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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區107學年度國民小學學區一覽表  [自 100.09.02 至101.09.01 出生兒童] 

◎表自由學區 

行 政區  學 校名稱  學 區  聯 絡電話  

桃園區 建德國小 福林，大林，大樹（1-4、6-15），大豐（2、15-25） 3660688 

桃園區 建國國小 雲林，福安，大樹（5、16-21），大豐（1、3-14），

建國（3、5-7、9-11、13-15、23），豐林（2-4、

17、18、26、34、37），◎豐林(16) 

3636660 

桃園區 

 

南門國小 玉山，南門，泰山，文明（10-13），豐林（1、5-15、

19-25、27-33、35、36） 

3370576 

桃園區 中山國小 中山，中泰，中聖，中平，中原，中信（6、17、19-

27），中德（15-21、27、33） 

2203012 

桃園區 文山國小 文中，中路，中正（3-23、27-28），中信（1-5、7-

16、18、28-30），中成（6-12、18），◎龍安(1) 

3601400 

桃園區 龍山國小 龍山，龍祥，龍壽 3691253 

桃園區 西門國小 西湖，光興，中正（1、2、24-26），中興（2-35），

西門（1、2【民族路250-258號】、3-12） 

3342351 

桃園區 桃園國小 文化，文昌，長美，南華，武陵，文明（1-9），民生

（1、3-4、6-9），◎豐林(16) 

3322268 

桃園區 東門國小 東山，東門，萬壽，北門（4、7、10），中和（5、7、

9、11-14），民生（2、5、10-14），成功（1-3、7-

15、18、22-25），建國（1、2、4、8、12、16-

22、24-26），朝陽（1-12） 

3322057 

桃園區 青溪國小 三民，成功（4-6、16、17、19-21），青溪（1-17、

23-33） 

3347883 

桃園區 成功國小 永安，永興，長德(9-22)，中成（13-17、19），中和

（1-4、6、8、10），中興（1），西門（2【民族路

250-258號除外】），北門（1-3、5、6、8、9、11-

14），東埔（1、2、4、8-14、24-28），青溪（18-

22），朝陽（13）◎長安，◎長德(1-5) ，◎長德(6-

8) 

3322772 

桃園區 北門國小 信光，東埔（3、5-7、15-23、29），慈文（2、4-7、

12-16、26），朝陽（14、15）◎長安，◎慈文（3、

10-11、17-18、23-25），◎長德(1-5) 

3250959 

桃園區 永順國小 南埔，中寧(20-23），慈文（1、8、9、19-22、27-

32），寶慶（1、13、15-18），◎中寧（17、24、

3024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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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區  學 校名稱  學 區  聯 絡電話  

25），◎慈文（3、10-11、17-18、23-25），◎中寧

里（17、24、25），◎長德(6-8) 

桃園區 大有國小 大有，三元，福元（8-9） 3577715 

桃園區 大業國小 大業，忠義，福元（1-7、10-15），寶山（16-18、

20-26） 

3337771 

桃園區 會稽國小 春日（1-3、5-26），大興（3-24），汴洲（2-11、

15-30），寶山（1-7）、◎汴洲（12-14、31），◎春

日（4） 

3252982 

桃園區 快樂國小 會稽，寶山（8-15、19），◎汴洲（12-14、31），◎

春日（4） 

3580001 

桃園區 新埔國小 自強（1、8-9、25-26、35），新埔（4-28、31、33-

34）、◎新埔（3、29） 

3162972 

桃園區 慈文國小 大興（1-2），中寧（1【中正路931號以前即大興西路

以南】、2-3、11-16、18-19），同安（1-8、16-

19、22-25、27-28），新埔（1-2、30、32、35）、

◎新埔（3、29）◎中寧（17、24、25），◎同安(9、

21、26)  

3175755 

桃園區 同安國小 莊敬，自強（2-7、10-24、27-34），汴洲（1），同

安（10-15、20），◎明德（1-3）◎同安(9、21、26) 

3269251 

桃園區 同德國小 寶安（1-3、15-17、24-27、31），同德，中寧（1

【中正路931號以後即大興西路以北】、4-10），◎明

德（1-3），◎寶慶（2-12、14、19-20） 

3176403 

桃園區 莊敬國小 北埔，瑞慶，寶安（4-14、18-23、28-30），明德

（4-11） 

3020784 

桃園區 中埔國小 中埔，西埔，中成（1-5、20），◎寶慶（2-12、14、

19-20） 

3013028 

蘆竹區 龍安國小 龍安(2-22)，龍岡，龍鳳，◎龍安(1) 3922797 

八德區 大成國小 中德(1-14、22-26、28-32)  3661155  

備註： 

� 寶慶里（2-12、14、19-20）為同德、中埔國小自由學區。 

� 汴洲里（12-14、31）、春日(4) 為會稽、快樂國小自由學區。 

� 長安里為成功、北門國小自由學區。 

� 新埔里（3、29）為慈文、新埔國小自由學區。 

� 龍安里(1)為蘆竹龍安、文山國小自由學區。  

� 慈文里（3、10-11、17-18、23-25）為北門、永順國小自由學區。 

� 中寧里（17、24、25）為永順、慈文國小自由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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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德里（1-3）為同德、同安國小自由學區。 

� 同安里（9、21、26）為同安、慈文國小自由學區。 

� 豐林里（16）為建國、桃園國小自由學區。 

� 長德里(1-5) 為成功、北門國小自由學區。 

� 長德里(6-8) 為成功、永順國小自由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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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區107學年度國民中學學區一覽表  [自 94.09.02 至 95.09.01 出生兒童] 

◎表自由學區 

行 政區  學 校名稱  學 區  聯 絡電話  

桃園區 建國國中 福安、豐林，中德（1-14、22-26、28-32），南門（1-

9、20、23、28-33），玉山（2、3、25），泰山（1、

19），福林（1、4-18、19【以建新街為界，建新街雙

號】、20-25、28-30） 

3630081 

桃園區 福豐國中 大林，大樹，大豐，雲林，建國（3、5-7、9-11、13-

15、23），福林（2、3、19【以建新街為界，建新街單

號】、26、27） 

3669547 

桃園區 文昌國中 北門，信光，東埔，新埔（1、2、30【同安街178號以

前】、32-35），同安（1、4-9、19-21、25-27），青

溪（18-22），朝陽(13-15)，◎長安，◎新埔（3、21-

23、24【同安街336巷以南】、29、30【同安街178號

（含）至340號】、31鄰），◎大興（1-6） 

3552776 

桃園區 會稽國中 春日，會稽，大興（7-24），汴洲（6、9-17、23-24、

26-28、31），寶山（1-9、19），◎大興（1-6），◎

汴洲（5、7、8、19） 

3551496 

桃園區 青溪國中 三民，民生，成功，東山，東門，朝陽(1-12)，萬壽，中

和（5、7、9、11-14），青溪（1-17、23-33），武陵

（1、2、3、4【民族路橋以東】、5-12），建國（1、

2、4、8、12、16-22、24-26） 

3392400 

桃園區 大有國中 大有，忠義，福元，三元，大業，寶山（10-18、20-

26） 

2613297 

桃園區 桃園國中 文化，文昌，文明，中興，永興，光興，西門，西湖，長

美，南華，中成（13-17、19），中和（1-4、6、8、

10），玉山（1、4-24、26），永安（5、10-12、14-

16、20-26），武陵（4【民族路橋以西】），南門

（10-19、21-22、24-27），泰山（2-18、20），◎

永安(1-4 、6-7) 

3358282 

桃園區 中興國中 文中，中山，中平，中正，中信，中原，中路，中泰，中

聖，龍安，龍岡，龍鳳，中德（15-21、27、33），中

成（1-12、18、20），南埔（1、3、8【以永安路為

界，永安路單號及靠中興國中部分】），蘆竹區：◎新興

(1-6）、中福(13-19) 

3694315 

桃園區 慈文國中 長德，慈文，永安（8-9、13、17-19），中寧（1、2-

4、6-25），同安（2、3、16-18、22-24、28），南

3269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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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區  學 校名稱  學 區  聯 絡電話  

埔（1、3、8【以永安路為界，永安路雙號及靠慈文國中

部分】、2、4-7、9-16），寶慶（1、13、15-18），

◎莊敬里（5-7、11-15、17-19、22-23），◎長安，

◎永安(1-4、6-7) 

桃園區 同德國中 中埔，北埔，瑞慶，西埔，寶慶（2-12、14、19-

20），寶安，同德，中寧（5），明德  

2628955 

桃園區 經國國中 自強，莊敬（1-4、8-10、16、20-21），同安（10-

15），新埔（4-20、24【同安街336巷以北】、25-

28），汴洲（1-4、18、20-22、25、29-30），◎莊

敬里（5-7、11-15、17-19、22-23），◎新埔（3、

21-23、24【同安街336巷以南】、29、30【同安街

178號（含）至340號】、31鄰），◎汴洲（5、7、8、

19） 

3572699 

中壢區 內壢國中 龍山（17、18、20-24） 4522494  

八德區 永豐高中 龍祥、龍壽、龍山（1-16、19、25-27） 3692679 

備註： 

� 新埔里（3、21-23、24﹝同安街336巷以南﹞、29、30﹝同安街178號（含）至340

號﹞、31鄰）為文昌、經國國中自由學區。 

� 大興里（1-6）為文昌、會稽國中自由學區。 

� 汴洲里（5、7、8、19）為會稽、經國國中自由學區。 

� 長安里全部為慈文、文昌國中自由學區。 

� 永安里(1-4 、6-7)為桃園、慈文國中自由學區。 

� 莊敬里（5-7、11-15、17-19、22-23）為慈文、經國國中自由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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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壢區107學年度國民小學學區一覽表  [自 100.09.02 至 101.09.01 出生兒童] 

