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度 縣市 重劃區名

稱 

鄉鎮 1 鄉鎮 2 面積 

59 台中市 林厝 西屯區   491  

59 台中市 水堀頭 西屯區   222  

59 台中市 山子腳 南屯區   898  

59 台中市 七張犁 西屯區   148  

          1759  

49 台中縣 阿密哩 烏日鄉   111  

49 台中縣 內新 大里鄉   91  

51 台中縣 龍井 龍井鄉   1329  

52 台中縣 月(中)眉 后里鄉   149  

52 台中縣 后里 后里鄉   159  

52 台中縣 七星 后里鄉   140  

52 台中縣 林厝 沙鹿鎮   41  

53 台中縣 公館 后里鄉   137  

53 台中縣 聚興 潭子鄉   81  

53 台中縣 甲安 大甲鎮 大安鄉 1261  

54 台中縣 山腳 沙鹿鎮   950  

54 台中縣 番子寮 大里鄉   222  

55 台中縣 萬斗六 霧峰鄉   143  

55 台中縣 月(中)眉 后里鄉   71  

55 台中縣 梧棲 梧棲鎮   1200  

56 台中縣 聚興 潭子鄉   116  

56 台中縣 橫山 大雅鄉   161  

56 台中縣 舊社 后里鄉   190  

57 台中縣 清梧 清水鎮 梧棲鎮 2500  

58 台中縣 高美 清水鎮   528  

58 台中縣 大肚 大肚鄉   1121  

59 台中縣 大里 大里鄉   272  

59 台中縣 馬岡 大雅鄉 神岡鄉 1025  

70 台中縣 員林 大雅鄉   956  

73 台中縣 溪心埧 烏日鄉   720  

75 台中縣 溪心埧二 烏日鄉   350  

79 台中縣 福壽山 和平鄉   59  

79 台中縣 武陵 和平鄉   52  

83 台中縣 福安 大甲鎮   381  

94 台中縣 西春泉 大甲鎮   200  



年度 縣市 重劃區名

稱 

鄉鎮 1 鄉鎮 2 面積 

98 台中縣 西岐 大甲鎮   91  

          14807  

51 台北縣 泰山 泰山鄉   428  

          428 

50 台東縣 永安鹿野

圳三、四

支線 

鹿野鄉   118  

50 台東縣 月野關山

圳八、九

支線 

關山鎮   72  

51 台東縣 瑞豐關山

圳 14、15

支線 

鹿野鄉   163  

51 台東縣 瑞源 鹿野鄉   54  

51 台東縣 龍田 鹿野鄉   169  

52 台東縣 池上 池上鄉   447  

52 台東縣 卑南 台東市   80  

53 台東縣 大南墾區 台東市   621  

53 台東縣 岩灣 台東市   54  

53 台東縣 瑞源 鹿野鄉   190  

54 台東縣 月野關山

圳第十二

支線 

關山鎮   42  

54 台東縣 馬蘭 台東市   83  

54 台東縣 月野關山

圳第十支

線 

關山鎮   50  

54 台東縣 大南墾區

二 

台東市   500  

55 台東縣 關山 關山鎮   110  

55 台東縣 瑞豐關山

圳第十三

支線 

鹿野鄉   73  

56 台東縣 東河 東河鄉   248  

57 台東縣 東河 東河鄉   363  

57 台東縣 加鹿蘭 卑南鄉   360  



年度 縣市 重劃區名

稱 

鄉鎮 1 鄉鎮 2 面積 

57 台東縣 豐樂 台東市   330  

57 台東縣 洮源 延平鄉   54  

58 台東縣 加拿 海端鄉   60  

58 台東縣 新良 鹿野鄉   70  

59 台東縣 東河三 東河鄉   827  

59 台東縣 武陵 延平鄉   51  

59 台東縣 月眉 關山鎮   80  

59 台東縣 東河二 東河鄉   931  

60 台東縣 嘉蘭 金峰鄉   103  

60 台東縣 東河四 東河鄉   864  

62 台東縣 太麻里受

災 

太麻里

鄉 

  114  

62 台東縣 豐源受災 台東市   75  

63 台東縣 豐樂 台東市   71  

69 台東縣 初鹿 卑南鄉   352  

70 台東縣 蘭嶼 蘭嶼鄉   24  

70 台東縣 太平 卑南鄉   880  

72 台東縣 大南 台東市   407  

73 台東縣 大南二 台東市   562  

73 台東縣 豐樂一 台東市   263  

74 台東縣 瑞源 鹿野鄉   474  

74 台東縣 池上 池上鄉   753  

75 台東縣 永安 鹿野鄉   218  

75 台東縣 豐樂二 台東市   362  

75 台東縣 月野 關山鎮   87  

76 台東縣 高台 鹿野鄉   126  

          11935 

59 台南市 媽祖宮 安南區   175  

59 台南市 新吉 安南區   108  

          283 

47 台南縣 大甲 仁德鄉   183  

50 台南縣 麻豆 麻豆鎮   310  

52 台南縣 六分寮農

場 

善化鄉   172  

52 台南縣 三股子農 七股鄉   204  



年度 縣市 重劃區名

稱 

鄉鎮 1 鄉鎮 2 面積 

場 

52 台南縣 太康農場 柳營鄉   505  

52 台南縣 三寮灣 北門鄉   164  

52 台南縣 菁寮農場 後壁鄉   245  

52 台南縣 東山 東山鄉   874  

53 台南縣 南廓 官田鄉   220  

53 台南縣 八甲 歸仁鄉   458  

53 台南縣 烏樹林農

場 

後壁鄉   549  

53 台南縣 七股農場 七股鄉   225  

53 台南縣 大洲農場 新市鄉   125  

53 台南縣 座駕農場 善化鎮   172  

54 台南縣 安溪寮 後壁鄉   202  

54 台南縣 曾文農場 善化鎮   185  

54 台南縣 樹子腳農

