灣銀行大甲分行
臺中市立大甲工業高級中等學校保

管金專戶
072045094396 保管金 A05075

臺中市立沙鹿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8720010 沙鹿區農會
臺中市立沙鹿工業高級中等學校保

管金專戶
87201040094675 保管金 A05076

臺中市立霧峰農業工業高級中等

學校
0040370 臺灣銀行霧峰分行

臺中市立霧峰農業工業高級中等學

校保管金專戶
037045093026 保管金 A05077

臺中市立啟聰學校
0040923 臺灣銀行臺中工業區分

行
臺中市立啟聰學校保管金專戶 092045000052 保管金 A05081

臺中市立啟明學校 0040303 臺灣銀行豐原分行 臺中市立啟明學校保管金專戶 030045094631 保管金 A05082

臺中市立臺中特殊教育學校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立臺中特殊教育學校保管金

專戶

278045294903
保管金 A05083

臺中市立龍津高級中等學校 8850027 龍井區農會龍泉分部
臺中市立龍津高級中等學校保管款

專戶
88502040094249 保管款 A05091

臺中市立東峰國民中學 0040107 臺灣銀行台中分行 臺中市立東峰國民中學保管金專戶 010038000476 保管金 A05201

臺中市立育英國民中學 0040107 臺灣銀行台中分行 臺中市立育英國民中學保管金專戶 010038000565 保管金 A05202

臺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保管款專戶 278045094841 保管款 A05203

臺中市立四育國民中學 0040107 臺灣銀行台中分行 臺中市立四育國民中學保管金專戶 010038000524 保管金 A05204

臺中市立居仁國民中學 0040107 臺灣銀行台中分行 臺中市立居仁國民中學保管金專戶 010038000468 保管金 A05205



臺中市立光明國民中學 0040107 臺灣銀行台中分行 臺中市立光明國民中學保管金專戶 010038000598 保管金 A05206

臺中市立向上國民中學 0040107 臺灣銀行台中分行 臺中市立向上國民中學保管金專戶 010038000492 保管金 A05207

臺中市立五權國民中學 0040107 臺灣銀行台中分行 臺中市立五權國民中學保管金專戶 010038000516 保管金 A05208

臺中市立立人國民中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立立人國民中學保管金專戶 278045194252 保管金 A05209

臺中市立雙十國民中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立雙十國民中學保管金專戶 278045294393 保管金 A05210

臺中市立三光國民中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立三光國民中學保管金專戶 278045294425 保管金 A05211

臺中市立北新國民中學 0040107 臺灣銀行台中分行 臺中市立北新國民中學保管金專戶 010038000557 保管金 A05212

臺中市立崇德國民中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立崇德國民中學保管金專戶 278045294611 保管金 A05213

臺中市立四張犁國民中學 0040107 臺灣銀行台中分行
臺中市立四張犁國民中學保管金專

戶
010038001894 保管金 A05214

臺中市立大德國民中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立大德國民中學保管金專戶 278045294952 保管金 A05215

臺中市立至善國民中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立至善國民中學保管金專戶 278045194058 保管金 A05216

臺中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立中山國民中學保管金專戶 278045194382 保管金 A05217

臺中市立漢口國民中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立漢口國民中學保管金專戶 278045194017 保管金 A05218

臺中市立福科國民中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立福科國民中學保管金專戶 278045294109 保管金 A05219

臺中市立安和國民中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立安和國民中學保管金專戶 278045194828 保管金 A05220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保管金專戶 278045194422 保管金 A05221

臺中市立大墩國民中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立大墩國民中學保管金專戶 278045194025 保管金 A05222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保管金專戶 278045094971 保管金 A05223

臺中市立萬和國民中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立萬和國民中學保管金專戶 278045394169 保管金 A05224

臺中市立太平國民中學 8750013 太平區農會 臺中市立太平國民中學保管金專戶 87501040060136 保管金 A05225

臺中市立中平國民中學 8750013 太平區農會 臺中市立中平國民中學保管金專戶 87501040060145 保管金 A05226

臺中市立新光國民中學 8750013 太平區農會 臺中市立新光國民中學保管金專戶 87501040060298 保管金 A05227

臺中市立立新國民中學 9010015 大里區農會 臺中市立立新國民中學保管金專戶 90101040094679 保管金 A05228

臺中市立爽文國民中學 9010015 大里區農會 臺中市立爽文國民中學保管金專戶 90101040094660 保管金 A05229

臺中市立光榮國民中學 9010015 大里區農會 臺中市立光榮國民中學保管金專戶 90101040094642 保管金 A05230

臺中市立光正國民中學 9010015 大里區農會 臺中市立光正國民中學保管金專戶 90101040094651 保管金 A05231

臺中市立成功國民中學 9010015 大里區農會 臺中市立成功國民中學保管金專戶 90101040094633 保管金 A05232

臺中市立霧峰國民中學 0040370 臺灣銀行霧峰分行 臺中市立霧峰國民中學保管金專戶 037038094087 保管金 A05233

臺中市立光復國民中小學 0040370 臺灣銀行霧峰分行
臺中市立光復國民中小學保管金專

戶
037038094176 保管金 A05234

臺中市立烏日國民中學 8760014 烏日區農會 臺中市立烏日國民中學保管金專戶 87601040094126 保管金 A05235

臺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 8760014 烏日區農會 臺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保管款專戶 87601040094133 保管款 A05236