◎表自由學區 

行 政區  學 校名稱  學 區  聯 絡電話  

中壢區 龍岡國小 振興，龍興，龍德（1-3、5-20），龍慈（1-3），◎後

寮（1、19-20） 

4588582 

中壢區 普仁國小 普慶，後寮（2-18、21-28），仁美（1-21、27-

32），至善（1），龍慈（11-21），龍德（4），◎仁

愛（7、21-22），◎仁福（2-6），◎後寮（1、19-

20），◎龍慈（4-10），◎至善（2-5） 

4563830 

中壢區 富台國小 中堅，龍昌，仁福（1、7-21、24-26），◎仁福（2-

6），◎至善（2-5），至善（6-22），◎龍慈（4-

10），龍慈（22-24），◎龍東（1-9、23），◎龍安

（1-11） 

4563335 

中壢區 信義國小 信義，正義，東興（1-3），明德（1-24），健行（9、

16-25），普強（2-6、8-24），◎健行（1、26） 

4573780 

中壢區 華勛國小 仁祥，華勛，仁德，仁和，華愛，仁愛（1-6、8-19），

仁美（22-26），仁福（22-23），◎仁愛（7、21-

22） 

4661587 

中壢區 中原國小 普仁，普忠（1-18、20），普強（1、7），仁義（1-

8） 

4388200 

中壢區 內壢國小 內壢，成功，福德，中原（1-7、10-30），忠孝（1-

17） 

4635888 

中壢區 內定國小 內定（1-8、17-26），◎內定（9-16、27），文化

（1-20、22-24） 

4524624 

中壢區 自立國小 自立，自信，普忠（19），仁愛（20），莊敬（1-14、

18-20），忠義（6-7、10、15） 

4559130 

中壢區 興仁國小 興仁，自強，自治，莊敬（15-17、21） 4355753 

中壢區 中正國小 中正，中山，篤行，中興 4559313 

中壢區 元生國小 復華，復興，和平，文化（21、25-36），忠義（8-

9），中原（8-9），忠孝（18-21） 

4625566 

中壢區 中壢國小 中建，中壢，石頭，中央（3、5-8、22），◎中央（9-

12、14-15），東興（4-13、20-21），永興（1-5），

興南（1-3、5、8-10），中榮（1、4-5、9、12-19） 

4255216 

中壢區 新街國小 新街，普義，幸福，德義，中央（1-2、4、13、16-

21），◎中央（9-12、14-15），忠福（1-12、22-

4523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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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區  學 校名稱  學 區  聯 絡電話  

37、39、41），忠義（1-5、11-14），興南（4、6-

7、13、16-17），水尾（2、4-23），仁義（9-23） 

中壢區 忠福國小 永福，忠福（13-21、38、40），◎內定（9-16、27） 4340192 

中壢區 青埔國小 青埔，興和（7-14），洽溪（7-10、13），水尾（1、

3） 

4531626 

中壢區 興國國小 興國，興平，金華，興和（1-6、15-18），興南（11-

12、14-15、18-25） 

4258158 

中壢區 林森國小 健行（2-8、10-15），◎健行（1、26），東興（14-

19），新興，林森 

4579213 

中壢區 新明國小 ◎五權（1-6），五權（7-11、23），五福（1-3、10-

15、17-24），舊明（1-5、8、16-23），永興（6-

12），三民，光明，永光，新明 

4933262 

中壢區 芭里國小 洽溪（1-6、11-12），芝芭（1-9、11-14） 4228086 

中壢區 大崙國小 山東（1-6、15），過嶺（5-6），芝芭（10），月眉，

內厝 

4983424 

中壢區 山東國小 山東（7-14） 4981323 

中壢區 中平國小 過嶺（1-4、7-21） 4902025 

平鎮區 忠貞國小 ◎龍東（1-9、23），龍東（10-22、24-29），龍平，

龍安（12-15），龍岡 

4501450 

平鎮區 復旦國小 五福（4-9、16），五權（20-22、25-26） 4928238 

平鎮區 文化國小 五權（12-19、24、27），◎五權（1-6） 4921750 

平鎮區 新榮國小 舊明（6-7、9-15），中榮（2-3、6-8、10-11） 2806200 

八德區 霄裡國小 ◎龍安（1-11） 3651101 

備註： 

� 後寮里（1、19-20）為龍岡、普仁國小自由學區。  

� 仁愛里（7、21-22）為華勛、普仁國小自由學區。  

� 仁福里（2-6）為普仁、富台國小自由學區。  

� 龍東里（1-9、23）為忠貞、富台國小自由學區。  

� 龍安里（1-11）為富台、霄裡國小自由學區。  

� 健行里（1、26）為信義、林森國小自由學區。  

� 內定里（9-16、27）為內定、忠福國小自由學區。  

� 中央里（9-12、14-15）為中壢、新街國小自由學區。  

� 五權里（1-6）為新明、文化國小自由學區。 

� 龍慈里（4-10）為普仁、富台國小自由學區。 

� 至善里（2-5）為普仁、富台國小自由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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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壢區107學年度國民中學學區一覽表  [自 94.09.02 至 95.09.01 出生兒童] 

◎表自由學區 

行 政區  學 校名稱  學 區  聯 絡電話  

中壢區  新明國中  永興，新明，光明，三民，五權(4-27)，五福，永光，

舊明  

4936194  

中壢區  興南國中  興南，興國，興平，水尾，金華，新街，興和（1-6，

15-18鄰），◎興和（7-14），忠福，幸福，永福，◎

忠義（1-5、11-14），仁義（12-23）   

4629991  

中壢區  內壢國中  內壢，中原，忠孝，內定，成功，福德，復興，復華，文

化，和平，普忠（19），◎忠義（1-5、11-14），忠義

（6-10、15）  

4522494  

中壢區  自強國中  興仁，中正，中山，中興，篤行，自立，自信，自強，莊

敬，自治，仁德，仁和，仁祥，華勛，仁愛（1-6、8-

20），華愛，仁美（24-25），◎仁美（22-23、26）   

4553494  

中壢區  大崙國中  內厝，月眉，山東，◎過嶺（5-7），芝芭（10）  4982840  

中壢區  東興國中  信義，正義，普仁，普強，普忠（1-18、20），明德，

仁美（1-15、27-32），仁義（1-11），德義（1-15、

20），仁愛（7、21-22），東興（1-3），健行，林森

(4-6、8)，◎仁美（22-23、26），◎普慶  

4583500  

中壢區  龍岡國中  龍岡(2-15、17-23)，龍東，龍平，龍安，中堅，龍昌

（15-18）  

4562137-8  

中壢區  龍興國中  振興，龍德，龍興，至善，後寮，龍慈，龍岡（1、

16），龍昌（1-14、19-33），仁福，仁美（16-

21），◎仁美（22-23、26），◎普慶，◎林森（10）  

4575200  

中壢區  過嶺國中  過嶺（1-4、8-21），◎過嶺（5-7），五權(1-3)  4200026   

中壢區 青埔國中 芝芭(1-9、11-14)，洽溪，青埔，◎興和（7-14） 3811802 

平鎮區  中壢國中  中壢，中榮，中建，石頭，中央，林森（1-3、7、9、

11-23）、◎林森（10），東興（4-21），普義，德義

（16-19），新興  

4223214  

備註：  

� 過嶺里（5-7）為過嶺、大崙國中自由學區。  

� 忠義里（1-5、11-14）為興南、內壢國中自由學區。  

� 仁美里（22-23、26）為自強、東興、龍興國中自由學區。  

� 普慶里全部為東興、龍興國中自由學區。  

� 林森里（10）為中壢、龍興國中自由學區。  

� 興和里（7-14）為興南、青埔國中自由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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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鎮區107學年度國民小學學區劃分一覽表  [自100.09.02 至101.09.01 出生兒童] 

