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新莊區 107學年度各公立國民小學學區一覽表 

107年 3月 13日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新北府教國字第 1070407967號函 

 

學校名稱 學區範圍 自由學區 備註 

新莊國小 

立人里、思源里（1、4、20

鄰）、文衡里（1、4-8、10-16

鄰）、文聖里（2-17鄰）、興

漢里、榮和里、文德里、文

明里、恆安里、立德里（1-8

鄰）。 

一、中美里、思賢里 2鄰、思

源里 3、19鄰(新莊、思賢

國小自由學區) 

二、文衡里 2-3、9鄰(新莊、 豐

年國小自由學區) 

三、文聖里 1、18-29鄰(新莊、

新泰國小自由學區) 

 

中港國小 

中泰里、立志里、立基里、

立廷里（16鄰、19-40鄰除

外）、中宏里、中全里、立

功里、中和里、中港里（8-10

鄰）、中誠里（1-4、6-15鄰）。 

中港里 11-14、21-25鄰、中誠

里 5鄰(中港、榮富國小自由學

區) 

 

榮富國小 
中信里、中平里、中港里

（1-7、15-20、26-28鄰）。 

一、中港里 11-14、21-25鄰、

中誠里 5鄰(榮富、中港國

小自由學區)  

二、中隆里 1-20鄰(榮富、中

信國小自由學區) 

 

中信國小 

中原里、中隆里（21-27

鄰）、立廷里（16鄰、19-40

鄰）。 

中隆里 1-20鄰(中信、榮富國

小自由學區)  

開放為全新莊

區自由學區 

思賢國小 

仁義里、自信里、思源里

（2、5-18、21-22鄰）、思

賢里（2鄰除外）、仁愛里、

自強里、自立里、中華里。 

中美里、思賢里 2鄰、思源里 3、

19鄰(思賢、新莊國小自由學

區)  

 



學校名稱 學區範圍 自由學區 備註 

昌隆國小 

昌明里（1-4、9-11、14、

16-17鄰）、昌信里（1-3、7

鄰）、信義里、和平里(1-14

鄰)、昌隆里、幸福里。 

昌明里 5-8、12、13、15、18

鄰、昌信里 4-6鄰、和平里 15-21

鄰(昌隆、昌平國小自由學區) 

 

 

 

 

 

 

 

昌平國小 
昌平里（8-21鄰）、昌信里

（8-17鄰）。 

一、昌明里 5-8、12、13、15、

18鄰、昌信里 4-6鄰、和

平里 15-21鄰(昌平、昌隆

國小自由學區) 

二、昌平里 1-7鄰(昌平、興化

國小自由學區) 

 

◎排除昌隆、

頭前國小學

區，不再納入

昌平國小自由

學區範圍。 

◎有兄姊現就

讀昌平國小且

其弟妹欲隨兄

姐就讀則不受

上述限制。 

興化國小 
福基里（10-17鄰）、福興

里。 

一、昌平里 1-7鄰(興化、昌平

國小自由學區) 

二、五股區興珍里 33-37鄰(興

化、五股區更寮國小自由學

區) 

 

頭前國小 
化成里、頭前里、福基里

（1-9鄰）。 

三重區中興里、頂崁里（即中興

北街臨近本區化成路）(頭前、

三重區興穀國小自由學區) 

 

國泰國小 

忠孝里（1-6、11、12、14、

15、18、20、22、25、26鄰）、

國泰里（10鄰）、海山里

（19-24鄰）、福營里、營盤

里。 

一、泰山區貴賢里 9-14鄰(國

泰、泰山區明志國小自由學

區) 

二、泰山區義仁里 30-39鄰(新

泰、國泰、泰山區義學國小

自由學區) 

開放為全新莊

區自由學區 

 



學校名稱 學區範圍 自由學區 備註 

新泰國小 

立德里（9-17鄰）、全泰里、

立言里、立泰里、忠孝里

（7-10、13、16、17、19、

21、23、24、27-29鄰）。 

一、文聖里 1、18-29鄰(新泰、

新莊國小自由學區)。 

二、泰山區義仁里 30-39鄰(新

泰、 國泰、泰山區義學國

小自由學區) 

有兄姐就讀國

泰國小者，為

便利家長接

送，可選讀國

泰國小。 

裕民國小 

四維里（16-18鄰）、裕民

里、萬安里、龍安里、南港

里、富國里。 

一、龍鳳里、龍福里(裕民、丹

鳳國小自由學區) 

二、富民里(裕民、民安、丹鳳

國小自由學區) 

三、四維里 19-22鄰(裕民、光

華國小自由學區) 

 

丹鳳國小 
丹鳳里、合鳳里、祥鳳里、

雙鳳里。 

一、龍鳳里、龍福里(丹鳳、裕

民國小自由學區) 

二、富民里(丹鳳、民安、裕民

國小自由學區) 

三、泰山區貴和里 33-38鄰(丹

鳳、泰山區明志國小自由學

區) 

 

民安國小 

民安里（1-16、19-22鄰）、

四維里（1-15鄰）、成德里

（1-4、9-11鄰）、後港里、

八德里、民有里（1、10-14、

16、17鄰）、後德里、建福

里、民全里、民本里、西盛

里（1-5、19、22鄰）、建安

里（1-32鄰）。 

一、瓊林里 13-20鄰、建安里

33、34鄰(民安、豐年國小

自由學區) 

