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年原住民族教育師資修習原住民族文化及多元文化教育課程 

課程抵免辦理須知 

1、本項課程抵免作業，係依據原住民族教育法第 37條及原住民族教育師資修習原住民族文化及

多元文化教育課程實施辦法辦理。 

2、申請時間自即日起至 112年 03月 31日止，以郵戳為憑，逾期概不受理申請。 

3、申請人須自行下載課程抵免申請表，並以正楷文字或運用電腦軟體填寫，填寫之個人資料須為

真實且正確無誤，如產生資料無法判別、冒名頂替或提供不實資料者，其責任由申請人自負。 

4、申請人請詳閱附件一，填寫辦理申請課程抵免之科目，填寫方式如下： 

(1) 原修習之科目名稱與附件一所列之科目名稱完全相同者： 

填妥申請表並檢附畢業證書影本(須加蓋「與正本相符」章)、成績單或完成研習證明(成績

單影本須有出具學校戳章及「與正本相符」章；完成研習證明請加蓋個人私章及「與正本

相符」章)，始得申請課程抵免。 

(2) 原修習之科目名稱與附件一所列之科目名稱不相同，但課程內涵相似者： 

除需填妥申請表並檢附畢業證書影本(須加蓋「與正本相符」章)、成績單或完成研習證明

(成績單影本須有出具學校戳章及「與正本相符」章；完成研習證明請加蓋個人私章及「與

正本相符」章)，另需檢附該門課程授課大綱及課程內容說明或其他可供瞭解課程內容之佐

證資料後，始得申請課程抵免。 

(3) 每門已取得學分之科目或已取得證明之研習，僅能於「原住民族文化」類別或「多元文化

教育」類別中擇一申請抵免，不得重複抵免。 

5、申請人應詳閱附件二，並填妥課程抵免申請表，且於右下角親筆簽名後，依序將畢業證書、成

績單或完成研習證明及其他佐證資料(按申請抵免科目填寫順序排序)於左上角裝訂整齊，並於

112年 03月 31日前，以 A4信封掛號(郵戳為憑)郵寄至『403451 臺中市西區民生路 140號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教師教育研究中心收』，並於信封封面註記「申請原住民族教育師資課程抵

免」，申請文件寄出後，請於三日後，再次與承辦單位確認收件狀況，以免向偶。 

6、當申請人填妥課程抵免申請表，並檢附相關資料提交申請時，即表示您已詳閱、瞭解，並同意

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之內容，遵守相關課程抵免之規定。 

7、課程抵免通過結果，預計於 112年 04月 30日前通知申請人，並行文至各縣市教育局(處)。 

8、如有疑問請電洽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教育研究中心張小姐，連絡電話：04-22183308，電子

信箱: yuxuan@mail.ntcu.edu.tw。 



112年原住民族教育師資修習原住民族文化及多元文化教育課程 

課程抵免申請表 

一、 申請人基本資料(請以正楷填寫) 

二、 申請抵免科目(表格不敷使用時，請自行複印填寫) 

＊每門已取得學分之科目或已取得證明之研習，僅能於「原住民族文化」類別或「多元文化教育」類別

中擇一申請抵免，不得重複抵免。 

申請抵免類別 

(請勾選) 
□原住民文化 □多元文化教育 

原修習科目名稱 

或原參與研習名稱 

 

 

 

 

 

 

學分數 
 

(以成績單記載之學分數填寫) 

 

(以成績單記載之學分數填寫) 

開課學校   

授課教師   

檢附資料 

*必須檢附下列資料，資料不齊者，須於通知期限內，提送補件資料 

□畢業證書影本(須加蓋「與正本相符」章) 

□成績單或完成研習證明(成績單影本須有出具學校戳章及「與正本相

符」章；完成研習證明請加蓋個人私章及「與正本相符」章) 

其他佐證資料 

原修習科目名稱與抵免公告科目名

稱不相同時，為利審核，須另行檢

附下列佐證資料: 

□授課大綱及課程內容說明 

□其他可供檢核資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原修習科目名稱與抵免公告科目名

稱不相同時，為利審核，須另行檢

附下列佐證資料: 

□授課大綱及課程內容說明 

□其他可供檢核資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同意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就原住民族委員會委託辦理「原住民族教育師資修習原住民族文化及

多元文化教育課程」相關業務時，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來使用申請人所提供之個人資

料，以利辦理課程抵免學分、研習報名及研習時數統計等作業。 

申請人親筆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性別  

服務學校  職位 
□正式教師 

□代理代課教師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請填寫可連繫之通訊電話) 

電子信箱 
 

(請以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之電子信箱填寫為原則) 



附件一 

1 

112 年原住民族教育師資修習原住民族文化及多元文化教育課程 

課程抵免科目名稱表 

 

一、依據原住民族教育法第 37 條及原住民族教育師資修習原住民族文化及多元文化

教育課程實施辦法辦理。 

二、依據上述相關法規規定，原住民族教育師資曾修習原住民族文化或多元文化教育

課程之學分數或研習時數，得採計抵免。 

三、本課程抵免科目名稱表，係依據 111 年 05 月 10 日原住民族文化或多元文化教育

課程抵免審查會議之決議通過，大學以上相關科目名稱可抵免類別詳如下表。 

四、每門已取得學分之科目或已取得證明之研習，僅能於「原住民族文化」類別或「多

元文化教育」類別中擇一申請抵免，不得重複抵免。 

 

可抵免 原住民族文化 之類別 

學校校名 原修習科目名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 臺灣原住民文化與教育 

2. 臺灣原住民史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 台灣原住民族概論 

國立清華大學 

1. 臺灣原住民族言語法 

2. 語言文化田野調查 

3. 臺灣原住民族文學概論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 臺灣原住民族概論 

2. 臺灣原住民族文化概論 

國立政治大學 1. 臺灣原住民史 

國立臺東大學 
1. 臺灣南島民族誌 

2. 南島社會文化通論 

慈濟大學 1. 原住民社會與文化 

東海大學 
1. 臺灣原住民歷史與文化 

2. 臺灣原住民文化概論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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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抵免 原住民族文化 之類別 