◎表自由學區 

行 政區  學 校名稱  學 區  聯 絡電話  

平鎮區 宋屋國小 

廣仁，平興（1-9、12、32-36、39-40），宋屋（3-9），平鎮（8-

17）、◎平鎮（7、29【南平路二段116巷至396巷】）◎平鎮

（18、19、30），義民（15-16、18-20、21【延平路2段324至348

號】、29-30、34-35），新貴（3、26） 

4933654 

平鎮區 平興國小 

宋屋（1-2、10-33），平興（10-11、13-31、37、38），義民（1-

14、27-28、33），復旦（1、25-28），◎復旦（32），高雙（1-

10、11【復旦路三段36巷11之1號、11之2號、復旦路三段136巷55

至206號】、14、28-29） 

4029323 

平鎮區 文化國小 

復興，復旦（2-24、29-31、33），◎復旦（32），高雙（11【民

族路三段1巷281至315號、長安路339巷113至268號】、12-13、15-

27），雙連（43） 

4921750 

平鎮區 復旦國小 廣達，廣興（1-28、29【育逹路2至54號】、34-43） 4917491 

平鎮區 義興國小 
義興，義民（17、21【延平路2段201至306號】、22-26、31-32、

36） 
4913700 

平鎮區 新榮國小 
廣興（29【義民路204號、204-1號204-2號206-2號】、30-33），新

勢（13-15），  
2806200 

平鎮區 新勢國小 
新榮，新英，新富（1-13、15-37），北華（5-9、19），北勢（5-

8），新勢（1-12、16-41） 
4937563 

平鎮區 北勢國小 
北興，北富，北貴，新貴（1、5-25、27-28），金陵（10-19、23-

26），北華（1-4、20-22），新富（14），龍恩（1、11-17） 
4586472 

平鎮區 忠貞國小 忠貞，中正，貿易，東社，龍興，龍恩（2-10、20-24、33-43） 4501450 

平鎮區 山豐國小 

山峰，莊敬，福林（6【山福路398巷2至53號、山福路402之2號、

東豐路526巷38至186號、隘寮路】、7、8【三興路310巷至360

號、自強街122巷】、9-24），湧光（1-17、39-44），湧豐（1-8） 

4691784 

平鎮區  東勢國小 

東勢（1-8、9【洪圳路1073巷至1228號】、10-33、35-42），建安

（5-32），福林（1-5、6【東豐路526巷22弄1、6、18號】、8【三

興路436巷、438號】），南勢（1-2、34） 

4504034 

平鎮區 南勢國小 

南勢（3-33、35-36），金星，平安，平南，平鎮（1-6）、 ◎平

鎮（7、29【南平路二段116巷至396巷】），鎮興（21-25），新

貴（2、4） 

4393724 

平鎮區 東安國小 東安，華安，新安，建安（1-4） 4509571 

平鎮區 祥安國小 湧安，湧豐（9-16），湧光（18-38、45），◎鎮興（18-20） 419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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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區  學 校名稱  學 區  聯 絡電話  

楊梅區 瑞埔國小 

◎平鎮（7、29【南平路二段116巷至396巷】）、平鎮（20-28、29

【南平路二段398巷至496號】、31-32）、◎平鎮（18、19、

30），鎮興（1-17、26-29）、◎鎮興（18-20） 

4822018 

中壢區 中壢國小 北安，北勢（1-4、9-15） 4255216 

中壢區 中平國小 雙連（1-42、44-47） 4902025 

中壢區 龍岡國小 龍恩（18-19、25-32） 4588582 

中壢區 林森國小 北華（10-18），北勢（16-21），金陵（1-9、20-22） 4579213 

龍潭區 武漢國小 ◎東勢（9【東龍街231巷28弄至231巷70號】、34） 4792873 

大溪區 員樹林國小 ◎東勢（9【東龍街231巷28弄至231巷70號】、34） 3801502 

備註： 

� 平鎮（7、29【南平路二段116巷至396巷】）為宋屋、南勢、瑞埔國小自由學區。 

� 平鎮里（18、19、30）為宋屋、瑞埔國小自由學區。  

� 復旦里（32）為文化、平興國小自由學區。  

� 鎮興里（18-20）為祥安、瑞埔國小自由學區。 

� 東勢里（9【東龍街231巷28弄至231巷70號】、34）為武漢、員樹林國小自由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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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鎮區107學年度國民中學學區劃分一覽表  [自 94.09.02 至 95.09.01 出生兒童] 

◎表自由學區 

行 政區  學 校名稱  學 區   聯 絡 電 話  

平鎮區 平鎮國中 

新富，新英，新貴，新榮，北興，金陵，北華，北貴，北

富，北勢（6-21），福林（1-5、6【東豐路526巷22弄1、6、

18號】），新勢（1-2、12、16-41），龍恩（1），建安

（19-24、32），東勢（1-8、9【洪圳路1073巷至1228號】、

20-22、26-33、37-38、41-42） 

4572150 

平鎮區 平南國中 

金星，平安，平南，莊敬，南勢，山峰，湧光，福林（6

【山福路398巷2至53號、山福路402之2號、東豐路526巷38

至186號、隘寮路】、7-24），平鎮（1-7、29【南平路二段

116巷至396巷】），鎮興（21-25），湧豐（1-16），湧安

（1-19、21-28） 

4392164 

平鎮區 中壢國中 北安，新勢（3-11、13-15），北勢（1-5） 4223214 

平鎮區 平興國中 
義民，義興，廣達，廣仁，高雙，復旦，復興，廣興，宋

屋，平興，平鎮（8-17），雙連（43） 
4918239 

平鎮區 東安國中 
東安，華安，新安，東社，東勢（10-19、23-25、35-36、39-

40） ，建安（1-18、25-31） 
4601407 

中壢區 龍岡國中 忠貞，中正，貿易，龍興，龍恩（2-10、20-43） 4562137 

楊梅區 仁美國中 
平鎮（18-28、29【南平路二段398巷至496號】、30-32），

鎮興（1-10） 
4641123 

楊梅區 瑞坪國中 鎮興（11-20、26-29） 4821468 

龍潭區 凌雲國中 湧安（20） 4792604 

大溪區 仁和國中 東勢（9【東龍街231巷28弄至231巷70號】、34） 3906626 

中壢區 龍興國中 龍恩（11-19） 4575200 

中壢區 過嶺國中 雙連（1-42、44-47） 420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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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德區107學年度國民小學學區一覽表   [自 100.09.02 至 101.09.01 出生兒童] 

◎表自由學區 

行 政區   學 校名稱   學 區  聯 絡電話   

八德區  八德國小  興仁，福興，瑞興（1-13、19-20），瑞豐（1-11、16-23），

廣德（1【龍眼宅2至9號游厝、呂厝】）  

3682943  

八德區 霄裡國小  竹園，霄裡（1-12、19）、◎霄裡（18），白鷺（1【公厝

1、2號】），◎龍友（1、21）  

3651101  

八德區 大成國小  大慶，大成，大昌，大同，大和，大智（24【桃德路8巷26

弄1~3號 、5~8號、10號，桃德路8巷32號除外】)，陸光，瑞

興（14-18），廣隆（1-25、29-31、33-34），廣興（11、25

【廣福路389巷全部】、26），廣德（15【建國路872號至

904號雙號全部】）  

3661155  

八德區 大安國小  大安，大湳，大竹，大發(1-5、9-18)、◎大發（6【福德1路

189、237、315、339、395、399、485號、福德1路293巷及

401巷、後庄、後庄街41、43巷、和平路1190巷】、19-

21），◎大發（6【福德1路177巷】、7-8），◎大明（1-

15、20-31）、◎大明（16-19），大興（15-16、17【榮興路

部份】、18-20、25-26）  

3661419  

八德區 大忠國小  大千，大忠，大愛，大華，大漢（1-4、7-9、20），大義

（1-18、39-43），大興（1-14、17【指玄街、榮興路188之1

號、榮興南路50號、榮興南路88巷、城仔街】、21【麻園前

1至3號及大興路】、22-24、27），大順(1-14)  

3635206  

八德區 茄苳國小  高城，高明，茄苳，廣隆（26-28、32），白鷺（1【溪尾坡

面、公厝仔（1-1、2-1、3、2-3）號、崁頂路1386巷、廣福

路1357巷206弄、永豐南路31巷】、2-6、12-17、20-27），廣

興（10），永豐（1-12、13【永豐路、華康街、龍壽街】、

14、15【華康街176巷112至253號、華康街176巷169弄及215

弄、崁腳8-3號】）  

3611425  

八德區 廣興國小  廣興（1-9、12-24、25【廣興路1156巷、18家（3、3-1、3-

2、4、4-1號）】、27-32），廣德（1【龍眼宅1、11至16

號】、2-14、15【建國路799-817號單號、建國路819巷、870

巷、建國路（825、826、827、829、831、866、910、910-

1）、新興路127-1至121號】、16-19）  

3666007-

9  

八德區 大勇國小  大榮，大勇，大福，大正，大宏，大義（19-38），大漢

（5-6、10-19、21-22），大強（3-26、28），大智（24【桃

德路8巷26弄1~3號 、5~8號、10號，桃德路8巷32號】） 

36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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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區   學 校名稱   學 區  聯 絡電話   

