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年新北市校園通學巷弄計畫完成改善清單 

編號 行政區 學校 編號 行政區 學校 

1 板橋區 莒光國小 21 板橋區 文德國小 

2 樹林區 山佳國小 22 板橋區 文聖國小 

3 新莊區 豐年國小 23 板橋區 板橋國小 

4 永和區 秀朗國小 24 汐止區 北港國小 

5 烏來區 烏來國中小 25 汐止區 白雲國小 

6 深坑區 深坑國小 26 樹林區 育德國小 

7 石碇區 和平國小 27 汐止區 秀峰國小 

8 坪林區 坪林國小 28 淡水區 新興國小 

9 新店區 中正國小 29 貢寮區 澳底國小 

10 八里區 大崁國小 30 平溪區 十分國小 

11 土城區 土城國小 31 雙溪區 雙溪國小 

12 林口區 麗林國小 32 蘆洲區 忠義國小 

13 金山區 金山國小 33 三芝區 三芝國小 

14 板橋區 後埔國小 34 三峽區 龍埔國小 

15 中和區 光復國小 35 石門區 老梅國小 

16 中和區 復興國小 36 新莊區 光華國小 

17 板橋區 海山國小 37 新店區 安坑國小 

18 五股區 德音國小 38 瑞芳區 瑞芳國小 

19 泰山區 同榮國小 39 萬里區 萬里國小 

20 土城區 清水國小 40 鶯歌區 鶯歌國小 

備註 本表統計至 108年 12月 12日止。 

  



109年新北市校園通學巷弄計畫預計改善清單 

編號 行政區 學校 編號 行政區 學校 

排勘中(共 4所) 

1 石碇區 石碇國小 3 新店區 大豐國小 

2 新店區 青潭國小 4 烏來區 福山國小 

已會勘施工中(共 12所) 

1 林口區 南勢國小 7 中和區 錦和國小 

2 三峽區 介壽國小 8 三芝區 橫山國小 

3 鶯歌區 永吉國小 9 石門區 石門國小 

4 淡水區 天生國小 10 樹林區 三多國小 

5 淡水區 新市國小 11 萬里區 大坪國小 

6 淡水區 文化國小 12 金山區 金美國小 

已完工(共 34所) 

1 板橋區 江翠國小 18 新莊區 榮富國小 

2 中和區 積穗國小 19 新莊區 新泰國小 

3 鶯歌區 二橋國小 20 板橋區 溪州國小 

4 蘆洲區 成功國小 21 土城區 廣福國小 

5 樹林區 柑園國小 22 瑞芳區 義方國小 

6 鶯歌區 建國國小 23 平溪區 菁桐國小 

7 五股區 五股國小 24 雙溪區 上林國小 

8 三重區 光興國小 25 貢寮區 福連國小 

9 新莊區 新莊國小 26 汐止區 長安國小 

10 新店區 達觀國中小 27 永和區 永平國小 

11 板橋區 新埔國小 28 永和區 永和國小 

12 林口區 麗園國小 29 永和區 網溪國小 

13 汐止區 汐止國小 30 三重區 重陽國小 

14 板橋區 實踐國小 31 三重區 厚德國小 

15 三峽區 民義國小 32 泰山區 泰山國小 

16 蘆洲區 蘆洲國小 33 五股區 成州國小 

17 三重區 集美國小 34 八里區 米倉國小 

備註 本表統計至 109年 6月 30日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