場 

七股鄉   283  

54 台南縣 善化農場 善化鎮   273  

54 台南縣 二看西農

場 

新市鄉   205  

54 台南縣 白河 白河鎮   696  

54 台南縣 茅港尾 下營鄉 麻豆鎮 802  

54 台南縣 道爺農場 新市鄉   461  

55 台南縣 那拔林農

場 

新化鎮   340  

55 台南縣 土溝 後壁鄉   847  

55 台南縣 港墘農場 仁德鄉   143  

55 台南縣 新宅農場 佳里鎮   118  

55 台南縣 聖賢 東山鄉   1636  

55 台南縣 番子寮農

場 

新市鄉   277  

55 台南縣 崁子頭農

場 

白河鎮   272  

56 台南縣 白沙屯 後壁鄉   1810  

56 台南縣 北勢寮 麻豆鎮   291  



年度 縣市 重劃區名

稱 

鄉鎮 1 鄉鎮 2 面積 

56 台南縣 番子田農

場 

官田鄉   199  

56 台南縣 虎山農場 仁德鄉   501  

56 台南縣 沙崙農場 仁德鄉   1289  

56 台南縣 茄拔農場 善化鎮   283  

56 台南縣 新化農場 新化鎮   326  

57 台南縣 賀建 下營鄉   1568  

57 台南縣 大灣 永康鄉 仁德鄉 912  

57 台南縣 安定 六甲鄉 安定鄉 1552  

57 台南縣 後壁 後壁鎮   2674  

57 台南縣 新厝 柳營鄉   277  

58 台南縣 六甲 六甲鎮   2360  

58 台南縣 西港 西港鄉   3155  

58 台南縣 善化 善化鎮   2105  

58 台南縣 蜈潭 永康鄉   1084  

58 台南縣 柳營 柳營鄉   853  

59 台南縣 大屯 下營鄉   1317  

59 台南縣 鹽水 鹽水鎮   2585  

59 台南縣 新營 新營鎮   2263  

62 台南縣 紅茄 學甲鎮   78  

63 台南縣 八翁 柳營鄉   137  

63 台南縣 重溪 柳營鄉   257  

66 台南縣 大洋 新化鎮   244  

66 台南縣 知義 新化鎮   390  

66 台南縣 篤農 柳營鄉   496  

67 台南縣 馬沙溝 將軍鄉   715  

68 台南縣 果毅 柳營鄉   585  

68 台南縣 港口 安定鄉   525  

69 台南縣 路東 柳營鄉   222  

69 台南縣 東豐 柳營鄉   140  

69 台南縣 新化 新化鎮   784  

69 台南縣 五軍營 柳營鄉   148  

70 台南縣 大營 新市鄉   773  

70 台南縣 漚汪 將軍鄉   698  

70 台南縣 昇安 白河鎮   900  



年度 縣市 重劃區名

稱 

鄉鎮 1 鄉鎮 2 面積 

71 台南縣 媽廟 歸仁鄉   521  

71 台南縣 巷口 將軍鄉   570  

71 台南縣 茄拔 善化鎮   1060  

71 台南縣 詔安 白河鎮   943  

72 台南縣 苓子寮 將軍鄉   675  

72 台南縣 佳里 佳里鎮   1135  

73 台南縣 馬稠後 白河鎮   527  

73 台南縣 海埔 麻豆鎮   590  

73 台南縣 塭子內 七股鄉   1243  

74 台南縣 番子寮 麻豆鎮   341  

74 台南縣 大安 學甲鎮   417  

74 台南縣 中協 官田鄉   430  

74 台南縣 山子腳 柳營鎮   266  

75 台南縣 永就 新化鎮 新市鄉 271  

75 台南縣 竹橋 七股鄉   469  

76 台南縣 下林 學甲鎮 鹽水鎮 351  

76 台南縣 八老爺 下營鄉 柳營鄉 221  

77 台南縣 岸內 新營市 後壁鄉 473  

78 台南縣 大社 新市鄉   405  

79 台南縣 糞箕湖 白河鎮   206  

80 台南縣 中洲 學甲鎮 北門鄉 424  

83 台南縣 溪底寮 北門鄉   155  

84 台南縣 上茄冬 後壁鄉   47  

87 台南縣 篤農

（二） 

柳營鄉   50  

95 台南縣 十分塭 七股鄉   43  

          57475 

50 宜蘭縣 四鬮 宜蘭市   163  

53 宜蘭縣 一結 宜蘭市   286  

54 宜蘭縣 大明 三星鄉   200  

54 宜蘭縣 鹿埔 三星鄉   442  

55 宜蘭縣 清水 五結鄉   226  

55 宜蘭縣 大富 壯圍鄉   190  

56 宜蘭縣 瑪磷 礁溪鄉 壯圍鄉 853  

57 宜蘭縣 壯東 壯圍鄉   1666  



年度 縣市 重劃區名

稱 

鄉鎮 1 鄉鎮 2 面積 

57 宜蘭縣 南山 大同鄉   220  

57 宜蘭縣 太員 冬山鄉   985  

57 宜蘭縣 中山 冬山鄉   160  

57 宜蘭縣 柯林 冬山鄉   189  

57 宜蘭縣 拱照 三星鄉   123  

57 宜蘭縣 新馬 蘇澳鎮   480  

58 宜蘭縣 宜壯 宜蘭市 壯圍鄉 2003  

58 宜蘭縣 枕山 員山鄉   464  

58 宜蘭縣 新張 宜蘭市 壯圍鄉 181  

59 宜蘭縣 宜員 宜蘭市 員山鄉 1003  

59 宜蘭縣 淇武蘭 礁溪鄉 壯圍鄉 1021  

59 宜蘭縣 壯西 宜蘭市 壯圍鄉 478  

60 宜蘭縣 中興 五結鄉 羅東鎮 2398  

60 宜蘭縣 三民 礁溪鄉   602  

66 宜蘭縣 錦眾 五結鄉   485  

67 宜蘭縣 協和 五結鄉 羅東鎮 660  

68 宜蘭縣 北富 冬山鄉 五結鄉 650  

69 宜蘭縣 南富 冬山鄉   650  

70 宜蘭縣 梅洲 宜蘭市 員山鄉 380  

72 宜蘭縣 大洲 三星鄉   750  

75 宜蘭縣 礁溪 礁溪鄉 頭城鎮 930  

77 宜蘭縣 永同 員山鄉   105  

79 宜蘭縣 安農二 三星鄉   292  

79 宜蘭縣 大隱 三星鄉 冬山鄉 260  

