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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彰化縣所屬學校球場設置棚架式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公開標租案「租賃標的候選清冊」 
編

號 
學校名稱 

聯繫窗口 

姓名 

聯繫窗口 

職稱 
電話 球場名稱 坐落地號/使用地類別 所有權人 

球場面積 

(平方公尺) 

併網概估費用(新臺幣：元)

及時程 
備註 

彰化市學校 

01 東芳國小 蕭玉娟 總務主任 04-7523250#713 籃球場 1 座 
彰化市莿桐段 0822-0000 地號、彰化市莿桐段 0829-0000

地號（學校用地） 
中華民國 1184 

244,024 

正式申請繳費完後約 4 個月 
 

02 泰和國小 林鯤洋 總務主任 04-7222433#15 
網球場 1 座 

籃球場 1 座 

彰化市牛稠子段 下廍小段 

147-2、147-7、148-1、148-2、149-1、149-2、150-1 等號 

彰化市牛稠子段 下廍小段 148 號（都市土地、住宅區） 

彰化縣政府 3007 
620,400 

正式申請繳費完後約 4 個月 

網球場 1 座約 2400 平方

公尺（希一併調整現有照

明設備）；籃球場 1 座約

607 平方公尺 

03 國聖國小 林文亮 總務主任 04-7321093#103 籃球場 1 座 

1. 彰化市阿夷段柴坑子小段 0412-0000、0413-0000、

0413-0006、0413-0011、0413-0014、0416-0006 地號 

2. （特定農業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2.彰化市阿夷段柴坑子小段 0416-0017、0416-0019、

0416-0020 地號（鄉村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彰化縣政府 300 
62,040 

正式申請繳費完後約 3 個月 
 

04 大成國小 侯錫坤 事務組長 04-7353457#269 籃球場 1 座 彰化市 0109-0037 地號（學校用地） 彰化縣政府 1162.72 
239,888 

正式申請繳費完後約 4 個月 
 

05 彰德國中 楊裕寬 總務主任 04-7381791#131 籃球場 3 座 彰化市鳳山段 1136 地號（鄉村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彰化縣 1260 
260,568 

正式申請繳費完後約 4 個月 

每座約 420 平方公

尺，3 座都在跑道內 

芬園鄉學校 

06 富山國小 陳虹瑋 總務主任 049-2522084#207 籃球場 1 座 芬園鄉 74 地號（山坡地保護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中華民國 420 
86,856 

正式申請繳費完後約 4 個月 
 

07 芬園國中 黃久菁 事務組長 049-2522001#403 籃球場 1 座 芬園鄉忠孝段 0858-0000 地號（都市土地、學校用地） 彰化縣政府 1078 
222,930.4 

正式申請繳費完後約 4 個月 
 

和美鎮學校 

08 和東國小 鄭文達 總務主任 04-7552724#131 籃球場 1 座 和美鎮和東段 976 地號（都市土地、學校用地） 彰化縣政府 570 
117,876 

正式申請繳費完後約 3 個月 
 

09 大榮國小 楊昌翰 總務主任 7636814#15 籃球場 1 座 
和美鎮大榮段 466 地號 

（特定農業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彰化縣政府 633  

130,284 

正式申請繳費完後約 3 個月 
 

伸港鄉學校 

10 伸東國小 陳昶瑜 總務主任 04-7982314#12 綜合球場 伸港鄉伸東段 175、172 地號（都市土地、學校用地） 彰化縣政府 1564.1  
323,435.2 

正式申請繳費完後約 4 個月 
 

11 伸仁國小 王健仲 總務主任 7982324#801 籃球場 1 座 

伸港鄉伸仁段 1043-0000 地號（鄉村區、特定目的事業

用地）、伸港鄉伸仁段 1040-0000 地號（特定農業區、特

定目的事業用地） 

伸港鄉公所 

彰化縣政府 
1512  

312,681.6 

正式申請繳費完後約 4 個月 
(位於操場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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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彰化縣所屬學校球場設置棚架式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公開標租案「租賃標的候選清冊」 
編