學校校名 原修習科目名稱 

國立東華大學 

1. 臺灣原住民的文化認同 

2. 臺灣原住民與南島民族 

3. 臺灣原住民特論 

4. 臺灣原住民族概論 

5. 文化理論臺灣原住民與南島民族 

6. 臺灣原住民導論 

7. 南島語族歷史與文化認同 

8. 臺灣原住民史 

9. 族群研究概論 

10. 台灣原住民族文化 

國立花蓮教育大學 

(已與國立東華大學合併) 

1. 臺灣原住民文化 

2. 山地文化與社會 

3. 臺灣原住民導論 

研習名稱 原研習證號 

原住民地區教師文化研習 1. 台 88 原民教字第 8812252 號 

 

 

可抵免 多元文化教育 之類別 

學校校名 原修習科目名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 臺灣原住民文化與教育 

2. 臺灣原住民史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 多元文化教育理論與實施 

2. 多元文化課程與教學 

3. 原住民族教育(111 年新增) 

臺北市立大學 1. 臺灣原住民文化與教育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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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抵免 多元文化教育 之類別 

學校校名 原修習科目名稱 

國立政治大學 1. 原住民教育 

國立空中大學 1. 多元文化教育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 多元文化教育 

2. 多元文化課程與教學實務 

國立嘉義大學 
1. 多元文化與教育 

2. 多元文化教育 

國立屏東大學 

1. 多元文化與教育 

2. 多元文化教育 

3. 多元文化與教育研究 

4. 多元文化教育理論與實務 

5. 族群與多元文化 

6. 多元文化教育與領導研究(111 年新增) 

國立東華大學 

1. 族群與教育 

2. 原住民族教育 

3. 原住民教育研究 

4. 原住民族教育研究 

5. 原住民教育專題研究 

6. 世界原住民教育專題 

7. 多元文化 

8. 多元文化理論 

9. 多元文化教育導論 

10. 多元文化與教育 

11. 多元文化教育比較研究 

12. 多元文化教育與行動研究 

13. 多元文化教育專題研究 

14. 多元文化教學策略 

15. 多元文化課程改革 

16. 多元文化課程與教學發展 

17. 語言教學與實務 

18. 教育人類學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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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抵免 多元文化教育 之類別 

學校校名 原修習科目名稱 

國立花蓮教育大學 

(已與國立東華大學合併) 

1. 多元文化理論 

2. 多元文化教育比較研究 

3. 原住民教育 

4. 山地教育專題研究 

國立臺東大學 
1. 多元文化課程與教學研究 

2. 多元文化教育 

慈濟大學 

1. 多元文化課程改革 

2. 原住民族教育專題研究 

3. 原住民教育專題研究 

4. 多元文化教育 

研習名稱 原研習證號 

原住民教師多元文化教育研習 1. 台 88 原民教字第 00001705 號 

原住民教師多元文化教育研習 1. 台 89 原民教字第 8908276 號 

 

 

有關課程抵免事宜，請洽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教育研究中心張小姐，連絡電話： 

04-22183308，電子信箱: yuxuan@mail.ntcu.edu.tw。 



附件二 
 

112年原住民族教育師資修習原住民族文化及多元文化教育課程 

課程抵免作業_個人資料授權使用同意書 

 

各位老師您好，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為了確認您修習原住民族文化及多元文化教育

課程之情形，以保障您的權益，必須瞭解您的姓名、性別及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也

為了與您聯絡釐清相關課程抵免訊息，必須瞭解您的服務單位、職位、電子信箱及連

絡電話，所以必須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需要請您在課程抵免申請表之最下欄

勾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始得依法協助您辦理課程抵免作業。對於您提供之相關資料

不會外洩，或有其他運用。敬請您安心勾選。以下為此作業之相關處理規定： 

1. 本校(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必須取得與確認您的個人資料，目的在於執行原住民族委

員會委託辦理「原住民族教育師資修習原住民族文化及多元文化教育課程作業計

畫」之相關業務工作。 

2. 請您同意本校因執行此計畫業務，以您所提供之個人資料來確認您的身份、與您進

行聯絡，並於收到申請表單後，整理您的個人資料。 

3. 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就您的個人資料向本校(1)請求查詢或閱覽、(2)請求製給

複製本、(3)請求補充或更正、(4)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或(5)請求刪除。但因

本校執行計畫業務所必需者及受其他法律所規範者，本校保有准駁該申請之權利。 

4. 您若無法提供個人資料、提供後請求刪除或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或您所提供之

個人資料難以確認您的身份真實性者，本校無法辦理您的抵免作業，若有不便之處

敬請見諒。 

5. 您已詳閱並瞭解上述所列事項，並同意本同意書所列之事項。 

6. 本同意書如有未盡事宜，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或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辦理。 

 



附件三 

原住民族教育師資修習原住民族文化及多元文化教育課程 

課程抵免申請作業流程圖 

 

申請人提送課程抵免申請表單及相關資料， 

以 A4信封掛號(郵戳為憑)郵寄至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教育研究中心收 

完成原住民族教育師資修習 

原住民族文化及多元文化教育課程 

受理抵免申請，並核對

確認申請文件是否齊全 

提送課程抵免 

審查會議 

公告通過抵免課程名單 

需再修習 

原住民族文化研習課程 

或 

多元文化教育研習課程 

資料不齊全者 

資料齊全者 

審核不通過者 

審核通過者 

補件完成者 

補件未完成者 

完成研習課程者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公告課程抵免辦理期程 

於通知期限內， 

完成補件 



 109-111學年度直轄市、縣市政府轄屬原住民重點學校彙整表

  109.12.29彙整

編號 縣市 序號
原住民族地區/

非原住民族地區
鄉鎮 原住民重點學校校名 學制

(以最高學制計)