臺中市立光德國民中學 8760014 烏日區農會 臺中市立光德國民中學保管金專戶 87601040094277 保管金 A05237

臺中市立豐東國民中學 0040303 臺灣銀行豐原分行 臺中市立豐東國民中學保管金專戶 030038094914 保管金 A05238

臺中市立豐南國民中學 0040303 臺灣銀行豐原分行 臺中市立豐南國民中學保管金專戶 030038094922 保管金 A05239



臺中市立豐陽國民中學 0040303 臺灣銀行豐原分行 臺中市立豐陽國民中學保管款專戶 030038095643 保管款 A05240

臺中市立豐原國民中學 0040303 臺灣銀行豐原分行 臺中市立豐原國民中學保管金專戶 030038094396 保管金 A05241

臺中市立后里國民中學 8770015 后里區農會 臺中市立后里國民中學保管金專戶 87701040094116 保管金 A05242

臺中市立石岡國民中學 8800011 石岡區農會 臺中市立石岡國民中學保管款專戶 88001040094127 保管款 A05243

臺中市立東新國民中學 0095845 彰化商業銀行東勢分行 臺中市立東新國民中學保管金專戶 58450418743300 保管金 A05244

臺中市立東勢國民中學 0095845 彰化商業銀行東勢分行 臺中市立東勢國民中學保管金專戶 58450418689200 保管金 A05245

臺中市立東華國民中學 0095845 彰化商業銀行東勢分行 臺中市立東華國民中學保管金專戶 58450418694510 保管金 A05246

臺中市立和平國民中學 8860017 和平區農會 臺中市立和平國民中學保管款專戶 88601040094016 保管款 A05247

臺中市立潭秀國民中學 8790017 潭子區農會 臺中市立潭秀國民中學保管金專戶 87901040094181 保管金 A05248

臺中市立潭子國民中學 8790017 潭子區農會 臺中市立潭子國民中學保管金專戶 87901040094083 保管金 A05249

臺中市立大雅國民中學 0040901 臺灣銀行大雅分行 臺中市立大雅國民中學保管金專戶 090038094117 保管金 A05250

臺中市立大華國民中學 0040901 臺灣銀行大雅分行 臺中市立大華國民中學保管金專戶 090038094206 保管金 A05251

臺中市立神岡國民中學 6121118 神岡區農會 臺中市立神岡國民中學保管金專戶 01118160095162 保管金 A05252

臺中市立神圳國民中學 6121118 神岡區農會 臺中市立神圳國民中學保管金專戶 01118160095211 保管金 A05253

臺中市立大道國民中學 8820013 大肚區農會 臺中市立大道國民中學保管金專戶 88201040000289 保管金 A05254

臺中市立鹿寮國民中學 8720010 沙鹿區農會 臺中市立鹿寮國民中學保管款專戶 87201040094255 保管款 A05255

臺中市立北勢國民中學 8720010 沙鹿區農會 臺中市立北勢國民中學保管款專戶 87201040094246 保管款 A05256



臺中市立公明國民中學 8720010 沙鹿區農會 臺中市立公明國民中學保管金專戶 87201040094282 保管金 A05257

臺中市立沙鹿國民中學 8720010 沙鹿區農會 臺中市立沙鹿國民中學保管款專戶 87201040094095 保管款 A05258

臺中市立四箴國民中學 8850027 龍井區農會龍泉分部 臺中市立四箴國民中學保管金專戶 88502040094123 保管金 A05259

臺中市立龍井國民中學 8850027 龍井區農會龍泉分部 臺中市立龍井國民中學保管金專戶 88502040094116 保管金 A05261

臺中市立梧棲國民中學 0040576 臺灣銀行台中港分行 臺中市立梧棲國民中學保管金專戶 057038094118 保管金 A05262

臺中市立清泉國民中學 0084028 華南商業銀行清水分行 臺中市立清泉國民中學保管金專戶 402360094308 保管金 A05263

臺中市立清海國民中學 0084028 華南商業銀行清水分行 臺中市立清海國民中學保管金專戶 402360094382 保管金 A05264

臺中市立清水國民中學 0084028 華南商業銀行清水分行 臺中市立清水國民中學保管款專戶 402360094291 保管款 A05265

臺中市立順天國民中學 0040727 臺灣銀行大甲分行 臺中市立順天國民中學保管金專戶 072038094338 保管金 A05266

臺中市立大甲國民中學 0040727 臺灣銀行大甲分行 臺中市立大甲國民中學保管金專戶 072038094054 保管金 A05267

臺中市立日南國民中學 0040727 臺灣銀行大甲分行 臺中市立日南國民中學保管金專戶 072038094062 保管金 A05268

臺中市立外埔國民中學 0040727 臺灣銀行大甲分行 臺中市立外埔國民中學保管金專戶 072045094014 保管金 A05269

臺中市立大安國民中學 0040727 臺灣銀行大甲分行 臺中市立大安國民中學保管金專戶 072045094047 保管金 A05270

臺中市立梨山國民中小學 8860017 和平區農會
臺中市立梨山國民中小學保管金專

戶
88601040094052 保管款 A05271

臺中市立善水國民中小學 0040576 臺灣銀行台中港分行
臺中市立善水國民中小學保管金專

戶
057045094151 保管金 A05272

臺中市中區光復國民小學 0040107 臺灣銀行台中分行
臺中市中區光復國民小學保管金專

戶
010038093116 保管金 A05301

臺中市東區樂業國民小學 0040107 臺灣銀行台中分行
臺中市東區樂業國民小學保管金專

戶
010038000362 保管金 A05311



臺中市東區進德國民小學 0040107 臺灣銀行台中分行
臺中市東區進德國民小學保管金專

戶
010038000338 保管金 A05312

臺中市東區力行國民小學 0040107 臺灣銀行台中分行
臺中市東區力行國民小學保管金專

戶
010038093943 保管金 A05313

臺中市東區大智國民小學 0040107 臺灣銀行台中分行
臺中市東區大智國民小學保管金專

戶
010038000249 保管金 A05314

臺中市東區臺中國民小學 0040107 臺灣銀行台中分行
臺中市東區臺中國民小學保管金專

戶
010038093221 保管金 A05315

臺中市東區成功國民小學 0040107 臺灣銀行台中分行
臺中市東區成功國民小學保管金專

戶
010038093351 保管金 A05316

臺中市南區樹義國民小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南區樹義國民小學保管金專

戶
278045094914 保管金 A05321

臺中市南區和平國民小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南區和平國民小學保管金專

戶
278045394014 保管金 A05322

臺中市南區信義國民小學 0040107 臺灣銀行台中分行
臺中市南區信義國民小學保管金專

戶
010038001286 保管金 A05323

臺中市南區國光國民小學 0040107 臺灣銀行台中分行
臺中市南區國光國民小學保管金專

戶
010038093416 保管金 A05324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 0040107 臺灣銀行台中分行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保管金專

戶
010038093092 保管金 A05331

臺中市西區忠孝國民小學 0040107 臺灣銀行台中分行
臺中市西區忠孝國民小學保管金專

戶
010038093708 保管金 A05332

臺中市西區忠信國民小學 0040107 臺灣銀行台中分行
臺中市西區忠信國民小學保管金專

戶
010038093684 保管金 A05333

臺中市西區大勇國民小學 0040107 臺灣銀行台中分行
臺中市西區大勇國民小學保管金專

戶
010038001618 保管金 A05334

臺中市西區中正國民小學 0040107 臺灣銀行台中分行
臺中市西區中正國民小學保管金專

戶
010038000402 保管金 A05335

臺中市西區忠明國民小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西區忠明國民小學保管金專

戶
278045194106 保管金 A05336

臺中市北區中華國民小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北區中華國民小學保管金專

戶
278045094955 保管金 A05341

臺中市北區篤行國民小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北區篤行國民小學保管金專

戶
278045194706 保管金 A05342



臺中市北區太平國民小學 0040107 臺灣銀行台中分行
臺中市北區太平國民小學保管款專

戶
010038093076 保管款 A05343

臺中市北區賴厝國民小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北區賴厝國民小學保管款專

戶
278045194285 保管款 A05344

