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小組代理順序

編號 被代理國小組會計室 第一順位 第二順位 第三順位

1 彰化市中山國小會計室 佐理員 新庄國小 東芳國小

2 彰化市民生國小會計室 佐理員 南興國小 培英國小

3 彰化市南郭國小會計室 佐理員 東芳國小 泰和國小

4 彰化市南興國小會計室 花壇國小 馬興國小 三春國小

5 彰化市平和國小會計室 佐理員 培英國小 新港國小

6 彰化市東芳國小會計室 南興國小 大竹國小 忠山國小

7 彰化市泰和國小會計室 東芳國小 忠孝國小 大竹國小

8 彰化市大竹國小會計室 白沙國小 泰和國小 芬園國小

9 彰化市忠孝國小會計室 佐理員 花壇國小 大成國小

10 彰化市大成國小會計室 伸東國小 培英國小 忠孝國小

11 鹿港鎮鹿港國小會計室 洛津國小 管嶼國小 草港國小

12 鹿港鎮文開國小會計室 鹿港國小 洛津國小 頂番國小

13 鹿港鎮洛津國小會計室 鹿東國小 頂番國小 鹿港國小

14 鹿港鎮草港國小會計室 頂番國小 鹿東國小 文開國小

15 鹿港鎮頂番國小會計室 草港國小 線西國小 鹿東國小

16 鹿港鎮鹿東國小會計室 佐理員 草港國小 管嶼國小

17 和美鎮和美國小會計室 大同國小 和東國小 和仁國小

18 和美鎮和東國小會計室 培英國小 和美國小 秀水國小

19 和美鎮新庄國小會計室 和仁國小 南興國小 和東國小

20 和美鎮培英國小會計室 和美國小 民生國小 平和國小

21 和美鎮和仁國小會計室 新庄國小 大成國小 和美國小

22 秀水鄉秀水國小會計室 文開國小 明正國小 西勢國小

23 秀水鄉明正國小會計室 秀水國小 馬興國小 花壇國小

24 秀水鄉馬興國小會計室 明正國小 秀水國小 線西國小

25 線西鄉線西國小會計室 馬興國小 和仁國小 大同國小

26 伸港鄉新港國小會計室 線西國小 大同國小 伸東國小

27 伸港鄉大同國小會計室 新港國小 伸東國小 馬興國小

28 伸港鄉伸東國小會計室 和東國小 新港國小 新庄國小

29 福興鄉管嶼國小會計室 西勢國小 王功國小 明正國小



國小組代理順序

編號 被代理國小組會計室 第一順位 第二順位 第三順位

30 福興鄉西勢國小會計室 管嶼國小 鹿港國小 洛津國小

31 花壇鄉花壇國小會計室 大村國小 村上國小 埔心國小

32 花壇鄉三春國小會計室 村上國小 芬園國小 大竹國小

33 花壇鄉白沙國小會計室 芬園國小 三春國小 中山國小

34 芬園鄉芬園國小會計室 三春國小 白沙國小 青山國小

35 員林鎮員林國小會計室 佐理員 東山國小 員東國小

36 員林鎮員東國小會計室 育英國小 靜修國小 僑信國小

37 員林鎮僑信國小會計室 員東國小 育英國小 東山國小

38 員林鎮育英國小會計室 青山國小 僑信國小 員林國小

39 員林鎮靜修國小會計室 佐理員 大村國小 育英國小

40 員林鎮東山國小會計室 靜修國小 員林國小 舊社國小

41 員林鎮青山國小會計室 社頭國小 員東國小 崙雅國小

42 溪湖鎮溪湖國小會計室 湖東國小 埔心國小 埔鹽國小

43 溪湖鎮湖南國小會計室 溪湖國小 湖北國小 埔心國小

44 溪湖鎮湖東國小會計室 湖北國小 湖南國小 好修國小

45 溪湖鎮湖北國小會計室 湖南國小 湖東國小 大村國小

46 大村鄉大村國小會計室 埔心國小 埔鹽國小 溪湖國小

47 大村鄉村上國小會計室 東山國小 好修國小 白沙國小

48 埔心鄉埔心國小會計室 好修國小 永靖國小 湖東國小

49 田中鎮田中國小會計室 新民國小 社頭國小 北斗國小

50 田中鎮新民國小會計室 員林國小 崙雅國小 成功國小

51 埔鹽鄉埔鹽國小會計室 僑信國小 溪湖國小 湖南國小

52 埔鹽鄉好修國小會計室 埔鹽國小 西勢國小 湖北國小

53 永靖鄉永靖國小會計室 永興國小 青山國小 村上國小

54 永靖鄉永興國小會計室 永靖國小 北斗國小 社頭國小

55 社頭鄉社頭國小會計室 田尾國小 螺青國小 二水國小

56 社頭鄉舊社國小會計室 崙雅國小 新民國小 田中國小

57 社頭鄉崙雅國小會計室 舊社國小 萬來國小 新民國小

58 二水鄉二水國小會計室 田中國小 竹塘國小 螺青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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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北斗鎮北斗國小會計室 萬來國小 田中國小 永興國小

60 北斗鎮螺青國小會計室 合興國小 舊社國小 萬來國小

61 北斗鎮萬來國小會計室 北斗國小 二水國小 永靖國小

62 二林鎮二林國小會計室 埤頭國小 大城國小 王功國小

63 二林鎮中正國小會計室 成功國小 埤頭國小 二林國小

64 大城鄉大城國小會計室 王功國小 二林國小 中正國小

65 田尾鄉田尾國小會計室 溪州國小 永興國小 埤頭國小

66 埤頭鄉埤頭國小會計室 二林國小 中正國小 田尾國小

67 埤頭鄉合興國小會計室 螺青國小 田尾國小 竹塘國小

68 芳苑鄉王功國小會計室 大城國小 文開國小 管嶼國小

69 竹塘鄉竹塘國小會計室 二水國小 合興國小 溪州國小

70 溪州鄉溪州國小會計室 竹塘國小 成功國小 合興國小

71 溪州鄉成功國小會計室 中正國小 溪州國小 大城國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