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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 111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學區劃分表          111 年 2 月 11 日更新 
校   別 區   別 學           區          所          屬         里         別 
正濱國中 中正區 正砂、中砂、砂灣、建國、真砂、中正、中濱、正濱、海濱（不含 12 鄰）、社寮、和憲、平寮 
八斗高中 中正區 八斗、砂子、碧砂、新豐、新富、長潭、海濱第 12 鄰 

中正國中 中正區 
信義區 

信義、義重、正義、港通、德義、中船、入船、正船、社寮、和憲、平寮 
信綠（第 15.16.17.21 鄰）、義民（第 9 鄰）、義和第 17 鄰 

信義國中 信義區 東光、東明、東安、東信、信綠（不含 15.16.17.21.鄰）、禮東、孝深、孝德、孝賢、孝岡、智

慧、義民（不含 9 鄰）、禮儀、智誠、義和不含 17 鄰、孝忠 

成功國中 仁愛區 
信義區 

朝棟、博愛、文昌、新店、仁德（不含 4-10 鄰及 12 鄰）、書院、光華、同風 
仁壽、仁義、義昭、義幸 

銘傳國中 仁愛區 虹橋、水錦、林泉、和明、玉田、花崗、智仁、仁德（第 4-10 鄰及 12 鄰）、忠勇 

南榮國中 仁愛區 誠仁、曲水、福仁、崇文、吉仁、育仁、英仁、龍門、德厚、文安、獅球、兆連、同風、明德、

朝棟、書院、光華 
中山高中 中山區 和平、仙洞、居仁、通化、太白、通明、協和、文化、中和、和慶、德安、德和、新建、安民、

安平、中山、民治、中興、仁正、健民 中山高中 
大德分校 

中山區 

建德國中 安樂區 三民、四維、五福、長樂、六合、鶯歌、鶯安、七賢、壯觀、興寮（第 26-30 鄰） 

安樂高中 安樂區 
中山區 

嘉仁、樂一、永康、干城、定邦、安和、慈仁、西川、新西、定國、興寮（第 1.2.26-30 鄰） 
西榮、西華、西定、西康 

武崙國中 安樂區 中崙、新崙、武崙、外寮、興寮（不含第 1.2.26-30 鄰）、內寮 
明德國中 七堵區 長興、永平、正光、正明、富民、自強、瑪東、瑪西、瑪南、八德、永安、泰安 
百福國中 七堵區 六堵、堵北、百福、實踐、堵南、長安、友一、友二、泰安 
暖暖高中 暖暖區 暖暖、暖同、八堵、八南、八西、過港、八中 
碇內國中 暖暖區 碇內、碇安、碇和、碇祥、暖東、暖西 
中正國小 中正區 信義、義重、正義、港通、德義（第 2.3.4.7.8.9.11 鄰）、中船、入船、正船 
正濱國小 中正區 正砂（除 15.20.22 鄰）、中砂、砂灣、建國、真砂、海濱（第 8.9.10.11 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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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別 區   別 學           區          所          屬         里         別 
忠孝國小 中正區 中正、正濱、中濱、海濱（除 8.9.10.11 鄰）、正砂（第 15.20.22 鄰） 
和平國小 中正區 社寮、和憲、平寮、海濱（除 8.9.10.11 鄰） 
八斗國小 中正區 八斗、砂子、碧砂、新豐、新富、長潭 
東信國小 信義區 禮東、禮儀、信綠、東信（不含 7-13 鄰）、義和第 8.14.17 鄰 
中興國小 信義區 義幸、義和不含第 8.14.17 鄰、義民、仁義、義昭、智誠、智慧 
東光國小 信義區 東明、東安、東信（第 7-13 鄰）、東光 
深澳國小 信義區 孝岡、孝深、孝德 

深美國小 信義區

中正區 
孝賢、孝忠、孝德 
新豐 

仁愛國小 中正區 
仁愛區 

德義（第 1.5.6.10.12 鄰）、港通（第 14.16-18 鄰） 
博愛、玉田、新店、忠勇、仁德、和明（第 5.6.7.8.10.11.12.14.15.16 鄰） 