臺中市北區省三國民小學 0040107 臺灣銀行台中分行
臺中市北區省三國民小學保管金專

戶
010038000232 保管金 A05345

臺中市北區立人國民小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北區立人國民小學保管金專

戶
278045194958 保管金 A05346

臺中市北區健行國民小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北區健行國民小學保管金專

戶
278045194796 保管金 A05347

臺中市北屯區軍功國民小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北屯區軍功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278045294011 保管金 A05351

臺中市北屯區建功國民小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北屯區建功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278045294499 保管金 A05352

臺中市北屯區東光國民小學 0040107 臺灣銀行台中分行
臺中市北屯區東光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010038010106 保管金 A05353

臺中市北屯區北屯國民小學 0040107 臺灣銀行台中分行
臺中市北屯區北屯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010038093554 保管金 A05354

臺中市北屯區文昌國民小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北屯區文昌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278045294263 保管金 A05355

臺中市北屯區僑孝國民小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北屯區僑孝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278045194211 保管金 A05356

臺中市北屯區四維國民小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北屯區四維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278045194869 保管金 A05357

臺中市北屯區仁美國民小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北屯區仁美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278045194511 保管金 A05358

臺中市北屯區逢甲國民小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北屯區逢甲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278045294296 保管金 A05359

臺中市北屯區大坑國民小學 0040107 臺灣銀行台中分行
臺中市北屯區大坑國民小學保管款

專戶
010038000613 保管款 A05360

臺中市北屯區文心國民小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北屯區文心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278045294036 保管金 A05361

臺中市北屯區松竹國民小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北屯區松竹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278045294733 保管金 A05362



臺中市北屯區仁愛國民小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北屯區仁愛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278045294328 保管金 A05363

臺中市北屯區陳平國民小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北屯區陳平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278045294709 保管金 A05364

臺中市北屯區四張犁國民小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北屯區四張犁國民小學保管

金專戶
278045294677 保管金 A05365

臺中市北屯區新興國民小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北屯區新興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278045294222 保管金 A05366

臺中市西屯區大仁國民小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西屯區大仁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278045294466 保管金 A05371

臺中市西屯區上石國民小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西屯區上石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278045194609 保管金 A05372

臺中市西屯區何厝國民小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西屯區何厝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278045194552 保管金 A05373

臺中市西屯區惠來國民小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西屯區惠來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278045194763 保管金 A05374

臺中市西屯區西屯國民小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西屯區西屯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278045194309 保管金 A05375

臺中市西屯區長安國民小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西屯區長安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278045294174 保管金 A05376

臺中市西屯區重慶國民小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西屯區重慶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278045294514 保管金 A05377

臺中市西屯區大鵬國民小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西屯區大鵬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278045294352 保管金 A05378

臺中市西屯區上安國民小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西屯區上安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278045194739 保管金 A05379

臺中市西屯區泰安國民小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西屯區泰安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278045094899 保管金 A05380

臺中市西屯區國安國民小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西屯區國安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278045194488 保管金 A05381

臺中市西屯區永安國民小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西屯區永安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278045194577 保管金 A05382