號 
學校名稱 

聯繫窗口 

姓名 

聯繫窗口 

職稱 
電話 球場名稱 坐落地號/使用地類別 所有權人 

球場面積 

(平方公尺) 

併網概估費用(新臺幣：元)

及時程 
備註 

鹿港鎮學校 

12 海埔國小 陳建仲 總務主任 04-7781316 籃球場 1 座 
鹿港鎮海埔段 0305-0000 地號 

（鄉村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彰化縣政府 954.2 

197,287.2 

正式申請繳費完後約 3 個月 
 

13 鹿港國中 鄔金松 事務組長 04-7772037-1311 籃球場 4 座 福興鄉福橋段 0211-0000 地號（學校用地） 鹿港鎮公所 2415 
499,422 

正式申請繳費完後約 4 個月 
 

14 鹿鳴國中 賴宥任 事務組長 04-7713846#251 球場 5 座 
鹿港鎮鹿鳴段 1032 地號 

（特定農業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鹿鳴國中 3154.7 

652,247.2 

正式申請繳費完後約 4 個月 

田徑場 1 座 893 平方公

尺 

15 
鹿江國際

中小學 
郭芳佑 事務組長 04-7775701#302 籃球場 8 座 

文中二 A 區籃球場於永安段 3156 地號、文小四 B 區籃

球場於永安段 3349 地號、文小四 C 區籃球場於永安段

3327、永安段 4043-4 地號（都市土地、學校用地） 

彰化縣政府 4900 
1,013,320 

正式申請繳費完後約 4 個月 

文中二 A 區籃球場 4 座計

2500 平方公尺、文小四 B

區籃球場 2 座計 1200 平

方公尺、文小四 C 區籃球

場 2 座計 1200 平方公尺 

福興鄉學校 

16 管嶼國小 施智超 總務主任 7702949#16 籃球場 1 座 福興鄉管厝段 196 地號（鄉村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彰化縣政府 576  
119,116.8 

正式申請繳費完後約 3 個月 
 

17 日新國小 周育廉 總務主任 04-7773861#13 籃球場 1 座 福興鄉 2284 地號（特定農業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日新國小 369.6 
76,309.2 

正式申請繳費完後約 3 個月 
 

18 大興國小 張燕珠 總務主任 04-7792251 
人工草皮 

足球場 1 座 
大興段 1760 地號（特定農業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彰化縣 1706.6 

352,800.8 

正式申請繳費完後約 4 個月 
 

秀水鄉學校 

19 陜西國小 呂政圭 總務主任 04-7692242#13 
籃球場 1 座 

綜合球場 1座 

1、籃球場於秀水鄉陝西段 0039、0049 地號 

（特定農業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2、綜合球場於秀水鄉陝西段 0043、0044 地號（特定農

業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秀水鄉陝西段 0129 地號（特

定農業區、水利用地）及秀水鄉陝西段 0727 地號（特

定農業區、殯葬用地） 

秀水鄉公所 1414 
292,415.2 

正式申請繳費完後約 4 個月 

籃球場 1 座 532 平方公尺 

綜合球場 1 座 882 平方公

尺 

20 秀水國中 黃俊銘 事務組長 04-7696031#500 
排球場（含小

籃球場）1 座 

排球場(含小籃球場)秀水鄉秀中段 374、375、376、377

地號（都市土地、學校用地（文中一）） 
秀水鄉公所 880  

181,984 

正式申請繳費完後約 3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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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彰化縣所屬學校球場設置棚架式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公開標租案「租賃標的候選清冊」 
編

號 
學校名稱 

聯繫窗口 

姓名 

聯繫窗口 

職稱 
電話 球場名稱 坐落地號/使用地類別 所有權人 

球場面積 

(平方公尺) 

併網概估費用(新臺幣：元)

及時程 
備註 

溪湖鎮學校 

21 溪湖國小 黃松彬 總務主任 8853126#213 綜合球場 1 座 溪湖鎮大竹段 0609 - 0000 地號,（學校用地） 中華民國 1184 
244,851.2 