1 花蓮縣 1 原住民地區 花蓮市 花蓮縣立體育高中 高中

2 花蓮縣 2 原住民地區 玉里鎮 縣立玉里國中 國中

3 花蓮縣 3 原住民地區 玉里鎮 縣立玉東國中 國中

4 花蓮縣 4 原住民地區 玉里鎮 縣立三民國中 國中

5 花蓮縣 5 原住民地區 花蓮市 縣立美崙國中 國中

6 花蓮縣 6 原住民地區 新城鄉 縣立秀林國中 國中

7 花蓮縣 7 原住民地區 新城鄉 縣立新城國中 國中

8 花蓮縣 8 原住民地區 吉安鄉 縣立吉安國中 國中

9 花蓮縣 9 原住民地區 吉安鄉 縣立宜昌國中 國中

10 花蓮縣 10 原住民地區 壽豐鄉 縣立壽豐國中 國中

11 花蓮縣 11 原住民地區 壽豐鄉 縣立平和國中 國中

12 花蓮縣 12 原住民地區 光復鄉 縣立光復國中 國中

13 花蓮縣 13 原住民地區 光復鄉 縣立富源國中 國中

14 花蓮縣 14 原住民地區 鳳林鎮 縣立鳳林國中 國中

15 花蓮縣 15 原住民地區 鳳林鎮 縣立萬榮國中 國中

16 花蓮縣 16 原住民地區 富里鄉 縣立富北國中 國中

17 花蓮縣 17 原住民地區 豐濱鄉 縣立豐濱國中 國中

18 花蓮縣 18 原住民地區 瑞穗鄉 縣立瑞穗國中 國中

19 花蓮縣 19 原住民地區 花蓮市 縣立自強國中 國中

20 花蓮縣 20 原住民地區 吉安鄉 縣立化仁國中 國中

21 花蓮縣 21 原住民地區 花蓮市 縣立明恥國小 國小

22 花蓮縣 22 原住民地區 花蓮市 縣立信義國小 國小

23 花蓮縣 23 原住民地區 花蓮市 縣立復興國小 國小

24 花蓮縣 24 原住民地區 花蓮市 縣立中華國小 國小

25 花蓮縣 25 原住民地區 花蓮市 縣立鑄強國小 國小

26 花蓮縣 26 原住民地區 花蓮市 縣立國福國小 國小

27 花蓮縣 27 原住民地區 新城鄉 縣立新城國小 國小

28 花蓮縣 28 原住民地區 新城鄉 縣立北埔國小 國小

29 花蓮縣 29 原住民地區 新城鄉 縣立康樂國小 國小

30 花蓮縣 30 原住民地區 新城鄉 縣立嘉里國小 國小

31 花蓮縣 31 原住民地區 吉安鄉 縣立吉安國小 國小

32 花蓮縣 32 原住民地區 吉安鄉 縣立宜昌國小 國小

33 花蓮縣 33 原住民地區 吉安鄉 縣立光華國小 國小

34 花蓮縣 34 原住民地區 吉安鄉 縣立南華國小 國小

35 花蓮縣 35 原住民地區 吉安鄉 縣立化仁國小 國小

36 花蓮縣 36 原住民地區 吉安鄉 縣立太昌國小 國小

37 花蓮縣 37 原住民地區 壽豐鄉 縣立壽豐國小 國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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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花蓮縣 38 原住民地區 壽豐鄉 縣立豐裡國小 國小

39 花蓮縣 39 原住民地區 壽豐鄉 縣立志學國小 國小

40 花蓮縣 40 原住民地區 壽豐鄉 縣立溪口國小 國小

41 花蓮縣 41 原住民地區 壽豐鄉 縣立月眉國小 國小

42 花蓮縣 42 原住民地區 壽豐鄉 縣立水璉國小 國小

43 花蓮縣 43 原住民地區 鳳林鎮 縣立大榮國小 國小

44 花蓮縣 44 原住民地區 鳳林鎮 縣立北林國小 國小

45 花蓮縣 45 原住民地區 鳳林鎮 縣立長橋國小 國小

46 花蓮縣 46 原住民地區 鳳林鎮 縣立林榮國小 國小

47 花蓮縣 47 原住民地區 光復鄉 縣立光復國小 國小

48 花蓮縣 48 原住民地區 光復鄉 縣立太巴塱國小 國小

49 花蓮縣 49 原住民地區 光復鄉 縣立大進國小 國小

50 花蓮縣 50 原住民地區 瑞穗鄉 縣立瑞穗國小 國小

51 花蓮縣 51 原住民地區 瑞穗鄉 縣立瑞北國小 國小

52 花蓮縣 52 原住民地區 瑞穗鄉 縣立瑞美國小 國小

53 花蓮縣 53 原住民地區 瑞穗鄉 縣立鶴岡國小 國小

54 花蓮縣 54 原住民地區 瑞穗鄉 縣立舞鶴國小 國小

55 花蓮縣 55 原住民地區 瑞穗鄉 縣立富源國小 國小

56 花蓮縣 56 原住民地區 豐濱鄉 縣立豐濱國小 國小

57 花蓮縣 57 原住民地區 豐濱鄉 縣立港口國小 國小

58 花蓮縣 58 原住民地區 豐濱鄉 縣立靜浦國小 國小

59 花蓮縣 59 原住民地區 豐濱鄉 縣立新社國小 國小

60 花蓮縣 60 原住民地區 玉里鎮 縣立源城國小 國小

61 花蓮縣 61 原住民地區 玉里鎮 縣立樂合國小 國小

62 花蓮縣 62 原住民地區 玉里鎮 縣立觀音國小 國小

63 花蓮縣 63 原住民地區 玉里鎮 縣立高寮國小 國小

64 花蓮縣 64 原住民地區 玉里鎮 縣立松浦國小 國小

65 花蓮縣 65 原住民地區 玉里鎮 縣立春日國小 國小

66 花蓮縣 66 原住民地區 玉里鎮 縣立德武國小 國小

67 花蓮縣 67 原住民地區 玉里鎮 縣立大禹國小 國小

68 花蓮縣 68 原住民地區 玉里鎮 縣立長良國小 國小

69 花蓮縣 69 原住民地區 富里鄉 縣立明里國小 國小

70 花蓮縣 70 原住民地區 富里鄉 縣立吳江國小 國小

71 花蓮縣 71 原住民地區 富里鄉 縣立學田國小 國小

72 花蓮縣 72 原住民地區 富里鄉 縣立永豐國小 國小

73 花蓮縣 73 原住民地區 秀林鄉 縣立秀林國小 國小

74 花蓮縣 74 原住民地區 秀林鄉 縣立富世國小 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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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花蓮縣 75 原住民地區 秀林鄉 縣立崇德國小 國小