臺中市西屯區協和國民小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西屯區協和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278045194196 保管金 A05383



臺中市西屯區東海國民小學
0040923 臺灣銀行台中工業區分

行

臺中市西屯區東海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092045000028 保管金 A05384

臺中市南屯區南屯國民小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南屯區南屯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278045294644 保管金 A05391

臺中市南屯區東興國民小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南屯區東興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278045294158 保管金 A05392

臺中市南屯區春安國民小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南屯區春安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278045194455 保管金 A05393

臺中市南屯區永春國民小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南屯區永春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278045194333 保管金 A05394

臺中市南屯區惠文國民小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南屯區惠文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278045294822 保管金 A05395

臺中市南屯區大新國民小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南屯區大新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278045194366 保管金 A05396

臺中市南屯區文山國民小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南屯區文山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278045294571 保管金 A05397

臺中市南屯區大墩國民小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南屯區大墩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278045194641 保管金 A05398

臺中市南屯區鎮平國民小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南屯區鎮平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278045194147 保管金 A05399

臺中市南屯區黎明國民小學 0042787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臺中市南屯區黎明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278045294199 保管金 A05400

臺中市太平區太平國民小學 8750013 太平區農會
臺中市太平區太平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87501040060163 保管金 A05411

臺中市太平區長億國民小學 8750013 太平區農會
臺中市太平區長億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87501040094036 保管金 A05412

臺中市太平區建平國民小學 8750013 太平區農會
臺中市太平區建平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87501040060261 保管金 A05413

臺中市太平區光隆國民小學 8750013 太平區農會
臺中市太平區光隆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87501040060156 保管金 A05414

臺中市太平區黃竹國民小學 8750013 太平區農會
臺中市太平區黃竹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87501040060190 保管金 A05415

臺中市太平區東汴國民小學 8750013 太平區農會
臺中市太平區東汴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87501040060216 保管金 A05416



臺中市太平區頭汴國民小學 8750013 太平區農會
臺中市太平區頭汴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87501040060172 保管金 A05417

臺中市太平區坪林國民小學 8750013 太平區農會
臺中市太平區坪林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87501040060181 保管金 A05418

臺中市太平區新光國民小學 8750013 太平區農會
臺中市太平區新光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87501040060207 保管金 A05419

臺中市太平區中華國民小學 8750013 太平區農會
臺中市太平區中華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87501040060270 保管金 A05420

臺中市太平區宜欣國民小學 8750013 太平區農會
臺中市太平區宜欣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87501040060243 保管金 A05421

臺中市太平區車籠埔國民小學 8750013 太平區農會
臺中市太平區車籠埔國民小學保管

金專戶
87501040094016 保管金 A05422

臺中市太平區東平國民小學 8750013 太平區農會
臺中市太平區東平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87501040060289 保管金 A05423

臺中市太平區新平國民小學 8750013 太平區農會
臺中市太平區新平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87501040060305 保管金 A05424

臺中市大里區崇光國民小學 9010015 大里區農會
臺中市大里區崇光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90101040094562 保管金 A05431

臺中市大里區立新國民小學 9010015 大里區農會
臺中市大里區立新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90101040094626 保管金 A05432

臺中市大里區內新國民小學 9010015 大里區農會
臺中市大里區內新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90101040094546 保管金 A05433

臺中市大里區益民國民小學 9010015 大里區農會
臺中市大里區益民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90101040094580 保管金 A05434

臺中市大里區永隆國民小學 9010015 大里區農會
臺中市大里區永隆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90101040094615 保管金 A05435

臺中市大里區草湖國民小學 9010015 大里區農會
臺中市大里區草湖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90101040094535 保管金 A05436

臺中市大里區大元國民小學 9010015 大里區農會
臺中市大里區大元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90101040094599 保管金 A05437

臺中市大里區瑞城國民小學 9010015 大里區農會
臺中市大里區瑞城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90101040094571 保管金 A05438

臺中市大里區美群國民小學 9010015 大里區農會
臺中市大里區美群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90101040094606 保管金 A05439



臺中市大里區健民國民小學 9010015 大里區農會
臺中市大里區健民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90101040094553 保管金 A05440

臺中市大里區大里國民小學 9010015 大里區農會
臺中市大里區大里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90101040094517 保管金 A05441

臺中市大里區塗城國民小學 9010015 大里區農會
臺中市大里區塗城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90101040094526 保管金 A05442

臺中市霧峰區霧峰國民小學 0040370 臺灣銀行霧峰分行
臺中市霧峰區霧峰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037038094119 保管金 A05451

臺中市霧峰區僑榮國民小學 0040370 臺灣銀行霧峰分行
臺中市霧峰區僑榮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037038094208 保管金 A05452

臺中市霧峰區吉峰國民小學 0040370 臺灣銀行霧峰分行
臺中市霧峰區吉峰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037038094427 保管金 A05453

臺中市霧峰區桐林國民小學 0040370 臺灣銀行霧峰分行
臺中市霧峰區桐林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037038094184 保管金 A05454

臺中市霧峰區五福國民小學 0040370 臺灣銀行霧峰分行
臺中市霧峰區五福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037038094151 保管金 A05455

臺中市霧峰區四德國民小學 0040370 臺灣銀行霧峰分行
臺中市霧峰區四德國民小學保管款

專戶
037038094102 保管款 A05456

臺中市霧峰區光正國民小學 0040370 臺灣銀行霧峰分行
臺中市霧峰區光正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037038094168 保管金 A05457

臺中市霧峰區萬豐國民小學 0040370 臺灣銀行霧峰分行
臺中市霧峰區萬豐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037038094135 保管金 A05458

