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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起實施(110.10.28修正版) 

花蓮縣公立國民中小學學區劃分表  

花蓮縣立國民中學學區劃分表 

學校名稱 所                 屬                學               區 

秀林國中 

（１）秀林鄉富世村、和平村、秀林村、崇德村。 

（２）新城鄉新城村、順安村。 

（３）秀林鄉景美村與新城國中同為自由學區。 

新城國中 

（１）秀林鄉佳民村。 

（２）新城鄉佳林村、北埔村、大漢村 7-34鄰、嘉里村、康樂村、新秀村。 

（３）秀林鄉景美村與秀林國中同為自由學區。 

（４）新城鄉嘉新村與美崙國中同為自由學區。 

美崙國中 

（１）花蓮市民運里、民勤里 4-21鄰、24-31鄰、34-42鄰、民政里、民樂里、民立里、

民德里、民意里、民享里、民孝里、民心里。 

（２）新城鄉大漢村 1-6鄰。 

（３）花蓮市民勤里 1-3鄰、22-23鄰、32-33鄰、43-46鄰與花崗國中同為自由學區。 

（４）新城鄉嘉新村與新城國中同為自由學區。 

花崗國中 

（１）花蓮市國防里、國光里、國安里、國治里、國威里 1-29 鄰、民權里、民族里、

民生里、民主里、民治里、民有里、民勤里 1 鄰水源路 24、25號、主義里、主

計里、主商里、主勤里、主和里 1-21鄰、23-25鄰、主信里 1-6鄰。 

 （２）花蓮市民勤里 1-3鄰、22-23鄰、32-33鄰、43-46鄰與美崙國中同為自由學區。 

國風國中 

（１）花蓮市國華里、國風里、國魂里、國威里 30-35鄰、主學里、主工里、主睦里、

主力里、主和里 22鄰、26-46鄰、主信里 7-15鄰。 

（２）吉安鄉勝安村 7-16鄰。 

（３）花蓮市主權里與宜昌國中、化仁國中同為自由學區。 

（４）花蓮市主農里、主安里與化仁國中同為自由學區。 

（５）吉安鄉北昌村與自強國中同為自由學區。 

自強國中 

（１）花蓮市國聯里、國盛里、國強里、國裕里、國富里、國福里。 

（２）花蓮市國慶里、國興里與吉安國中同為自由學區。 

（３）吉安鄉北昌村與國風國中同為自由學區。 

吉安國中 

（１）吉安鄉吉安村 13-27鄰、29-31鄰、太昌村、慶豐村、南華村、干城村、福興村、

永安村。 

（２）秀林鄉銅門村、水源村。 

（３）花蓮市國慶里、國興里與自強國中同為自由學區。 

宜昌國中 

（１）吉安鄉宜昌村、南昌村、勝安村 1-6鄰、17-37鄰、吉安村 1-12鄰、28鄰。 

（２）花蓮市主權里與國風國中、化仁國中同為自由學區。 

（３）吉安鄉仁里村、稻香村、永興村與化仁國中同為自由學區。 

化仁國中 

（１）壽豐鄉鹽寮村。 

（２）吉安鄉仁和村、東昌村、光華村、仁安村。 

（３）花蓮市主權里與國風國中、宜昌國中同為自由學區。 

（４）花蓮市主農里、主安里與國風國中同為自由學區。 

（５）吉安鄉仁里村、稻香村、永興村與宜昌國中同為自由學區。 

（６）壽豐鄉水璉村與平和國中同為自由學區。 

壽豐國中 
（１）壽豐鄉豐山村、豐裡村、豐坪村、樹湖村、溪口村、米棧村 1-5鄰。 

（２）壽豐鄉月眉村、壽豐村、共和村與平和國中同為自由學區。 

平和國中 

（１）壽豐鄉平和村、志學村、光榮村、池南村。 

（２）秀林鄉文蘭村。 

（３）壽豐鄉月眉村、壽豐村、共和村與壽豐國中同為自由學區。 

（４）壽豐鄉水璉村與化仁國中同為自由學區。 

鳳林國中 

（１）鳳林鎮鳳仁里、鳳義里、鳳禮里、鳳智里、鳳信里、山興里、大榮里、北林里、

南平里、林榮里。 

（２）萬榮鄉西林村、見晴村。 

（３）壽豐鄉米棧村 6-8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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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所                 屬                學               區 