79 宜蘭縣 安農三 三星鄉   370  

79 宜蘭縣 啞口 大同鄉   7  

79 宜蘭縣 安農一 三星鄉 冬山鄉 222  

81 宜蘭縣 萬富 三星鄉   743  

84 宜蘭縣 深洲

（一） 

員山鄉   498  

85 宜蘭縣 深洲

（二） 

員山鄉   432  

88 宜蘭縣 阿里史 三星鄉   210  

89 宜蘭縣 大湖 三星鄉   355  

91 宜蘭縣 萬貴 三星鄉   410  



年度 縣市 重劃區名

稱 

鄉鎮 1 鄉鎮 2 面積 

96 宜蘭縣 雙和 三星鄉   395  

101 宜蘭縣 十六結 礁溪鄉   77  

101 宜蘭縣 大湖(二) 員山鄉   92  

          23306 

50 花蓮縣 南埔 吉安鄉   261  

52 花蓮縣 大富 光復鄉   585  

52 花蓮縣 木瓜溪 吉安鄉   795  

52 花蓮縣 豐田 壽豐鄉   173  

53 花蓮縣 大農 光復鄉   746  

54 花蓮縣 長良 玉里鎮   312  

54 花蓮縣 中原 鳳林鎮   1079  

54 花蓮縣 壽豐 壽豐鄉   316  

54 花蓮縣 志學 壽豐鄉   450  

54 花蓮縣 萬寧 富里鄉   62  

55 花蓮縣 豐坪 壽豐鄉   60  

56 花蓮縣 平林 鳳林鎮   378  

56 花蓮縣 新秀 新城鄉   247  

57 花蓮縣 順安 新城鄉   186  

57 花蓮縣 秀林 秀林鄉   101  

57 花蓮縣 平林二區 鳳林鎮   235  

58 花蓮縣 明利 萬榮鄉   61  

58 花蓮縣 平林三區 鳳林鎮   261  

63 花蓮縣 玉里災區

復 

玉里鎮   241  

64 花蓮縣 瑞穗旱灌

溉 

瑞穗鄉   329  

65 花蓮縣 長良 玉里鎮   208  

72 花蓮縣 豐坪 壽豐鄉   200  

73 花蓮縣 源城 玉里鎮   348  

73 花蓮縣 平林一 鳳林鎮   185  

74 花蓮縣 平林二 鳳林鎮   168  

74 花蓮縣 壽豐一 壽豐鄉   120  

75 花蓮縣 壽豐二 壽豐鄉   120  

75 花蓮縣 三民一 玉里鎮   171  

76 花蓮縣 壽豐三 壽豐鄉   120  



年度 縣市 重劃區名

稱 

鄉鎮 1 鄉鎮 2 面積 

76 花蓮縣 三民二 玉里鎮   130  

77 花蓮縣 壽豐四 壽豐鄉   60  

77 花蓮縣 三民三 玉里鎮   130  

78 花蓮縣 平林三 鳳林鎮   145  

79 花蓮縣 鐵份 玉里鎮   124  

79 花蓮縣 平林四 鳳林鎮   190  

80 花蓮縣 大禹 玉里鎮   150  

81 花蓮縣 大禹二 玉里鎮   112  

108 花蓮縣 永興 吉安鄉   13  

          9572  

54 金門縣 沙崗 金寧鄉   80  

55 金門縣 頂堡 金寧鄉 金城鎮 81  

56 金門縣 中央公路 金城鎮 金湖鎮 1092  

57 金門縣 夏墅 金湖鎮 金城鎮 367  

58 金門縣 官嶼 金寧鄉 金湖鎮 497  

59 金門縣 金城 金寧鄉 金城鎮 303  

62 金門縣 烈嶼 烈嶼鄉   100  

63 金門縣 東沙尾 金湖鎮 金沙鎮 133  

64 金門縣 古戰場 金寧鄉   93  

65 金門縣 高爾夫球

場 

金湖鎮   19  

66 金門縣 碧山 金沙鎮   55  

69 金門縣 東村 金湖鎮   72  

70 金門縣 后宅 金沙鎮   65  

71 金門縣 田埔 金沙鎮   70  

72 金門縣 環島北路

第九工區 

金沙鎮   85  

74 金門縣 斗豐門 金沙鎮   120  

75 金門縣 蔡厝 金沙鎮   90  

76 金門縣 后沙 金寧鄉 金湖鎮 100  

77 金門縣 中蘭 金沙鎮   100  

78 金門縣 西堡 金寧鄉   110  

79 金門縣 西方 烈嶼鄉   80  

80 金門縣 浯坑 金沙鎮   100  

81 金門縣 庵前 金城鎮   90  



年度 縣市 重劃區名

稱 

鄉鎮 1 鄉鎮 2 面積 

82 金門縣 小西門 金城鎮   100  

83 金門縣 高坑 金沙鎮   70  

92 金門縣 長寮 金寧鄉   65  

97 金門縣 大山頂 烈嶼鄉   29  

          4166 

49 南投縣 包尾 南投鎮   49  

51 南投縣 北投埔 草屯鎮   401  

52 南投縣 大坪頂 埔里鎮   119  

52 南投縣 赤崁頂 埔里鎮   87  

53 南投縣 桃米坑 埔里鎮   132  

54 南投縣 福興 埔里鎮   90  

57 南投縣 草屯 草屯鎮   172  

57 南投縣 營盤 南投鎮   175  

57 南投縣 羅娜 信義鄉   65  

58 南投縣 大埤 南投鎮   39  

58 南投縣 和平 草屯鎮   56  

58 南投縣 中寮 中寮鄉   1600  

58 南投縣 上林 草屯鎮   39  

58 南投縣 月眉 草屯鎮   226  

66 南投縣 清流 仁愛鄉   65  

67 南投縣 南岡 南投鎮   140  

68 南投縣 南埔坡地 草屯鎮   25  

68 南投縣 頂茄荖 草屯鎮   220  

71 南投縣 新光 草屯鎮   365  

73 南投縣 新庄 草屯鎮   266  

78 南投縣 南埔 草屯鎮   140  

79 南投縣 華岡 仁愛鄉   53  

83 南投縣 南埔

（二） 

草屯鎮   230  

          4754 

47 屏東縣 社皮 萬丹鄉   342  

52 屏東縣 大響營 枋寮鄉   391  

52 屏東縣 土庫 里港鄉   180  

52 屏東縣 武邊 潮州鎮   163  

52 屏東縣 後壁 崁頂鄉   188  



年度 縣市 重劃區名

稱 

鄉鎮 1 鄉鎮 2 面積 

