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下水污染場址土地清冊 

更新日期：109.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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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桃園市 蘆竹區 海湖里 坑子口段海湖小段 0044 64-18 一般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13.5932 

1 桃園市 蘆竹區 海湖里 坑子口段海湖小段 0044 64-19 一般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1 桃園市 蘆竹區 海湖里 坑子口段海湖小段 0044 64-138 一般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1 桃園市 蘆竹區 海湖里 坑子口段海湖小段 0044 64-722 一般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1 桃園市 蘆竹區 海湖里 坑子口段海湖小段 0044 119-5 一般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1 桃園市 蘆竹區 海湖里 坑子口段海湖小段 0044 119-7 一般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1 桃園市 蘆竹區 海湖里 坑子口段海湖小段 0044 198 一般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1 桃園市 蘆竹區 海湖里 坑子口段海湖小段 0044 64-1677 一般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1 桃園市 蘆竹區 海湖里 坑子口段海湖小段 0044 64-566 一般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2 桃園市 大園區 埔心里 中正段 0130 61 特定專用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8.3678 

3 桃園市 桃園區 龍鳳里 龍鳳段 1402 567 商業區、道路用地   8.0818 

4 桃園市 中壢區 內定里 中工段 0227 207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5.6137 

4 桃園市 中壢區 內定里 中工段 0227 208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4 桃園市 中壢區 內定里 中工段 0227 210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4 桃園市 中壢區 內定里 中工段 0227 256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4 桃園市 中壢區 內定里 中工段 0227 257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4 桃園市 中壢區 內定里 中工段 0227 258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4 桃園市 中壢區 內定里 中工段 0227 262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4 桃園市 中壢區 內定里 中工段 0227 263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5 桃園市 蘆竹區   坑子口段後壁厝小段 0046 211 一般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4.0719 

5 桃園市 蘆竹區   坑子口段後壁厝小段 0046 227 一般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5 桃園市 蘆竹區   坑子口段後壁厝小段 0046 227-40 一般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5 桃園市 蘆竹區   坑子口段後壁厝小段 0046 227-125 一般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5 桃園市 蘆竹區   坑子口段後壁厝小段 0046 236-15 一般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5 桃園市 蘆竹區   坑子口段後壁厝小段 0046 108-6 一般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5 桃園市 蘆竹區   坑子口段後壁厝小段 0046 108-8 一般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6 桃園市 中壢區 過嶺里 山嶺段 0352 61 特定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2.9 

6 桃園市 中壢區 過嶺里 山嶺段 0352 62 特定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6 桃園市 中壢區 過嶺里 山嶺段 0352 63 特定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6 桃園市 中壢區 過嶺里 山嶺段 0352 64 特定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6 桃園市 中壢區 過嶺里 山嶺段 0352 69 特定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7 桃園市 蘆竹區 濱海里 坑子口段海湖小段 0044 64-111 一般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2.5826 

8 桃園市 觀音區 草漯里 工業區段一小段 0308 16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1.999 

8 桃園市 觀音區 草漯里 工業區段一小段 0308 17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8 桃園市 觀音區 草漯里 工業區段一小段 0308 18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9 桃園市 蘆竹區 坑口里 坑子口段後壁厝小段 0046 567 一般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1.8442 

9 桃園市 蘆竹區 坑口里 坑子口段後壁厝小段 0046 567-1 一般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9 桃園市 蘆竹區 坑口里 坑子口段後壁厝小段 0046 567-2 一般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9 桃園市 蘆竹區 坑口里 坑子口段後壁厝小段 0046 567-4 一般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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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桃園市 蘆竹區 坑口里 坑子口段後壁厝小段 0046 567-5 一般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9 桃園市 蘆竹區 坑口里 坑子口段後壁厝小段 0046 567-6 一般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9 桃園市 蘆竹區 坑口里 坑子口段後壁厝小段 0046 567-8 一般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9 桃園市 蘆竹區 坑口里 坑子口段後壁厝小段 0046 567-9 一般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9 桃園市 蘆竹區 坑口里 坑子口段後壁厝小段 0046 567-13 一般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9 桃園市 蘆竹區 坑口里 坑子口段後壁厝小段 0046 567-14 一般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9 桃園市 蘆竹區 坑口里 坑子口段後壁厝小段 0046 565-2 一般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9 桃園市 蘆竹區 坑口里 坑子口段後壁厝小段 0046 565-1 一般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9 桃園市 蘆竹區 坑口里 坑子口段後壁厝小段 0046 565-9 一般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10 桃園市 楊梅區 青山里 幼獅段 0705 1105 乙種工業區   1.08801 

