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等第 項次 行政區 校名 記功1次 嘉獎2次 嘉獎1次

1 松山區 松山國小

2 信義區 松山工農

3 文山區 萬興國小

4 士林區 士林國中

5 大同區 大龍國小

6 萬華區 萬大國小

7 文山區 溪口國小

8 文山區 木柵國小

9 士林區 士林高商

10 南港區 誠正國中

11 大同區 重慶國中

12 大安區 新生國小

13 大安區 大安高工

14 南港區 育成高中

15 萬華區 龍山國小

16 大安區 懷生國中

17 文山區 臺北市博嘉實小

18 士林區 富安國小

19 士林區 士林國小

20 士林區 社子國小

21 士林區 芝山國小

22 中山區 大直高中

23 北投區 大屯國小

24 士林區 百齡國小

25 大安區 仁愛國小

26 信義區 瑠公國中

27 北投區 明德國小

28 中山區 私立大同高中

29 中山區 北安國中

30 中正區 南門國小

31 內湖區 新湖國小

32 大同區 延平國小

33 士林區 雨聲國小

34 大同區 啟聰學校

35 中正區 忠義國小

36 文山區 武功國小

37 文山區 景興國中

38 北投區 桃源國中

39 萬華區 華江高中

40 士林區 百齡高中

41 萬華區 萬華國中

42 文山區 辛亥國小

43 大安區 公館國小

44 萬華區 福星國小

45 中正區 螢橋國小

46 中山區 中山女中

110學年度校園災害防救計畫及防災成果網頁審查績優學校

特優 各1人 各2人 各3人

優等 無 各2人 各2人



47 士林區 雨農國小

48 北投區 關渡國小

49 文山區 木柵高工

50 大同區 大同國小

51 南港區 南港國小

52 萬華區 龍山國中

53 南港區 東新國小

54 萬華區 光仁國小

55 內湖區 東湖國中

56 文山區 私立中山小學

57 大安區 民族實中

58 大同區 忠孝國中

59 北投區 石牌國中

60 北投區 關渡國中

61 內湖區 康寧國小

62 中正區 東門國小

63 北投區 文化國小

64 中正區 古亭國中

65 文山區 景興國小

66 大安區 私立新民小學

67 中正區 成功高中

68 內湖區 內湖高工

69 文山區 景美國中

70 士林區 福林國小

71 大同區 蓬萊國小

72 中正區 北一女中

73 中山區 新興國中

74 北投區 中正高中

75 北投區 北投國中

76 大安區 私立延平中學

77 士林區 啟明學校

78 內湖區 南湖國小

79 士林區 雙溪國小

80 松山區 私立普林思頓高中

81 文山區 木柵國中

82 萬華區 新和國小

83 大安區 銘傳國小

84 內湖區 西湖國中

85 中正區 市大附小

86 文山區 文山特殊教育學校

87 大安區 私立喬治高職

88 南港區 成德國中

89 士林區 蘭雅國中

90 內湖區 內湖高中

91 中正區 弘道國中

92 信義區 信義國小

93 文山區 北政國中

94 文山區 永建國小

95 北投區 桃源國小

甲等 無 各1人 各2人

優等 無 各2人 各2人



96 松山區 三民國小

97 內湖區 明湖國中

98 文山區 萬芳高中

99 文山區 興德國小

100 士林區 陽明山國小

101 士林區 三玉國小

102 中山區 私立稻江護家

103 大安區 古亭國小

104 信義區 永吉國中

105 信義區 興雅國中

106 萬華區 大理國小

107 文山區 指南國小

108 大安區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附小

109 內湖區 東湖國小

110 大安區 私立金甌女中

111 北投區 私立奎山中小學

112 文山區 景美國小

113 中正區 螢橋國中

114 文山區 興隆國小

115 文山區 興華國小

116 中山區 吉林國小

117 北投區 新民國中

118 士林區 劍潭國小

119 士林區 蘭雅國小

22人 175人 260人

甲等 無 各1人 各2人

合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