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里別 校址 

58 北投區 北投國中 423501 北投區

1.清江、溫泉、長安、大

同、奇岩、中央（1-

6 、 8-15 、 17 、 19

鄰）。 

2.八仙（1-6、10-15、18

鄰）：北投、關渡共同

學區。 

3.中央（7、16、18、20-

28 鄰）：北投、新民共

同學區。 

4. 豐 年 （ 1 、 12 、 16

鄰）：北投、桃源共同

學區。 

北投區溫泉路

62 號。 

TEL:28912091

FAX:28954393

59 北投區 關渡國中 423506 北投區

1.關渡。 

2.八仙（1-6、10-15、18

鄰）：北投、關渡共同

學區。 

3.一德（12-23 鄰）：關

渡、桃源共同學區。 

北投區知行路

212 號。 

TEL:28581770

FAX:28585627

60 北投區 新民國中 423502 北投區

1.中心、中和、中庸、秀

山、林泉、泉源、開

明、智仁、大屯、湖山

（1-3、14-18 鄰）、湖

田（1、3-10 鄰）。 

2.文化：新民、桃源共同

學區。 

3.中央（7、16、18、20-

28 鄰）：北投、新民共

同學區。 

4.湖田（2 鄰）：新民、

格致共同學區。 

北投區新民路

10 號。 

TEL:28979001

FAX:28952048

61 北投區 明德國中 423503 

北投區 1.石牌（1-16 鄰）、文林

（1-20 鄰）、榮華（1-

21 鄰）、建民（1-20

鄰 ） 、 裕 民 （ 1-24

鄰）、振華（1-10、

12-16 、 20-23 、 25

鄰）。 

2. 振 華 （ 11 、 17-19 、

24、26、27 鄰）、榮

光、永和、福興：石

牌、明德共同學區。 

3.永欣（1-7、10-23）：

石牌、蘭雅、明德共同

學區。 

北投區明德路

50 號。 

TEL:28232539

FAX:28232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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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林區 德華、蘭興、德行：明

德、蘭雅共同學區。 

  

62 北投區 桃源國中 423504 北投區

1.一德（1-11 鄰）、桃源

（1-17 鄰）、稻香（1-

16 鄰）、豐年（2-11、

13-15 鄰）。 

2.文化：新民、桃源共同

學區。 

3. 豐 年 （ 1 、 12 、 16

鄰）：北投、桃源共同

學區。 

4.一德（12-23 鄰）：關

渡、桃源共同學區。 

北投區中央北

路 4段 48 號。 

TEL:28929633

FAX:28952080

63 北投區 石牌國中 423505 北投區

1.東華（1-18 鄰）、永

明、吉利、吉慶、立

農、立賢、尊賢、八仙

（7-9、16、17 鄰）。 

2. 振 華 （ 11 、 17-19 、

24、26、27 鄰）、榮

光、永和、福興：石

牌、明德共同學區。 

3.永欣（1-7、10-23）：

石牌、蘭雅、明德共同

學區。 

北投區石牌路

1段 139 號。 

TEL:28224682

FAX:28265330

64 南港區 
南港高中

國中部 
393301 南港區

1. 南 港 、 玉 成 、 合 成

（23-24 鄰）、西新、

東新、東明、新光（1-

12、14、16-18 鄰）、

重陽。 

2.新光（13、15 鄰）、合

成（ 16-22 鄰）：南

港、成德共同學區。 

南港區向陽路

21 號。 

TEL:27837863

FAX:27884235

65 南港區 誠正國中 393501 南港區
三重、中南、中研、新

富、舊莊、九如。 

南港區富康街

1巷 24 號。 

TEL:27828094

FEX:27883775

66 南港區 成德國中 393503 南港區

1.聯成、合成（1-15 鄰

25、26 鄰）、成福（1-

16、28、29、31 鄰）、

萬 福 （ 1-5 、 9-17

鄰）。 

2.鴻福：成德、瑠公共同

學區。 

3.新光（13、15 鄰）、合

成（ 16-22- 鄰）：南

港、成德共同學區。 

南港區東新街

108 巷 23 號。 

TEL:26515636

FAX:278592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