正式申請繳費完後約 4 個月 
 

22 湖西國小 陳宗聲 總務主任 04-8852234#104 籃球場 2 座 
溪湖鎮北勢段 776 地號（學校用地） 

溪湖鎮北勢段 794 地號（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溪湖鎮公所 1408 

291,174.4 

正式申請繳費完後約 4 個月 
 

23 湖東國小 蔡見政 總務主任 04-8852062#14 
網球場 1 座 

籃球場 1 座 

1、溪湖鎮湖東段 151、141 地號（都市土地、學校用地） 

2、湖東段 117、137、141 地號及光平段 252-1、253、

254-1、255-1、256-1 地號（都市土地、學校用地） 

彰化縣政府 

溪湖鎮公所 

中華民國 

2529 
522,997.2 

正式申請繳費完後約 4 個月 

網球場 1 座，計 1517

平方公尺、籃球場 1

座，計 1012 平方公尺 

24 媽厝國小 黃美惠 總務主任 04-8853225#818 
籃球場 1 座 

網球場 1 座 

籃球場於溪湖鎮三興段 0307-0000 地號（學校用地） 

網球場於溪湖鎮三興段 0305-0000 地號（特定農業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彰化縣政府 1108 
229,134.4 

正式申請繳費完後約 4 個月 

籃球場(南邊)1 座計 568

平方公尺、網球場 1 座

計 540 平方公尺 

25 湖北國小 楊瑞泰 事務組長 8613618#14 籃球場 1 座 溪湖鎮西寮段 0024 地號（學校用地） 彰化縣政府 576 
119,116.8 

正式申請繳費完後約 3 個月 
 

埔鹽鄉學校 

26 好修國小 江昆翰 總務主任 04-8653555#30 手球場 1 座 埔鹽鄉成功段 0672-0002 地號（學校用地） 彰化縣政府 1030 
213,004 

正式申請繳費完後約 4 個月 
 

27 新水國小 施進勝 總務主任 04-8651112 籃球場 1 座 
埔鹽鄉義和段 27 地號 

（特定農業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彰化縣政府 672 

138,556 

正式申請繳費完後約 3 個月 
 

28 埔鹽國中 林俊宏 事務組長 04-8653424#136 籃球場 2 座 
埔鹽鄉成功段 1420-0000 及 1422-0000 號 

（學校用地） 
彰化縣政府 1088 

225,412 

正式申請繳費完後約 4 個月 

操場規劃由直向改橫

向，向教育部申請經費

中；操場轉向工程完成

後，方能設置光電球場 

埔心鄉學校 

29 明聖國小 謝峻碧 總務主任 04-8295395#804 綜合球場 1 座 
埔心鄉瓦瑤南段 0701-0000 地號 

（特定農業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彰化縣政府  910 

188,188 

正式申請繳費完後約 3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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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彰化縣所屬學校球場設置棚架式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公開標租案「租賃標的候選清冊」 

編

號 
學校名稱 

聯繫窗口 

姓名 

聯繫窗口 

職稱 
電話 球場名稱 坐落地號/使用地類別 所有權人 

球場面積 

(平方公尺) 

併網概估費用(新臺幣：元)

及時程 
備註 

大村鄉學校 

30 大西國小 邱文雀 總務主任 04-8522677#13 籃球場 1 座 
大村鄉大西段 1222、1223、1224 地號 

（特定農業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大西國小 416 

86,028.8 

正式申請繳費完後約 3 個月 
 

31 大村國中 彭永志 總務主任 04-8521231#210 籃球場 2 座 
大村鄉村上段 193、196、198、199 地號 

（鄉村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彰化縣政府 1115 

230,582 

正式申請繳費完後約 4 個月 
 

永靖鄉學校 

32 永興國小 何鈴茹 總務主任 04-8221714#730 籃球場 1 座 
永靖鄉興寧段 366、367 地號 

（鄉村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彰化縣政府 769.6 

159,029.2 

正式申請繳費完後約 3 個月 
(位於操場內) 

