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少10校

縣市 鄉鎮市 學校 人數 備註 縣市 鄉鎮市 學校 人數 備註 縣市 鄉鎮市 學校 人數 備註 縣市 鄉鎮市 學校 人數 備註

1 澎湖縣 湖西鄉 志清國中 17 澎湖縣 湖西鄉 志清國中 12 澎湖縣 湖西鄉 志清國中 16 澎湖縣 白沙鄉 鳥嶼國中 14

2 嘉義縣 阿里山 香林國中 18 94學年廢校 澎湖縣 白沙鄉 鳥嶼國中(小) 18 澎湖縣 望安鄉 望安國中 17 澎湖縣 望安鄉 將澳國中 15

3 澎湖縣 望安鄉 望安國中 20 澎湖縣 望安鄉 將澳國中 21 連江縣 莒光鄉 敬恆國中(小) 19 澎湖縣 湖西鄉 志清國中 20

4 澎湖縣 白沙鄉 鳥嶼國中(小) 20 澎湖縣 望安鄉 望安國中 24 澎湖縣 望安鄉 將澳國中 21 連江縣 莒光鄉 敬恆國中(小) 20

5 澎湖縣 望安鄉 將澳國中 22 連江縣 莒光鄉 敬恆國中 24 澎湖縣 白沙鄉 鳥嶼國中 21 澎湖縣 望安鄉 望安國中 21

6 雲林縣 斗六市 私立維多利亞國中 26 台南縣 龍崎鄉 龍崎國中 36 宜蘭縣 頭城鎮 人文國中(小) 30 苗栗縣 泰安鄉 泰安國中(小) 28

7 連江縣 莒光鄉 敬恆國中 28 台南縣 左鎮鄉 左鎮國中 36 南投縣 竹山鎮 瑞竹國中 36 連江縣 東引鄉 東引國中(小) 35

8 台南縣 龍崎鄉 龍崎國中 37 高雄縣 茂林鄉 茂林國中 36 台南縣 龍崎鄉 龍崎國中 38 台南縣 新營市 太子國中 40

9 台南縣 左鎮鄉 左鎮國中 42 南投縣 竹山鎮 瑞竹國中 42 連江縣 東引鄉 東引國中 39 澎湖縣 白沙鄉 白沙國中 40

10 高雄縣 茂林鄉 茂林國中(小) 44 連江縣 東引鄉 東引國中 42 澎湖縣 白沙鄉 白沙國中 39 南投縣 竹山鎮 瑞竹國中 41

1 澎湖縣 白沙鄉 大倉國小 7 94學年廢校 南投縣 竹山鎮 文田國小 6 95學年改分校 澎湖縣 馬公市 虎井國小 9 澎湖縣 馬公市 虎井國小 9

2 台北縣 坪林鄉 漁光國小 8 95學年改分校 澎湖縣 西嶼鄉 小門國小 10 台北縣 貢寮鄉 吉林國小 10 澎湖縣 西嶼鄉 小門國小 9

3 澎湖縣 馬公市 虎井國小 10 澎湖縣 望安鄉 花嶼國小 10 澎湖縣 西嶼鄉 小門國小 11 南投縣 魚池鄉 光明國小 11

4 南投縣 竹山鎮 文田國小 11 台北縣 貢寮鄉 吉林國小 11 澎湖縣 望安鄉 花嶼國小 11 南投縣 水里鄉 興隆國小 11

5 澎湖縣 望安鄉 花嶼國小 12 南投縣 信義鄉 忠信國小 11 南投縣 水里鄉 興隆國小 12 花蓮縣 富里鄉 富南國小 11

6 南投縣 魚池鄉 光明國小 13 澎湖縣 馬公市 虎井國小 11 南投縣 竹山鎮 大鞍國小 14 南投縣 竹山鎮 大鞍國小 14

7 南投縣 竹山鎮 大鞍國小 13 南投縣 竹山鎮 大鞍國小 13 南投縣 魚池鄉 光明國小 14 澎湖縣 望安鄉 花嶼國小 15

8 澎湖縣 西嶼鄉 小門國小 14 南投縣 水里鄉 興隆國小 14 南投縣 信義鄉 忠信國小 14 澎湖縣 白沙鄉 港子國小 17

9 台北縣 貢寮鄉 吉林國小 14 南投縣 魚池鄉 光明國小 15 花蓮縣 富里鄉 富南國小 14 高雄縣 桃源鄉 寶山國小 18

10 南投縣 信義鄉 忠信國小 16 南投縣 埔里鎮 鐘靈國小 17 台北縣 萬里鄉 大坪國小 16 南投縣 信義鄉 忠信國小 19

說明：新設立學校不列入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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