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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大溪區 內柵段下崁小段等 177 2,447 大溪 *

臺中市 大肚區 社腳段社腳小段等 90 2,551 龍井 *

臺南市 麻豆區 埤頭段等 202 2,614 麻豆 *

高雄市 內門區 木柵段 484 2,478 旗山

苗栗縣 西湖鄉 五湖段等 429 2,583 銅鑼

南投縣 竹山鎮 鯉魚尾段等 381 2,442 竹山

彰化縣 埤頭鄉 崙子段崙子小段等 357 2,606 北斗

斗六市 溝子垻段溝子垻小段等 229 1,276

古坑鄉 古坑段湳子小段等 250 1,254

嘉義縣 義竹鄉 芉子寮段 421 2,601 朴子

屏東縣 里港鄉 武洛段等 347 2,387 里港 *

3,367 25,239

汐止區 橫科段橫科小段等 282 1,497 汐止  (權限委外)

淡水區 興化店段店子後小段等 1,071 5,974 淡水 *(權限委外)

五股區 觀音坑段福隆山小段等 774 3,550 新莊 *

大溪區 內柵段埔尾小段等 246 1,879  (權限委外)

龍潭區 打鐵坑段等 327 1,246 *(權限委外)

龍潭區 銅鑼圈段等 523 3,870

大園區 許厝港段等 952 6,478 蘆竹 *

沙鹿區 沙鹿段斗抵小段 13 1,070 清水 *

外埔區 內水尾段等 170 1,028 大甲

神岡區 下溪洲後壁厝小段 199 2,100 豐原 *

霧峰區 霧峰段坑口小段 336 1,922 大里 *

太平區 頭汴坑段 338 618 太平

大雅區 十三寮段 173 990 雅潭 *

官田區 番子田段等 177 2,353 麻豆 *

鹽水區 下中段下中小段等 128 1,098 鹽水

東山區 田尾段 48 588 白河

七股區 七股段 121 2,248 佳里

新市區 社內段等 174 2,377 新化 *

關廟區 埤子頭段 51 1,141 歸仁

永康區 車行段等 9 481 永康 *

杉林區 新庄段 291 2,271 旗山

岡山區 拕子段等 242 2,286 岡山 *

六龜區 土壠灣段 147 1,112 美濃

阿蓮區 阿蓮段 109 1,112 路竹 *

大樹區 溪埔段 393 1,135 鳳山

7,292 5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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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鄉 富興段富興小段 346 2,517 竹東

新埔鎮 北打鐵坑段北打鐵坑小段 191 1,182 竹北

苑裡鎮 南勢林段 330 1,190 通霄

三義鄉 拐子湖段 526 511 銅鑼

三灣鄉 永和山段等 816 3,792 頭份

竹山鎮 福興段 155 1,119 竹山

草屯鎮 雙冬段雙冬小段 588 760 草屯

國姓鄉 北山坑段 52 932 埔里

水里鄉 社子段 215 1,050 水里

埤頭鄉 大湖厝段 306 1,782 北斗

伸港鄉 泉州厝段 82 940 和美

二水鄉 鼻子頭段 91 987 田中

埔鹽鄉 光明段 14 962 溪湖 *

芳苑鄉 草湖段 73 410

二林鎮 舊趙甲段等 477 2,021

古坑鄉 棋盤厝段 405 2,385 斗六  (測量委外)

麥寮鄉 麥寮段等 59 1,186 台西

虎尾鎮 牛埔子段等 60 1,220 虎尾

大埤鄉 豐田段 19 817

斗南鎮 林子段 14 436

嘉義縣 水上鄉 三界埔段等 337 3,524 水上

西嶼鄉 橫礁段 55 1,050

白沙鄉 港子段等 167 2,953

高樹鄉 埔羗崙段等 434 2,172 里港

九如鄉 三塊厝段 203 943 屏東

枋山鄉 楓港段 33 1,113 枋寮

恆春鄉 水泉段 568 2,184 恆春 *

內埔鄉 新北勢段等 263 2,091 潮州

東河鄉 大馬段 330 1,054 成功

鹿野鄉 鹿野段 389 1,110 關山

鶴岡段 95 642

鶴岡段 694 4,981  (權限委外)

8,387 50,016

15,679 100,440

19,046 125,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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