臺中市霧峰區峰谷國民小學 0040370 臺灣銀行霧峰分行
臺中市霧峰區峰谷國民小學保管金

帳戶
037038094216 保管金 A05459

臺中市霧峰區復興國民小學 0040370 臺灣銀行霧峰分行
臺中市霧峰區復興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037038094387 保管金 A05460

臺中市烏日區烏日國民小學 8760014 烏日區農會
臺中市烏日區烏日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87601040094142 保管金 A05471

臺中市烏日區僑仁國民小學 8760014 烏日區農會
臺中市烏日區僑仁國民小學保管款

專戶
87601040094197 保管款 A05472

臺中市烏日區九德國民小學 8760014 烏日區農會
臺中市烏日區九德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87601040094259 保管金 A05473

臺中市烏日區旭光國民小學 8760014 烏日區農會
臺中市烏日區旭光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87601040094151 保管金 A05474



臺中市烏日區東園國民小學 8760014 烏日區農會
台中市烏日區東園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87601040094188 保管金 A05475

臺中市烏日區喀哩國民小學 8760014 烏日區農會
臺中市烏日區喀哩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87601040094179 保管金 A05476

臺中市烏日區五光國民小學 8760014 烏日區農會
臺中市烏日區五光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87601040094160 保管金 A05477

臺中市烏日區溪尾國民小學 0040370 臺灣銀行霧峰分行
臺中市烏日區溪尾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037038094395 保管金 A05478

臺中市豐原區瑞穗國民小學 0040303 臺灣銀行豐原分行
臺中市豐原區瑞穗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030038094152 保管金 A05491

臺中市豐原區富春國民小學 0040303 臺灣銀行豐原分行
臺中市豐原區富春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030038094169 保管金 A05492

臺中市豐原區豐原國民小學 0040303 臺灣銀行豐原分行
臺中市豐原區豐原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030038094144 保管金 A05493

臺中市豐原區福陽國民小學 0040303 臺灣銀行豐原分行
臺中市豐原區福陽國民小學保管款

專戶
030038095798 保管款 A05494

臺中市豐原區合作國民小學 0040303 臺灣銀行豐原分行
臺中市豐原區合作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030038094963 保管金 A05495

臺中市豐原區翁子國民小學 0040303 臺灣銀行豐原分行
臺中市豐原區翁子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030038094363 保管金 A05496

臺中市豐原區豐田國民小學 0040303 臺灣銀行豐原分行
臺中市豐原區豐田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030038094647 保管金 A05497

臺中市豐原區豐村國民小學 0040303 臺灣銀行豐原分行
臺中市豐原區豐村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030038094955 保管金 A05498

臺中市豐原區葫蘆墩國民小學 0040303 臺灣銀行豐原分行
臺中市豐原區葫蘆墩國民小學保管

款專戶
030038095676 保管款 A05499

臺中市豐原區南陽國民小學 0040303 臺灣銀行豐原分行
臺中市豐原區南陽國民小學保管款

專戶
030038094971 保管款 A05500

臺中市后里區后里國民小學 8770015 后里區農會
臺中市后里區后里國民小學保管款

專戶
87701040094136 保管金 A05511

臺中市后里區月眉國民小學 8770015 后里區農會
臺中市后里區月眉國民小學保管款

專戶
87701040094170 保管款 A05512

臺中市后里區七星國民小學 8770015 后里區農會
臺中市后里區七星國民小學保管款

專戶
87701040094161 保管款 A05513



臺中市后里區內埔國民小學 8770015 后里區農會
臺中市后里區內埔國民小學保管款

專戶
87701040094143 保管金 A05514

臺中市后里區泰安國民小學 8770015 后里區農會
臺中市后里區泰安國民小學保管款

專戶
87701040094189 保管款 A05515

臺中市后里區育英國民小學 8770015 后里區農會
臺中市后里區育英國民小學保管款

專戶
87701040094152 保管款 A05516

臺中市石岡區土牛國民小學 8800011 石岡區農會
臺中市石岡區土牛國民小學保管款

專戶
88001040094118 保管款 A05521

臺中市石岡區石岡國民小學 8800011 石岡區農會
臺中市石岡區石岡國民小學保管款

專戶
88001040094109 保管款 A05522

臺中市東勢區東新國民小學 0095845 彰化商業銀行東勢分行
臺中市東勢區東新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58450421992100 保管金 A05531

臺中市東勢區東勢國民小學 0095845 彰化商業銀行東勢分行
臺中市東勢區東勢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58450418707710 保管金 A05532

臺中市東勢區石角國民小學 0095845 彰化商業銀行東勢分行
臺中市東勢區石角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58450418708610 保管金 A05533

臺中市東勢區明正國民小學 0095845 彰化商業銀行東勢分行
臺中市東勢區明正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58450417870100 保管金 A05534

臺中市東勢區成功國民小學 0095845 彰化商業銀行東勢分行
臺中市東勢區成功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58450418692700 保管金 A05535

臺中市東勢區新成國民小學 0095845 彰化商業銀行東勢分行
臺中市東勢區新成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58450418696310 保管金 A05536

臺中市東勢區中山國民小學 0095845 彰化商業銀行東勢分行
臺中市東勢區中山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58450418688300 保管金 A05537

臺中市東勢區中科國民小學 0095845 彰化商業銀行東勢分行
臺中市東勢區中科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58450418701300 保管金 A05538

臺中市東勢區石城國民小學 0095845 彰化商業銀行東勢分行
臺中市東勢區石城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58450418703100 保管金 A05539