八德區 瑞豐國小  大信，瑞祥，瑞發，瑞泰，大順（15-27），瑞德（1-6、

29）  

3682787-

9  

桃園區  建德國小  大強（1-2、27），大仁（1-10、21-24）  3660688  

桃園區  龍山國小  永豐（13【中華路部分】），◎茄明  3691253  

桃園區  建國國小  ◎大明（1-15、20-31）、◎大明（16-19），大仁（11-20、

25-31）  

3636660  

桃園區  中山國小  ◎茄明  2203012-

51  

中壢區  興仁國小  永豐（15【華康街176巷210弄及218弄】、16-19）  4355753  

中壢區  中正國小  白鷺（7-11、18-19）  4559313  

平鎮區  忠貞國小  霄裡（13-14），龍友(2-20)， ◎龍友(1、21) 4501450  

平鎮區  東安國小  霄裡（15-17）、◎霄裡（18）  4509571  

大溪區  僑愛國小  瑞德（7-28、30-34），瑞豐（12-15）  3801896  

鶯歌區  鳳鳴國小  ◎大發（6【福德1路189、237、315、339、395、399、485

號、福德1路293巷及401巷、後庄、後庄街41、43巷、和平

路1190巷】、19-21），◎大明（16-19） 

02-

26797554 

鶯歌區 永吉國小 ◎大發（6【福德1路177巷】、7-8） 02-

26704177 

備註：  

� 霄裡里（18）為霄裡、東安國小自由學區。  

� 龍友里（1、21）為霄裡、忠貞國小自由學區。  

� 大發里（6【福德1路189、237、315、339、395、399、485號、福德1路293巷及401巷、

後庄、後庄街41、43巷、和平路1190巷】、19-21）為鳳鳴(新北市)、大安國小自由學

區。 

� 大發里（6【福德1路177巷】、7-8）為永吉(新北市)、大安國小自由學區。 

� 大明里（1-15、20-31）為建國、大安國小自由學區。  

� 大明里（16-19）為建國、大安、鳳鳴(新北市)國小自由學區。  

� 茄明里全部為桃園區龍山、中山國小自由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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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德區107學年度國民中學學區一覽表 [自 94.09.02 至 95.09.01 出生兒童] 

◎表自由學區 

行 政區   學 校名稱   學 區   聯 絡電話   

八德區  八德國中  興仁，福興，瑞豐，竹園，瑞發，瑞泰，瑞祥，瑞

德，大信，廣德，瑞興(1-13,19-20)，廣興（1-4、

12-24、25【廣興路1156巷】、27-32），◎霄裡

（11）、霄裡（19）  

3685322  

八德區  大成國中  大千，大榮，大慶，大智(24鄰桃德路8巷26弄1~3

號 、5~8號、10號，桃德路8巷32號除外)，大漢，

大愛，大同，大興，大忠，大勇，大義，大成，大

安，大和，大華，大竹，大發(1-5、9-18、6【和平

路1190巷，後庄街41巷、43巷、135號，後庄4號，

福德1路189、237號、293巷5弄、315號、339號、

395號、401巷、485號】)，大昌，陸光，大順，大

湳（1-16，17【東勇街400巷，490巷180弄17號、28

號、36號、60號，182弄12-26雙號、和平路411巷】，

18-32），大強（3-26、28），廣隆（1-25、29-

31、33-34），廣興（11、25【廣福路389巷】、

26），瑞興（14-18），◎大發（6【福德1路177

巷】、7-8、19-21）  

3625633  

八德區  永豐高中  茄明，茄苳，高明，高城，白鷺，永豐，廣隆（26-

28、32），廣興（5-10）  

3692679  

桃園區  建國國中  大福，大正，大宏 ，大智里24鄰桃德路8巷26弄1~3

號 、5~8號、10號，桃德路8巷32號 

3630081  

桃園區  福豐國中  大強（1-2、27），大湳（17【東勇街490巷180弄19

號、和平路1189巷205號】），◎大仁，◎大明  

3669547  

中壢區  龍岡國中  霄裡（1-10）、◎霄裡（11），龍友〈1-18〉  4562137-8  

平鎮區  東安國中  霄裡（12-18），龍友（19-21）  4601407  

鶯歌區  鳳鳴國中  ◎大明，◎大仁 ◎大發（6【福德1路177巷】、7-

8、19-21） 

02-26780609 

備註：  

� 霄裡里（11）為八德、龍岡國中自由學區。  

� 大仁里、大明里全部為福豐、鳳鳴(新北市)國中自由學區。  

� 大發里（6【福德1路177巷】、7-8、19-21）為鳳鳴(新北市)、大成國中自由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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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溪區107學年度國民小學學區一覽表  [自 100.09.02 至 101.09.01 出生兒童]  

◎表自由學區 

行 政區  學 校名稱  學 區  聯 絡電話  

大溪區 大溪國小 興和，福仁，一德（1-17、19-31），美華（18【坑底9

之1號、12號】），月眉(2-17)，◎月眉（1），瑞興

（14-15、16【員林路一段325巷57號、59號、65號、

69號四戶除外】、17-21），一心（慈湖路雙號） 

3882040 

 

大溪區 田心國小 田心，一心（慈湖路雙號除外） 3872008 

大溪區 內柵國小 義和，一德（18），康安（1-23） 3882461 

大溪區 福安國小 福安，美華（1-2、18），◎美華（6、19） 3871414 

大溪區 美華國小 美華（3-5、7-17、19-23），◎美華（6、19） 3882403 

大溪區 百吉國小 復興（1-9、11-17），◎新峰 3883956 

大溪區 永福國小 永福，◎月眉（1） 3875709 

大溪區 中興國小 中新，瑞興（1-13） 3801394 

大溪區 僑愛國小 僑愛，仁義，仁美（1-3、5-8），◎仁美（4、9-14、

16），仁文（1-21），◎仁武(1-4、2【太武新村除

外】、9-11) 

3801896 

大溪區 仁善國小 仁善（2-16），仁美(15、17-18)，◎仁美（4、9-14、

16），◎南興（4-6），仁武(17鄰【太武新村1~100

號】、2鄰) 

◎仁武(1-4鄰、2鄰【太武新村除外】、9-11鄰)，仁愛

（4-5、7、9、15-16、18-21） ，◎仁愛（8、10-

14） 

3801710 

大溪區 南興國小 南興（1-3、7-16、21-28【21鄰西尾2號邱家興宅除

外】），◎南興（4-6）、◎南興（18-20），◎仁愛

（8、10-14） 

3801721 

大溪區 仁和國小 仁和，仁武（5-8、12-20、17鄰【太武新村1~100號除

外】），仁愛（1-3、6、17），仁文（22-30），◎瑞

興（16鄰員林路一段325巷57號、59號、65號、69號四

戶） 

3076626 

大溪區 員樹林國小 員林，三元，光明，南興（17、21鄰西尾2號【邱家興

宅】），瑞源（1、3、5、18-25），◎南興（18-

20），◎瑞興（16鄰員林路一段325巷57號、59號、65

號、69號四戶），◎瑞源（2、6）  

3801502 

大溪區 瑞祥國小 瑞源（4、7-17），◎瑞源（2、6） 3801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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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區  學 校名稱  學 區  聯 絡電話  

復興區 三民國小 ◎新峰 3825294 

龍潭區 石門國小 ◎復興（10） 4711752 

龍潭區 三坑國小 ◎復興（10） 4713627 

八德區 八德國小 仁善（1），◎南興（4-6） 3682943 

備註： 

� 月眉里（1）為大溪、永福國小自由學區。  

� 美華里（6、19）為福安、美華國小自由學區。  

� 新峰里全部為三民、百吉國小自由學區。  

� 仁美里（4、9-14、16）為僑愛、仁善國小自由學區。  

� 仁愛里（8、10-14）為仁善、南興國小自由學區。  

� 仁武里（1-4、2【太武新村除外】、9-11）為僑愛、仁善國小自由學區。 

� 南興里（18-20）為南興、員樹林國小自由學區。  

� 南興里（4-6）為南興、仁善、八德國小自由學區。  

� 瑞興里（16鄰員林路一段325巷57號、59號、65號、69號四戶）為仁和、員樹林國小自

由學區。  

� 復興里（10）為石門、三坑國小自由學區。  

� 瑞源（2、6）為員樹林、瑞祥國小自由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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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溪區107學年度國民中學學區一覽表 [自 94.09.02 至 95.09.01 出生兒童] 

◎表自由學區 

行 政區  學 校名稱  學 區  聯 絡電話  

大溪區 大溪國中 康安，義和，福安，一德，新峰，田心，福仁，月眉，瑞

興，永福，中新，美華，一心，興和，復興(1-9、11-17

鄰) 

3882024 

大溪區 仁和國中 三元，仁善(1、5【廟後19之1、之2、20、21號松樹21

之1、30號】除外)，員林，仁和，光明，仁愛，仁文，

仁武，◎僑愛，仁義（1-17、21-29），◎仁義（18-

20、30-34），瑞源（1-6、18-25），◎瑞源（7-

17），◎仁善（1、5【廟後19之1、之2、20、21號松

樹21之1、30號】），南興(1-3、7-28)，◎南興（4-

6） 

3906626 

八德區 八德國中 ◎僑愛，◎仁善（1、5【廟後19之1、之2、20、21號

松樹21之1、30號】），◎南興（4-6鄰），◎仁義

（18-20、30-34） 

3685322 

龍潭區 石門國中 ◎瑞源（7-17），復興（10鄰） 4713610 

備註： 

� 仁義里（18-20、30-34）為仁和、八德國中自由學區。  

� 仁善里（1、5【廟後19之1、之2、20、21號松樹21之1、30號】）為仁和、八德國中自

由學區。  

� 南興里（4-6）為仁和、八德國中自由學區。  

� 僑愛里全部為仁和、八德國中自由學區。  

� 瑞源里（7-17）為仁和、石門國中自由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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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梅區107學年度國民小學學區一覽表  [自 100.09.02 至 101.09.01 出生兒童] 