萬榮國中 
（１）鳳林鎮長橋里、森榮里。 

（２）萬榮鄉萬榮村、明利村。 

光復國中 

（１）光復鄉大安村、大華村、大同村、大進村、大全村、大平村、大馬村、東富村、

西富村、南富村、北富村。 

（２）光復鄉大興村與富源國中同為自由學區。 

富源國中 

（１）光復鄉大豐村、大富村。 

（２）萬榮鄉馬遠村 1-4鄰。 

（３）瑞穗鄉富源村、富民村、富興村。 

（４）光復鄉大興村與光復國中同為自由學區。 

（５）瑞穗鄉鶴岡村 10鄰與瑞穗國中同為自由學區。 

（６）萬榮鄉馬遠村 5鄰與瑞穗國中同為自由學區。 

瑞穗國中 

（１）瑞穗鄉瑞穗村、瑞美村、瑞良村、瑞祥村、瑞北村、奇美村、鶴岡村 1-9鄰、11-27

鄰、舞鶴村 1-11鄰、14-15鄰。 

（２）萬榮鄉紅葉村、馬遠村 6-9鄰。 

（３）瑞穗鄉鶴岡村 10鄰與富源國中同為自由學區。 

（４）萬榮鄉馬遠村 5鄰與富源國中同為自由學區。 

（５）瑞穗鄉舞鶴村 12-13鄰與三民國中同為自由學區。 

（６）玉里鎮德武里與玉東國中同為自由學區。 

豐濱國中 豐濱鄉磯崎村、新社村、豐濱村、港口村、靜浦村。 

三民國中 

（１）玉里鎮三民里。 

（２）卓溪鄉崙山村、立山村、太平村。 

（３）瑞穗鄉舞鶴村 12-13鄰與瑞穗國中同為自由學區。 

玉東國中 
（１）玉里鎮春日里、松浦里、觀音里。 

（２）玉里鎮德武里與瑞穗國中同為自由學區。 

玉里國中 

（１）玉里鎮源城里、中城里、國武里、泰昌里、永昌里、啟模里、大禹里、東豐里、

樂合里 1-5鄰、9-21鄰。 

（２）卓溪鄉卓溪村、卓清村。 

（３）玉里鎮長良里及樂合里 6-8鄰與東里國中同為自由學區。 

東里國中 
（１）玉里鎮長良里及樂合里 6-8鄰與玉里國中同為自由學區。 

（２）富里鄉全部為自由學區。 

富北國中 
（１）卓溪鄉古風村 1-21鄰。 

（２）富里鄉全部為自由學區。 

富里國中 
（１）卓溪鄉古風村 22-26鄰。 

（２）富里鄉全部為自由學區。 

花蓮縣花蓮市國民小學學區劃分表 

學校名稱 所                 屬                學               區 

明禮國小 

（１）民族里、民生里、國治里 1-6 鄰、國光里 16-17 鄰、19-21 鄰、國威里 7-15 鄰、22-29

鄰。 

（２）國安里、國光里 1-8 鄰、15 鄰與中華國小同為自由學區。 

中華國小 

（１）國防里、國聯里、國盛里、國光里 9-14 鄰、18 鄰、22 鄰、國強里 13-16 鄰。 

（２）國安里、國光里 1-8 鄰、15 鄰與明禮國小同為自由學區。 

（３）國魂里 3 鄰、5-6 鄰、10-12 鄰、18 鄰與明義國小同為自由學區。 

明義國小 

（１）國華里、國魂里 1-2 鄰、4 鄰、7-9 鄰、13-17 鄰、19-21 鄰、國風里 1-4 鄰、17-25

鄰、國治里 7-19 鄰、國威里 1-6 鄰、16-21 鄰、30-35 鄰、主商里 1-12 鄰、17-23

鄰、主工里 1-9 鄰、12-13 鄰、主勤里 1-4 鄰、20-24 鄰。 

（２）國魂里 3 鄰、5-6 鄰、10-12 鄰、18 鄰與中華國小同為自由學區。 

（３）國風里 5-16 鄰、主工里 10-11 鄰、14-17 鄰與忠孝國小同為自由學區。 

（４）主勤里 5-12 鄰、18-19 鄰與信義國小同為自由學區。 

（５）主信里與中正國小、信義國小同為自由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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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所                 屬                學               區 