臺中市東勢區新盛國民小學 0095845 彰化商業銀行東勢分行
臺中市東勢區新盛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58450418686500 保管金 A05540

臺中市和平區白冷國民小學 8860017 和平區農會
臺中市和平區白冷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88601040094070 保管金 A05551

臺中市和平區和平國民小學 8860017 和平區農會
臺中市和平區和平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88601040094036 保管金 A05552



臺中市和平區博愛國民小學 8860017 和平區農會
臺中市和平區博愛國民小學保管款

專戶
88601040094043 保管款 A05553

臺中市和平區自由國民小學 8860017 和平區農會
臺中市和平區自由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88601040094123 保管金 A05555

臺中市博屋瑪國民小學 8860017 和平區農會 臺中市博屋瑪國民小學保管金專戶 88601040094132 保管金 A05556

臺中市和平區中坑國民小學 0095845 彰化商業銀行東勢分行
臺中市和平區中坑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58450418305100 保管金 A05557

臺中市和平區平等國民小學 8860017 和平區農會
臺中市和平區平等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88601040094061 保管款 A05558

臺中市新社區大南國民小學 8810012 新社區農會
臺中市新社區大南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88101040094137 保管金 A05571

臺中市新社區崑山國民小學 8810012 新社區農會
臺中市新社區崑山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88101040094146
保管金 A05572

臺中市新社區東興國民小學 8810012 新社區農會
臺中市新社區東興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88101040094155 保管金 A05573

臺中市新社區新社國民小學 8810012 新社區農會
臺中市新社區新社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88101040094128 保管金 A05574

臺中市新社區協成國民小學 8810012 新社區農會
臺中市新社區協成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88101040094208
保管金 A05575

臺中市新社區中和國民小學 8810012 新社區農會
臺中市新社區中和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88101040094173 保管金 A05576

臺中市新社區大林國民小學 8810012 新社區農會
臺中市新社區大林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88101040094166 保管金 A05577

臺中市新社區福民國民小學 8860017 和平區農會
臺中市新社區福民國民小學保管款

專戶
88601040094116 保管款 A05578

臺中市潭子區新興國民小學 8790017 潭子區農會
臺中市潭子區新興國民小學保管款

專戶
87901040094127 保管款 A05591

臺中市潭子區頭家國民小學 8790017 潭子區農會
臺中市潭子區頭家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87901040094225 保管金 A05592

臺中市潭子區潭陽國民小學 8790017 潭子區農會
臺中市潭子區潭陽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87901040094163 保管金 A05593

臺中市潭子區僑忠國民小學 8790017 潭子區農會
臺中市潭子區僑忠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87901040094118 保管金 A05594



臺中市潭子區東寶國民小學 8790017 潭子區農會
臺中市潭子區東寶國民小學保管款

專戶
87901040094109 保管款 A05595

臺中市潭子區潭子國民小學 8790017 潭子區農會
臺中市潭子區潭子國民小學保管款

專戶
87901040094092 保管款 A05596

臺中市大雅區文雅國民小學 0040901 臺灣銀行大雅分行
臺中市大雅區文雅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090038094214 保管金 A05601

臺中市大雅區六寶國民小學 0040901 臺灣銀行大雅分行
臺中市大雅區六寶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090038094239 保管金 A05602

臺中市大雅區大雅國民小學 0040901 臺灣銀行大雅分行
臺中市大雅區大雅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090038094125 保管金 A05603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國民小學 0040901 臺灣銀行大雅分行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090038094166 保管金 A05604

臺中市大雅區三和國民小學 0040901 臺灣銀行大雅分行
臺中市大雅區三和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090038094133 保管金 A05605

臺中市大雅區大明國民小學 0040901 臺灣銀行大雅分行
臺中市大雅區大明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090038094158 保管金 A05606

臺中市大雅區汝鎏國民小學 0040901 臺灣銀行大雅分行
臺中市大雅區汝鎏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090038094174 保管金 A05607

臺中市大雅區陽明國民小學 0040901 臺灣銀行大雅分行
臺中市大雅區陽明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090038094141 保管金 A05608

臺中市神岡區社口國民小學 0040303 臺灣銀行豐原分行
臺中市神岡區社口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030045094364 保管金 A05611

臺中市神岡區豐洲國民小學 0040303 臺灣銀行豐原分行
臺中市神岡區豐洲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030045094397 保管金 A05612

臺中市神岡區岸裡國民小學 0040303 臺灣銀行豐原分行
臺中市神岡區岸裡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030045094323 保管金 A05613

臺中市神岡區圳堵國民小學 6121118 神岡區農會
臺中市神岡區圳堵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01118160095115 保管金 A05614

臺中市神岡區神岡國民小學 6121118 神岡區農會
臺中市神岡區神岡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01118160095269 保管金 A05615

臺中市大肚區永順國民小學 8820013 大肚區農會
臺中市大肚區永順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88201040000305 保管金 A05621

臺中市大肚區大忠國民小學 8820013 大肚區農會
臺中市大肚區大忠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88201040000350 保管金 A05622



臺中市大肚區追分國民小學 8820013 大肚區農會
臺中市大肚區追分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88201040000316 保管金 A05623

臺中市大肚區瑞峰國民小學 8820013 大肚區農會
臺中市大肚區瑞峰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88201040000323 保管金 A05624

臺中市大肚區瑞井國民小學 8820013 大肚區農會
臺中市大肚區瑞井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88201040000396 保管金 A05625

臺中市大肚區山陽國民小學 8820013 大肚區農會
臺中市大肚區山陽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88201040000378 保管金 A05626