11 桃園市 龍潭區 烏林里 潛龍段 0551 31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1.053148 

11 桃園市 龍潭區 烏林里 潛龍段 0551 58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11 桃園市 龍潭區 烏林里 潛龍段 0551 59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11 桃園市 龍潭區 烏林里 潛龍段 0551 60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11 桃園市 龍潭區 烏林里 潛龍段 0551 93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11 桃園市 龍潭區 烏林里 潛龍段 0551 96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11 桃園市 龍潭區 烏林里 潛龍段 0551 98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11 桃園市 龍潭區 烏林里 潛龍段 0551 99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11 桃園市 龍潭區 烏林里 潛龍段 0551 68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11 桃園市 龍潭區 烏林里 潛龍段 0551 94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12 桃園市 八德區 廣興里 廣興段 1025 48 特定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0.819903 

12 桃園市 八德區 廣興里 廣興段 1025 49 特定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12 桃園市 八德區 廣興里 廣興段 1025 50 特定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12 桃園市 八德區 廣興里 廣興段 1025 59 特定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12 桃園市 八德區 廣興里 廣興段 1025 60 特定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12 桃園市 八德區 廣興里 廣興段 1025 61 特定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12 桃園市 八德區 廣興里 廣興段 1025 62 特定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12 桃園市 八德區 廣興里 廣興段 1025 63 特定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12 桃園市 八德區 廣興里 廣興段 1025 64 特定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12 桃園市 八德區 廣興里 廣興段 1025 65 特定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12 桃園市 八德區 廣興里 廣興段 1025 66 特定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13 桃園市 觀音區 草漯里 工業區段一小段 0308 65-3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0.4317 

14 桃園市 大園區 北港里 北港段 0128 52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0.36 

14 桃園市 大園區 北港里 北港段 0128 54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15 臺中市 潭子區 潭秀里 工區段 6724 0262 學校用地   3.4775 

15 臺中市 潭子區 潭秀里 工區段 6724 0265 學校用地     

16 臺中市 潭子區 潭秀里 工區段 6724 0631-0000 學校用地   2.6614 

17 臺中市 北屯區 水景里 景美段 1141 377 公園用地   1.607036 

18 臺中市 大甲區 日南里 幼獅段 3629 1026-0000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0.17 

19 臺南市 永康區 三民里 東邊寮段 9189 1015-0000 工業區   0.053939 

20 高雄市 林園區 溪州里 溪州段三小段 1608 3606-1 特種工業區   32 

20 高雄市 林園區 溪州里 溪州段三小段 1608 3615 特種工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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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高雄市 林園區 溪州里 溪州段三小段 1608 3618 特種工業區     

