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次 組別 行政區
領航學校

分區
校名

1 自主學習組 土城區 中學組 清水高中
2 自主學習組 中和區 中學組 錦和高中
3 自主學習組 樹林區 中學組 樹林高中(國中部)
4 自主學習組 板橋區 中學組 大觀國中
5 自主學習組 板橋區 中學組 江翠國中
6 自主學習組 土城區 中學組 中正國中
7 自主學習組 淡水區 中學組 淡水國中
8 自主學習組 八里區 自主西區 米倉國小
9 自主學習組 淡水區 自主西區 天生國小
10 自主學習組 三芝區 自主西區 興華國小
11 自主學習組 萬里區 自主西區 大坪國小
12 自主學習組 五股區 自主西區 德音國小
13 自主學習組 泰山區 自主西區 同榮國小
14 自主學習組 林口區 自主西區 南勢國小
15 自主學習組 三重區 自主西區 五華國小
16 自主學習組 三重區 自主西區 正義國小
17 自主學習組 蘆洲區 自主中區 仁愛國小
18 自主學習組 新莊區 自主中區 丹鳳國小
19 自主學習組 新莊區 自主中區 豐年國小
20 自主學習組 板橋區 自主中區 大觀國小
21 自主學習組 板橋區 自主中區 文德國小
22 自主學習組 板橋區 自主中區 海山國小
23 自主學習組 三峽區 自主東區 三峽國小
24 自主學習組 三峽區 自主東區 中園國小
25 自主學習組 三峽區 自主東區 五寮國小
26 自主學習組 三峽區 自主東區 建安國小
27 自主學習組 三峽區 自主東區 龍埔國小
28 自主學習組 永和區 自主東區 頂溪國小
29 自主學習組 汐止區 自主東區 白雲國小
30 自主學習組 新店區 自主東區 大豐國小
31 自主學習組 新店區 自主東區 中正國小
32 自主學習組 新店區 自主東區 北新國小
33 自主學習組 瑞芳區 自主東區 瑞芳國小

110學年度新北市智慧學習領航學校-自主學習組錄取名單

備註：錄取名單依照領航學校分區及行政區排序



項次 組別 行政區
領航學校

分區
校名

1 PBL組 汐止區 PBL東區 金龍國小
2 PBL組 汐止區 PBL東區 青山國中小
3 PBL組 八里區 PBL東區 長坑國小
4 PBL組 泰山區 PBL東區 明志國小
5 PBL組 泰山區 PBL東區 義學國小
6 PBL組 淡水區 PBL東區 新市國小
7 PBL組 林口區 PBL東區 崇林國中
8 PBL組 林口區 PBL東區 佳林國中
9 PBL組 三重區 PBL東區 碧華國小
10 PBL組 新莊區 PBL東區 中港國小
11 PBL組 新莊區 PBL東區 光華國小
12 PBL組 新莊區 PBL東區 思賢國小
13 PBL組 瑞芳區 PBL東區 瑞芳國中
14 PBL組 蘆洲區 PBL東區 成功國小
15 PBL組 蘆洲區 PBL東區 鷺江國小
16 PBL組 三峽區 PBL西區 介壽國小
17 PBL組 三峽區 PBL西區 成福國小
18 PBL組 土城區 PBL西區 土城國小
19 PBL組 中和區 PBL西區 自強國小
20 PBL組 永和區 PBL西區 永和國中
21 PBL組 永和區 PBL西區 福和國中
22 PBL組 新店區 PBL西區 直潭國小
23 PBL組 鶯歌區 PBL西區 二橋國小
24 PBL組 板橋區 PBL西區 重慶國中
25 PBL組 板橋區 PBL西區 後埔國小
26 PBL組 板橋區 PBL西區 國光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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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錄取名單依照領航學校分區及行政區排序



項次 組別 行政區
領航學校分

區
校名

1 資訊科技組 三重區 資訊科技組 明志國中
2 資訊科技組 三峽區 資訊科技組 北大國小
3 資訊科技組 土城區 資訊科技組 廣福國小
4 資訊科技組 中和區 資訊科技組 光復國小
5 資訊科技組 五股區 資訊科技組 五股國中
6 資訊科技組 永和區 資訊科技組 永平高中
7 資訊科技組 永和區 資訊科技組 秀朗國小
8 資訊科技組 板橋區 資訊科技組 文聖國小
9 資訊科技組 板橋區 資訊科技組 重慶國小
10 資訊科技組 淡水區 資訊科技組 淡水商工
11 資訊科技組 淡水區 資訊科技組 淡水國小
12 資訊科技組 淡水區 資訊科技組 鄧公國小
13 資訊科技組 新店區 資訊科技組 屈尺國小
14 資訊科技組 新店區 資訊科技組 新店國小
15 資訊科技組 瑞芳區 資訊科技組 九份國小
16 資訊科技組 萬里區 資訊科技組 萬里國中
17 資訊科技組 鶯歌區 資訊科技組 鶯歌國中
18 資訊科技組 鶯歌區 資訊科技組 昌福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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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錄取名單依照領航學校分區及行政區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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