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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108.10.31 

序號 縣市 
鄉鎮 

市區 
地段名稱 

地段 

代碼 
舊地號 使用分區 

使用地類

別 
面積(公頃) 

污染資訊 

(單位：mg/Kg) 

1 桃園市 蘆竹區 坑子口段後壁厝小段 0046 232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0.07037 銅:326 

2 桃園市 蘆竹區 坑子口段後壁厝小段 0046 239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0.56821 銅:747 

3 桃園市 蘆竹區 坑子口段後壁厝小段 0046 215-1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0.04441 銅:612 

4 桃園市 蘆竹區 南崁下段 0030 581-9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0.24577 銅:567 

5 桃園市 蘆竹區 南崁下段 0030 568-3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0.02811 銅:308 

6 桃園市 蘆竹區 南崁下段 0030 572-1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0.0053 銅:308 

7 桃園市 蘆竹區 南崁下段 0030 572-10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0.08322 銅:308 

8 桃園市 蘆竹區 南崁下段 0030 572-7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0.0058 銅:308 

9 桃園市 蘆竹區 南崁下段 0030 572-8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0.01554 銅:308 

10 彰化縣 大村鄉 慶安段 0642 0630-0000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0.199946 銅:512;鎳:345 

11 彰化縣 大村鄉 慶安段 0642 1539-0000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0.695235 銅:364;鎳:370 

12 彰化縣 大村鄉 慶安段 0642 1540-0000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0.236959 銅:1410;鎳:660 

13 彰化縣 大村鄉 慶安段 0642 1549-0000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0.087634 銅:380;鎳:228 

14 彰化縣 秀水鄉 馬鳴段 0039 0951-0000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0.1654 銅:855;鋅:1970 

15 彰化縣 秀水鄉 馬鳴段 0039 0965-0000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0.166976 銅:257;鋅:778 

16 彰化縣 和美鎮 大雅段 0249 0400-0000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0.0882 銅:219 

17 彰化縣 和美鎮 大嘉段 0246 0901-0000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0.2782 銅:340;鉻:421;鋅:796;鎳:475 

18 彰化縣 和美鎮 大榮段 0248 1070-0000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0.4044 鉻:667;銅:380;鋅:1700 

19 彰化縣 和美鎮 嘉安段 0256 1169-0000   0.0609 鉻:511;銅:369;鋅:1290;鎳:427 

20 彰化縣 和美鎮 嘉詔段 0257 0606-0002   0.261955 
鎘 :5.22; 鉻 :928; 銅 :663; 鋅 :2130;

鎳:673 

21 彰化縣 和美鎮 嘉詔段 0257 1151-0000   0.0687 鉻:382;銅:376;鋅:811;鎳:442 

22 彰化縣 和美鎮 嘉詔段 0257 1151-0001   0.1049 鉻:382;銅:376;鋅:811;鎳:442 

23 彰化縣 和美鎮 嘉詔段 0257 1151-0002   0.1049 鉻:382;銅:376;鋅:811;鎳:442 

24 彰化縣 和美鎮 嘉慶段 0258 0493-0000   0.3424 鉻:533;銅:650;鋅:1530;鎳:557 

25 彰化縣 和美鎮 嘉慶段 0258 0494-0000   0.0791 銅:234;鎳:224 

26 彰化縣 鹿港鎮 永安段 0308 0514-0000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0.112 銅:410;鎳:237;鋅:1010 

27 彰化縣 鹿港鎮 永安段 0308 0687-0000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0.08 銅:758;鋅:846 

28 彰化縣 鹿港鎮 振興段 0311 2172-0000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0.123551 銅:1380;鋅:1130 

29 彰化縣 鹿港鎮 振興段 0311 2173-0000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0.141 銅:1380;鋅:1130 

30 彰化縣 鹿港鎮 振興段 0311 2174-0000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0.2424 銅:1380;鋅:1130 

31 彰化縣 福興鄉 福鹿段 0400 1541-0000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0.298799 鉻:256;銅:203 

32 彰化縣 鹿港鎮 鹿昇段 0407 0749-0000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0.2959 銅:226 

33 彰化縣 鹿港鎮 振興段 0311 1048-0000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0.162 銅:396 

34 彰化縣 鹿港鎮 振興段 0311 1906-0000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0.263 銅:262;鋅:903 

       合計面積 6.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