忠孝國小 

（１）主力里 1-4 鄰、6-18 鄰、20-29 鄰、主權里 1-8 鄰、22-24 鄰、26 鄰。 

（２）國風里 5-16 鄰、主工里 10-11 鄰、14-17 鄰與明義國小同為自由學區。 

（３）主力里 5 鄰、19 鄰、31 鄰與中正國小同為自由學區。 

（４）主權里 9-21 鄰、25 鄰、27-28 鄰與中原國小同為自由學區。 

信義國小 

（１）主計里、主義里、主商里 13-16 鄰、主勤里 13-17 鄰、主和里 1-9 鄰、17-23 鄰、

民治里 14-20 鄰。 

（２）主勤里 5-12 鄰、18-19 鄰與明義國小同為自由學區。 

（３）主信里與中正國小、明義國小同為自由學區。 

（４）主睦里與中正國小同為自由學區。 

中正國小 

（１）主農里、主安里、主和里 10-16 鄰、24-46 鄰、主學里、主力里 30 鄰、32 鄰與中

原國小同為自由學區。 

（２）主信里與明義國小、信義國小同為自由學區。 

（３）主力里 5 鄰、19 鄰、31 鄰與忠孝國小同為自由學區。 

（４）主睦里與信義國小同為自由學區。 

中原國小 

（１）主農里、主安里、主和里 10-16 鄰、24-46 鄰、主學里、主力里 30 鄰、32 鄰與中

正國小同為自由學區。 

（２）主權里 9-21 鄰、25 鄰、27-28 鄰與忠孝國小同為自由學區。 

明廉國小 國強里 1-12 鄰、國富里、國慶里、國裕里。 

國福國小 國福里。 

明恥國小 民樂里、民運里、民孝里 8-24 鄰、27-32 鄰、民立里 6-9 鄰、11 鄰、14 鄰。 

復興國小 
（１）花蓮市民心里、民意里、民享里 1-4 鄰、6-22 鄰、民孝里 25-26 鄰。 

（２）新城鄉大漢村 1-6 鄰、嘉新村。 

鑄強國小 民政里、民享里 5 鄰、民孝里 1-7 鄰。 

華大附小 民勤里、民德里、民立里 1-5 鄰、10 鄰、12-13 鄰。 

北濱國小 民有里、民權里、民主里、民治里 1-13 鄰。 

花蓮縣新城鄉國民小學學區劃分表 

學校名稱 所                屬               學              區 

新城國小 
（１）新城村、順安村。 

（２）秀林鄉秀林村 1-3鄰。 

北埔國小 
（１）北埔村、大漢村 7-34鄰、新秀村。 

（２）佳林村與嘉里國小同為自由學區。 

康樂國小 康樂村。 

嘉里國小 
（１）嘉里村。 

（２）佳林村與北埔國小同為自由學區。 

花蓮縣吉安鄉國民小學學區劃分表 

學校名稱 所                 屬                學               區 

吉安國小 

吉安村 13-27鄰、29-31鄰、慶豐村 3-59鄰、福興村 1-13鄰、14鄰(舊村六街 121、123、

125、127、135、137、139、141、143、145、147、149、151 號除外)、15 鄰吉昌三街

223、225、229、231、233、235、237、239號、吉昌三街 227巷 1-3、5、6、8號、吉

昌三街 241巷 1-3、5、6號、福興路 166巷 1、3、5、7、9、11、13、15、17、19、21、

23、25、27號、福興路 168號、舊村四街 12巷 2、6、10、12、16、18、20、22、26、

28、30號及 8弄 1-3、5、6號、20鄰(舊村六街 122、126、128、128-1、132、136、138、

140、142、146、148、150、152號、120巷 1、3、5、7、11、13、15、17號及 9弄 1、

3、5、6、6-1、8號、156巷 6、8、10、12、16、20、22、26、28號及 18弄 1、3、5、

6、8、10號除外)、21-24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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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所                 屬                學               區 

