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鄉鎮名稱 校名 學區劃分(里．鄰別)

南投市 南投國小
彰仁里（1-10鄰）、南投里（1-12鄰）、崇文里（1-14鄰）、三和里（1-25鄰）、三興里（1-42鄰）。

南投市 平和國小 平和里（1-50鄰）、振興里（1-22鄰）、軍功里(1-26鄰)、東山里(1-2,4-9鄰)。

南投市 新豐國小 平山里(1-7,11-17,21-22,24,26,33-37,40鄰)、新興里（1-33鄰）、永豐里(9,11,13-16鄰)。

南投市 營盤國小 營南里（1-22鄰）。

南投市 西嶺國小 鳳鳴里（1-9鄰）、鳳山里（1-19鄰）、福山里(1-7鄰)。

南投市 德興國小 內新里（1-34鄰）、內興里（1-25鄰）、東山里3鄰。

南投市 光華國小 營北里(1-8,16,22-24,26,33-37,42-45鄰)、光華里（1-33鄰）、光輝里（1-13鄰）。

南投市 光榮國小 營北里(9-15,17-21,25,27-32,38-41,46鄰)、光榮里（1-33鄰）。

南投市 文山國小 永興里（1-8鄰）、福山里(8-22鄰)。

南投市 僑建國小 永豐里(1-8,10,12,17-20鄰)、福興里（1-23鄰）。

南投市 漳和國小 漳和里(1-11,14,18-19,23,25-30,35-43,47-50,52-53鄰)、平山里(10,30-32,38-39鄰)。

南投市 嘉和國小 嘉興里（1-15鄰）、嘉和里（1-28鄰）。

南投市 光復國小 光明里（1-33鄰）。

南投市 千秋國小 千秋里（1-11鄰）、名間鄉萬丹村(1,2,8鄰)。

南投市 漳興國小
漳興里（1-27鄰）、漳和里(12-13,15-17,20-22,24,31-34,44-46,51鄰)、平山里(8-9,18-

20,23,25,27-29鄰)。

南投市 康壽國小 三民里（1-18鄰）、康壽里（1-18鄰）、龍泉里（1-12鄰）、仁和里（1-11鄰）。

埔里鎮 埔里國小 北安里、北門里、北梅里、泰安里、西門里。

埔里鎮 南光國小
同聲里、杷城里、枇杷里、東門里、水頭里。水頭里第11,14-17鄰(與麒麟國小共同學區106年2月7日府

教國字第1060021332號)

埔里鎮 育英國小 清新里、薰化里、南門里。

埔里鎮 史港國小 史港里、福興里、廣成里。

埔里鎮 愛蘭國小 南村里、房里里、愛蘭里、鐵山里。

埔里鎮 溪南國小 珠格里、溪南里。

埔里鎮 水尾國小 一新里、向善里。

埔里鎮 桃源國小 桃米里、成功里。

埔里鎮 麒麟國小 麒麟里、水頭里第11,14-17鄰(與南光國小共同學區106年2月7日府教國字第1060021332號)