52 屏東縣 六塊厝 屏東市   528  

52 屏東縣 西海豐 九如鄉   363  

52 屏東縣 後廓 崁頂鄉   235  

52 屏東縣 打鐵 新埤鄉   244  

52 屏東縣 彭厝 鹽埔鄉   374  

52 屏東縣 東海豐 長治鄉   488  

53 屏東縣 佳佐 萬巒鄉   236  

53 屏東縣 林后 潮州鎮   465  

53 屏東縣 新厝 萬巒鄉   595  

53 屏東縣 彌力肚 潮州鎮   435  

53 屏東縣 甘棠門 萬丹鄉   281  

53 屏東縣 昌隆 枋寮鄉   387  

53 屏東縣 崁頂 崁頂鄉   453  

53 屏東縣 太源 枋寮鄉   451  

53 屏東縣 四林 潮州鎮   356  

54 屏東縣 隘寮溪 麟洛鄉 長治鄉 468  

54 屏東縣 南岸一區 新埤鄉   375  

54 屏東縣 建功 新埤鄉   387  

54 屏東縣 加祿堂 枋山鄉   200  

54 屏東縣 赤山 萬巒鄉   359  

54 屏東縣 南岸二區 新埤鄉   101  

54 屏東縣 構內 南州鄉   273  

55 屏東縣 萬丹 萬丹鄉   356  

55 屏東縣 三西和 東港鎮   218  

55 屏東縣 番子寮 長治鄉   825  

55 屏東縣 新開 枋寮鄉   185  

56 屏東縣 崇蘭 屏東市   705  

56 屏東縣 大港洋 里港鄉 九如鄉 603  

57 屏東縣 樣子腳 潮州鎮   485  

57 屏東縣 佳冬 佳冬腳   1490  

57 屏東縣 糞箕湖 潮州鎮   410  

58 屏東縣 內埔 內埔鄉   745  

58 屏東縣 春日 春日鄉   129  

59 屏東縣 九塊 九如鄉   1355  

59 屏東縣 阿烏 三地鄉   143  



年度 縣市 重劃區名

稱 

鄉鎮 1 鄉鎮 2 面積 

60 屏東縣 老埤 內埔鄉   1040  

60 屏東縣 竹田 竹田鄉   1092  

62 屏東縣 長治 長治鄉   160  

67 屏東縣 公館 屏東市   527  

68 屏東縣 力力溪 新埤鄉 枋寮鄉 1228  

68 屏東縣 下冷水坑 九如鄉   277  

70 屏東縣 忠心崙 內埔鄉   659  

71 屏東縣 新洋 新園鄉   754  

72 屏東縣 新洋二區 萬丹鄉   1004  

72 屏東縣 濫庄 萬丹鄉   686  

73 屏東縣 崙頂 萬丹鄉   1813  

76 屏東縣 鳳山厝 竹田鄉   183  

77 屏東縣 廣安 萬丹鄉   312  

80 屏東縣 玉成 萬丹鄉 屏東市 145  

82 屏東縣 頂林 萬丹鄉 竹田鄉 212  

83 屏東縣 頂林

（二） 

萬丹鄉 竹田鄉 241  

86 屏東縣 鴻德 內埔鄉   32  

86 屏東縣 鳳新 萬丹鄉 竹田鄉 333  

90 屏東縣 六巷 竹田鄉   230  

102 屏東縣 新東勢 內埔鄉 
 

110  

          28005  

49 苗栗縣 灣瓦 後龍鎮   90  

49 苗栗縣 二湖 西湖鎮   108  

51 苗栗縣 蘆竹湳 頭份鎮   107  

51 苗栗縣 海口 竹南鎮   256  

51 苗栗縣 鹽館前 竹南鎮   152  

52 苗栗縣 大埔 竹南鎮   344  

53 苗栗縣 淡水湖 造橋鄉   168  

53 苗栗縣 田心子 後龍鎮   65  

54 苗栗縣 蟠桃 頭份鎮   541  

55 苗栗縣 尖山 頭份鎮   188  

56 苗栗縣 營盤邊 竹南鎮   256  

56 苗栗縣 公館子 竹南鎮   119  

56 苗栗縣 中大埔 竹南鎮   158  



年度 縣市 重劃區名

稱 

鄉鎮 1 鄉鎮 2 面積 

57 苗栗縣 五鶴山 公館鄉   863  

58 苗栗縣 外埔 後龍鎮   820  

58 苗栗縣 後龍圳 後龍鎮   1335  

59 苗栗縣 維祥 苗栗鎮   749  

59 苗栗縣 高熊 泰安鄉   172  

59 苗栗縣 後龍 後龍鎮   1426  

60 苗栗縣 苑裡 苑裡鎮   651  

62 苗栗縣 大山腳 後龍鎮   160  

64 苗栗縣 大潭 造橋鄉 後龍鎮 281  

66 苗栗縣 公館 公館鄉   208  

70 苗栗縣 中港 竹南鎮   550  

72 苗栗縣 五里牌 通霄鎮   145  

73 苗栗縣 斗換坪 頭份鎮   73  

73 苗栗縣 田寮 苗栗市   40  

74 苗栗縣 苑港 苑裡鎮   525  

76 苗栗縣 西山 苗栗市   53  

80 苗栗縣 社苓 苑裡鎮   761  

80 苗栗縣 福基 公館鄉   150  

86 苗栗縣 社南 苑裡鎮   168  

87 苗栗縣 社南

（二） 

苑裡鎮   305  

89 苗栗縣 新復 苑裡鎮   212  

92 苗栗縣 上館 苑裡鎮   313  

96 苗栗縣 泰田 苑裡鎮   95  

98 苗栗縣 南山 苑裡鎮   113  

108 苗栗縣 四湖 西湖鄉   6  

          12726  

53 桃園縣 月眉 大溪鎮   123  

53 桃園縣 竹頭角 復興鄉   302  

54 桃園縣 蚵殼港 新屋鄉   300  

54 桃園縣 茄苳坑 新屋鄉   100  

55 桃園縣 蚵殼港 新屋鄉   650  

56 桃園縣 蚵殼港 新屋鄉   1086  

57 桃園縣 拉號 復興鄉   230  

57 桃園縣 竹圍 大園鄉   1496  



年度 縣市 重劃區名

稱 

鄉鎮 1 鄉鎮 2 面積 

57 桃園縣 新楊 新屋鄉 楊梅鎮 2001  

58 桃園縣 沙崙 大園鄉   2672  

59 桃園縣 三層 大溪鎮   580  

59 桃園縣 大園 中壢市 大園鄉 2456  

60 桃園縣 永安 新屋鄉   2200  

69 桃園縣 東明 新屋鄉   1138  