33 德興國小 鍾裕文 總務主任 8222158#17 籃球場 1 座 
永靖鄉竹子段 0782-0000 地號 

（特定農業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彰化縣政府 608 

125,734.4 

正式申請繳費完後約 3 個月 
 

34 永靖國中 陳麗妃 總務主任 04-8221929#121 籃球場 1 座 
永靖鄉永中段 195、206、207、334、335、337 地號 

（學校用地） 
彰化縣政府 420 

86,856 

正式申請繳費完後約 3 個月 
 

田中鎮學校 

35 內安國小 蕭國助 總務主任 04-8742252#103 綜合球場 1 座 田中鎮中新段 394 地號（學校用地） 彰化縣政府 1080 
223,344 

正式申請繳費完後約 4 個月 
 

36 新民國小 徐溢鴻 總務主任 8756166#131 籃球場 2 座 田中鎮新民段 0035-0000 地號（學校用地） 彰化縣政府 1120 
231,616 

正式申請繳費完後約 4 個月 
 

37 田中高中 楊易昇 總務主任 
04-8745820 

#1710 
籃球場 2 座 

田中鎮田中段

1110,1113,1117,1118,1119,1120,1124,1126 

中南段 260,261,262 地號（學校用地） 

彰化縣政府 1170.24 
241,956 

正式申請繳費完後約 4 個月 
 

社頭鄉學校 

38 社頭國中 陳文吉 總務主任 04-8732047#500 
籃球場 3 座 

網球場 4 座 

籃球場於社頭鄉社中段 9 地號（學校用地） 

網球場於社頭鄉社中段 75 地號（學校用地） 
彰化縣政府 4358 

901,234.4 

正式申請繳費完後約 4 個月 

籃球場3座計2079平方

公尺和網球場 4 座計

2279 平方公尺 

籃球場 1 座已蓋風雨球

場(607 平方公尺) 

二水鄉學校 

39 二水國小 陳明燦 總務主任 04-8792040#13 網球場 4 座 文聖段 581、582、583 地號（學校用地） 

二水國小、

陳清、陳博

文 

2184 
451,651.2 

正式申請繳費完後約 4 個月 

冷氣電力改善工程預計

111 年 2 月 28 日完工，

完工後方能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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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彰化縣所屬學校球場設置棚架式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公開標租案「租賃標的候選清冊」 

編

號 
學校名稱 

聯繫窗口 

姓名 

聯繫窗口 

職稱 
電話 球場名稱 坐落地號/使用地類別 所有權人 

球場面積 

(平方公尺) 

併網概估費用(新臺幣：元)

及時程 
備註 

北斗鎮學校 

40 北斗國小 李欣欣 總務主任 048882008#16 籃球場 1 座 北斗鎮新政段 55 地號（學校用地） 彰化縣政府 980 
202,664 

正式申請繳費完後約 3 個月 
 

41 萬來國小 華銘輝 總務主任 04-8882119#15 
籃球場 1 座 

網球場 2 座 
北斗鎮三民段 907 地號（學校用地） 彰化縣政府 1831.5 

378,444 

正式申請繳費完後約 4 個月 

籃球場 1 座計 775.5 平

方公尺和網球場 2 座

計 1056 平方公尺 

42 螺陽國小 王聖賢 總務主任 04-8882039#104 
網球場 2 座 

籃球場 1 座 
北斗鎮大安段 07200000 地號（學校用地） 彰化縣政府 1080 

223,344 

正式申請繳費完後約 4 個月 

網球場 2 座計 680 平方

公尺、籃球場 1 座計

400 平方公尺 

43 北斗國中 林玉雯 總務主任 048882072#10 籃球場 4 座 北斗鎮新政段 0047 地號（學校用地） 彰化縣政府 2761.88 
570,768 