埔里鎮 太平國小 合成里。

埔里鎮 忠孝國小 牛眠里。

埔里鎮 中峰國小 大湳里、蜈蚣里。

埔里鎮 大成國小 大城里、籃城里。

埔里鎮
桃源國小鐘

靈分班
（學區併入桃源國小）--105學年度起廢校。

草屯鎮 草屯國小
明正里(1-31鄰)、玉峰里(1-18鄰)、御史里(14,17,24-25,34鄰)、富寮里(20-22鄰)、炎峰里(1-6,10-

18鄰)、中正里(1-13鄰)。

草屯鎮 新庄國小
新庄里(1-23鄰)、加老里(1-17鄰)、石川里(9-11鄰)、新豐里(19-20鄰)、敦和里(22鄰)。敦和里22鄰

為敦和國小及新庄國小共同學區。

草屯鎮 碧峰國小 碧峰里(1-25鄰)、上林里（1-11,15-22鄰）、復興里(1-29鄰)、碧洲里(1-16鄰)。

草屯鎮 土城國小 土城里(1-16鄰)、北勢里(14-18鄰)。

草屯鎮 雙冬國小 雙冬里(1-36鄰)。

草屯鎮 炎峰國小
炎峰里(7-9,19-22鄰)、中山里(1-9,12-18鄰)、和平里(1-15鄰)、新厝里(1-23鄰)、敦和里（11鄰,23-

24鄰）。

草屯鎮 中原國小 中原里(1-15鄰)、南埔里(1-24鄰)、北勢里(1-13鄰)、御史里(15,18,22-23,29鄰)。

草屯鎮 平林國小 平林里(1-13鄰)。

草屯鎮 坪頂國小 坪頂里(1-12鄰)。

草屯鎮 僑光國小 御史里(1-13,16,19-21,26-28,30-33,35-36鄰)、新豐里(1-18,21-23鄰)。

草屯鎮 北投國小 北投里(1-17鄰)、石川里(1-8鄰)。

草屯鎮 敦和國小
敦和里(1-10鄰,12-22鄰,25-38鄰）、中山里（10-11鄰）。敦和里22鄰為敦和國小及新庄國小共同學區

草屯鎮 富功國小 富寮里(1-19,23-34鄰)、坪頂里(13-14鄰)。

草屯鎮 虎山國小 山腳里（1-39鄰）、上林里（12-14,23-24鄰)。

竹山鎮 竹山國小
桂林里(2-22,25-30鄰)、下坪里（1-10鄰）、延和里（1-24鄰）、中正里（1-15鄰）、竹山里（1-24

鄰）。

竹山鎮 延平國小 延正里（1-17鄰）、延祥里（1-24鄰）、延平里（1-28鄰）、延山里（1-11鄰）。

竹山鎮 社寮國小 社寮里（1-11鄰）、山崇里（1-18鄰）。

竹山鎮 過溪國小 田子里(1-2鄰)、德興里（1-10鄰）、福興里（1-8鄰）。

竹山鎮 大鞍國小 大鞍里（1-12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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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山鎮 瑞竹國小 瑞竹里（1-15鄰）、坪頂里（1-10鄰）、鯉魚里(12-15鄰)。