70 桃園縣 保生 觀音鄉   1016  

71 桃園縣 坡寮 新屋鄉 觀音鄉 1835  

72 桃園縣 新坡 觀音鄉   1245  

73 桃園縣 大崙 中壢市   1124  

75 桃園縣 富岡一 楊梅鎮   653  

76 桃園縣 富岡二 楊梅鎮   573  

82 桃園縣 富岡

（三） 

楊梅鎮   310  

          22090 

52 高雄市 三民 三民區   560  

57 高雄市 後勁一區 三民區   190  

          750 

50 高雄縣 土庫 阿蓮鄉   685  

52 高雄縣 金瓜寮 美濃鎮   314  

52 高雄縣 小港 小港鄉   170  

52 高雄縣 手巾寮 旗山鄉   357  

52 高雄縣 翁公園 大寮鄉   162  

52 高雄縣 潮州寮 大寮鄉   207  

52 高雄縣 前峰子 岡山鎮   123  

53 高雄縣 吉洋 美濃鎮   262  

53 高雄縣 圓潭子 美濃鎮   263  

53 高雄縣 五塊厝 仁武鄉   85  

53 高雄縣 東區 小港鄉   371  

53 高雄縣 七老爺 鳳山鎮   508  

54 高雄縣 本洲 路竹鄉   546  

54 高雄縣 旗尾 旗山鎮   387  

54 高雄縣 白樹子 橋頭鄉   353  

54 高雄縣 九鬮 阿蓮鄉   356  

54 高雄縣 街尾崙 岡山鎮   294  



年度 縣市 重劃區名

稱 

鄉鎮 1 鄉鎮 2 面積 

54 高雄縣 崙子頂 阿蓮鄉   414  

54 高雄縣 北區 鳳山鎮   253  

55 高雄縣 路竹 路竹鄉   378  

55 高雄縣 大寮 大寮鄉   173  

55 高雄縣 中區 小港鄉   751  

55 高雄縣 五甲 鳳山鎮   746  

55 高雄縣 月眉 杉林鄉   222  

55 高雄縣 新園 路竹鄉   344  

55 高雄縣 中崎 橋頭鄉   425  

55 高雄縣 滾水 橋頭鄉   335  

55 高雄縣 杉林 杉林鄉   131  

56 高雄縣 鳳山厝 燕巢鄉   443  

56 高雄縣 吊雞林 燕巢鄉   399  

56 高雄縣 挓子 岡山鎮   198  

56 高雄縣 西區 小港鄉   498  

56 高雄縣 南區 小港鄉   298  

56 高雄縣 仁武 仁武鄉   373  

56 高雄縣 中庄 大寮鄉   1387  

56 高雄縣 圓潭子二 旗山鎮   296  

57 高雄縣 阿蓮 阿蓮鄉   928  

57 高雄縣 湖內 湖內鄉 茄萣鄉 1378  

58 高雄縣 大寮 大寮鄉   1973  

58 高雄縣 林園 林園鄉   1752  

59 高雄縣 仕隆 橋頭鄉   516  

59 高雄縣 竹子門 仁武鄉   181  

59 高雄縣 美濃 美濃鎮   1227  

60 高雄縣 橋頭 橋頭鄉   1113  

60 高雄縣 圣埔 鳥松鄉   482  

60 高雄縣 烏材林 仁武鄉   171  

66 高雄縣 竹頭角 美濃鎮   349  

67 高雄縣 中正 美濃鎮   354  

70 高雄縣 茄萣 頂茄萣   58  

70 高雄縣 新園 路竹鄉   338  

71 高雄縣 上平 杉林鄉   399  

72 高雄縣 龍山 美濃鎮   539  



年度 縣市 重劃區名

稱 

鄉鎮 1 鄉鎮 2 面積 

73 高雄縣 嘉峰 岡山鎮   233  

74 高雄縣 嘉興 岡山鎮   395  

75 高雄縣 金瓜寮 美濃鎮   375  

75 高雄縣 南隆 美濃鎮   764  

81 高雄縣 龍肚 大寮鄉   111  

81 高雄縣 潭底 岡山鎮   82  

99 高雄縣 吉安 美濃鎮   109  

          27334  

49 雲林縣 田頭 斗南鎮   127  

50 雲林縣 引西圳 西螺鎮   572  

50 雲林縣 北港 北港鎮   213  

51 雲林縣 永安厝 西螺鎮   887  

52 雲林縣 下寮 北港鎮   269  

52 雲林縣 四湖 四湖鄉   220  

52 雲林縣 阿勤 崙背鄉   182  

52 雲林縣 馬光東 虎尾鎮   194  

52 雲林縣 茄苳腳 斗六鎮   54  

52 雲林縣 上崁腳 斗六鎮   355  

52 雲林縣 社口 西螺鎮   410  

52 雲林縣 大庄 二崙鄉   125  

53 雲林縣 番子溝 北港鎮   317  

53 雲林縣 同安 褒忠鄉   404  

53 雲林縣 龍岩 褒忠鄉   545  

53 雲林縣 鹿場 西螺鎮 莿桐鄉 1265  

53 雲林縣 麻圓 莿桐鄉   97  

53 雲林縣 蔡厝 西湖鄉   344  

53 雲林縣 馬光西 土庫鎮   301  

53 雲林縣 崁腳 古坑鄉   463  

54 雲林縣 斗南 斗南鎮   350  

54 雲林縣 新興 虎尾鎮   252  

54 雲林縣 麻圓二 古坑鄉   144  

54 雲林縣 楦梧 口湖鄉   484  

54 雲林縣 大有 麥寮鄉   254  

54 雲林縣 二崙 二崙鄉   1500  

55 雲林縣 林厝寮 四湖鄉   1159  



年度 縣市 重劃區名

稱 

鄉鎮 1 鄉鎮 2 面積 

55 雲林縣 新社 西螺鎮   789  

55 雲林縣 南勢 斗南鎮   443  

55 雲林縣 來惠 二崙鄉   274  

55 雲林縣 公館 二崙鄉   453  

55 雲林縣 湳子 虎尾鎮   226  

55 雲林縣 竹圍子 斗南鎮   290  

55 雲林縣 大北勢 斗六鎮   319  

55 雲林縣 豐榮 崙背鄉   240  

55 雲林縣 北港 北港鎮   177  

55 雲林縣 湳子 古坑鄉   499  

55 雲林縣 大潭 斗六鎮   116  

55 雲林縣 奮起 土庫鎮 元長鄉 366  

56 雲林縣 復興 二崙鄉   252  

