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竹市各國民中小學 104 學年度學區劃分表
104.1 發布

區別

東

區

校

名

學
全部里鄰

區

轄

建華
新光
大同
中興
高峰、仙宮、竹蓮、下竹、南大、
建華國中
中山
頂竹、寺前、榮光、成功、東門
公園
東山
綠水
北門
東園
光明

里

部分里鄰
建華、培英共同學區
1、2 鄰為建華、育賢共同學區
建華、三民共同學區
建華、光華、育賢共同學區
建華、三民共同學區
建華、培英共同學區
建華、培英共同學區
建華、培英共同學區
建華、光華共同學區
1-10、13 鄰
9、16-17 鄰
2-8、10-13、18 鄰為培英、建功共同學區
1、14、15、19、20-28 鄰為培英、建功、光
武共同學區
1-16、21、22 鄰為培英、建功共同學區
培英、建功共同學區
培英、建功共同學區
培英、建功共同學區
培英、建華共同學區
培英、建華共同學區
培英、建華共同學區
培英、建華共同學區

水源
千甲
培英國中 光復、東勢
武功
豐功
建華
公園
東山
綠水
曲溪 2-4、11-13、20 鄰
香村 8 鄰為育賢、香山共同學區
東香 5-8、10、12、13、16 鄰
1、3、4、14 鄰為育賢、香山共同學區
柴橋、湖濱、明湖、光鎮、新興、
茄苳 7-13 鄰
育賢國中 福德、石坊、興南、中央、西門、
新光 3-21 鄰
仁德、關帝、南市、南門、振興
1、2 鄰為育賢、建華共同學區
長和 育賢、光華、竹光共同學區
新民 育賢、光華、竹光共同學區
中興 育賢、光華、建華共同學區

1

北

區

新莊 3、4、7-22、24-29
1、2、5、6、23 為光武、新科共同學區
關新 5-9 鄰
1-4 鄰為光武、新科共同學區
軍功 光武、建功共同學區
建功 光武、建功共同學區
光武國中 龍山、科園
立功 光武、建功共同學區
埔頂 3-17、20-25 鄰
1、2、18、19 鄰為光武、建功共同學區
光明 1、14、15、19-28 鄰為光武、培英、建功共
同學區
關東 光武、新科共同學區
仙水 光武、新科共同學區
水田 1-11、20、21、23-25 鄰
東園 11、12、14-21 鄰
水源 17-20、23 鄰
前溪、復興、三民、復中、親仁、
三民國中
文華 1-13、15-19 鄰
中正、育賢、錦華
14 鄰為三民、光華共同學區
大同 三民、建華共同學區
中山 三民、建華共同學區
軍功 建功、光武共同學區
建功 建功、光武共同學區
立功 建功、光武共同學區
光明 2-8、10-13、18 鄰為建功、培英共同學區
1、14、15、19、20-28 鄰為建功、培英、光
建功高中
武共同學區
國中部
水源 1-16、21、22 鄰為建功、培英共同學區
千甲 建功、培英共同學區
武功 建功、培英共同學區
豐功 建功、培英共同學區
埔頂 1、2、18、19 鄰為建功、光武共同學區
新莊 1、2、5、6、23 鄰為新科、光武共同學區
關新 1-4 鄰為新科、光武共同學區
新科國中 金山
關東 新科、光武共同學區
仙水 新科、光武共同學區
曲溪 1、5-10、14-19、21、22 鄰
文雅 成德、光華、竹光共同學區
南勢 1-6、9 鄰為成德、虎林、竹光共同學區
7、8、10-20 鄰為成德、虎林共同學區
中埔 1、2、6-8、11、12 鄰為成德、香山共同學區
成德高中 育英、崇禮、潛園、頂埔、頂福、
客雅 1-2 鄰為成德、竹光共同學區
國中部 台溪
3-7 鄰為成德、虎林、竹光共同學區
中雅 1-11 鄰
12-16 鄰為成德、虎林共同學區
西雅 1-19 鄰
20 鄰為成德、虎林共同學區

2

香
山

水田 12-19、22 鄰
古賢 1-3、9 鄰
4-8 鄰為光華、南華共同學區
文雅 光華、成德、竹光共同學區
士林、福林、光田、武陵、金雅、
文華 14 鄰為光華、三民共同學區
光華國中 湳雅、湳中、舊社、金華、光華、
境福 光華、竹光共同學區
金竹
長和 光華、育賢、竹光共同學區
新民 光華、育賢、竹光共同學區
中興 光華、育賢、建華共同學區
北門 光華、建華共同學區
南寮、港北、舊港、中寮、康樂、 古賢 4-8 鄰為南華、光華共同學區
南華國中
海濱
港南 南華、虎林共同學區
南勢 1-6、9 鄰為竹光、成德、虎林共同學區
客雅 1-2 鄰為竹光、成德共同學區
3-7 鄰為竹光、成德、虎林共同學區
境福 竹光、光華共同學區
竹光國中 民富、磐石
文雅 竹光、成德、光華共同學區
長和 竹光、育賢、光華共同學區
新民 竹光、育賢、光華共同學區
新雅 1-18、20-24、25-27 鄰
19 鄰為竹光、虎林共同學區
香村 1-7、9-17 鄰
8 鄰為香山、育賢共同學區
茄苳 1-6 鄰為香山、內湖共同學區
東香 2、9、11、15 鄰
1、3、4、14 鄰為香山、育賢共同學區
香山高中
香山、大庄、牛埔、浸水
中埔 1、2、6-8、11、12 鄰為香山、成德共同學區
國中部
埔前 4-12、14、17 鄰
1-3、13、15、16、18 鄰為香山、虎林共同學
區
樹下 6-9 鄰
1-5、10 鄰為香山、虎林共同學區
富禮國中 美山、朝山、海山、鹽水

南港 富禮、內湖共同學區
南港
茄苳
港南
南勢

內湖國中 中隘、南隘、大湖、內湖
區

中埔
客雅
中雅
埔前

虎林國中 虎林、虎山、大鵬

樹下
新雅
西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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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湖、富禮共同學區
1-6 鄰為內湖、香中共同學區
虎林、南華共同學區
1-6、9 鄰為虎林、成德、竹光共同學區
7、8、10-20 鄰為虎林、成德共同學區
3-5、9、10 鄰
3-7 鄰為虎林、成德、竹光共同學區
12-16 鄰為虎林、成德共同學區
1-3、13、15、16、18 鄰為虎林、香山共同學
區
1-5、10 鄰為虎林、香山共同學區
19 鄰為虎林、竹光共同學區
20 鄰為虎林、成德共同學區

備

註

1、如有新增之里鄰，則依其原屬里鄰入學。
2、新調整學區之里鄰，其入學之新生得依其兄姐於原學區入學，或其兄姐得轉學於新
調整學區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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