竹山鎮 秀林國小 田子里(3-10鄰)、秀林里（1-16鄰）。

竹山鎮 雲林國小 竹圍里（1-19鄰）、雲林里（1-36鄰）、中山里(1-17鄰)、桂林里(1、23-24鄰)。

竹山鎮 鯉魚國小 鯉魚里(1-11鄰)。

竹山鎮 桶頭國小 桶頭里（1-17鄰）。

竹山鎮 中州國小 中央里（1-16鄰）、富州里（1-10鄰）。

竹山鎮 中和國小 中崎里（1-13鄰）、中和里（1-11鄰）。

竹山鎮 前山國小 硘磘里（1-11鄰）、中山里(18-41鄰)。

集集鎮 集集國小 玉映里（1-9鄰）、吳厝里（1-11鄰）、集集里（1-11鄰）、廣明里(1鄰)。

集集鎮 隘寮國小 田寮里（1-14鄰）、隘寮里（1-8鄰）。

集集鎮 永昌國小 八張里（1-14鄰）、永昌里（1-13鄰）、廣明里(2-11鄰)。

集集鎮 和平國小 和平里（1-15鄰）、林尾里（1-10鄰）。

集集鎮
永昌國小富

山分校
富山里（1-11鄰）。--104學年度起併為永昌國小富山分校

名間鄉 名間國小
中正村(1-22鄰)、南雅村(1-12鄰)、濁水村(1-18鄰)、仁和村(1-12鄰)、中山村(1-18鄰)、炭寮村(10-

15鄰)。

名間鄉 新街國小 東湖村(1-4鄰)、新街村(1-26鄰)、萬丹村(3-7,9-16鄰)。

名間鄉 名崗國小 大庄村(1-22鄰)、大坑村(1-11鄰)、赤水村(1-20鄰)、廍下村(1-14鄰)、竹圍村(3-11鄰)。

名間鄉 中山國小
埔中村(1-11鄰)、炭寮村(1-9鄰)、新厝村(1-13鄰)、崁腳村(1-10鄰)、竹圍村(1-2鄰)、新光村(1-8

鄰)。

名間鄉 弓鞋國小 松山村(1-14鄰)、松柏村(1-12鄰)、三崙村(1-22鄰)。

名間鄉 田豐國小 田仔村(1-18鄰)。

名間鄉 僑興國小 東湖村(5-26鄰)、新光村(9-17鄰)。

名間鄉 新民國小 新民村(1-12鄰)。

鹿谷鄉 鹿谷國小 鹿谷村（1-16鄰）、彰雅村（1-10鄰）。

鹿谷鄉 秀峰國小 秀峰村（1-15鄰）、清水村(3-8鄰）、永隆村(12-13鄰)。

鹿谷鄉 文昌國小 竹林村（1-18鄰）、竹豐村（1-14鄰）。

鹿谷鄉 鳳凰國小 永隆村(1-11鄰)、鳳凰村(1-14鄰）。

鹿谷鄉 內湖國小 內湖村（1-12鄰）。

鹿谷鄉 初鄉國小 初鄉村（1-17鄰）。

鹿谷鄉 瑞田國小 瑞田村（1-10鄰）、清水村(1-2鄰）。

鹿谷鄉
鹿谷國小和

雅分校
和雅村（1-6鄰）。--106學年度起併為鹿谷國小和雅分校

鹿谷鄉 廣興國小 廣興村（1-21鄰）。

中寮鄉 中寮國小
永平村(1-26鄰）、中寮村(1-12鄰）、復興村(1-4、6-8鄰）、八仙村(1-14鄰）、崁頂村(1-12鄰）、

廣興村(1-14鄰)。

中寮鄉 爽文國小 爽文村(1-12鄰)、龍安村(1-16鄰)、龍岩村(1-13鄰)、永芳村(4-10鄰)。

中寮鄉 永樂國小 福盛村(1-24鄰）、和興村（1-18鄰）。

中寮鄉 永康國小 永福村(1-17鄰）。

中寮鄉 清水國小 內城村(1-12鄰)、清水村(1-17鄰)。

中寮鄉 至誠國小 義和村(1-11鄰）。

中寮鄉 永和國小 永和村(1-10鄰)、永芳村(1-3鄰)。

中寮鄉 廣福國小 廣福村(1-12鄰)、復興村5鄰。

中寮鄉 和興國小 （學區併入永樂國小）--104學年度起廢校

中寮鄉 廣英國小 （學區併入中寮國小）--104學年度起廢校

魚池鄉 魚池國小
魚池村（1-21鄰）、東池村（1-17鄰）、大林村（1-14鄰）、中明村（1-12鄰）、共和村（12-13

鄰）。

魚池鄉 頭社國小 頭社村（1-19鄰）、武登村（1-18鄰）。

魚池鄉 東光國小 東光村（1-13鄰）、共和村（1-3鄰）。

魚池鄉 五城國小 五城村（1-13鄰）。

魚池鄉 明潭國小 水社村（1-16鄰）。

魚池鄉 光明國小 （學區併入頭社國小）--97學年度起廢校

魚池鄉 新城國小 新城村（1-16鄰）、大雁村（1-9鄰）。

魚池鄉 伊達邵國小 日月村（1-10鄰）。

魚池鄉 共和國小 共和村（4-11鄰）、新城村（17鄰）。

國姓鄉 國姓國小 國姓村（1-15鄰）、石門村（1-14鄰）、大旗村（1-10鄰）。

國姓鄉 北山國小 大石村（1-10鄰）、北山村（1-10鄰）、南港村(1-4鄰)。

國姓鄉 北港國小 北港村（1-13鄰）。

國姓鄉 福龜國小 福龜村（1-18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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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姓鄉 長流國小 長流村（1-11鄰）、長豐村（1-8鄰）。