76 花蓮縣 76 原住民地區 秀林鄉 縣立和平國小 國小

77 花蓮縣 77 原住民地區 秀林鄉 縣立景美國小 國小

78 花蓮縣 78 原住民地區 秀林鄉 縣立三棧國小 國小

79 花蓮縣 79 原住民地區 秀林鄉 縣立佳民國小 國小

80 花蓮縣 80 原住民地區 秀林鄉 縣立銅門國小 國小

81 花蓮縣 81 原住民地區 秀林鄉 縣立水源國小 國小

82 花蓮縣 82 原住民地區 秀林鄉 縣立銅蘭國小 國小

83 花蓮縣 83 原住民地區 秀林鄉 縣立文蘭國小 國小

84 花蓮縣 84 原住民地區 萬榮鄉 縣立萬榮國小 國小

85 花蓮縣 85 原住民地區 萬榮鄉 縣立明利國小 國小

86 花蓮縣 86 原住民地區 萬榮鄉 縣立見晴國小 國小

87 花蓮縣 87 原住民地區 萬榮鄉 縣立馬遠國小 國小

88 花蓮縣 88 原住民地區 萬榮鄉 縣立西林國小 國小

89 花蓮縣 89 原住民地區 萬榮鄉 縣立紅葉國小 國小

90 花蓮縣 90 原住民地區 卓溪鄉 縣立卓溪國小 國小

91 花蓮縣 91 原住民地區 卓溪鄉 縣立崙山國小 國小

92 花蓮縣 92 原住民地區 卓溪鄉 縣立立山國小 國小

93 花蓮縣 93 原住民地區 卓溪鄉 縣立太平國小 國小

94 花蓮縣 94 原住民地區 卓溪鄉 縣立卓清國小 國小

95 花蓮縣 95 原住民地區 卓溪鄉 縣立卓樂國小 國小

96 花蓮縣 96 原住民地區 卓溪鄉 縣立古風國小 國小

97 花蓮縣 97 原住民地區 瑞穗鄉 縣立奇美國小 國小

98 花蓮縣 98 原住民地區 卓溪鄉 縣立卓楓國小 國小

99 花蓮縣 99 原住民地區 光復鄉 縣立西富國小 國小

100 花蓮縣 100 原住民地區 光復鄉 縣立大興國小 國小

101 花蓮縣 101 原住民地區 秀林鄉 縣立西寶國小 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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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臺東縣 1 原住民地區 蘭嶼鄉 縣立蘭嶼高中(含國中部) 高中

103 臺東縣 2 原住民地區 臺東市 縣立寶桑國中 國中

104 臺東縣 3 原住民地區 臺東市 縣立卑南國中 國中

105 臺東縣 4 原住民地區 臺東市 縣立豐田國中 國中

106 臺東縣 5 原住民地區 臺東市 縣立知本國中 國中

107 臺東縣 6 原住民地區 卑南鄉 縣立初鹿國中 國中

108 臺東縣 7 原住民地區 鹿野鄉 縣立鹿野國中 國中

109 臺東縣 8 原住民地區 鹿野鄉 縣立瑞源國中 國中

110 臺東縣 9 原住民地區 關山鎮 縣立關山國中 國中

111 臺東縣 10 原住民地區 池上鄉 縣立池上國中 國中

112 臺東縣 11 原住民地區 太麻里鄉 縣立大王國中 國中

113 臺東縣 12 原住民地區 太麻里鄉 縣立賓茂國中 國中

114 臺東縣 13 原住民地區 大武鄉 縣立大武國中 國中

115 臺東縣 14 原住民地區 東河鄉 縣立都蘭國中 國中

116 臺東縣 15 原住民地區 東河鄉 縣立泰源國中 國中

117 臺東縣 16 原住民地區 成功鎮 縣立新港國中 國中

118 臺東縣 17 原住民地區 長濱鄉 縣立長濱國中 國中

119 臺東縣 18 原住民地區 延平鄉 縣立桃源國中 國中

120 臺東縣 19 原住民地區 海端鄉 縣立海端國中 國中

121 臺東縣 20 原住民地區 臺東市 縣立仁愛國小 國小

122 臺東縣 21 原住民地區 臺東市 縣立光明國小 國小

123 臺東縣 22 原住民地區 臺東市 縣立豐里國小 國小

124 臺東縣 23 原住民地區 臺東市 縣立豐榮國小 國小

125 臺東縣 24 原住民地區 臺東市 縣立康樂國小 國小

126 臺東縣 25 原住民地區 臺東市 縣立豐年國小 國小

127 臺東縣 26 原住民地區 臺東市 縣立卑南國小 國小

128 臺東縣 27 原住民地區 臺東市 縣立岩灣國小 國小

129 臺東縣 28 原住民地區 臺東市 縣立南王國小 國小

130 臺東縣 29 原住民地區 臺東市 縣立知本國小 國小

131 臺東縣 30 原住民地區 臺東市 縣立建和國小 國小

132 臺東縣 31 原住民地區 臺東市 縣立豐田國小 國小

133 臺東縣 32 原住民地區 臺東市 縣立富岡國小 國小

134 臺東縣 33 原住民地區 臺東市 縣立新園國小 國小

135 臺東縣 34 原住民地區 卑南鄉 縣立賓朗國小 國小

136 臺東縣 35 原住民地區 卑南鄉 縣立利嘉國小 國小

137 臺東縣 36 原住民地區 卑南鄉 縣立初鹿國小 國小

138 臺東縣 37 原住民地區 卑南鄉 縣立富山國小 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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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臺東縣 38 原住民地區 卑南鄉 縣立大南國小 國小