20 高雄市 林園區 溪州里 溪州段三小段 1608 3618-1 特種工業區     

20 高雄市 林園區 溪州里 溪州段三小段 1608 3618-2 特種工業區     

20 高雄市 林園區 溪州里 溪州段三小段 1608 3618-3 特種工業區     

20 高雄市 林園區 溪州里 溪州段三小段 1608 3618-4 特種工業區     

20 高雄市 林園區 溪州里 溪州段三小段 1608 3618-5 特種工業區     

20 高雄市 林園區 溪州里 溪州段三小段 1608 3618-6 特種工業區     

20 高雄市 林園區 溪州里 溪州段三小段 1608 3618-7 特種工業區     

20 高雄市 林園區 溪州里 溪州段三小段 1608 3618-8 特種工業區     

20 高雄市 林園區 溪州里 溪州段三小段 1608 3618-9 特種工業區     

21 高雄市 林園區 溪州里 溪州段三小段 1608 3632 特種工業區   6.3319 

22 高雄市 仁武區 竹後里 竹園段 EI2122 987 甲種工業區   12.52756 

22 高雄市 仁武區 竹後里 竹園段 EI2122 990-1 水利用地     

22 高雄市 仁武區 竹後里 竹園段 EI2122 992-3 特種工業區     

22 高雄市 仁武區 竹後里 竹園段 EI2122 992-4 特種工業區     

22 高雄市 仁武區 竹後里 竹園段 EI2122 996 特種工業區     

22 高雄市 仁武區 竹後里 竹園段 EI2122 1022 特種工業區     

22 高雄市 仁武區 竹後里 竹園段 EI2122 1024 特種工業區     

22 高雄市 仁武區 竹後里 竹園段 EI2122 1025 特種工業區     

22 高雄市 仁武區 竹後里 竹園段 EI2122 1025-1 水利用地     

22 高雄市 仁武區 竹後里 竹園段 EI2122 1026 特種工業區     

22 高雄市 仁武區 竹後里 竹園段 EI2122 1026-2 水利用地     

22 高雄市 仁武區 竹後里 竹園段 EI2122 1063 水利用地     

22 高雄市 仁武區 竹後里 竹園段 EI2122 1064 特種工業區     

22 高雄市 仁武區 竹後里 竹園段 EI2122 1064-1 水利用地     

22 高雄市 仁武區 竹後里 竹園段 EI2122 1065 特種工業區     

22 高雄市 仁武區 竹後里 竹園段 EI2122 1065-1 水利用地     

22 高雄市 仁武區 竹後里 竹園段 EI2123 1066 特種工業區     

23 高雄市 大寮區 中庄里 磚子磘段 EL1700 3022 甲種工業區   1.0484 

23 高雄市 大寮區 中庄里 磚子磘段 EL1700 3022-2 甲種工業區     

23 高雄市 大寮區 中庄里 磚子磘段 EL1700 3022-3 甲種工業區     

23 高雄市 大寮區 中庄里 磚子磘段 EL1700 3022-4 甲種工業區     

24 苗栗縣 竹南鎮 大埔里 大同段 0541 406 一般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0.28955 

24 苗栗縣 竹南鎮 大埔里 大同段 0541 407 一般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0.295887 

24 苗栗縣 竹南鎮 大埔里 大同段 0541 408 一般農業區 甲種建築用地 0.002916 

24 苗栗縣 竹南鎮 大埔里 大同段 0541 409 一般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0.034876 

24 苗栗縣 竹南鎮 大埔里 大同段 0541 413 一般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0.028363 

24 苗栗縣 竹南鎮 大埔里 大同段 0541 414 一般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0.009691 

24 苗栗縣 竹南鎮 大埔里 大同段 0541 415 一般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0.310789 

24 苗栗縣 竹南鎮 大埔里 大同段 0541 416 一般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0.150404 

24 苗栗縣 竹南鎮 大埔里 大同段 0541 419 一般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0.013252 

24 苗栗縣 竹南鎮 大埔里 大同段 0541 420 一般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0.01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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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苗栗縣 竹南鎮 大埔里 大同段 0541 421 一般農業區 林業用地 0.001743 

24 苗栗縣 竹南鎮 大埔里 大同段 0541 422 一般農業區 國土保安用地 0.009123 

24 苗栗縣 竹南鎮 大埔里 大同段 0541 423 一般農業區 國土保安用地 0.013655 

24 苗栗縣 竹南鎮 大埔里 大同段 0541 424 一般農業區 交通用地 0.005159 

24 苗栗縣 竹南鎮 大埔里 大同段 0541 427 一般農業區 國土保安用地 0.07813 

24 苗栗縣 竹南鎮 大埔里 大同段 0541 428 一般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0.104047 

24 苗栗縣 竹南鎮 大埔里 大同段 0541 429 一般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0.123648 

24 苗栗縣 竹南鎮 大埔里 大同段 0541 433 一般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0.780689 