信義國小 信義區

仁愛區 
仁壽 
和明（不含 5.6.7.8.10.11.12.14.15.16 鄰）、智仁、水錦、林泉、虹橋、花崗 

成功國小 仁愛區

中山區 
文昌、同風、明德、獅球、書院、兆連、朝棟、文安、光華 
新建、中山、安民、安平 

南榮國小 仁愛區 誠仁、曲水（第 1-14 鄰）、福仁、崇文、吉仁、育仁、英仁、龍門、德厚 

中山國小 中山區 居仁、通化、健民、通明（第 10.23 鄰）  
港西國小 中山區 中興、民治、仁正、新建、中山、安民、安平 
仙洞國小 中山區 和平、仙洞、太白 
中華國小 中山區 通明（不含 10.23 鄰）、協和（不含 14.15.20 鄰）、文化（第 2.14 鄰） 
德和國小 中山區 德和、文化（不含第 2.14 鄰）、德安、協和里（第 14.15.20 鄰） 
中和國小 中山區 中和、和慶 

西定國小 中山區

安樂區 
西榮、西華、西定、西康、中和 
西川、新西、定國（不含第 3、4、6、7 鄰） 

安樂國小 安樂區 嘉仁、樂一、永康、干城、定邦、定國（第 3、4、6、7 鄰）、安和、慈仁、興寮（第 1.2.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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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別 區   別 學           區          所          屬         里         別 
中山區 鄰）新建、中山、安民、安平 

長樂國小 安樂區 五福、長樂、六合 

武崙國小 安樂區

七堵區 
中崙、外寮、興寮（不含第 1.2.26-30 鄰）、新崙、武崙 
瑪東 

七堵國小 七堵區 正光、正明、永平、富民、自強、八德（第 1.2.3.6-17 鄰）、永安 
長興國小 七堵區 長興 
華興國小 七堵區 六堵、泰安 
五堵國小 七堵區 堵北、百福、實踐、長安 
堵南國小 七堵區 堵南、長安、堵北 
瑪陵國小 

（實驗教育學校） 
七堵區 瑪東、瑪西、瑪南 

復興國小 七堵區 友一、友二 

尚仁國小 
安樂區

七堵區

暖暖區 

鶯歌（第 12-27 鄰）、鶯安（第 31-33 鄰） 
八德（第 4.5 鄰） 
八西（4-7 鄰） 

暖暖國小 暖暖區 暖暖、暖同、碇和（第 1 鄰）、八堵（第 3.4 鄰）、暖西第 15～19、24、25 鄰 
暖江國小 暖暖區 過港 
八堵國小 

（實驗教育學校） 
暖暖區 八南、八堵（不含 3.4 鄰）、八西（第 1-3 鄰、8-23 鄰）、八中  

碇內國小 暖暖區 碇內、碇和（不含 1 鄰）、碇祥、碇安 
建德國小 安樂區 三民、四維、鶯歌（第 1-11 鄰）、鶯安（不含第 31-33 鄰）、七賢、壯觀、興寮（第 26-30 鄰） 
隆聖國小 安樂區 內寮 
暖西國小 暖暖區 暖東、暖西、暖同里第 1、17、19、21 及 22 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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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108 學年度起，安樂區興寮里 26~28 鄰劃為建德國小與安樂國小、建德國中與安樂高中（國中部）共同學區。 
2. 111 學年度實施總量管制之學校為銘傳國中、信義國小及深美國小，除參考設籍學區之外，其入學應依總量管制相

關規定辦理。 
3. 111 學年度起，海濱（除 8.9.10.11 鄰）為忠孝國小與和平國小之共同學區。 
4. 本市雙語學校依所屬學區入學。 
5. 實驗教育學校（瑪陵國小、八堵國小）為全市開放學區。 
6. 本市中山、港西、忠孝、復興、尚仁、仙洞及和平等 7 所原開放學區小學，自 111 學年度起，一年級新生入學取消

開放學區措施依學區入學，現有二年級以上學生及其弟妹就學則維持原狀不溯及既往。 
7. 若有相關疑問請洽教育處國教科顏翎芳科員（02-24301505#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