稻香國小 

（１）稻香村、永興村 1-6鄰、9-14鄰、20鄰、福興村 14鄰舊村六街 121、123、125、

127、135、137、139、141、143、145、147、149、151號、15鄰(吉昌三街 223、

225、229、231、233、235、237、239號、吉昌三街 227巷 1-3、5、6、8號、吉

昌三街 241巷 1-3、5、6號、福興路 166巷 1、3、5、7、9、11、13、15、17、19、

21、23、25、27號、福興路 168號、舊村四街 12巷 2、6、10、12、16、18、20、

22、26、28、30號及 8弄 1-3、5、6號除外)、16-19鄰、20鄰舊村六街 122、126、

128、128-1、132、136、138、140、142、146、148、150、152號、120巷 1、3、

5、7、11、13、15、17號及 9弄 1、3、5、6、6-1、8號、156巷 6、8、10、12、

16、20、22、26、28號及 18弄 1、3、5、6、8、10號、吉安村 8鄰、9鄰(中央

路二段 200巷 9號、中央路二段 236、238、238-1號、中央路三段 99巷 10、16、

18 號、中山路三段 101-1、101-2 號、吉興一街 321 巷 51、52-1、72、76 號、吉

興一街 323號、吉興一街 345巷 27、41、47、51號除外)、10-12鄰。 

（２）永興村 7-8鄰與南華國小同為自由學區。 

（３）永興村 15-19鄰與光華國小同為自由學區。 

北昌國小 

北昌村、勝安村 4鄰（勝安一街 1~3號、1之 3號、5~7號、9~12號及 8巷、4鄰慈惠

三街 17、19、21、23、27、29、31、33、35、37號及 25、39巷除外）、5-18鄰、25鄰

自強路 49-1號、27-35鄰、36鄰（中原路一段 295、297、339、341、345、347號及北

安街 135號除外）。 

化仁國小 

東昌村、仁安村、仁和村 1鄰 (中正路二段 6、58、60、64、66、68、68-1、78-1、80、

82、86、88、90、126、136、146號除外)、2-23鄰、31鄰中正路二段 291、291-1、299

號、南埔新村 1-10號及 2-5樓、33鄰南埔新村 11-18號及 2-5樓、37-38鄰。 

宜昌國小 

仁里村、宜昌村、南昌村、勝安村 1-3鄰、4鄰勝安一街 1-3號、1之 3號、5-7號、9-12

號及 8巷、4鄰慈惠三街 17、19、21、23、27、29、31、33、35、37號及 25、39巷、

19-24鄰、25鄰（自強路 49-1號除外）、26鄰、36鄰中原路一段 295、297、339、341、

345、347號、36鄰北安街 135號、37鄰、仁和村 1鄰中正路二段 6、58、60、64、66、

68、68-1、78-1、80、82、86、88、90、126、136、146號、31鄰(中正路二段 291、291-1、

299號、南埔新村 1-10號及 1-10號 2-5樓除外)、32、33(南埔新村 11-18號及 2-5樓除

外)、34-36鄰、慶豐村 1-2鄰、吉安村 1-7鄰、9鄰中央路二段 200巷 9號、中央路二

段 236、238、238-1號、中央路三段 99巷 10、16、18號、中山路三段 101-1、101-2號、

吉興一街 321巷 51、52-1、72、76號、吉興一街 323號、吉興一街 345巷 27、41、47、

51號、28鄰、永安村 29鄰。 

南華國小 

（１）南華村、干城村 1-2鄰、3鄰(博愛街 11巷 1-3、5-13、15-21、23、25-33、35-38、

40號、13巷 30、32號、博愛街 15號、博愛街 17巷 2、6、8、10、12號、19巷

1-3、6號、22巷 1-3、5、6、8、10、12、16號除外)、4-9 鄰、11-12鄰。 

（２）永興村 7-8鄰與稻香國小同為自由學區。 

（３）干城村 3鄰博愛街 11巷 1-3、5-13、15-21、23、25-33、35-38、40號、13巷 30、

32號、博愛街 15號、博愛街 17巷 2、6、8、10、12號、19巷 1-3、6號、22巷

1-3、5、6、8、10、12、16號、10鄰與銅門國小同為自由學區。 

光華國小 

（１）仁和村 24-30鄰、光華村。 

（２）永興村 15-19鄰與稻香國小同為自由學區。 

（３）壽豐鄉鹽寮村。 

太昌國小 
（１）太昌村、永安村 1-28、30-35鄰。 

（２）花蓮市國興里。 

花蓮縣壽豐鄉國民小學學區劃分表 

學校名稱 所                 屬                學               區 

志學國小 志學村、池南村 15-16鄰。 

平和國小 平和村、池南村 18-22鄰。 

壽豐國小 壽豐村、光榮村、共和村。 

豐山國小 豐山村、樹湖村 2-4鄰、7-10鄰。 

豐裡國小 豐裡村、豐坪村、米棧村 1-3鄰。 

溪口國小 溪口村、樹湖村 1鄰、5-6鄰。 



 

5 

111學年度起實施(110.10.28修正版) 