◎表自由學區 

行 政區  學 校名稱  學 區  聯 絡電話  

楊梅區 楊梅國小 大平，東流，永寧，秀才，紅梅(3-23)，◎紅梅(1-2)，

梅新（1-5、7-10、19-20）、◎梅新（6） 

4782016 

楊梅區 大同國小 楊梅（8-12、14、16、18-28），◎楊梅（1、30-

32），大同（1、3-12、16-23），◎大同（13-15），

梅新（11-18），◎梅新（6），中山（5-16），◎中山

（1-3），楊江（8-11） 

4782249 

楊梅區 楊心國小 楊江（1-7、12-17），水美（1-4、16-20），◎高山

（1-8、10、11-15、17），◎高山（9），三湖（1-3、

4-6、11、13-15）、◎三湖（12），頭湖（1-13），◎

紅梅(1-2)，◎瑞原（23-25），楊梅（2-7、13、15、

17、29），◎楊梅（1、30-32），◎上湖（22） 

4758680 

楊梅區 四維國小 四維，金龍，光華（17-28、30-31） 4822704 

楊梅區 水美國小 水美（5-15、21-31），瑞原（11、12-18），◎瑞原

（23-25），◎上湖（22），◎高山（1-8、10-15、

17） 

4782770 

楊梅區 上田國小 上田，員本（1），瑞原（1-4、19-22、26） 4782544 

楊梅區 瑞原國小 瑞原（5-10），◎瑞原（23-25），員本（2、4、15-

16），富豐（1-2），◎上湖（1-2） 

4723280 

楊梅區 富岡國小 豐野，員本（3、5-14、17-21），富豐(3-18、20-

23)，富岡 

4721193 

楊梅區 高榮國小 青山，高榮（1-3、11-18、21），高山（16、18、

19）、◎高山（9），高上，◎永平（12-17） 

4782314 

楊梅區 瑞埔國小 埔心，仁美，光華（1-16、29），永平（1-2、18） 

◎永平（3） 

4822018 

楊梅區 上湖國小 上湖（3-21、23-29），◎上湖（1-2），◎上湖

（22），富豐（19），三湖（7-10），◎三湖（12） 

4728925 

楊梅區 瑞梅國小 梅溪，瑞溪（6-13），永平（4-11），◎永平（12-

17） 

◎永平（3） 

4825284 

楊梅區 楊明國小 楊明，大同（2、24-25）、◎大同（13-15），中山

（4、17-23），◎中山（1-3） 

4754929 

楊梅區 瑞塘國小 瑞塘，瑞坪，瑞溪（1-5、14-16） 4316360 

楊梅區 楊光中小學 金溪，裕成，三民，裕新 4827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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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區  學 校名稱  學 區  聯 絡電話  

中壢區 中平國小 新榮，雙榮，高榮（4-10、19-20）  4902025 

備註： 

� 紅梅里（1-2）為楊梅、楊心國小自由學區。  

� 梅新里（6）為楊梅、大同國小自由學區。  

� 中山里（1-3）為楊明、大同國小自由學區。  

� 楊梅里（1、30-32）為楊心、大同國小自由學區。  

� 大同里（13-15）為楊明、大同國小自由學區。  

� 高山里（1-8、10、11-15、17）為楊心、水美國小自由學區。  

� 高山里（9）為楊心、高榮國小自由學區。  

� 三湖里（12）為楊心、上湖國小自由學區。  

� 瑞原里（23-25）為楊心、水美、瑞原國小自由學區。  

� 上湖里（22）為楊心、水美、上湖國小自由學區。  

� 上湖里（1-2）為瑞原、上湖國小自由學區。  

� 永平里（12-17）為高榮、瑞梅國小自由學區。  

� 永平里（3）為瑞埔、瑞梅國小自由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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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梅區107學年度國民中學學區一覽表  [自 94.09.02 至 95.09.01 出生兒童] 

◎表自由學區 

行 政區  學 校名稱  學 區  聯 絡電話  

楊梅區 楊梅國中 紅梅，大平，東流，永寧，楊江，秀才，梅新，中山（1-

3），◎中山（5-10），水美（1-7、16-20、31），三

湖（1-6、11-15），◎三湖（7-10），頭湖(1-13)，上

湖（1-4、22），◎上湖（9-11、17-18），楊梅（2-

21、23-26、29），◎楊梅（1、30-32） 

4782024 

楊梅區 仁美國中 埔心，仁美，青山，◎光華（1-14），高榮（1-3、11-

18、21），高山（16、18-19），◎高山（4、11、

17），高上（1-6、8-12、14-18），◎高上（7、

13），永平（1-4、10-18），◎永平（5-9） 

4641123 

楊梅區 楊明國中 大同，楊明，梅溪，高山（1-3、5-10、12-15），◎高

山（4、11、17），◎高上（7、13），中山（4、11-

23）、◎中山（5-10），楊梅（22、27-28），◎楊梅

（1、30-32），◎永平（5-9） 

4781525 

楊梅區 富岡國中 富岡，豐野，富豐，員本（3、5-14、17-21），上湖

（5-8、12-16、19-21、23-29），◎上湖（9-11、

17-18），◎三湖（7-10） 

4721113 

楊梅區 瑞原國中 上田，瑞原，員本（1-2、4、15-16），水美（8-15、

21-30） 

4782242 

楊梅區 楊光中小學 金溪，裕成，三民，裕新 4827987 

楊梅區 瑞坪國中 金龍，四維，瑞塘，瑞坪，瑞溪，光華（15-31），◎光

華（1-14） 

4821468 

中壢區 過嶺國中 新榮(1-23)，雙榮(1-20)，高榮（4-10、19-20）  4200026 

備註： 

� 中山里（5-10）為楊明、楊梅國中自由學區。  

� 三湖里（7-10）為富岡、楊梅國中自由學區。  

� 上湖里（9-11、17-18）為富岡、楊梅國中自由學區。  

� 楊梅里（1、30-32）為楊明、楊梅國中自由學區。  

� 光華里（1-14）為仁美、瑞坪國中自由學區。  

� 高山里（4、11、17）為仁美、楊明國中自由學區。  

� 高上里（7、13）為仁美、楊明國中自由學區。  

� 永平里（5-9）為仁美、楊明國中自由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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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竹區107學年度國民小學學區一覽表  [自 100.09.02 至 101.09.01 出生兒童] 

◎表自由學區 

行 政區   學 校名稱   學 區   聯 絡電話   

蘆竹區  新興國小  ◎新興(1-4)，新興(5-19)，中福(1-13)，◎中福(14-

19)，◎中興(9-14) 、上興(1、13) 

3602448  

蘆竹區  新莊國小  新莊  3231264  

蘆竹區  大竹國小  上竹，富竹，大竹，中興(1-8)，◎中興(9-14)，上興

(2-12、14) 

3232917  

蘆竹區  大華國小  宏竹  3232664 

蘆竹區  蘆竹國小  蘆竹，長興(1-4) ，◎長興(5-18)  3221731  

蘆竹區  南崁國小  羊稠、長壽、吉祥，◎營盤，◎營福 3115578  

蘆竹區  公埔國小  內厝，山鼻(1-6、9-10、13-14)，◎山鼻(7-8)，◎瓦

窯，◎營盤，◎營福，◎五福，◎福祿，◎中山 

3243852  

蘆竹區  頂社國小  坑子(2-18)  3241182  

蘆竹區  外社國小  外社，坑子（1），山鼻(11-12)  3241874  

蘆竹區  山腳國小  山腳，◎山鼻(7-8)  3241884  

蘆竹區  海湖國小  坑口，海湖 ，濱海里 3542181  

蘆竹區  錦興國小  錦興，錦中(1-21、23、25、27)，南榮(11-22)，◎長

興(5-18)，南興(14、16)、順興(1-6)、正興(6-13)、

蘆興(9-10)、興榮  

2723067  

蘆竹區  光明國小  南榮(1-10)，順興(7-12)，福興(1-15)，蘆興(1-8)，

福昌，南興(1-13、17、15)，正興(1-5) 

3127066  

蘆竹區  龍安國小  ◎新興(1-4)，◎中福(14-19) 3922797  

龜山區  南美國小  南崁，錦中(22、24、26、28-29)，◎瓦窯，◎五福，

◎福祿，◎中山， 

3126250  

備註：  

� 新興里（1-4）、中福里（14-19）為新興、龍安國小自由學區。  

� 長興里（5-18）為蘆竹、錦興國小自由學區。  

� 瓦窯里全部為公埔、南美國小自由學區。  

� 山鼻里(7-8)為公埔、山腳國小自由學區。 

� 中興里(9-14)為新興、大竹國小自由學區。 

� 營盤里、營福里全部為南崁、公埔國小自由學區。  

� 五福里、福祿里、中山里全部為南美、公埔國小自由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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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竹區107學年度國民中學學區一覽表  [自 94.09.02 至 95.09.01 出生兒童] 

◎表自由學區 

行 政區   學 校名稱   學 區   聯 絡電話  

蘆竹區  南崁國中 南崁，五福，福祿，中山，營福，長壽，吉祥◎內厝，瓦

窯，營盤，羊稠，錦中(22、24、26、28-29)，◎錦中

(7、9、11、13、15-21、23、25、27)，◎山鼻(1、

2、13-14)、◎蘆竹(1-3、22)  