56 雲林縣 後庄 斗六鎮 斗南鎮 643  

56 雲林縣 石龜 大埤鄉 斗南鎮 920  

56 雲林縣 義和 西螺鎮 莿桐鄉 1199  

56 雲林縣 溝子壩西

區 

斗六鎮   41  

56 雲林縣 溝子壩東

區 

斗六鎮   68  

56 雲林縣 埤子頭南

區 

斗六鎮   46  

56 雲林縣 埤子頭北

區 

斗六鎮   46  

56 雲林縣 石榴班 斗六鎮   127  

57 雲林縣 元長 元長鄉   845  

57 雲林縣 大埤 大埤鄉   1287  

57 雲林縣 洲子 崙背鄉   199  

57 雲林縣 大崙 崙背鄉   484  

57 雲林縣 廉使 虎尾鎮   797  

57 雲林縣 莿桐 莿桐鄉   83  

57 雲林縣 大義 二崙鄉   1031  

57 雲林縣 大東 斗南鎮   1468  

58 雲林縣 豐榮 崙背鄉   789  

58 雲林縣 田子林 大埤鄉   906  



年度 縣市 重劃區名

稱 

鄉鎮 1 鄉鎮 2 面積 

58 雲林縣 中溪 虎尾鎮   1415  

58 雲林縣 海豐崙 斗六鎮   506  

58 雲林縣 新興 二崙鄉   251  

58 雲林縣 小東 斗南鎮   481  

59 雲林縣 舊庄 大埤頭   1389  

59 雲林縣 馬光 褒忠鄉 土庫鄉 1375  

59 雲林縣 大埔 莿桐鄉   257  

59 雲林縣 豐南 崙背鄉   1202  

59 雲林縣 蕃薯 水林鄉 口湖鄉 1184  

59 雲林縣 久安 斗六鎮 斗南鎮 805  

59 雲林縣 下溪 虎尾鎮   440  

60 雲林縣 阿丹 古坑鄉 斗南鎮 1082  

60 雲林縣 尖山 水林鄉 口湖鄉 1348  

60 雲林縣 子茂 元長鄉   995  

60 雲林縣 大屯 虎尾鎮 土庫鎮 1103  

62 雲林縣 蚊港 台西鄉   94  

62 雲林縣 水井 口湖鄉   92  

63 雲林縣 雷厝 麥寮鄉   145  

63 雲林縣 塭底 口湖鄉   114  

63 雲林縣 三盛 麥寮鄉   91  

64 雲林縣 海豐 麥寮鄉   76  

66 雲林縣 下崙 口湖鄉   373  

66 雲林縣 保長 斗六鎮   247  

67 雲林縣 三條崙 四湖鄉   621  

68 雲林縣 大荖 土庫鎮   1231  

69 雲林縣 施厝寮 麥寮鄉   785  

70 雲林縣 西庄 元長鄉   1328  

71 雲林縣 苦苓腳 斗六鎮   145  

71 雲林縣 大美 莿桐鄉   2092  

72 雲林縣 新生 土庫鎮   1514  

72 雲林縣 秀潭 土庫鎮   865  

73 雲林縣 松竹 大埤鄉   168  

73 雲林縣 三姓 台西鄉   266  

73 雲林縣 蔡公 斗六市   374  

73 雲林縣 東馬鳴山 褒忠鄉 東勢鄉 1172  



年度 縣市 重劃區名

稱 

鄉鎮 1 鄉鎮 2 面積 

73 雲林縣 石榴 斗六市   181  

74 雲林縣 東同安 褒忠鄉 東勢鄉 425  

74 雲林縣 程海 台西鄉 東勢鄉 1135  

74 雲林縣 順興 口湖鄉 水林鄉 488  

74 雲林縣 大有 麥寮鄉 崙背鄉 598  

74 雲林縣 草湖 崙背鄉   205  

75 雲林縣 飛沙 口湖鄉 四湖鄉 757  

75 雲林縣 台西 台西鄉   175  

75 雲林縣 溪底 元長鄉 四湖鄉 427  

75 雲林縣 扶朝 水林鄉 北港鎮 572  

75 雲林縣 興化厝 麥寮鄉   604  

76 雲林縣 普令厝 台西鄉   911  

76 雲林縣 溪埔寮 土庫鎮   179  

76 雲林縣 合和 元長鄉 四湖鄉 877  

77 雲林縣 五塊寮 元長鄉 四湖鄉 519  

77 雲林縣 穎川 土庫鎮 虎尾鎮 265  

77 雲林縣 頂口湖 口湖鄉   405  

77 雲林縣 羅厝 崙背鄉   924  

78 雲林縣 北三姓 台西鄉 東勢鄉 265  

78 雲林縣 月眉 東勢鄉 褒忠鄉 906  

78 雲林縣 溪頂 台西鄉   579  

78 雲林縣 新庄子 褒忠鄉 土庫鎮 605  

79 雲林縣 麥寮 麥寮鄉   919  

79 雲林縣 春牛埔東 水林鄉 北港鎮 1264  

79 雲林縣 新吉 元長鄉   199  

80 雲林縣 春牛埔西 水林鄉   691  

80 雲林縣 四湖 口湖鄉   917  

81 雲林縣 路利潭 台西鄉   391  

81 雲林縣 四美 東勢鄉 台西鄉 919  

81 雲林縣 四湖東 四湖鄉   416  

81 雲林縣 崙背 崙背鄉 土庫鎮 298  

82 雲林縣 路利潭

（二）  

東勢鄉 台西鄉 505  

82 雲林縣 同安頂

（一） 

褒忠鄉   200  



年度 縣市 重劃區名

稱 

鄉鎮 1 鄉鎮 2 面積 

83 雲林縣 順興

（二） 

水林鄉   29  

83 雲林縣 萬興 水林鄉   564  

84 雲林縣 羊稠厝

（一） 

水林鄉   534  

84 雲林縣 海墘 虎尾鎮   148  

84 雲林縣 興寮 崙背鄉 麥寮鄉 308  

85 雲林縣 蔦松

（一） 

水林鄉   293  

85 雲林縣 好收

（一） 

北港鎮   178  

85 雲林縣 羊稠厝

（二） 

四湖鄉   428  

86 雲林縣 鹿寮 元長鄉   487  

86 雲林縣 好收

（二） 

北港鎮   148  

86 雲林縣 蔦松(二) 水林鄉   188  

87 雲林縣 路利潭

（三） 

東勢鄉   282  

87 雲林縣 後湖 元長鄉   374  

87 雲林縣 海墘

（二） 

虎尾鎮   106  

88 雲林縣 海墘(三) 虎尾鎮   97  

88 雲林縣 後溝子 北港鎮   241  

89 雲林縣 水北 水林鄉   359  

90 雲林縣 路利潭

(四) 