月眉國小 月眉村。 

水璉國小 水璉村。 

花蓮縣鳳林鎮國民小學學區劃分表 

學校名稱 所                 屬                學               區 

鳳林國小 鳳義里 5-6鄰、9-16鄰、鳳禮里 1-2鄰、6-10鄰、15-18鄰、22-23鄰、鳳智里、鳳信里。 

鳳仁國小 鳳仁里、鳳義里 1-4鄰、7-8鄰、鳳禮里 3-5鄰、11-14鄰、19-21鄰、大榮里 15-21鄰。 

大榮國小 
（１）大榮里 1-14鄰、山興里。 

（２）壽豐鄉米棧村 4-8鄰。 

北林國小 北林里、南平里。 

林榮國小 林榮里。 

長橋國小 長橋里、森榮里。 

花蓮縣光復鄉國民小學學區劃分表 

學 校 名 稱 所                 屬                學               區 

光 復 國 小 光復鄉全部為自由學區。 

太巴塱國小 光復鄉全部為自由學區。 

大 進 國 小 光復鄉全部為自由學區。 

西 富 國 小 光復鄉全部為自由學區。 

大 興 國 小 光復鄉全部為自由學區。 

花蓮縣瑞穗鄉國民小學學區劃分表 

學校名稱 所                屬               學              區 

瑞穗國小 

（１）瑞穗村、瑞美村 3-9鄰、18-20鄰、瑞祥村。 

（２）瑞北村 7-8鄰與瑞北國小同為自由學區。 

（３）瑞美村 1-2鄰與瑞美國小同為自由學區。 

瑞美國小 
（１）瑞良村、瑞美村 10-17鄰。 

（２）瑞美村 1-2鄰與瑞穗國小同為自由學區。 

瑞北國小 

（１）瑞北村 1-6鄰。 

（２）瑞北村 7-8鄰與瑞穗國小同為自由學區。 

（３）萬榮鄉馬遠村與馬遠國小同為自由學區。 

鶴岡國小 鶴岡村。 

舞鶴國小 舞鶴村。 

奇美國小 奇美村。 

富源國小 富源村、富興村、富民村。 

花蓮縣豐濱鄉國民小學學區劃分表 

學校名稱 所                 屬                學               區 

豐濱國小 豐濱村。 

新社國小 新社村、磯崎村。 

港口國小 港口村。 

靜浦國小 靜浦村。 

花蓮縣玉里鎮國民小學學區劃分表 

學校名稱 所                 屬                學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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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里國小 中城里、國武里、泰昌里、啟模里、永昌里與中城國小同為自由學區。 

中城國小 中城里、國武里、泰昌里、啟模里、永昌里與玉里國小同為自由學區。 

長良國小 長良里。 

源城國小 源城里。 

樂合國小 
（１）樂合里 1-5鄰、9-21鄰、東豐里 1-12鄰。 

（２）東豐里 13-14鄰與高寮國小同為自由學區。 

觀音國小 觀音里 15-27鄰。 

三民國小 三民里。 

春日國小 春日里。 