3525580 

蘆竹區  大竹國中  大竹，富竹，上竹，宏竹，新莊，◎新興(1-6)，新興(7-

19)，中福(1-12)，蘆竹(4-7、9-11、23)，中興，上

興，◎中福（13-19） 

3232764 

蘆竹區  山腳國中  坑子，外社，山腳，坑口，海湖，濱海，◎山鼻(1-2、

13-14)，山鼻(3-12)，◎蘆竹(1-3、22)，◎內厝  

3241995 

蘆竹區 光明國中  錦中(1-6、8、10、12、14)，◎錦中(7、9、11、

13、15-21、23、25、27)，長興，蘆竹(8、12-21、

24-26)，南興，錦興，南榮，◎蘆竹（1-3、22），福

昌，順興，福興，正興，蘆興，興榮 

3114355 

桃園區  中興國中  ◎新興(1-6)，◎中福（13-19）  3694315 

備註：  

� 內厝里全部、山鼻里（1-2、13、14）為南崁國中、山腳國中自由學區。  

� 蘆竹里（1-3、22）為光明國中、南崁國中、山腳國中自由學區。 

� 新興里（1-6）為大竹國中、中興國中自由學區。 

� 錦中里(7、9、11、13、15-21、23、25、27)為南崁國中、光明國中自由學區。 

� 中福（13-19）為大竹國中、中興國中自由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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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山區107學年度國民小學學區一覽表  [自 100.09.02 至 101.09.01 出生兒童] 

◎表自由學區 

行 政區   學 校名稱   學 區   聯 絡電話   

龜山區  龜山國小  龜山（10-14、19-20、23、27、30），大同（4-

21、26-29、31-34），新路（13-38、40-42），

福源（1-6），新興（1-2、15-20）  

3203571  

龜山區  新路國小  龜山（1-9、26、38-39），陸光，新路（1-12、

39），中興（1-3、32），精忠（1-28）  

3203890  

龜山區  自強國小  大同（1-3、22-25、30），龜山（15-18、21-

22、24-25、28-29、31-37），嶺頂（6-16、17

鄰茶專路及東嶺頂30號）  

3590758  

龜山區  楓樹國小  精忠（29-39），楓樹（1-9、11-15、19-24），

◎楓樹（10、16-18），楓福（1-19） 

3206166  

龜山區  山頂國小  山德(1-27、30-33)，◎山德(28-29、34)，山福

（1-9、16-19），中興（4-31）  

3207244  

龜山區  幸福國小  山頂，新興（3-14），山福（10-15），幸福  3194072  

龜山區  福源國小  兔坑，福源（7-23）  3297276  

龜山區  壽山國小  新嶺，嶺頂（1-5、17【茶專路除外】、18-30）  3291782  

龜山區  龍壽國小  龍壽  3296554  

龜山區  大埔國小  舊路，文青（1-3），◎文青（4-41），◎文化

（20）  

3298329  

龜山區  大坑國小  大坑，◎南上，◎南美  3252430  

龜山區  南美國小  ◎南上，◎南美  3126250  

龜山區  迴龍國中小 龍華，迴龍  02-82096088 

龜山區  樂善國小  ◎文青（4-41），樂善（1-28）  3281002  

龜山區  大崗國小  大崗，大華（1-2、26-27），◎大華（3-4、6-

7），◎楓樹（10、16-18），◎大華（19-20、

28、37） 

3282457  

龜山區  文華國小  大華（5、8-18、21-25、29-36），◎大華（3-

4、6-7），◎大華（19-20、28、37），◎文化

（18） 

3279015 

龜山區  文欣國小  文化（1-17、19、21-33）， ◎文化（20），◎文

化（18） 

3974893  

龜山區  長庚國小  長庚  3182643  



24 

 

行 政區   學 校名稱   學 區   聯 絡電話   

龜山區  大湖國小  公西，大湖， ◎大華（19-20、28、37） 3270501  

桃園區  東門國小  ◎山德(28-29、34)  3322057 

備註：  

� 楓樹里(10、16-18)為楓樹、大崗國小自由學區。  

� 文化里(18)為文華、文欣國小自由學區。 

� 文化里(20)為大埔、文欣國小自由學區。 

� 南上里、南美里為大坑、南美國小自由學區。  

� 大華里(3-4、6-7)為大崗、文華自由學區。  

� 大華里(19-20、28、37)為大湖、大崗、文華國小自由學區。 

� 山德里(28-29、34)為山頂、東門國小自由學區。  

� 文青里(4-41)為樂善、大埔國小自由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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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山區107學年度國民中學學區一覽表  [自 94.09.02 至 95.09.01 出生兒童] 

◎表自由學區 

行 政區   學 校名稱  學 區   聯 絡電話   

龜山區 大崗國中 大崗，大湖，大華，樂善，公西，長庚，文化，◎舊

路，◎大坑，文青 

3280888  

龜山區  迴龍國中小 

（國中部） 

龍壽，龍華，迴龍  02-82096088 

龜山區  龜山國中 龜山，楓樹，精忠，嶺頂，新路（1-12、39），◎

大同，◎新嶺，◎舊路，◎中興（1-26、32），◎

兔坑，◎福源，◎陸光  

3205681  

龜山區  幸福國中 幸福，山福，山頂，新路（13-38、40-42），◎兔

坑，◎福源，新興，◎大同，◎新嶺，◎陸光，◎中

興（1-26、32），中興（27-31），山德(1-8、

9、11、13-31、33-34)，◎山德（10、12、32） 

3298992  

桃園區  青溪國中 ◎中興（1-26、32)，◎陸光，◎山德（10、12、

32） 

3392400  

蘆竹區  南崁國中 ◎大坑，南上，南美  3525590  

備註：  

� 中興里（1-26、32)為龜山、幸福、青溪國中自由學區。  

� 舊路里全部為龜山、大崗國中自由學區。  

� 陸光里全部為龜山、青溪、幸福國中自由學區。  

� 大同里、新嶺里、兔坑里、福源里全部為龜山、幸福國中自由學區。  

� 大坑里為大崗、南崁國中自由學區。 

� 山德里（10、12、32）為幸福、青溪國中自由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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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潭區107學年度國民小學學區一覽表 [自 100.09.02 至101.09.01 出生兒童] 

◎表自由學區 

行 政區   學 校名稱   學 區   聯 絡電話   

龍潭區  雙龍國小 中正，上華，上林（10-18、26-30）  4991888  

龍潭區  龍潭國小  龍潭，上林（1-9、19-25、31），中山（7-9、13-

27、33-34、36-41）、◎中山（10-12、35、42-

43），龍祥（21-23、30-32），龍星（8【中正路高架

橋至龍星國小部分單號門牌除外】、9-36），凌雲（5-

39） ，◎龍星(中正路196至364號【不含巷弄】) 

4792014  

龍潭區  潛龍國小  烏林，烏樹林，百年，龍祥（1-20、24-29、33-34），

凌雲（1-4）  

4792153  

龍潭區  武漢國小  中興，東興，北興，武漢，祥和，黃唐(11【龍安二街1號

至47號(含單雙號)除外】、26-30)，永興（10-23），九

龍（4【21、22、22-1、22-2號】、10-33）  

4792873  

龍潭區  龍星國小  中山（1-6、28-32）、◎中山（10-12、35、42-

43），黃唐（1-10、11【龍安二街1號至47號(含單雙

號) 】、12-25、31），龍星（1-7、8【中正路高架橋至

龍星國小部分單號門牌】、37），永興（1-9），九龍

（1-3、4【21、22、22-1、22-2號除外】、5-9）， 

◎龍星(中正路196至364號【不含巷弄】) 

4797299  

龍潭區  德龍國小  八德，聖德(1-15)，◎聖德（16-27） 4792524  

龍潭區  石門國小  三林，建林，富林，◎佳安  4711752  

龍潭區  三坑國小  三坑，大平，◎佳安  4713627  

龍潭區  高原國小  高原，三水（14），三和（3【23號除外】、4-6、7

【10號】、15-24）  

4717009  

龍潭區  龍源國小 高平  4717149  

龍潭區  三和國小 三水（1-4、8-13），三和（1-2、3【23號】、7【10

號、9【番子窩12-17之2號除外】、8-14）  

4792154  

楊梅區  楊梅國小  三水（5-7），三和（9【番子窩12-17之2號】）  4782016  

平鎮區  祥安國小  ◎聖德（16-27）  4192135  

備註：  

� 中山里（10-12、35、42-43）為龍潭、龍星國小自由學區。  

� 佳安里全部為石門、三坑國小自由學區。  

� 聖德里（16-27）為德龍、祥安國小自由學區。  

� 龍星里(中正路196至364號【不含巷弄】)為龍潭、龍星國小自由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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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潭區107學年度國民中學學區一覽表  [自 94.09.02 至 95.09.01 出生兒童] 