二、成德里 5-8、12-23鄰、民

有里 2-9、15、18-20鄰、

民安里 28、29鄰(民安、光

華國小自由學區) 

三、富民里(民安、丹鳳、裕民

國小自由學區)  

 

豐年國小 

全安里、瓊林里（1-12鄰）、

海山里（1-18鄰）、國泰里

（1-9、11-16鄰）、豐年里、

泰豐里。 

一、瓊林里 13-20鄰、建安里

33、34鄰(豐年、民安國小

自由學區) 

二、文衡里 2、3、9鄰(豐年、

新莊國小自由學區) 

 



學校名稱 學區範圍 自由學區 備註 

光華國小 

光華里、光明里、民安里

（17、18、23-27、30-33

鄰）、光和里、光正里、光

榮里、西盛里（6-11、13、

20、21、23、24鄰）。 

一、成德里 5-8、12-23鄰、民

有里 2-9、15、18-20鄰、

民安里 28、29鄰(光華、民

安國小自由學區) 

二、西盛里 12鄰(光華、樹林

區文林國小自由學區) 

三、四維里 19-22鄰(光華、裕

民國小自由學區) 

 

樹林區 

文林國小 
西盛里（14-18、25-29鄰） 

西盛里 12鄰(樹林區文林國

小、光華國小自由學區) 

 

 



新北市新莊區 107學年度各公立國民中學學區一覽表 

107年 3月 12日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新北教中字第 10704078891號函 

 

學校名稱 學區範圍 自由學區 備註 

新莊國中 

文明、恆安、立人、榮和、文

德、興漢、全安、海山、豐年、

泰豐、文衡、文聖、國泰、中

美、立德（1-8鄰）等里。 

一、思源里 1-4、19、20鄰(新莊、

頭前國中自由學區) 

二、全泰里、思賢里 2鄰(新莊、

新泰國中自由學區)  

三、瓊林里 1-12鄰(新莊、福營、

新泰國中自由學區) 

四、瓊林里 13鄰(新莊、福營國中

自由學區)  

 

新泰國中 

中華、中和、中誠、中宏、中

全、中泰、立志、立基、立言、

立泰、立廷（幸福路單號單

巷）、思賢（除 2鄰）、忠孝、

立功、立德（除 1-8 鄰）、自

立、自強、營盤（三泰路以東

北為界）等里。 

一、全泰里、思賢里 2鄰(新泰、

新莊國中自由學區) 

二、瓊林里 1-12鄰(新泰、新莊、

福營國中自由學區) 

三、泰山區義仁里 30-39鄰、貴賢

里 9-14鄰及貴子路 67巷(新

泰、義學國中自由學區) 

四、營盤里 7、8鄰(新泰、福營國

中自由學區) 

 

中平國中 

立廷（除幸福路單號、單巷）、

中港、中原、中信、中平、中

隆等里。 

  

頭前國中 

思源（5-18、21、22鄰）、幸

福、昌平、昌隆、仁愛、仁義、

信義、和平、昌明、昌信、自

信、福基、福興、頭前、化成

等里。 

一、思源里 1-4、19、20鄰(頭前、

新莊國中自由學區) 

二、五股區興珍里 33-37鄰(頭前、

五股國中自由學區) 

三、三重區中興里、頂崁里(頭前、

三重區二重國中自由學區) 

三重區中興里、

頂崁里調整為頭

前國中、三重區

二重國中自由學

區。 



學校名稱 學區範圍 自由學區 備註 

福營國中 

富民、民全、後港、富國、西

盛（1-5、19、22鄰）、萬安、

民安（除 17、18、23-27、30-33

鄰）、民本、四維、後德、建

安、建福、福營、南港、成德、

營盤（三泰路以西南為界）、

瓊林（14-20 鄰）、民有、龍

安（除第 15鄰）、八德等里。 

一、瓊林里 1-12鄰(福營、新莊、

新泰國中自由學區) 

二、裕民、合鳳、祥鳳等里(福營、

丹鳳高中國中部自由學區) 

三、瓊林里 13鄰(福營、新莊國中

自由學區)  

四、西盛里 12、14-18、25-29鄰(福

營、板橋區溪崑國中自由學

區) 

五、營盤里 7、8鄰(福營、新泰國

中自由學區) 

 

丹鳳高中 

（國中部） 

西盛（6-9、11、13、20-21、

23鄰）、丹鳳、龍鳳、龍福、

雙鳳、光華、光明、光榮、光

正、龍安（15鄰）、民安（17、

18、23-27、30-33鄰）、光和

等里。 

一、裕民、合鳳、祥鳳等里(丹鳳

高中國中部、福營國中自由學

區) 

二、泰山區貴和里 33-38鄰(丹鳳

高中國中部、泰山區義學國中

自由學區) 

三、西盛里 10、24鄰(丹鳳高中國

中部、板橋區溪崑國中自由學

區) 

 

板橋區 

溪崑國中 
 

一、西盛里 10、24鄰(丹鳳高中國

中部、板橋區溪崑國中自由學

區) 

二、西盛里 12、14-18、25-29鄰(福

營國中、板橋區溪崑國中自由

學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