德武國小 德武里。 

松浦國小 松浦里。 

大禹國小 大禹里。 

高寮國小 
（１）觀音里 1-14鄰。 

（２）東豐里 13-14鄰與樂合國小同為自由學區。 

花蓮縣富里鄉國民小學學區劃分表 

學校名稱 所                 屬                學               區 

富里國小 富里鄉全部為自由學區。 

永豐國小 富里鄉全部為自由學區。 

學田國小 富里鄉全部為自由學區。 

東里國小 富里鄉全部為自由學區。 

萬寧國小 富里鄉全部為自由學區。 

吳江國小 
（１）富里鄉全部為自由學區。 

（２）玉里鎮樂合里 6-8鄰。 

東竹國小 富里鄉全部為自由學區。 

明里國小 富里鄉全部為自由學區。 

 

花蓮縣秀林鄉國民小學學區劃分表 

學校名稱 所                 屬                學               區 

秀林國小 秀林村 4-14鄰。 

和平國小 和平村。 

崇德國小 崇德村。 

富世國小 富世村 1-12鄰。 

景美國小 景美村 1-9鄰。 

三棧國小 景美村 10-15鄰。 

佳民國小 佳民村。 

水源國小 水源村。 

西寶國小 
（１）富世村 13-19鄰。 

（２）開放學區（申請入學）。 

文蘭國小 
（１）文蘭村 7-12鄰。 

（２）壽豐鄉池南村 1-10鄰、17鄰。 

銅蘭國小 
（１）文蘭村 1-6鄰。 

（２）壽豐鄉池南村 11-14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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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門國小 

（１）銅門村。 

（２）吉安鄉干城村 3鄰博愛街 11巷 1-3、5-13、15-21、23、25-33、35-38、40號、13

巷 30、32號、博愛街 15號、博愛街 17巷 2、6、8、10、12號、19巷 1-3、6號、

22巷 1-3、5、6、8、10、12、16號、10鄰與南華國小同為自由學區。 

花蓮縣萬榮鄉國民小學學區劃分表 

學校名稱 所                 屬                學               區 

萬榮國小 萬榮村。 

明利國小 明利村。 

見晴國小 見晴村。 

馬遠國小 馬遠村與瑞北國小同為自由學區。 

紅葉國小 紅葉村。 

西林國小 西林村。 

花蓮縣卓溪鄉國民小學學區劃分表 

學校名稱 所                 屬                學               區 

卓溪國小 卓溪村。 

立山國小 立山村。 

太平國小 太平村。 

崙山國小 崙山村。 

卓樂國小 卓清村 9-20鄰。 

卓清國小 卓清村 1-8鄰。 

卓楓國小 古風村 12-21鄰。 

古風國小 古風村 1-11鄰、22-26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