◎表自由學區 

行 政區   學 校名稱   學 區   聯 絡電話   

龍潭區  武漢國中  中興，東興，北興，黃唐，永興，武漢，祥和，◎烏樹

林（2-5、11-13、16-17、22-23），九龍（1-4、

10-33），中山（10、12） 

4806468  

龍潭區  凌雲國中  八德，聖德，高平，高原，凌雲，龍祥，三和，三水(1-

4、8-14)，◎三水（5-7），上林（1-9、21-25），烏

林（17-39）  

4792604  

龍潭區  龍潭國中  龍潭，百年，中正，龍星，上華，九龍（5-9），上林

（10-20、26-31），烏林（1-16、40），烏樹林

（1、6-10、14-15、18-21），中山（1-9、11、13-

43，◎烏樹林（2-5、11-13、16-17、22-23） 

4792075  

龍潭區  石門國中  佳安，三坑，建林，富林，大平，三林 4713610  

楊梅區 楊梅國中 ◎三水（5-7） 4782024 

備註：  

� 三水里(5-7)為凌雲、楊梅國中自由學區。  

� 烏樹林里(2-5、11-13、16-17、22-23)為武漢國中、龍潭國中自由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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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屋區107學年度國民小學學區一覽表  [自 100.09.02 至101.09.01 出生兒童] 

◎表自由學區 

行政區 學校名稱 學區 聯絡電話 

新屋區 新屋國小 新屋、新生、◎東明（1-4）、後湖（1-3、6）、◎後湖

（4、7-8）、石磊（1-9、11-12）、◎石磊（10、13-15）、

清華（16-18）、◎清華（1、6-8、19）、◎埔頂（4-5、11-

12）、◎九斗（6、10）、◎九斗（1-2）、◎九斗（9）  

4772016 

新屋區 東明國小 ◎東明（1-4）、東明（5-10），後湖（5）、◎後湖（4、7-

8）、赤欄（1、2、8）、◎赤欄（3-4）、◎赤欄（5-7），◎

槺榔（11）、◎社子（4、6）  

4772500 

新屋區 永安國小 永安、下田（1-7、10），石牌（1）、◎石牌（2、6），永

興（1-4）、◎永興（5-6），下埔（6-7）、◎下埔（4-5），

◎赤欄（5-7）、◎笨港（11）、◎槺榔（7）  

4862224 

新屋區 北湖國小 下田（8）、石牌（3-5、8）、◎石牌（7）、◎石牌（2、

6）、永興（7-9）、◎永興（5-6）、下埔（1-3）、◎下埔

（4-5）  

4862415 

新屋區 笨港國小 笨港（1-10）、◎笨港（11）、槺榔（1、3-4）、◎槺榔

（2、5、8）、◎槺榔（7）  
4769113 

新屋區 頭洲國小 頭洲，九斗（7-8）、◎九斗（6、10）、◎九斗（9）、◎九

斗（4）  
4901204 

新屋區 大坡國小 大坡、後庄（1、7-10）、◎後庄（2-3、6）、槺榔（6、9-

10）、◎槺榔（2、5、8）、◎槺榔（7）、◎槺榔（11），

望間（6-9、11-12）、◎望間（5）  

4766980 

新屋區 蚵間國小 蚵間、深圳、後庄（4-5）、◎後庄（2-3、6）  4768413 

新屋區 啟文國小 清華（2-5、9-15）、◎清華（1、6-8、19）  4772077 

新屋區 社子國小 社子（1-3、5、7-10）、◎社子（4、6）  4772444 

新屋區 埔頂國小 埔頂（1-3、6-10、13-16）、◎埔頂（4-5、11-12），九斗

（3、5、11）、◎九斗（1-2）、◎九斗（9）、◎九斗（4）  
4772240 

楊梅區 富岡國小 望間（1-4、10、13）、◎望間（5）  4721193 

觀音區 保生國小 下田（9）、◎石磊（10、13-15）、◎赤欄（3-4）、◎石牌

（7）  
4732054 

新竹縣 

湖口鄉 

和興國小 ◎望間（5）  5992094 

備註：  

� 東明里（1-4）、後湖里（4、7-8）為東明、新屋國小自由學區。  

� 石磊里（10、13-15）為保生、新屋國小自由學區。  

� 赤欄里（3-4）為保生、東明國小自由學區。  

� 赤欄里（5-7）為永安、東明國小自由學區。  

� 笨港里（11）為永安、笨港國小自由學區。  

� 後庄里（2-3、6）為蚵間、大坡國小自由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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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華里（1、6-8、19）為啟文、新屋國小自由學區。  

� 槺榔里（2、5、8）為笨港、大坡國小自由學區。  

� 槺榔里（7）為笨港、大坡、永安國小自由學區。  

� 槺榔里（11）為大坡、東明國小自由學區。  

� 石牌里（7）為北湖、保生國小自由學區。  

� 石牌里（2-6）為北湖、永安國小自由學區。  

� 永興里（5-6）為北湖、永安國小自由學區。  

� 望間里（5）為大坡、和興(新竹縣湖口鄉)、富岡國小自由學區。  

� 埔頂里（4-5、11-12）、九斗里（1-2）為埔頂、新屋國小自由學區。  

� 九斗里（6、10）為頭洲、新屋國小自由學區。  

� 九斗里（4）為頭洲、埔頂國小自由學區。  

� 九斗里（9）為頭洲、新屋、埔頂國小自由學區。  

� 社子里（4、6）為社子、東明國小自由學區。  

� 下埔里（4-5）為永安、北湖國小自由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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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屋區107學年度國民中學學區一覽表  [自 100.09.02 至101.09.01 出生兒童] 

◎表自由學區 

行政區 學校名稱 學區 聯絡電話 

新屋區  新屋高中  新屋、新生、石磊、東明、後湖、清華、◎頭洲（11-

13、18、19）、◎頭洲（14-17）、九斗（1、6-8、10-11）、

◎九斗（2-5、9）、埔頂（2-6、10-12）、◎埔頂（1、7-

9、13-16）、赤欄（1-4、8），社子（1-3）、◎社子（4-

6），◎社子（7-10）、◎望間（1-5、10、13）觀音區：◎

富源（1-4、9-12）、藍埔（1-3）  

4772029 

新屋區  大坡國中  大坡、後庄，槺榔（1-6、8-11）、◎槺榔（7）、蚵間，深

圳、望間（6-9、11-12）、◎望間（1-5、10、13）、笨港

（2-7）、◎笨港（11）、◎社子（4-6）、◎社子（7-10）  

4768350 

新屋區  永安國中  永安、下田、下埔、永興，石牌、笨港（1、8-10）、◎

笨港（11）、赤欄（5-7）、◎槺榔（7）、◎社子（4-6）  
4862507 

楊梅區  瑞原國中  ◎頭洲（14-17）、◎埔頂（1、7-9、13-16）、◎九斗（2-

5、9）  
4782242 

楊梅區  富岡國中  ◎望間（1-5、10、13）、◎社子（4-6）、◎社子（7-10）  4721113 

中壢區  過嶺國中  頭洲（1-10）、◎頭洲（11-13、18、19）  4200026 

備註：  

� 頭洲里（11-13、18、19）為新屋高中、過嶺國中自由學區。  

� 頭洲里（14-17）為新屋高中、瑞原國中自由學區。  

� 埔頂里（1、7-9、13-16）為新屋高中、瑞原國中自由學區。  

� 九斗里（2-5、9）為新屋高中、瑞原國中自由學區。  

� 望間里（1-5、10、13）為新屋高中、大坡國中、富岡國中自由學區。  

� 笨港里（11）為大坡國中、永安國中自由學區。  

� 槺榔里（7）為大坡國中、永安國中自由學區。  

� 社子里（4-6）為新屋高中、大坡國中、富岡國中、永安國中自由學區。  

� 社子里（7-10）為新屋高中、大坡國中、富岡國中自由學區。  

� 觀音區富源里(1-4、9-12)為觀音高中、新屋高中、過嶺國中自由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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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園區107學年度國民小學學區一覽表   [自 100.09.02 至 101.09.01 出生兒童] 

◎表自由學區 

行 政區  學 校名稱  學 區  聯 絡電話  

大園區  大園國小  大園（1-34），田心（1-38），橫峰（1-24、36），內海

（13-15），埔心（17）  

3862030  

大園區  溪海國小  溪海（2-23），和平（1-15）  3862174  

大園區  五權國小  五權（1-25）  3812803  

大園區  埔心國小  埔心（1-16、18-29），大海（10）， 

◎大海（9） 

3812304  

大園區  陳康國小 大海（1-8），◎大海（9） 3811092  

大園區  菓林國小  三石（1-20），菓林（1-38）  3835096  

大園區  竹圍國小  竹圍（1-19），海口（1-15），沙崙（1-3、18-19）， ◎沙

崙（16） 

3835079  

大園區  沙崙國小  沙崙（4-15、17），◎沙崙（16）  3835072  

大園區  后厝國小  後厝（1-14）  3869583  

大園區  圳頭國小  圳頭（1-16）  3862504  

大園區  內海國小  內海（1-12）  3862844  

大園區  潮音國小  南港（1-29），北港（1-20），溪海（1）  3862834  

中壢區  青埔國小  橫峰（25-35、37-46）  4531626  

備註：  

� 大海里（9）為埔心、陳康國小自由學區。 

� 沙崙里（16）為沙崙、竹圍國小自由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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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園區107學年度國民中學學區一覽表   [自 94.09.02 至 95.09.01 出生兒童] 