國姓鄉 南港國小 南港村(5-11鄰)。

國姓鄉 育樂國小 柑林村（1-13鄰）。

國姓鄉 港源國小 南港村(12-15鄰)。

國姓鄉 長福國小

原學區：長福村（1-10鄰）、臺中市新社區福興里(14-17鄰)。

*110年3月24日經教育部核定為實驗學校，得對外招收學生，不受原學區限制，惟應優先招收原學區學

生。

國姓鄉 乾峰國小 乾溝村（1-12鄰）。

水里鄉 水里國小
南光村(1-13鄰)、北埔村(1-11鄰)、鉅工村(1-17鄰)、永豐村(1-14鄰)、頂崁村(1-13鄰)、新山村(1-5

鄰)、車埕村(1-13鄰)、玉峰村(1-11鄰)。

水里鄉 郡坑國小 郡坑村(1-7鄰)、上安村(1-14鄰)、興隆村（8鄰）。

水里鄉 民和國小 民和村(1-9鄰)、信義鄉人和村(7-10鄰)。

水里鄉 新興國小 新興村(1-13鄰)。

水里鄉
水里國小玉

峰分校
（學區併入水里國小）--105學年度起廢校。

水里鄉 永興國小 永興村(1-7鄰)、興隆村（1-7鄰)。

水里鄉 車埕國小 （學區併入水里國小）--104學年度起廢校

水里鄉 成城國小 農富村(1-8鄰)、水里村(1-10鄰)、新城村(1-15鄰)、城中村(1-11鄰)、中央村(1-11鄰)。

水里鄉 興隆國小 （學區併入永興國小）--98學年度起廢校

信義鄉 信義國小 明德村(1-14鄰)。

信義鄉 羅娜國小 羅娜村(1-6鄰)。

信義鄉 同富國小 望美村(1-3,7-8鄰)、同富村(1-6,13-15鄰)、東埔村(6鄰)、神木村(1,8-11鄰)。

信義鄉 愛國國小 愛國村(1-9鄰)、自強村(1-9,11鄰)。

信義鄉 人和國小 人和村(1-6鄰)。

信義鄉 地利國小 地利村(1-5鄰)。

信義鄉 東埔國小 東埔村(1-5鄰)。

信義鄉 神木國小 （學區併入同富國小）--102學年度起廢校

信義鄉 潭南國小 潭南村(1-4鄰)。

信義鄉
信義國小忠

信分班
（學區併入信義國小）--105學年度起廢校

信義鄉
愛國國小自

強分班
（學區併入愛國國小）--105學年度起廢校

信義鄉 桐林國小 同富村(7-12鄰)。

信義鄉 隆華國小 神木村(2-7,12鄰)。

信義鄉
希娜巴嵐國

小 新鄉村(1-6鄰)、自強村(10鄰)。

信義鄉 久美國小

原學區：望美村(4-6,9鄰)。

*108年12月18日經教育部核定為實驗學校，得對外招收學生，不受原學區限制，惟應優先招收原學區學

生。

信義鄉 雙龍國小 雙龍村(1-7鄰)。

信義鄉 豐丘國小 豐丘村(1-5鄰)。

仁愛鄉 仁愛國小 大同村（1-13鄰）。

仁愛鄉 親愛國小 親愛村（1-17鄰）。

仁愛鄉
親愛國小萬

大分校
親愛村18-21鄰。〈1-17鄰為共同學區亦可就讀萬大分校〉

仁愛鄉 法治國小 法治村（1-10鄰）。

仁愛鄉 德鹿谷國小 德鹿谷村（1-9鄰）。

仁愛鄉 互助國小 互助村（1-22鄰）、新生村（1-6鄰）。

仁愛鄉 力行國小 力行村（1-7鄰）。

仁愛鄉
力行國小翠

巒分校
翠華村（1-16鄰）、榮興村。

仁愛鄉 南豐國小 南豐村。

仁愛鄉 中正國小 中正村（1-11鄰）。

仁愛鄉 廬山國小 精英村(1-8鄰)。

仁愛鄉 發祥國小 發祥村（1-7鄰）。

仁愛鄉 萬豐國小 萬豐村（1-10鄰）。

仁愛鄉 都達國小

原學區：都達村（1-9鄰）。

*108年12月18日經教育部核定為實驗學校，得對外招收學生，不受原學區限制，惟應優先招收原學區學

生。

仁愛鄉 春陽國小 春陽村（1-10鄰）。

仁愛鄉 紅葉國小 發祥村（8-12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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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鄉 清境國小 大同村（14-20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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