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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佳冬鄉 佳冬國小 偏遠

1 枋寮鄉 枋寮高中 偏遠 22 佳冬鄉 塭子國小 偏遠

2 來義鄉 來義高中 偏遠 23 佳冬鄉 羌園國小 偏遠

24 佳冬鄉 昌隆國小 偏遠

1 牡丹鄉 牡丹國中 極偏 25 佳冬鄉 玉光國小 偏遠

2 車城鄉 車城國中 特偏 26 來義鄉 來義國小 偏遠

3 里港鄉 里港國中 偏遠 27 來義鄉 望嘉國小 特偏

4 佳冬鄉 佳冬國中 偏遠 28 來義鄉 文樂國小 特偏

5 枋山鄉 獅子國中 特偏 29 來義鄉 南和國小 特偏

6 林邊鄉 林邊國中 偏遠 30 來義鄉 古樓國小 偏遠

7 恆春鎮 恆春國中 特偏 31 枋山鄉 楓港國小 特偏

8 泰武鄉 泰武國中 偏遠 32 枋山鄉 加祿國小 特偏

9 琉球鄉 琉球國中 特偏 33 枋山鄉 加祿國小枋山分校 特偏

10 高樹鄉 高樹國中 偏遠 34 枋寮鄉 枋寮國小 偏遠

11 高樹鄉 高泰國中 偏遠 35 枋寮鄉 僑德國小 偏遠

12 高樹鄉 大路關國中小 偏遠 36 枋寮鄉 建興國小 偏遠

13 滿州鄉 滿州國中 極偏 37 枋寮鄉 東海國小 偏遠

14 瑪家鄉 瑪家國中 偏遠 38 林邊鄉 林邊國小 偏遠

39 林邊鄉 仁和國小 偏遠

1 三地門鄉 地磨兒國小 偏遠 40 林邊鄉 竹林國小 偏遠

2 三地門鄉 地磨兒國小德文分校 極偏 41 林邊鄉 崎峰國小 偏遠

3 三地門鄉 青山國小 偏遠 42 林邊鄉 水利國小 偏遠

4 三地門鄉 青葉國小 偏遠 43 南州鄉 南州國小 偏遠

5 三地門鄉 口社國小 偏遠 44 南州鄉 同安國小 偏遠

6 三地門鄉 賽嘉國小 偏遠 45 南州鄉 溪北國小 偏遠

7 內埔鄉 隘寮國小 偏遠 46 恆春鎮 恆春國小 特偏

8 牡丹鄉 石門國小 極偏 47 恆春鎮 恆春國小南灣分校 特偏

9 牡丹鄉 高士國小 極偏 48 恆春鎮 僑勇國小 特偏

10 牡丹鄉 高士國小牡林分校 極偏 49 恆春鎮 山海國小 極偏

11 牡丹鄉 牡丹國小 極偏 50 恆春鎮 大光國小 極偏

12 車城鄉 車城國小 特偏 51 恆春鎮 水泉國小龍泉分校 特偏

13 車城鄉 車城國小射寮分校 特偏 52 恆春鎮 水泉國小 極偏

14 車城鄉 車城國小溫泉分校 特偏 53 恆春鎮 大平國小 特偏

15 里港鄉 里港國小 偏遠 54 恆春鎮 墾丁國小 極偏

16 里港鄉 載興國小 偏遠 55 恆春鎮 墾丁國小鵝鑾分校 極偏

17 里港鄉 土庫國小 偏遠 56 春日鄉 春日國小 特偏

18 里港鄉 三和國小 偏遠 57 春日鄉 力里國小 特偏

19 里港鄉 塔樓國小 偏遠 58 春日鄉 古華國小 特偏

20 里港鄉 玉田國小 偏遠 59 春日鄉 古華國小士文分校 極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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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泰武鄉 武潭國小 偏遠

61 泰武鄉 武潭國小平和分校 偏遠

62 泰武鄉 武潭國小佳平分校 偏遠

63 泰武鄉 泰武國小 偏遠

64 泰武鄉 萬安國小 偏遠

65 琉球鄉 琉球國小 特偏

66 琉球鄉 天南國小 特偏

67 琉球鄉 全德國小 特偏

68 琉球鄉 白沙國小 特偏

69 高樹鄉 高樹國小 偏遠

70 高樹鄉 舊寮國小 偏遠

71 高樹鄉 新豐國小 偏遠

72 高樹鄉 田子國小 偏遠

73 高樹鄉 新南國小 偏遠

74 高樹鄉 泰山國小 偏遠

75 新埤鄉 萬隆國小 偏遠

76 新埤鄉 餉潭國小 偏遠

77 新園鄉 鹽洲國小 偏遠

78 獅子鄉 楓林國小 極偏

79 獅子鄉 丹路國小 極偏

80 獅子鄉 內獅國小 特偏

81 獅子鄉 草埔國小 極偏

82 萬巒鄉 佳佐國小中興分校 偏遠

83 滿州鄉 滿州國小 極偏

84 滿州鄉 長樂國小 極偏

85 滿州鄉 永港國小 極偏

86 瑪家鄉 佳義國小 偏遠

87 瑪家鄉 北葉國小 偏遠

88 瑪家鄉 長榮百合國小 偏遠

89 霧臺鄉 霧臺國小勵古百合分校 特偏

90 霧臺鄉 霧臺國小 極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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