◎表自由學區 

行 政區  學 校名稱   學 區   聯 絡電話   

大園區  大園國中 大園，田心(1-30、37-38)，橫峰（1-22、36），溪海

（1-11、16），埔心（1-5、7、13-26），大海（1-

9），北港（1-2、4-20），南港（1-2、4-13、15-23、

29）、◎南港（3、14、24-28），◎埔心（6、8-12、

27），◎和平，◎溪海（12-15、17-23），◎後厝，◎圳

頭，◎內海、◎北港（3） 

3862029  

大園區  竹圍國中 三石，菓林，竹圍，海口，沙崙，◎後厝，◎圳頭，◎內海 3835026  

中壢區  青埔國中 橫峰(23-35、37-46)，五權(1-8、22、24-25)、田心

(31-36) 、五權(14-16、19等4鄰【以中正東路為界，中正

東路左側】） 

3811802 

中壢區  大崙國中 ◎溪海（12-15、17-23），◎和平  4982840  

蘆竹區 大竹國中 五權(9-13、17-18、20-21、23)，大海（10）、◎埔心

（6、8-12、27）、五權(14-16、19等4鄰【以中正東路為

界，中正東路右側】） 

3232764  

觀音區  草漯國中 ◎北港（3），◎南港（3、14、24-28）  4830146  

備註：  

� 後厝里、圳頭里、內海里全部為大園、竹圍國中自由學區。  

� 北港里(3)、南港里（3、14、24-28）為大園、草漯國中自由學區。  

� 埔心里（6、8-12、27）為大園、大竹國中自由學區。 

� 和平里全部為大園、大崙國中自由學區。 

� 溪海里（12-15、17-23）為大園、大崙國中自由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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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音區107學年度國民小學學區一覽表  [自 100.09.02 至 101.09.01 出生兒童] 

�     表自由學區 

行政區 學校名稱 學區 聯絡電話 

觀音區 觀音國小  觀音、白玉、武威（1-9、10【仁愛路一段{279號、288號、

290巷<31號、80弄11號、80弄17號、80弄26號、86號、90號

>、292號、319之1號、325之1號、336巷<62號、70號>、340

巷20號、366號、368號、559巷<26號、27弄2號、27弄8號、

27弄12號、27弄16號、27弄20號、27弄26號、31號、36號、

40號、42號、47號、48號>、701之1號、777號}、塘尾35之7

號、塘背{30號、33號、33之1號、33之5號、33之10號、34

號、34之1號、34之2號、35之2號、36號}】），大潭（1-4

鄰），廣興（1-10鄰、13-17鄰），三和（1-3、4【橫圳頂28

號、28之1號、28之2號、28之3號、29號、29之1號、29之2

號、30號、30之1號、31號、31之2號、31之3號、32號、32

之2號、32之3號、32之7號、33號】、5、9鄰29-30號、11

鄰），金湖（3-4鄰），新興（4【三座屋﹝26之1號、27之10

號、27之12號、29號、29之6號﹞、三座路﹝295巷<60弄10

號、12號>、<65弄11號、15號、19號、21號、23號、25號

>﹞、快速路九段391號、新興3號、新興3之6號、新興26之

1號】、5），富林（12鄰113至121之1號、13鄰109-112號），

坑尾（6-7鄰、10-15鄰）  

4732009 

觀音區  新坡國小  新坡、大同、大堀、廣福，金湖（1鄰、10-16鄰），上大（1

鄰），富源（7-8鄰），崙坪（9-12鄰），藍埔（4鄰1之1至1之

5、13、23、24之2、25、26、28、28之1至28之6、37號），

藍埔（5-7鄰、10鄰）  

4981534 

觀音區  育仁國小  坑尾（3-5鄰、8-9鄰、2鄰10號），金湖（2鄰、5-9鄰），藍埔

（4鄰、8-9鄰、11-13鄰），藍埔（4鄰13號【連姓】），新興

（4鄰26號、6-11鄰）  

4732720 

觀音區  大潭國小  大潭（5-17鄰），保生（1-13鄰）  4732087 

觀音區  保生國小  三和（4鄰33號、6-8、9【三座屋﹝6之1號、6之2號、6之3

號、10號、29號、29之3號、30號﹞、﹝三座路410巷<11、

15、31、33號>、469巷<19、23、25號>、562巷21號、625巷

29號、766巷<28、128、132號>、820巷11號﹞、橫圳頂45

號】、10），新興（1-3鄰），武威（10鄰35號），保生（2鄰21

號、10鄰62-63號、14-18鄰）  

4732054 

觀音區  上大國小  上大（2-14鄰），富源（2-6鄰、13-17鄰）  4901174 

觀音區  崙坪國小  崙坪（1-8鄰、13-28鄰）  4981286 

觀音區  草漯國小  草漯（1-13鄰），草新(1-33鄰)，塔腳，保障（1-7、8【 保障

路﹝258巷<11號 、13號、15號、17號、19號、21號、23

號、25號>、513巷<27號、31號、33號、37號>﹞、成功路

一段<42之1號、46之1號、90之1號、98之1號、100之1號、

102之1號、147巷6號、151之1號、166之1號、179號、186之

1號、187之1號、188號、192之1號、193之1號、196號、198

483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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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 學校名稱 學區 聯絡電話 

號、204號、208號、210號、216號、221之1號、231之1號、

245之1號、250巷21號、250巷25號、250巷36號、268之1

號、282號>、﹝草漯49號、49號之1、49之2號、49之5號、

49之6號、50號、50之5號、50之6號、52號之2、52之1號、

52之2號、52之5號、52之6號、52之7號、52之9號、52之11

號、52之14號、52之15號、52之18號、52之19號、52之20

號、52之21號、52之24號、52之25號、52之26號、52之27

號、52之28號、52之29號、54號、54之1號、54之2號、55

號、56號、57號、64號、64之1號、64之2號、64之3號、64

之4號、64之5號、64之6號、65號、65之1號、66號、116

號﹞】、9-15），富林（14-18鄰）  

觀音區  樹林國小  樹林（3鄰、9-22鄰），草漯（14-15鄰），保障（8鄰【52之1

號至52之26號】）  
4830414 

觀音區  富林國小  富林（1-13鄰），廣興（11-12鄰），樹林（1-2鄰、4-8鄰）  4839049 

新屋區  新屋國小  藍埔（1-3鄰、4鄰24號），坑尾（1-2鄰【1鄰4、6-9號及2鄰

11號】）  
4772016 

新屋區  頭洲國小  富源（1鄰、9-12鄰、18鄰）  4901204 

中壢區  大崙國小  崙坪（1鄰1號、2號）  4983424 

 



35 

 

觀音區107學年度國民中學學區一覽表  [自 94.09.02 至 95.09.01 出生兒童] 

�      表自由學區 

行政區 學校名稱 學區 聯絡電話 

觀音區  觀音高中 

(國中部)  

新坡，廣福，大同，大堀，崙坪(1-28鄰【1鄰1號、2號除

外】)，藍埔（4-13鄰），上大（1-8鄰)，富源（5-8鄰、16-

17鄰），◎富源（1-4鄰、9-15鄰、18鄰），金湖(1-2鄰、6-

16鄰)，富林（6鄰）  

4981464 

觀音區  觀音國中  觀音，廣興，白玉，大潭，三和，坑尾，新興，富林

（12-13鄰），武威，保生，金湖（3-5鄰）  
4732034 

觀音區  草漯國中  草漯，保障，塔腳，樹林，富林(1-5鄰、7-11鄰、14-18

鄰) 

草新  

4830146 

新屋區  新屋國中  ◎富源（1-4鄰、9-15鄰、18鄰），藍埔（1-3鄰）  4772029 

中壢區  大崙國中  崙坪（1鄰1號、2號）  4982840 

中壢區  過嶺國中  ◎富源（1-4鄰、9-15鄰、18鄰），上大（9-14鄰)  4200026 

備註：  

� 富源里（1-4鄰、9-15鄰、18鄰）為觀音高中(國中部)、新屋國中、過嶺國中自由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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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興區107學年度國民小學學區一覽表  [自 100.09.02 至 101.09.01 出生兒童] 

◎ 表自由學區 

行 政區   學 校名稱   學 區   聯 絡電話   

復興區  三民國小  三民（2-19）  3825294  

復興區 介壽國小  三民（1），澤仁（1、7-20）  3822364  

復興區 義盛國小  義盛（1-11）  3822787  

復興區 霞雲國小  霞雲（1-11）  3822224  

復興區 羅浮國小  羅浮（1-5），羅浮（6-8），高義（7-8） 3822269  

復興區 高義國小  華陵（7），高義（1-6、9-12）  3912313  

復興區 三光國小  三光（1-9）  3912230  

復興區 巴崚國小  華陵（8-14）  3912131  

復興區 光華國小  華陵（1-6）  3912325  

復興區 奎輝國小  奎輝（1-9）、澤仁（2-6） 3822177  

復興區 長興國小  長興（2-12）  3822178  

龍潭區  石門國小  長興（1）    4711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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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興區107學年度國民小學學區一覽表  [自 100.09.02 至 101.09.01 出生兒童] 

◎表自由學區 

行 政區   學 校名稱   學 區   聯 絡電話   

復興區  介壽國中  三民(1-19)、澤仁(1-20)、義盛(1-11)、羅浮(1-8)、

霞雲(1-11)、長興（2-12）、奎輝(1-9)、高義(1-

12)、三光(1-9)、華陵(1-14) 

3822315  

龍潭區  石門國中  長興（1）   4713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