正式申請繳費完後約 4 個月 
 

田尾鄉學校 

44 陸豐國小 蒲聰閔 總務主任 8222563 躲避球場 1 座 

1.田尾鄉新豐段 0079-0000 地號（交通用地） 

2.田尾鄉新豐段 0084-0000、0093-0000、0096-0000、

0079-0000 地號（特定農業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田尾鄉公所 589 
121,805.2 

正式申請繳費完後約 3 個月 
 

45 田尾國中 巫俊翰 事務組長 04-8832174#36 籃球場 4 座 田尾鄉芳富段 469、474 地號（學校用地） 田尾國中 2099.56 
434,280 

正式申請繳費完後約 4 個月 
 

埤頭鄉學校 

46 中和國小 鐘萬財 總務主任 04-8895768#102 
躲避球場 1 座 

籃球場 1 座 

埤頭鄉嘉和段 962、963 地號、埤頭鄉嘉和段 955 地號 

（鄉村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彰化縣政府 1348.09 

279,180 

正式申請繳費完後約 4 個月 
 

47 埤頭國中 葉鎮國 事務組長 04-8922004#41 排球場 1 座 
埤頭鄉稻香段 750、751 地號 

（特定農業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埤頭鄉公所 325 

67,210 

正式申請繳費完後約 3 個月 
 

溪州鄉學校 

48 溪州國小 周大中 體衛組長 04-8895013#121 籃球場 3 座 溪州鄉湄洲段 689-2、673 地號（學校用地） 
中華民國、 

彰化縣政府 
1260 

260,568 

正式申請繳費完後約 4 個月 
 

49 三條國小 謝家豪 總務主任 04-8895080#13 綜合球場 1 座 
溪州鄉仁愛段 709 地號（鄉村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溪州鄉仁愛段 687 地號（鄉村區、交通用地） 
彰化縣政府 671 

138,556 

正式申請繳費完後約 3 個月 
 

50 成功國小 蕭凱文 總務主任 8802225#43 籃球場 2 座 
溪州鄉成功段 346 地號 

（鄉村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彰化縣政府 1285 

265,738 

正式申請繳費完後約 4 個月 
 

51 南州國小 莊聖民 總務主任 048892224#703 籃球場 1 座 溪州鄉進樂段 966 地號（學校用地） 南州國小 490 
101,332 

正式申請繳費完後約 3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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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聯繫窗口 

職稱 
電話 球場名稱 坐落地號/使用地類別 所有權人 

球場面積 

(平方公尺) 

併網概估費用(新臺幣：元)

及時程 
備註 

二林鎮學校 

52 二林國小 洪國焜 總務主任 04-8960057#706 綜合球場 1 座 二林鎮儒明段 0795 地號（學校用地） 彰化縣政府 925 
191,290 

正式申請繳費完後約 3 個月 
 

53 香田國小 丁至璋 總務主任 04-8960654 籃球場 1 座 
二林鎮香田段 0034-0000 地號 

（特定農業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二林鎮公所 600 

124,080 

正式申請繳費完後約 3 個月 
 

大城鄉學校 

54 大城國小 蔡克成 總務主任 8941135#104 綜合球場 1 座 大城鄉東城段 1171-0000 地號（學校用地） 彰化縣政府 723 
149,516.4 

正式申請繳費完後約 3 個月 
 

55 大城國中 許仁興 事務組長 048941022#206 
籃球場新建 

1 座 
大城鄉東城段 390 地號（學校用地） 彰化縣政府 610 

126,148 

正式申請繳費完後約 3 個月 

戶外球場工程預計 111

年 2 月 28 日完工，完

工後施作 

芳苑鄉學校 

56 漢寶國小 蔡秀娥 總務主任 04-8991062#12 籃球場 1 座 
芳苑鄉漢寶園段 636 地號 

（一般農業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中華民國 500 

103,400 

正式申請繳費完後約 3 個月 
 

57 新寶國小 李文益 總務主任 04-8932885#204 籃球場 1 座 
芳苑鄉王功段 1203-0001 地號 

（一般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 
彰化縣政府 476 

98,436.8 

正式申請繳費完後約 3 個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