臺中市大肚區大肚國民小學 8820013 大肚區農會
臺中市大肚區大肚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88201040000298 保管金 A05627

臺中市沙鹿區鹿峰國民小學 8720010 沙鹿區農會
臺中市沙鹿區鹿峰國民小學保管款

專戶
87201040094157 保管款 A05631

臺中市沙鹿區北勢國民小學 8720010 沙鹿區農會
臺中市沙鹿區北勢國民小學保管款

專戶
87201040094111 保管款 A05632

臺中市沙鹿區文光國民小學 8720010 沙鹿區農會
臺中市沙鹿區文光國民小學保管款

專戶
87201040094148 保管款 A05633

臺中市沙鹿區公明國民小學 8720010 沙鹿區農會
臺中市沙鹿區公明國民小學保管款

專戶
87201040094139 保管款 A05634

臺中市沙鹿區公館國民小學 8720010 沙鹿區農會
臺中市沙鹿區公舘國民小學保管款

專戶
87201040094166 保管款 A05635

臺中市沙鹿區竹林國民小學 8720010 沙鹿區農會
臺中市沙鹿區竹林國民小學保管款

專戶
87201040094120 保管款 A05636

臺中市沙鹿區沙鹿國民小學 8720010 沙鹿區農會
臺中市沙鹿區沙鹿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87201040094102 保管金 A05637

臺中市龍井區龍峰國民小學 8850027 龍井區農會龍泉分部
臺中市龍井區龍峰國民小學保管款

專戶
88502040094196 保管款 A05641

臺中市龍井區龍井國民小學 8850027 龍井區農會龍泉分部
臺中市龍井區龍井國民小學保管款

專戶
88502040094132 保管款 A05642

臺中市龍井區龍港國民小學 8850027 龍井區農會龍泉分部
臺中市龍井區龍港國民小學保管款

專戶
88502040094169 保管款 A05643

臺中市龍井區龍山國民小學 8850027 龍井區農會龍泉分部
臺中市龍井區龍山國民小學保管款

專戶
88502040094187 保管款 A05644

臺中市龍井區龍海國民小學 8850027 龍井區農會龍泉分部
臺中市龍井區龍海國民小學保管款

專戶
88502040094178 保管款 A05645



臺中市龍井區龍津國民小學 8850027 龍井區農會龍泉分部
臺中市龍井區龍津國民小學保管款

專戶
88502040094150 保管款 A05646

臺中市龍井區龍泉國民小學 8850027 龍井區農會龍泉分部
臺中市龍井區龍泉國民小學保管款

專戶
88502040094141 保管款 A05647

臺中市梧棲區中正國民小學 0040576 臺灣銀行台中港分行
臺中市梧棲區中正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057038094134 保管金 A05651

臺中市梧棲區大德國民小學 0040576 臺灣銀行台中港分行
臺中市梧棲區大德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057038094207 保管金 A05652

臺中市梧棲區梧棲國民小學 0040576 臺灣銀行台中港分行
臺中市梧棲區梧棲國民小學保管款

專戶
057038094126 保管款 A05653

臺中市梧棲區永寧國民小學 0040576 臺灣銀行台中港分行
臺中市梧棲區永寧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057038094159 保管金 A05654

臺中市梧棲區梧南國民小學 0040576 臺灣銀行台中港分行
臺中市梧棲區梧南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057038094142 保管金 A05655

臺中市梧棲區中港國民小學 0040576 臺灣銀行台中港分行
臺中市梧棲區中港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057038094183 保管金 A05656

臺中市清水區大楊國民小學 0084028 華南商業銀行清水分行
臺中市清水區大楊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00402360094081 保管金 A05661

臺中市清水區吳厝國民小學 8720010 沙鹿區農會
臺中市清水區吳厝國民小學保管款

專戶
87201040094308 保管款 A05662

臺中市清水區東山國民小學 0084028 華南商業銀行清水分行
臺中市清水區東山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402360094310 保管金 A05663

臺中市清水區甲南國民小學 0084028 華南商業銀行清水分行
臺中市清水區甲南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402360094124 保管金 A05664

臺中市清水區三田國民小學 0084028 華南商業銀行清水分行
臺中市清水區三田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402360094093 保管金 A05665

臺中市清水區高美國民小學 0084028 華南商業銀行清水分行
臺中市清水區高美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402360094112 保管金 A05666

臺中市清水區西寧國民小學 0084028 華南商業銀行清水分行
臺中市清水區西寧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402360094197 保管金 A05667

臺中市清水區大秀國民小學 0084028 華南商業銀行清水分行
臺中市清水區大秀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402360094068 保管金 A05668

臺中市清水區建國國民小學 0084028 華南商業銀行清水分行
臺中市清水區建國國民小學保管款

專戶
402360094173 保管款 A05669



臺中市清水區槺榔國民小學 0040576 臺灣銀行台中港分行
臺中市清水區槺榔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057045094038 保管金 A05670

臺中市清水區清水國民小學 0084028 華南商業銀行清水分行
臺中市清水區清水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402360094056 保管金 A05671

臺中市大甲區東陽國民小學 0040727 臺灣銀行大甲分行
臺中市大甲區東陽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072038094273 保管金 A05681

臺中市大甲區順天國民小學 0040727 臺灣銀行大甲分行
臺中市大甲區順天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072038094087 保管金 A05682

臺中市大甲區文昌國民小學 0040727 臺灣銀行大甲分行
臺中市大甲區文昌國民小學保管款

專戶
072038094079 保管款 A05683

臺中市大甲區大甲國民小學 0040727 臺灣銀行大甲分行
臺中市大甲區大甲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072038094095 保管金 A05684