140 臺東縣 39 原住民地區 卑南鄉 縣立太平國小 國小

141 臺東縣 40 原住民地區 太麻里鄉 縣立大王國小 國小

142 臺東縣 41 原住民地區 太麻里鄉 縣立香蘭國小 國小

143 臺東縣 42 原住民地區 太麻里鄉 縣立美和國小 國小

144 臺東縣 43 原住民地區 太麻里鄉 縣立大溪國小 國小

145 臺東縣 44 原住民地區 大武鄉 縣立尚武國小 國小

146 臺東縣 45 原住民地區 大武鄉 縣立大武國小 國小

147 臺東縣 46 原住民地區 大武鄉 縣立大鳥國小 國小

148 臺東縣 47 原住民地區 鹿野鄉 縣立鹿野國小 國小

149 臺東縣 48 原住民地區 鹿野鄉 縣立永安國小 國小

150 臺東縣 49 原住民地區 鹿野鄉 縣立瑞豐國小 國小

151 臺東縣 50 原住民地區 鹿野鄉 縣立瑞源國小 國小

152 臺東縣 51 原住民地區 關山鎮 縣立關山國小 國小

153 臺東縣 52 原住民地區 關山鎮 縣立月眉國小 國小

154 臺東縣 53 原住民地區 關山鎮 縣立德高國小 國小

155 臺東縣 54 原住民地區 關山鎮 縣立電光國小 國小

156 臺東縣 55 原住民地區 池上鄉 縣立福原國小 國小

157 臺東縣 56 原住民地區 池上鄉 縣立大坡國小 國小

158 臺東縣 57 原住民地區 池上鄉 縣立萬安國小 國小

159 臺東縣 58 原住民地區 東河鄉 縣立東河國小 國小

160 臺東縣 59 原住民地區 東河鄉 縣立都蘭國小 國小

161 臺東縣 60 原住民地區 東河鄉 縣立泰源國小 國小

162 臺東縣 61 原住民地區 東河鄉 縣立北源國小 國小

163 臺東縣 62 原住民地區 成功鎮 縣立三民國小 國小

164 臺東縣 63 原住民地區 成功鎮 縣立成功國小 國小

165 臺東縣 64 原住民地區 成功鎮 縣立信義國小 國小

166 臺東縣 65 原住民地區 成功鎮 縣立三仙國小 國小

167 臺東縣 66 原住民地區 成功鎮 縣立忠孝國小 國小

168 臺東縣 67 原住民地區 長濱鄉 縣立長濱國小 國小

169 臺東縣 68 原住民地區 長濱鄉 縣立寧埔國小 國小

170 臺東縣 69 原住民地區 長濱鄉 縣立竹湖國小 國小

171 臺東縣 70 原住民地區 長濱鄉 縣立三間國小 國小

172 臺東縣 71 原住民地區 長濱鄉 縣立樟原國小 國小

173 臺東縣 72 原住民地區 金峰鄉 縣立嘉蘭國小 國小

174 臺東縣 73 原住民地區 金峰鄉 縣立介達國小 國小

175 臺東縣 74 原住民地區 金峰鄉 縣立新興國小 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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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臺東縣 75 原住民地區 金峰鄉 縣立賓茂國小 國小

177 臺東縣 76 原住民地區 達仁鄉 縣立安朔國小 國小

178 臺東縣 77 原住民地區 達仁鄉 縣立土坂國小 國小

179 臺東縣 78 原住民地區 達仁鄉 縣立臺坂國小 國小

180 臺東縣 79 原住民地區 蘭嶼鄉 縣立蘭嶼國小 國小

181 臺東縣 80 原住民地區 蘭嶼鄉 縣立椰油國小 國小

182 臺東縣 81 原住民地區 蘭嶼鄉 縣立東清國小 國小

183 臺東縣 82 原住民地區 蘭嶼鄉 縣立朗島國小 國小

184 臺東縣 83 原住民地區 延平鄉 縣立桃源國小 國小

185 臺東縣 84 原住民地區 延平鄉 縣立武陵國小 國小

186 臺東縣 85 原住民地區 延平鄉 縣立鸞山國小 國小

187 臺東縣 86 原住民地區 延平鄉 縣立紅葉國小 國小

188 臺東縣 87 原住民地區 海端鄉 縣立海端國小 國小

189 臺東縣 88 原住民地區 海端鄉 縣立初來國小 國小

190 臺東縣 89 原住民地區 海端鄉 縣立崁頂國小 國小

191 臺東縣 90 原住民地區 海端鄉 縣立廣原國小 國小

192 臺東縣 91 原住民地區 海端鄉 縣立錦屏國小 國小

193 臺東縣 92 原住民地區 海端鄉 縣立加拿國小 國小

194 臺東縣 93 原住民地區 海端鄉 縣立霧鹿國小 國小

195 臺東縣 94 原住民地區 東河鄉 縣立興隆國小 國小

196 嘉義縣 1 原住民地區 阿里山鄉 縣立阿里山國中小 國中

197 嘉義縣 2 非原住民地區 番路鄉 縣立黎明國小 國小

198 嘉義縣 3 原住民地區 阿里山鄉 縣立達邦國小 國小

199 嘉義縣 4 原住民地區 阿里山鄉 縣立十字國小 國小

200 嘉義縣 5 原住民地區 阿里山鄉 縣立來吉國小 國小

201 嘉義縣 6 原住民地區 阿里山鄉 縣立山美國小 國小

202 嘉義縣 7 原住民地區 阿里山鄉 縣立新美國小 國小

203 嘉義縣 8 原住民地區 阿里山鄉 縣立茶山國小 國小

204 南投縣 1 非原住民地區 國姓鄉 縣立北梅國中 國中

205 南投縣 2 非原住民地區 水里鄉 縣立民和國中 國中

206 南投縣 3 原住民地區 信義鄉 縣立信義國中 國中

207 南投縣 4 原住民地區 信義鄉 縣立同富國中 國中

208 南投縣 5 原住民地區 仁愛鄉 縣立仁愛國中 國中

209 南投縣 6 原住民地區 魚池鄉 縣立伊達邵國小 國小

210 南投縣 7 原住民地區 信義鄉 縣立信義國小 國小

211 南投縣 8 原住民地區 信義鄉 縣立羅娜國小 國小

212 南投縣 9 原住民地區 信義鄉 縣立同富國小 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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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南投縣 10 原住民地區 信義鄉 縣立人和國小 國小

