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義市各國民中小學 106 學年度學區ㄧ覽表
校名

學區範圍

嘉義國中

中山里、中央里 1-7、9-18 鄰、太平里 10-23 鄰、文化里 7-14 鄰、文雅里、民族里、王田里、鹿寮里 1-5 鄰、
後庄里、北門里 1-15 鄰、圳頭里、東川里、東興里、林森里 1-15 鄰、長竹里 1-5、7-19 鄰、
國華里 1-6、8 鄰、華南里、新店里、蘭潭里 13-14 鄰、過溝里 16 鄰、盧厝里、朝陽里 1 鄰（朝陽街以北）。

（女生）
蘭潭國中
（男生）

106 年 2 月

民族里、中央里 1-7、9-18 鄰、長竹里 1-5、7-19 鄰、過溝里 16 鄰、文雅里、蘭潭里 13-14 鄰、王田里、新店里、華南里、北門里 1-5 鄰、
圳頭里、後庄里、盧厝里、國華里 1-4 鄰、朝陽里 1 鄰（朝陽街以北）、太平里 11-23 鄰、文化里 7-14 鄰、中山里、東川里、東興里、鹿
寮里 1-5 鄰。

大業國中

過溝里 1-15 鄰、中央里 8 鄰、豐年里、育英里、致遠里 1 鄰、文化里 1-6 鄰、導明里 1-11 鄰、興村里、興安里、安業里、
興仁里（南興與大業共同學區）、美源里 9、12、13、14 鄰（民生南路 188-208 號；興業西路 1-11 號、13 巷 1-6 號、15-43 號）

南興國中

宣信里、興南里、新開里、芳草里、芳安里、頂寮里、安寮里、長竹里 6 鄰、鹿寮里 6-8 鄰、朝陽里 1 鄰（朝陽街以南）及 2-11 鄰、
蘭潭里 1-12 鄰、短竹里、興仁里—南興與大業共同學區。

北興國中

男生
太平里 1-10 鄰、後驛里 1-6、11-13 鄰、國華里 5-12 鄰、北門里 6-18 鄰、林森里、義教里、
竹圍里 29-31 鄰、荖藤里〈不含 6 鄰〉、北榮里、重興里、香湖里、湖邊里、新厝里、慶安里、中庄里、仁義里、後湖里、頂庄里。
女生
太平里 1-9 鄰、後驛里 1-6、11-13 鄰、國華里 7、9-12 鄰、北門里 16-18 鄰、林森里 16-18 鄰、竹圍里 29-31 鄰、荖藤里〈不含 6 鄰〉、北
榮里、重興里、香湖里、湖邊里、新厝里、慶安里、中庄里、仁義里、後湖里、頂庄里、義教里。

玉山國中

車店里、新西里、福民里(15 鄰除外)、永和里、垂楊里(以上 5 個里與民生國中為共同學區)、書院里 6~9、11~19 鄰、番社里 3、4、7、13~15
鄰、後驛里 7~10 鄰、福全里 1~27 鄰 、福安里 1~14、18-21 鄰（19 鄰與北園國中共同學區）、港坪里、磚磘里、劉厝里、西平里、大溪
里、頭港里。

民生國中

書院里 1~5、10 鄰、永和里、導明里 12~15 鄰、番社里 1、2、5、6、8~12 鄰、致遠里（1 鄰除外）、新富里、西榮里、美源里（9、12、
13 鄰除外）、培元里、新西里、車店里、福民里、光路里、垂楊里、自強里、翠岱里、湖內里、獅子里、紅瓦里。
附註：車店里、永和里、福民里(15 鄰除外)、新西里、垂楊里，以上五里是玉山與民生共同學區。

北園國中

北新里、北湖里、竹村里、竹圍里 1-28 鄰、後驛里 14-16 鄰、下埤里、福全里 28、29 鄰、
保福里、保安里、保生里、福安里 15-17、19、22 鄰，荖藤里 6 鄰。

崇文國小

北門里 6-11 鄰、中央里，文化里 7、9、11－14 鄰、育英里、過溝里、豐年里、國華里 1-4 鄰。

民族國小

東興里、民族里、華南里、朝陽里、東川里 15 鄰、北門里 1-5 鄰、中山里 1-7、11-14 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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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國小

