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鄉鎮 連線單位名稱 Domain 代碼 附幼

台東市 東大體中 TTH TTH

台東市 東大附小 TFS

台東市 台東市立幼兒園 TTK TTK

台東市 卑南國中 pnjh BNH

台東市 東海國中 thjh THH

台東市 知本國中 cpjh CPH

台東市 新生國中 hsjh HSH

台東市 豐田國中 ftjh FTH

台東市 寶桑國中 tcbjh BSH

台東市 光明國小 gmps GM

台東市 卑南國小 bnps BN

台東市 岩灣國小 yups YU

台東市 東海國小 dhips TH

台東市 知本國小 jbps JB

台東市 南王國小/附幼 nwps NW NWK

台東市 建和國小 jhps JH

台東市 馬蘭國小 mlps ML

台東市 康樂國小 klps KL

台東市 富岡國小 fgps FG

台東市 復興國小 fsps FS

台東市 新生國小/附幼 ssps SS SSK

台東市 新園國小/附幼 syps SY SYK

台東市 豐田國小 ftps FT

台東市 豐年國小 fnps FN

台東市 豐里國小 flps FL

台東市 豐源國小 fayps FAY

台東市 豐榮國小 frps FR

台東市 寶桑國小 bsps BS

台東市 仁愛國小 raps RA

台東巿 四維幼兒園 SWK

台東巿 新生幼兒園 SK

成功鎮 新港國中 hkjh HKH

成功鎮 三仙國小 sasps SAS

成功鎮 三民國小 smps SM

成功鎮 三民國小和平分校 hpps HP

成功鎮 成功國小 cgps CG

成功鎮 忠孝國小 jsps JS

成功鎮 忠孝國小博愛分校 baps BA

成功鎮 信義國小 syips SYI

關山鎮 關山國中 ksjh KSH

關山鎮 月眉國小 ymps YM

關山鎮 電光國小 tkes TK

關山鎮 德高國小/附幼 dgps DG DGK

關山鎮 關山國小 ksps 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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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濱鄉 長濱國中 cpjhs CPH

長濱鄉 三間國小/附幼 sjps SJ SJK

長濱鄉 竹湖國小 jhes JH

長濱鄉 長濱國小 cbps CB

長濱鄉 寧埔國小 nbps NB

長濱鄉 樟原國小 jyps JY

海端鄉 海端國中 hdjh HDH

海端鄉 加拿國小 jnps JN

海端鄉 初來國小 clips CLI

海端鄉 初來國小新武分校 swups SWU

海端鄉 崁頂國小 kdps KD

海端鄉 海端國小/附幼 hdps HD HDK

海端鄉 廣原國小 gyps GY

海端鄉 錦屏國小/附幼 jpps JP JPK

海端鄉 霧鹿國小 wulps WL

海端鄉 霧鹿國小利稻分校/附幼 lidps LD LDK

池上鄉 池上國中 csjh CSH

池上鄉 大坡國小 dpps DP

池上鄉 萬安國小/附幼 waes WA WAK

池上鄉 萬安國小振興分校 jnsps JNS

池上鄉 福原國小 fyes FY

東河鄉 泰源國中 tyjh TYH

東河鄉 都蘭國中 tljh TLH

東河鄉 北源國小 pyes PY

東河鄉 東河國小/附幼 thps THP THPK

東河鄉 泰源國小 tyes TY

東河鄉 都蘭國小/附幼 thes THE THEK

東河鄉 興隆國小 slops SLO

鹿野鄉 鹿野國中 lyjh LYH

鹿野鄉 瑞源國中 ryjh RYH

鹿野鄉 永安國小 yaps YA

鹿野鄉 鹿野國小 lyes LY

鹿野鄉 瑞源國小 ryes RY

鹿野鄉 瑞豐國小/附幼 rfps RF RFK

鹿野鄉 龍田國小 ltps LT

延平鄉 桃源國中 tyjhs TYJH

延平鄉 武陵國小 wlps WLP

延平鄉 紅葉國小 hyps HY

延平鄉 桃源國小 toyps TOY

延平鄉 鸞山國小 lsps LS

卑南鄉 初鹿國中 cljh CLH

卑南鄉 大南國小/附幼 dnps DN DNK

卑南鄉 太平國小 tpps TP

卑南鄉 東成國小 dcps DC

卑南鄉 初鹿國小/附幼 clps CL CLK

卑南鄉 富山國小 fses FSA



卑南鄉 富山國小利吉分校 lijps LI

卑南鄉 賓朗國小 blps BL

卑南鄉 溫泉國小 hses HS

卑南鄉 利嘉國小 ljps LJ

金峰鄉 賓茂國小 bmps BM

金峰鄉 介達國小/附幼 jdes JD JDK

金峰鄉 新興國小 shsps SHS

金峰鄉 嘉蘭國小 jles JL

太麻里 大王國中 dwjh DWH

太麻里 賓茂國中 bmjh BMH

太麻里 三和國小 sahps SAH

太麻里 大王國小 dwps TW

太麻里 大溪國小 dsps DS

太麻里 美和國小 mhps MH

太麻里 香蘭國小 slps SL

大武鄉 大武國中 twjh TWH

大武鄉 大武國小 twps TW

大武鄉 大鳥國小 danps DAN

大武鄉 大鳥國小愛國埔分校 agps AGP

大武鄉 尚武國小 swps SW

達仁鄉 土坂國小 tbps TB

達仁鄉 台坂國小 tabps TAB

達仁鄉 安朔國小 asps AS

蘭嶼鄉 蘭嶼國小 laps LY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