214 南投縣 11 原住民地區 信義鄉 縣立地利國小 國小

215 南投縣 12 原住民地區 信義鄉 縣立東埔國小 國小

216 南投縣 13 原住民地區 信義鄉 縣立潭南國小 國小

217 南投縣 14 原住民地區 信義鄉 縣立希娜巴嵐國小 國小

218 南投縣 15 原住民地區 信義鄉 縣立久美國小 國小

219 南投縣 16 原住民地區 信義鄉 縣立雙龍國小 國小

220 南投縣 17 原住民地區 信義鄉 縣立豐丘國小 國小

221 南投縣 18 原住民地區 仁愛鄉 縣立仁愛國小 國小

222 南投縣 19 原住民地區 仁愛鄉 縣立親愛國小 國小

223 南投縣 20 原住民地區 仁愛鄉 縣立法治國小 國小

224 南投縣 21 原住民地區 仁愛鄉 縣立德鹿谷國小 國小

225 南投縣 22 原住民地區 仁愛鄉 縣立互助國小 國小

226 南投縣 23 原住民地區 仁愛鄉 縣立力行國小 國小

227 南投縣 24 原住民地區 仁愛鄉 縣立南豐國小 國小

228 南投縣 25 原住民地區 仁愛鄉 縣立中正國小 國小

229 南投縣 26 原住民地區 仁愛鄉 縣立廬山國小 國小

230 南投縣 27 原住民地區 仁愛鄉 縣立發祥國小 國小

231 南投縣 28 原住民地區 仁愛鄉 縣立萬豐國小 國小

232 南投縣 29 原住民地區 仁愛鄉 縣立都達國小 國小

233 南投縣 30 原住民地區 仁愛鄉 縣立春陽國小 國小

234 南投縣 31 原住民地區 仁愛鄉 縣立紅葉國小 國小

235 南投縣 32 原住民地區 仁愛鄉 縣立清境國小 國小

236 苗栗縣 1 原住民地區 南庄鄉 縣立南庄國中 國中

237 苗栗縣 2 原住民地區 泰安鄉 縣立泰安國中小 國中

238 苗栗縣 3 原住民地區 南庄鄉 縣立南庄國小 國小

239 苗栗縣 4 原住民地區 南庄鄉 縣立東河國小 國小

240 苗栗縣 5 原住民地區 南庄鄉 縣立蓬萊國小 國小

241 苗栗縣 6 原住民地區 獅潭鄉 縣立永興國小 國小

242 苗栗縣 7 原住民地區 泰安鄉 縣立泰興國小 國小

243 苗栗縣 8 原住民地區 泰安鄉 縣立清安國小 國小

244 苗栗縣 9 原住民地區 泰安鄉 縣立汶水國小 國小

245 苗栗縣 10 原住民地區 泰安鄉 縣立象鼻國小 國小

246 苗栗縣 11 原住民地區 泰安鄉 縣立梅園國小 國小

247 苗栗縣 12 原住民地區 泰安鄉 縣立士林國小 國小

248 新竹縣 1 非原住民地區 竹東鎮 縣立竹東國中 國中

249 新竹縣 2 非原住民地區 竹東鎮 縣立員東國中 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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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新竹縣 3 原住民地區 五峰鄉 縣立五峰國中 國中

251 新竹縣 4 原住民地區 尖石鄉 縣立尖石國中 國中

252 新竹縣 5 非原住民地區 竹東鎮 縣立自強國中 國中

253 新竹縣 6 非原住民地區 竹東鎮 縣立竹東國小 國小

254 新竹縣 7 非原住民地區 竹東鎮 縣立大同國小 國小

255 新竹縣 8 非原住民地區 竹東鎮 縣立瑞峰國小 國小

256 新竹縣 9 原住民地區 尖石鄉 縣立尖石國小 國小

257 新竹縣 10 原住民地區 尖石鄉 縣立嘉興國小 國小

258 新竹縣 11 原住民地區 尖石鄉 縣立新樂國小 國小

259 新竹縣 12 原住民地區 尖石鄉 縣立梅花國小 國小

260 新竹縣 13 原住民地區 尖石鄉 縣立錦屏國小 國小

261 新竹縣 14 原住民地區 尖石鄉 縣立玉峰國小 國小

262 新竹縣 15 原住民地區 尖石鄉 縣立石磊國小 國小

263 新竹縣 16 原住民地區 尖石鄉 縣立秀巒國小 國小

264 新竹縣 17 原住民地區 尖石鄉 縣立新光國小 國小

265 新竹縣 18 原住民地區 五峰鄉 縣立五峰國小 國小

266 新竹縣 19 原住民地區 五峰鄉 縣立桃山國小 國小

267 新竹縣 20 原住民地區 五峰鄉 縣立花園國小 國小

268 新竹縣 21 非原住民地區 竹東鎮 縣立上舘國小 國小

269 屏東縣 1 原住民地區 來義鄉 縣立來義高中 高中

270 屏東縣 2 非原住民地區 高樹鄉 縣立高泰國中 國中

271 屏東縣 3 原住民地區 滿州鄉 縣立滿州國中 國中

272 屏東縣 4 原住民地區 瑪家鄉 縣立瑪家國中 國中

273 屏東縣 5 原住民地區 泰武鄉 縣立泰武國中 國中

274 屏東縣 6 原住民地區 牡丹鄉 縣立牡丹國中 國中

275 屏東縣 7 非原住民地區 枋山鄉 縣立獅子國中 國中

276 屏東縣 8 非原住民地區 內埔鄉 縣立黎明國小 國小

277 屏東縣 9 原住民地區 滿州鄉 縣立長樂國小 國小

278 屏東縣 10 原住民地區 三地門鄉 縣立地磨兒國小 國小

279 屏東縣 11 原住民地區 三地門鄉 縣立青山國小 國小

280 屏東縣 12 原住民地區 三地門鄉 縣立青葉國小 國小

281 屏東縣 13 原住民地區 三地門鄉 縣立口社國小 國小

282 屏東縣 14 原住民地區 瑪家鄉 縣立佳義國小 國小

283 屏東縣 15 原住民地區 瑪家鄉 縣立北葉國小 國小

284 屏東縣 16 原住民地區 霧臺鄉 縣立霧臺國小 國小

285 屏東縣 17 原住民地區 泰武鄉 縣立武潭國小 國小

286 屏東縣 18 原住民地區 泰武鄉 縣立泰武國小 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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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 屏東縣 19 原住民地區 泰武鄉 縣立萬安國小 國小