台西鄉 東勢鄉 205  

91 雲林縣 四湖南 四湖鄉   387  

92 雲林縣 蔦松(三) 水林鄉   350  

92 雲林縣 同安北 東勢鄉   212  

93 雲林縣 西湖 北港鎮   130  

93 雲林縣 好收南 北港鎮   422  

94 雲林縣 後溝子

(二) 

北港鎮   250  

95 雲林縣 梧北 口湖鄉   160  



年度 縣市 重劃區名

稱 

鄉鎮 1 鄉鎮 2 面積 

97 雲林縣 台西、東

勢鄉 

新美   215  

99 雲林縣 劉厝 北港鎮   120  

99 雲林縣 口庄 北港鎮   22  

99 雲林縣 麥豐 麥寮鄉   40  

100 雲林縣 車巷口 四湖、

水林鄉 

  115  

101 雲林縣 南光 四湖   370  

102 雲林縣 龍岩 褒忠鄉 
 

60  

105 雲林縣 麥寮(一) 麥寮鄉 
 

83  

107 雲林縣 謝厝寮 口湖鄉 
 

131  

          79293  

50 新竹縣 青埔子 新豐鄉   55  

53 新竹縣 山豬湖 芎林鄉 橫山鄉 197  

54 新竹縣 新港 竹北市   42  

55 新竹縣 白地 竹北市   195  

56 新竹縣 後湖 新豐鄉   893  

57 新竹縣 福興 新豐鄉   1155  

58 新竹縣 貓兒錠 竹北市   550  

58 新竹縣 和興 湖口鄉 新豐鄉 1180  

59 新竹縣 中崙 湖口鄉 新豐鄉 1349  

60 新竹縣 麻園 竹北市   829  

66 新竹縣 坑子口 新豐鄉   267  

71 新竹縣 長岡嶺 湖口鄉   308  

72 新竹縣 湖口 湖口鄉   260  

72 新竹縣 波羅汶 湖口鄉   287  

72 新竹縣 酪農村 新埔鎮   25  

73 新竹縣 關西 關西鎮   106  

74 新竹縣 枋寮 新埔鎮   260  

75 新竹縣 瑞興 新豐鎮   196  

          8154 

49 嘉義縣 林子尾 民雄鄉   47  

50 嘉義縣 龜山 鹿草鄉   330  

50 嘉義縣 道將圳 水上鄉   446  

51 嘉義縣 湖子 大林鎮   268  



年度 縣市 重劃區名

稱 

鄉鎮 1 鄉鎮 2 面積 

52 嘉義縣 公館 中埔鄉   109  

52 嘉義縣 新店 義竹鄉   318  

52 嘉義縣 福興 民雄鄉   410  

52 嘉義縣 興中 民雄鄉   423  

52 嘉義縣 大湖 大林鎮   135  

52 嘉義縣 太保 太保鄉 六腳鄉 1000  

53 嘉義縣 南靖 水上鄉   281  

53 嘉義縣 管事厝 太保鄉   117  

53 嘉義縣 溪洲 義竹鄉 布袋鎮 251  

53 嘉義縣 鰲鼓 東石鄉   320  

53 嘉義縣 中興 民雄鄉 新港鄉 678  

53 嘉義縣 中坑 大林鎮   114  

54 嘉義縣 三興 民雄鄉   308  

54 嘉義縣 埤麻鄉 太保鄉 水上鄉 396  

54 嘉義縣 東光 義竹鄉   274  

54 嘉義縣 好收 民雄鄉 溪口鄉 1500  

54 嘉義縣 港墘 東石鄉   107  

54 嘉義縣 大客 新港鄉   306  

55 嘉義縣 馬稠後 鹿草鄉 朴子鎮 550  

55 嘉義縣 新庄 義竹鄉   241  

55 嘉義縣 番路 番路鄉   223  

55 嘉義縣 大畸腳 民雄鄉   109  

55 嘉義縣 塗樓 民雄鄉   74  

55 嘉義縣 潭墘 大林鎮   123  

55 嘉義縣 溪口 溪口鄉 民雄鄉 1159  

55 嘉義縣 潭和 新港鄉   1027  

55 嘉義縣 下半天 鹿草鄉 水上鄉 551  

56 嘉義縣 碧潭 鹿草鄉 義竹鄉 868  

56 嘉義縣 鹿草 鹿草鄉   401  

56 嘉義縣 西後寮 義竹鄉 布袋鎮 265  

56 嘉義縣 大埔美 大林鎮   495  

56 嘉義縣 溪子下 東石鄉   185  

56 嘉義縣 東勢寮 朴子鎮 太保鄉 281  

56 嘉義縣 月潭 新港鄉   881  

56 嘉義縣 白鴿厝 太保鄉   412  



年度 縣市 重劃區名

稱 

鄉鎮 1 鄉鎮 2 面積 

57 嘉義縣 六嘉 六腳鄉   688  

57 嘉義縣 新港 新港鄉 民雄鄉 1224  

57 嘉義縣 平和 民雄鄉   480  

57 嘉義縣 內林 大林鎮   760  

57 嘉義縣 過溝 太保鄉   874  

58 嘉義縣 後庄 新港鄉   431  

58 嘉義縣 大林 大林鎮   905  

58 嘉義縣 蒜頭 六腳鄉 東石鄉 1520  

58 嘉義縣 水上 水上鄉 嘉義市 1061  

58 嘉義縣 安和 六腳鄉 新港鄉 1454  

59 嘉義縣 六美 六腳鄉 新港鄉 1078  

59 嘉義縣 義竹 義竹鄉   1854  

59 嘉義縣 山下 鹿草鄉   1099  

59 嘉義縣 後潭 太保鄉 水上鄉 1315  

59 嘉義縣 田灣 太保鄉 六腳鄉 681  

59 嘉義縣 柴林 溪口鄉 新港鄉 380  

60 嘉義縣 安仁 太保鄉 水上鄉 1548  

60 嘉義縣 布袋 布袋鎮   2300  

64 嘉義縣 新庄 朴子鎮   140  

65 嘉義縣 荷苞嶼 朴子鎮 鹿草鄉 139  

66 嘉義縣 雙溪 朴子鎮   353  

67 嘉義縣 鹿草 鹿草鄉   285  

67 嘉義縣 大堀 水上鄉   103  

67 嘉義縣 管厝港尾 太保鄉   162  