文化里 1-6、8、10 鄰、導明里、新富里、西榮里、培元里、書院里 1-5、10 鄰、自強里、翠岱里、致遠里、美源里 5、14-18 鄰。

博愛國小

慶安里、北榮里、重興里、香湖里、湖邊里、新厝里、北新里 1-3 鄰、國華里 5、6、8、10-12 鄰、竹圍里 29-31 鄰、
荖藤里 4-6 鄰、保生里 1、6-9、10（保安四路以東）、11 鄰、後驛里 1-6、11-12 鄰。

蘭潭國小

鹿寮里 1~6 鄰、蘭潭里 5-14 鄰、東川里 1-14、17-19 鄰、長竹里。※長竹里 11-16 鄰為與文雅共同學區。

林森國小

太平里 10-17 鄰、王田里、中山里 16-18 鄰、東川里 16 鄰、圳頭里 22-28 鄰、新店里、後庄里 9-19 鄰。(中山里 18 鄰與嘉大附小共同學區)

精忠國小

圳頭里 1-21 鄰、後庄里 1-8、20 鄰、盧厝里 2 鄰、盧厝里 7-8 鄰(為精忠、文雅共同學區)。

文雅國小

盧厝里 1、3-6、9-10 鄰、文雅里、盧厝里 7-8 鄰（與精忠國小共同學區）、長竹里 11-16 鄰（與蘭潭國小共同學區）。

嘉大附小

中山里 8-10、15 鄰、林森里、北門里 12-18 鄰、太平里 18-23 鄰。(中山里 18 鄰與林森國小共同學區)

興安國小

興村里、興安里、興仁里、安業里、美源里 9、12、13 鄰。
興安與宣信共同學區：1.安寮里 14-19 鄰。2.頂寮里 5 鄰吳鳳南路 365 巷。3.頂寮里 6 鄰吳鳳南路 547 巷。4.頂寮里 10-14 鄰。

宣信國小

宣信里、興南里、芳草里、新開里、芳安里、頂寮里、短竹里、安寮里、蘭潭里 1-4 鄰、鹿寮里 7-8 鄰。
宣信與興安之共同學區：
安寮里 14-19 鄰、頂寮里 10-14 鄰、頂寮里 5 鄰(地址為吳鳳南路 365 巷者)、頂寮里 6 鄰(地址為吳鳳南路 547 巷者)，由宣信國小發入學通
知單，並於興安現有校舍可容納額度內，有意願者可至興安國小就讀。

垂楊國小

垂楊里、番社里、永和里、新西里、書院里 6-9、11-19 鄰、國華里 7、9 鄰、西平里 2-3、6-9、11-12 鄰、車店里 9-13、21 鄰。

嘉北國小

後湖里、頂庄里、中庄里、仁義里、荖藤里 1-3、7-14 鄰、義教里、太平里 1-9 鄰。

僑平國小

竹圍里 1-6、8（興達路以南）、9-10、12-13、17、20-28 鄰、保生里 2 鄰、保福里 1-2、4 鄰、後驛里 7-10、13-16 鄰、福全里、
福安里 11、12-13（興達路以南）、14、17-18（興達路以南）、19-21 鄰。

育人國小

頭港里、港坪里 1-4、7-11 鄰、劉厝里、大溪里 1-12、14 鄰。

興嘉國小

車店里 1~8、14~20 鄰、美源里 19 鄰、福民里、光路里 9-10、12-13 鄰、紅瓦里。

志航國小

光路里 1-8、11、14-22 鄰、美源里 1-4、6-8、10-11 鄰、湖內里、獅子里。

世賢國小

保安里 1-8 鄰、保福里 3、5-13 鄰、福安里 12（北港路以東、興達路以北）、13（興達路以北）、15-16、17-18（興達路以北）、22 鄰、
保生里 3、4、5、10（保安四路以西）、12-15 鄰、竹圍里 7、8（興達路以北）、11、14、15、16、18、19 鄰。

北園國小

北湖里、竹村里、下埤里、保安里 9-12 鄰、北新里 4、5 鄰。

港坪國小

磚磘里、西平里 1、4、5、10、13-20 鄰、港坪里 5、6、12-15 鄰、大溪里 13 鄰、福安里 1-10、12（北港路以西）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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