288 屏東縣 20 原住民地區 來義鄉 縣立來義國小 國小

289 屏東縣 21 原住民地區 來義鄉 縣立望嘉國小 國小

290 屏東縣 22 原住民地區 來義鄉 縣立文樂國小 國小

291 屏東縣 23 原住民地區 來義鄉 縣立南和國小 國小

292 屏東縣 24 原住民地區 來義鄉 縣立古樓國小 國小

293 屏東縣 25 原住民地區 春日鄉 縣立春日國小 國小

294 屏東縣 26 原住民地區 春日鄉 縣立力里國小 國小

295 屏東縣 27 原住民地區 春日鄉 縣立古華國小 國小

296 屏東縣 28 原住民地區 獅子鄉 縣立楓林國小 國小

297 屏東縣 29 原住民地區 獅子鄉 縣立丹路國小 國小

298 屏東縣 30 原住民地區 獅子鄉 縣立內獅國小 國小

299 屏東縣 31 原住民地區 獅子鄉 縣立草埔國小 國小

300 屏東縣 32 原住民地區 牡丹鄉 縣立石門國小 國小

301 屏東縣 33 原住民地區 牡丹鄉 縣立高士國小 國小

302 屏東縣 34 原住民地區 牡丹鄉 縣立牡丹國小 國小

303 屏東縣 35 原住民地區 三地門鄉 縣立賽嘉國小 國小

304 屏東縣 36 原住民地區 瑪家鄉 縣立長榮百合國小 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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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高雄市 1 非原住民地區 杉林區 市立巴楠花部落國中小 國中

306 高雄市 2 非原住民地區 六龜區 市立寶來國中 國中

307 高雄市 3 原住民地區 那瑪夏區 市立那瑪夏國中 國中

308 高雄市 4 原住民地區 茂林區 市立茂林國中 國中

309 高雄市 5 原住民地區 桃源區 市立桃源國中 國中

310 高雄市 6 原住民地區 那瑪夏區 市立民生國小 國小

311 高雄市 7 原住民地區 茂林區 市立茂林國小 國小

312 高雄市 8 原住民地區 茂林區 市立多納國小 國小

313 高雄市 9 原住民地區 桃源區 市立桃源國小 國小

314 高雄市 10 原住民地區 桃源區 市立建山國小 國小

315 高雄市 11 原住民地區 桃源區 市立興中國小 國小

316 高雄市 12 原住民地區 桃源區 市立寶山國小 國小

317 高雄市 13 原住民地區 桃源區 市立樟山國小 國小

318 高雄市 14 原住民地區 那瑪夏區 市立那瑪夏區民權國小 國小

319 宜蘭縣 1 原住民地區 南澳鄉 縣立南澳高中(含國中部) 高中

320 宜蘭縣 2 原住民地區 大同鄉 縣立大同國中 國中

321 宜蘭縣 3 非原住民地區 蘇澳鎮 縣立蓬萊國小 國小

322 宜蘭縣 4 原住民地區 大同鄉 縣立四季國小 國小

323 宜蘭縣 5 原住民地區 大同鄉 縣立南山國小 國小

324 宜蘭縣 6 原住民地區 大同鄉 縣立大同國小 國小

325 宜蘭縣 7 原住民地區 大同鄉 縣立寒溪國小 國小

326 宜蘭縣 8 原住民地區 南澳鄉 縣立南澳國小 國小

327 宜蘭縣 9 原住民地區 南澳鄉 縣立碧候國小 國小

328 宜蘭縣 10 原住民地區 南澳鄉 縣立武塔國小 國小

329 宜蘭縣 11 原住民地區 南澳鄉 縣立澳花國小 國小

330 宜蘭縣 12 原住民地區 南澳鄉 縣立東澳國小 國小

331 宜蘭縣 13 原住民地區 南澳鄉 縣立金岳國小 國小

332 宜蘭縣 14 原住民地區 南澳鄉 縣立金洋國小 國小

333 臺中市 1 非原住民地區 大里區 私立青年高中 高中

334 臺中市 2 原住民地區 和平區 市立和平國中 國中

335 臺中市 3 原住民地區 和平區 市立梨山國中小 國中

336 臺中市 4 原住民地區 和平區 市立和平區和平國小 國小

337 臺中市 5 原住民地區 和平區 市立白冷國小 國小

338 臺中市 6 原住民地區 和平區 市立博屋瑪國小 國小

339 臺中市 7 原住民地區 和平區 市立平等國小 國小

340 臺中市 8 原住民地區 和平區 市立德芙蘭國小 國小

341 臺中市 9 原住民地區 和平區 市立自由國小 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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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6 臺中市 10 非原住民地區 大雅區 市立汝鎏國小 國小