臺中市大甲區文武國民小學 0040727 臺灣銀行大甲分行
臺中市大甲區文武國民小學保管款

專戶
072038094119 保管款 A05685

臺中市大甲區德化國民小學 0040727 臺灣銀行大甲分行
臺中市大甲區德化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072038094143 保管金 A05686

臺中市大甲區日南國民小學 0040727 臺灣銀行大甲分行
臺中市大甲區日南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072038094102 保管金 A05687

臺中市大甲區華龍國民小學 0040727 臺灣銀行大甲分行
臺中市大甲區華龍國民小學保管款

專戶
072038094127 保管款 A05688

臺中市大甲區東明國民小學 0040727 臺灣銀行大甲分行
臺中市大甲區東明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072038094135 保管金 A05689

臺中市大甲區西岐國民小學 0040727 臺灣銀行大甲分行
臺中市大甲區西岐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072038094168 保管金 A05690

臺中市外埔區外埔國民小學 8830014 外埔區農會
臺中市外埔區外埔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88301040094120 保管金 A05701

臺中市外埔區水美國民小學 8830014 外埔區農會
臺中市外埔區水美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88301040094139 保管金 A05702

臺中市外埔區馬鳴國民小學 8830014 外埔區農會
臺中市外埔區馬鳴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88301040094166 保管金 A05703

臺中市外埔區鐵山國民小學 8830014 外埔區農會
臺中市外埔區鐵山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88301040094148 保管金 A05704

臺中市外埔區安定國民小學 8830014 外埔區農會
臺中市外埔區安定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88301040094157 保管金 A05705



臺中市大安區大安國民小學 0040727 臺灣銀行大甲分行
臺中市大安區大安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072045094071 保管金 A05711

臺中市大安區三光國民小學 8840015 大安區農會
臺中市大安區三光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88401040094121 保管金 A05712

臺中市大安區海墘國民小學 8840015 大安區農會
臺中市大安區海墘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88401040094112 保管金 A05713

臺中市大安區永安國民小學 0040727 臺灣銀行大甲分行
臺中市大安區永安國民小學保管金

專戶
072045094177 保管金 A05714

臺中市立南屯幼兒園 0040107 臺灣銀行台中分行 臺中市立南屯幼兒園保管金專戶 010038001837 保管金 A5801

臺中市立太平幼兒園 8750013 太平區農會 臺中市立太平幼兒園代辦經費專戶 87501040094310 代辦經費 A5802

臺中市立梧棲幼兒園 0040576 臺灣銀行台中港分行 臺中市立梧棲幼兒園保管款專戶 057045094021 保管款 A5803

臺中市立新社幼兒園 8810012 新社區農會 臺中市立新社幼兒園代辦經費專戶 88101040094326 代辦經費 A5804

臺中市立大安幼兒園 0040727 臺灣銀行大甲分行 臺中市立大安幼兒園保管金專戶 072045094209 保管金 A5805

臺中市立大甲幼兒園 0040727 臺灣銀行大甲分行 臺中市立大甲幼兒園代辦經費專戶 072045094136 代辦經費 A5806

臺中市立大雅幼兒園 0040901 臺灣銀行大雅分行 臺中市立大雅幼兒園代辦經費專戶 090045094029 代辦經費 A5807

臺中市立大肚幼兒園 8820013 大肚區農會 臺中市立大肚幼兒園保管款專戶 88201040000510 保管款 A5808

臺中市立清水幼兒園 0084028 華南商業銀行清水分行 臺中市立清水幼兒園保管款專戶 402360094763 保管款 A5809

臺中市立潭子幼兒園 0040473 臺灣銀行潭子分行 臺中市立潭子幼兒園保管款專戶 047045094026 保管款 A5810

臺中市立東勢幼兒園 0095845 彰化商業銀行東勢分行 臺中市立東勢幼兒園保管款專戶 58450428688800 保管款 A5811

臺中市立神岡幼兒園 0040303 臺灣銀行豐原分行 臺中市立神岡幼兒園保管款專戶 030045094283 保管款 A5812

臺中市立石岡幼兒園 8800011 石岡區農會 臺中市立石岡幼兒園保管款專戶 88001040094190 保管款 A5813



臺中市立烏日幼兒園 8760014 烏日區農會 臺中市立烏日幼兒園保管款專戶 87601040095112 保管款 A5814

臺中市立外埔幼兒園 8830014 外埔區農會 臺中市立外埔幼兒園保管款專戶 88301040095672 保管款 A5815

臺中市立后里幼兒園 8770015 后里區農會 臺中市立后里幼兒園代辦經費專戶 87701040095391 代辦經費 A5816

臺中市立大里幼兒園 9010015 大里區農會 臺中市立大里幼兒園保管款專戶 90101040095229 保管款 A5817

臺中市立龍井幼兒園 8850016 龍井區農會龍泉分部 臺中市立龍井幼兒園保管款專戶 88502040094365 保管款 A5818

臺中市立霧峰幼兒園 0040370 臺灣銀行霧峰分行 臺中市立霧峰幼兒園保管款專戶 037045094047 保管款 A5819

臺中市立沙鹿幼兒園 8720010 沙鹿區農會 臺中市立沙鹿幼兒園保管金專戶 87201040094657 保管金 A5820

臺中市立豐原幼兒園 0040303 臺灣銀行豐原分行 臺中市立豐原幼兒園保管款專戶 030045094186 保管款 A58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