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地段    備註    

臺中市 大肚區 王田段 106 2,387 龍井

臺南市 麻豆區 176 2,520 麻豆

高雄市 永安區 561 2,354 岡山

雲林縣 北港鎮 46 2,533 北港

嘉義縣 義竹鄉 657 2,512 朴子

屏東縣 高樹鄉 阿拔泉段 541 2,457 里港

2,087 14,763 

新北市

849 5,436 淡水

520 3,430 汐止

177 2,819 
新店

166 1,288 

桃園市

大溪區 1,776 6,811 大溪

蘆竹區 515 3,550 
蘆竹

蘆竹區 坑子口段後壁厝小段等 374 3,142 

臺中市

太平區 車籠埔段黃竹坑小段 634 505 太平

沙鹿區 沙鹿段斗抵小段 14 1,130 清水

大里區 涼傘樹段 8 543 
大里

烏日區 阿密哩段 36 281 

外埔區 內水尾段 98 800 大甲

后里區 四塊厝段等 615 3,070 豐原

潭子區 聚興段 297 1,100 雅潭

臺南市

烏山頭段等 122 2,568 麻豆

七股區 篤加段 415 1,169 
佳里

西港區 26 980 

安定區 127 2,106 新化

歸仁區 八甲段等 50 1,198 歸仁

永康區 王田段等 5 365 永康

高雄市

大樹區 姑婆寮段等 576 1,097 鳳山

燕巢區 面前埔段等 346 2,243 岡山

美濃區 竹頭角段一小段 748 1,116 美濃

阿蓮區 崗山營段一小段等 98 790 
路竹

湖內區 圍子內段二小段 17 332 

內門區 639 1,695 
旗山

旗山區 圓潭子段 117 723 

9,365 50,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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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計樁413支

麻豆段等 *都計樁176支

舊港口段等

新街段等(修測) *都計樁186支

北港子段等

中 心 辦 合 計

直

轄

市

政

府

三芝區 後厝段大片頭小段等

金山區 下中股段南勢湖小段等  (權限委外)

坪林區 坪林段水柳腳小段等 *都計樁650支
 (權限委外)

石碇區 楓子林段楓子林小段等  (權限委外)

三層段頭寮小段等 *都計樁353支

坑子外段山腳小段等 *都計樁205支

*都計樁67支      
 (權限委外)

*都計樁41支

*都計樁50支

*都計樁212支

官田區 *都計樁200支

八分段等

港口段等

*都計樁68支

*都計樁11支

脚帛寮段等

各 直 轄 市 合 計



地段    備註    

宜蘭縣 三星鄉 374 1,915 羅東

基隆市 安樂區 661 2,330 安樂

新竹縣
峨眉鄉 421 2,673 

竹東
峨眉鄉 357 1,861 

苗栗縣

三灣鄉 銅鑼圈段大銅鑼圈小段等 115 983 頭份

頭屋鄉 二岡坪段二岡坪小段等 34 629 苗栗

銅鑼鄉 竹圍段 80 1,030 銅鑼

通霄鎮 內湖段 246 1,000 通霄

卓蘭鎮 大坪林段 224 1,101 大湖

南投縣

中寮鄉 二重溪段 227 1,355 南投

埔里鎮 桃米坑段 311 1,207 埔里

水里鄉 郡坑段 221 1,241 水里

彰化縣

和美鎮 新庄子段等 74 1,205 和美

二水鄉 二水段等 102 1,097 田中

溪州鄉 下水埔段 266 2,035 北斗

芳苑鄉 742 2,917 二林

雲林縣

二崙鄉 大庄段 85 676 西螺

大埤鄉 埤頭段 29 699 
斗南

大埤鄉 36 2,561 

口湖鄉 新港段 155 900 北港

嘉義縣
民雄鄉 92 1,810 

大林
溪口鄉 三疊溪段 112 1,322 

嘉義市 東區 42 2,763 嘉義市

澎湖縣 七美鄉 201 3,301 澎湖

屏東縣

屏東市 頭前溪段 109 655 屏東

高樹鄉 舊寮段 409 2,398 里港

內埔鄉 636 2,368 
潮州

來義鄉 古樓段 41 468 

東港鎮 12 1,362 東港

枋寮鄉 大響營段等 286 807 
枋寮

春日鄉 歸崇段等 5 208 

恆春鎮 大平頂段下大平頂小段 184 1,016 恆春

臺東縣

太麻里鄉 金崙段等 54 252 
太麻里

金峰鄉 壢坵段 119 476 

成功鎮 新港段八邊小段等 300 1,219 成功

花蓮縣
秀林鄉 360 643 花蓮

瑞穗鄉 奇美段 450 728 玉里

8,171 51,211 

17,536 101,498 

19,623 116,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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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紅柴林段紅柴林小段等

大武崙段內寮小段等 *都計樁1190支
 (權限委外)

中興段中興小段等

赤柯坪段赤柯山小段等  (權限委外)

草湖段等

大埤段等(修測)
*都計樁290支
 (權限委外)

菁埔段菁埔小段等

堀川段等(修測)
*都計樁78支
 (權限委外)

大嶼段

龍泉段等

東港段(修測) *都計樁60支

愚堀段

各     縣     (市)     合     計

各  直  轄  市  、  縣  (市)  合  計 ＊表都市計畫樁應
  清理補建或聯測
  地區總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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