342 基隆市 1 非原住民地區 中正區 市立八斗國小 國小

343 基隆市 2 非原住民地區 中正區 市立八斗高中(含國中部) 高中

344 桃園市 1 非原住民地區 平鎮區 桃園市育達高中 高中

345 桃園市 2 非原住民地區 楊梅區 桃園市治平高中(含國中部) 高中

346 桃園市 3 非原住民地區 中壢區 桃園市啟英高中 高中

347 桃園市 4 非原住民地區 八德區 桃園市新興高中(含國中部、國小部) 高中

348 桃園市 5 非原住民地區 大溪區 私立至善高中 高中

349 桃園市 6 非原住民地區 大園區 桃園市大興高中 高中

350 桃園市 7 非原住民地區 龜山區 私立成功工商 高職

351 桃園市 8 非原住民地區 楊梅區 私立永平工商 高職

352 桃園市 9 非原住民地區 龜山區 市立壽山高中 高中

353 桃園市 10 原住民地區 復興區 市立羅浮高中(含國中部) 高中

354 桃園市 11 非原住民地區 大溪區 市立僑愛國小 國小

355 桃園市 12 原住民地區 復興區 市立介壽國小 國小

356 桃園市 13 原住民地區 復興區 市立三民國小 國小

357 桃園市 14 原住民地區 復興區 市立義盛國小 國小

358 桃園市 15 原住民地區 復興區 市立霞雲國小 國小

359 桃園市 16 原住民地區 復興區 市立奎輝國小 國小

360 桃園市 17 原住民地區 復興區 市立光華國小 國小

361 桃園市 18 原住民地區 復興區 市立高義國小 國小

362 桃園市 19 原住民地區 復興區 市立長興國小 國小

363 桃園市 20 原住民地區 復興區 市立三光國小 國小

364 桃園市 21 原住民地區 復興區 市立羅浮國小 國小

365 桃園市 22 原住民地區 復興區 市立巴崚國小 國小

377 桃園市 23 非原住民地區 大溪區 市立百吉國小 國小

378 桃園市 24 非原住民地區 龜山區 市立福源國小 國小

379 桃園市 25 非原住民地區 大溪區 市立大溪國小 國小

380 桃園市 26 非原住民地區 大溪區 市立仁善國小 國小

381 桃園市 27 非原住民地區 大溪區 市立田心國小 國小

382 桃園市 28 非原住民地區 中壢區 市立華勛國小 國小

383 桃園市 29 非原住民地區 平鎮區 市立東安國小 國小

384 桃園市 30 非原住民地區 龍潭區 市立武漢國小 國小

385 桃園市 31 非原住民地區 八德區 市立大勇國小 國小

386 桃園市 32 非原住民地區 八德區 市立瑞豐國小 國小

387 桃園市 33 非原住民地區 龜山區 市立龜山國小 國小

388 桃園市 34 非原住民地區 龜山區 市立幸福國小 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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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11學年度直轄市、縣市政府轄屬原住民重點學校彙整表

  109.12.29彙整

編號 縣市 序號
原住民族地區/

非原住民族地區
鄉鎮 原住民重點學校校名 學制

(以最高學制計)

389 桃園市 35 非原住民地區 中壢區 市立自強國中 國中

390 桃園市 36 非原住民地區 大溪區 市立大溪國中 國中

391 桃園市 37 非原住民地區 大溪區 市立仁和國中 國中

392 桃園市 38 非原住民地區 八德區 市立八德國中 國中

393 桃園市 39 非原住民地區 八德區 市立大成國中 國中

394 桃園市 40 非原住民地區 龜山區 市立龜山國中 國中

395 桃園市 41 非原住民地區 蘆竹區 市立南崁國中 國中

396 桃園市 42 非原住民地區 大園區 市立大園國中 國中

397 桃園市 43 非原住民地區 八德區 市立永豐高中(含國中部) 高中

366 新北市 1 非原住民地區 汐止區 私立崇義高中 高中

367 新北市 2 非原住民地區 樹林區 私立樹人家商 高職

368 新北市 3 非原住民地區 新店區 私立能仁家商 高職

369 新北市 4 非原住民地區 新店區 私立莊敬工家 高職

370 新北市 5 非原住民地區 樹林區 市立樹林高中 高中

371 新北市 6 原住民地區 烏來區 市立烏來國中小 國中

372 新北市 7 非原住民地區 樹林區 市立大同國小 國小

373 新北市 8 非原住民地區 新店區 市立龜山國小 國小

374 新北市 9 原住民地區 烏來區 市立德拉楠民族實驗小學 國小

375 新北市 10 非原住民地區 汐止區 市立樟樹國小 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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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12月30日

序號 學校代碼 學校全名 縣市名稱 鄉鎮名稱 原住民學生數 學生總人數 所占比例 是否大於33% 是否超過100人

1 131409 屏東縣私立民生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屏東縣 屏東市 222 652 0.340490797546012 是 是

2 130322 國立屏北高級中學 屏東縣 鹽埔鄉 182 767 0.23728813559322 否 是

3 130401 國立內埔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屏東縣 內埔鄉 153 707 0.216407355021216 否 是

4 041306 新竹縣私立東泰高級中學 新竹縣 竹東鎮 244 1460 0.167123287671233 否 是

5 080403 國立埔里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南投縣 埔里鎮 117 777 0.150579150579151 否 是

6 130306 國立潮州高級中學 屏東縣 潮州鎮 172 1367 0.125822970007315 否 是

7 121413 高雄市私立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高雄市 大寮區 190 1654 0.114873035066505 否 是

8 080308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南投縣 埔里鎮 107 1032 0.103682170542636 否 是

9 130305 國立屏東高級中學 屏東縣 屏東市 143 1817 0.0787011557512383 否 是

10 131307 屏榮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屏榮高級中學 屏東縣 屏東市 149 2036 0.0731827111984283 否 是

11 130403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屏東縣 屏東市 109 1726 0.0631517960602549 否 是

12 030403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附屬桃園農工高級中等學校 桃園市 桃園區 147 2457 0.0598290598290598 否 是

13 181305 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 新竹市 東區 144 4454 0.0323304894476875 否 是

14 121405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高雄市 大寮區 231 8444 0.0273567029843676 否 是

109-111學年度署轄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非原住民地區原住民重點學校一覽表                    

備註：資料來源109年12月8日自「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基本資料庫」轉出109學年度各校原住民學生數清冊。



序號 學校代碼 學校全名 縣市名稱 鄉鎮名稱 原住民學生數 學生總人數 所占比例 是否大於33%

1 140301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 臺東縣 臺東市 153 190 0.805263157894737 是

2 150411 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花蓮縣 光復鄉 153 215 0.711627906976744 是

3 080401 國立仁愛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南投縣 仁愛鄉 124 199 0.623115577889447 是

4 140408 國立成功商業水產職業學校 臺東縣 成功鎮 102 170 0.6 是

5 151410 上騰學校財團法人花蓮縣上騰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花蓮縣 吉安鄉 257 449 0.572383073496659 是

6 140404 國立關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東縣 關山鎮 124 217 0.571428571428571 是

7 150309 國立玉里高級中學 花蓮縣 玉里鎮 270 492 0.548780487804878 是

8 150401 國立花蓮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花蓮縣 花蓮市 368 738 0.498644986449864 是

9 141406 臺東縣私立公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臺東縣 臺東市 379 781 0.48527528809219 是

10 151306 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 花蓮縣 新城鄉 336 704 0.477272727272727 是

11 151307 四維學校財團法人花蓮縣四維高級中學 花蓮縣 花蓮市 494 1193 0.414082145850796 是

12 150404 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花蓮縣 花蓮市 393 1048 0.375 是

13 140405 國立臺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臺東縣 臺東市 383 1023 0.374389051808407 是

14 081312 南投縣私立三育高級中學 南投縣 魚池鄉 30 83 0.36144578313253 是

15 140401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附設高職部 臺東縣 臺東市 386 782 0.493606138107417 是

109-111學年度署轄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原住民地區原住民重點學校一覽表                                                109年12月30日

備註：資料來源109年12月8日自「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基本資料庫」轉出109學年度各校原住民學生數清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