68 嘉義縣 松梅 鹿草鄉 朴子鎮 652  

69 嘉義縣 鴨母寮 朴子鎮 鹿草鄉 617  

70 嘉義縣 大棣榔 朴子鎮   266  

70 嘉義縣 福權 溪口鄉 民雄鄉 655  

70 嘉義縣 崙尾 溪口鄉   271  

71 嘉義縣 湖底 朴子鎮 東石鄉 997  

71 嘉義縣 南勢 朴子鎮 布袋鎮 1070  

72 嘉義縣 東榮 義竹鄉 布袋鎮 1001  

73 嘉義縣 光榮 義竹鄉 鹿草鄉 740  

73 嘉義縣 西過 義竹鄉   582  

73 嘉義縣 游厝 溪口鄉   407  



年度 縣市 重劃區名

稱 

鄉鎮 1 鄉鎮 2 面積 

74 嘉義縣 靖和 水上鄉 鹿草鄉 686  

74 嘉義縣 港口宮 東石鄉 六腳鄉 307  

74 嘉義縣 佳禾 朴子鎮   518  

75 嘉義縣 文隆 民雄鄉   218  

75 嘉義縣 三角 鹿草鄉   225  

75 嘉義縣 三江 東石鄉   413  

76 嘉義縣 西昌 民雄鄉 新港鄉 164  

76 嘉義縣 樹林頭 布袋鎮 東石鄉 681  

77 嘉義縣 蚶子寮 東石鄉   247  

77 嘉義縣 栗子崙 東石鄉 布袋鎮 651  

78 嘉義縣 後港 溪口鄉   128  

78 嘉義縣 柳溝一 溪口鄉   140  

78 嘉義縣 柳溝二 溪口鄉   30  

78 嘉義縣 考試潭 布袋鎮   144  

79 嘉義縣 頂寮 溪口鄉   102  

82 嘉義縣 五間厝 義竹鄉   203  

          48932 

49 彰化縣 渡船頭 彰化市   136  

49 彰化縣 嘉寶潭 和美鎮   58  

51 彰化縣 外埔 鹿港鎮   300  

52 彰化縣 三條圳 溪洲鄉   590  

52 彰化縣 橋頭 鹿港鎮   198  

52 彰化縣 圳寮 溪洲鄉   136  

53 彰化縣 竹塘 竹塘鄉   1093  

53 彰化縣 東崎 福興鄉   475  

53 彰化縣 大挑沙 二林鎮   649  

54 彰化縣 萬興 二林鎮   489  

54 彰化縣 埔鹽埤 埔鹽鄉   1500  

55 彰化縣 水尾 二林鎮   122  

55 彰化縣 安東 秀水鄉   600  

55 彰化縣 舊趙甲西

區 

二林鎮   194  

55 彰化縣 舊趙甲東

區 

二林鎮   61  

55 彰化縣 後寮 二林鎮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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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彰化縣 番子埔 二林鎮   153  

55 彰化縣 番社 福興購   650  

56 彰化縣 尤厝 大城鄉   235  

56 彰化縣 頂厝 鹿港鎮   1203  

56 彰化縣 安東二期 秀水鄉 福興購 912  

56 彰化縣 中西 大城鄉   141  

56 彰化縣 永安 竹塘鄉   231  

57 彰化縣 花壇 花壇鄉   850  

57 彰化縣 鎮平 福興鄉 埔鹽鄉 650  

58 彰化縣 大廉埤 埔鹽鄉   1215  

58 彰化縣 彰秀 秀水鄉   522  

58 彰化縣 大城 大城鄉   1526  

58 彰化縣 王功 芳苑鄉   478  

59 彰化縣 二林 二林鎮   496  

59 彰化縣 永基 竹塘鄉   1515  

59 彰化縣 福興 福興鄉   899  

60 彰化縣 寓埔 線西鄉   800  

60 彰化縣 曾厝 秀水鄉 福興鄉 1807  

63 彰化縣 漢寶 芳苑鄉   170  

66 彰化縣 線西 線西鄉   525  

67 彰化縣 魚寮溪 大城鄉 芳苑鄉 722  

70 彰化縣 線東 線西鄉 鹿港鎮 823  

70 彰化縣 永田 田尾鄉 永靖鄉 680  

71 彰化縣 義和 埔鹽鄉   1305  

71 彰化縣 廣興 二林鎮   988  

72 彰化縣 溪州 溪洲鄉   1264  

72 彰化縣 永靖 永靖鄉 社頭鄉 964  

73 彰化縣 嘉犁 和美鎮 彰化市 1077  

74 彰化縣 建興 大城鄉   1826  

75 彰化縣 下茄荖 芬園鄉   704  

76 彰化縣 湖西 溪湖鎮   806  

77 彰化縣 田尾 田尾鄉 永靖鄉 915  

82 彰化縣 路上

（南） 

芳苑鄉   876  



年度 縣市 重劃區名

稱 

鄉鎮 1 鄉鎮 2 面積 

83 彰化縣 路上

（北） 

芳苑鄉   815  

84 彰化縣 紅毛社 田中鎮   117  

85 彰化縣 鹿鳴 鹿港鎮   310  

86 彰化縣 鹿鳴

（二） 

鹿港鎮   340  

86 彰化縣 田尾特定

區 

田尾鄉   130  

87 彰化縣 新忠 和美鎮   337  

88 彰化縣 獨鰲 永靖鄉   204  

90 彰化縣 南勢 鹿港鎮   357  

97 彰化縣 草港尾 鹿港鎮   340  

100 彰化縣 外三塊厝 田中鎮   143  

          37726  

59 澎湖縣 港子 白沙鄉   31  

59 澎湖縣 菜園 馬公鎮   41  

60 澎湖縣 歧頭 白沙鄉   34  

63 澎湖縣 西嶼 西嶼鄉   177  

          2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