24 苗栗縣 竹南鎮 大埔里 大同段 0541 445 一般農業區 國土保安用地 0.009946 

24 苗栗縣 竹南鎮 大埔里 大同段 0541 535 一般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0.85698 

24 苗栗縣 竹南鎮 大埔里 廣源段 0542 1584 一般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0.018433 

24 苗栗縣 竹南鎮 大埔里 廣源段 0542 1585 一般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0.018282 

25 臺南市 永康區   鹽東段 9134 0812-0000 工業區   0.093819 

26 臺中市 大肚區   王田段 9105 571-7 山坡地保育區 林業用地 0.5121 

27 桃園市 楊梅區   幼獅段 0705 1708 乙種工業區   5.919666 

27 桃園市 楊梅區   幼獅段 0705 1709 乙種工業區     

27 桃園市 楊梅區   幼獅段 0705 1710 乙種工業區     

27 桃園市 楊梅區   幼獅段 0705 1711 乙種工業區     

27 桃園市 楊梅區   幼獅段 0705 1712 乙種工業區     

27 桃園市 楊梅區   幼獅段 0705 1713 乙種工業區     

27 桃園市 楊梅區   幼獅段 0705 1714 乙種工業區     

27 桃園市 楊梅區   幼獅段 0705 1715 乙種工業區     

27 桃園市 楊梅區   幼獅段 0705 1716 乙種工業區     

27 桃園市 楊梅區   幼獅段 0705 1717 乙種工業區     

27 桃園市 楊梅區   幼獅段 0705 1718 乙種工業區     

27 桃園市 楊梅區   幼獅段 0705 1719 乙種工業區     

27 桃園市 楊梅區   幼獅段 0705 1720 乙種工業區     

27 桃園市 楊梅區   幼獅段 0705 1721 乙種工業區     

27 桃園市 楊梅區   幼獅段 0705 1747 乙種工業區     

27 桃園市 楊梅區   幼獅段 0705 1748 乙種工業區     

27 桃園市 楊梅區   幼獅段 0705 1751 乙種工業區     

27 桃園市 楊梅區   幼獅段 0705 1752 乙種工業區     

27 桃園市 楊梅區   幼獅段 0705 1753 乙種工業區     

27 桃園市 楊梅區   幼獅段 0705 1754 乙種工業區     

28 新北市 新店區   寶元段 0771 276 乙種工業區   3.162111 

28 新北市 新店區   寶元段 0771 276-1 道路用地     

28 新北市 新店區   寶元段 0771 277 乙種工業區     

28 新北市 新店區   寶元段 0771 278-1 乙種工業區     

28 新北市 新店區   寶元段 0771 279 乙種工業區     

28 新北市 新店區   寶元段 0771 284 乙種工業區     

28 新北市 新店區   寶元段 0771 285 乙種工業區     

28 新北市 新店區   寶元段 0771 286-1 乙種工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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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新北市 新店區   寶元段 0771 287 乙種工業區     

28 新北市 新店區   寶元段 0771 288 乙種工業區     

28 新北市 新店區   寶元段 0771 289 乙種工業區     

28 新北市 新店區   寶元段 0771 290 乙種工業區     

29 新竹市 新竹市   麗園段 0171 1274 特定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7.5588 

29 新竹市 新竹市   麗園段 0171 1297 特定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29 新竹市 新竹市   麗園段 0171 1298 特定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29 新竹市 新竹市   麗園段 0171 1299 特定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29 新竹市 新竹市   麗園段 0171 1304 特定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29 新竹市 新竹市   麗園段 0171 1311 特定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29 新竹市 新竹市   麗園段 0171 1312 特定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29 新竹市 新竹市   麗園段 0171 1313 特定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29 新竹市 新竹市   麗園段 0171 1314 特定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29 新竹市 新竹市   麗園段 0171 1315 特定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29 新竹市 新竹市   麗園段 0171 1316 特定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29 新竹市 新竹市   麗園段 0171 1317 特定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29 新竹市 新竹市   麗園段 0171 1318 特定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29 新竹市 新竹市   麗園段 0171 1319 特定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29 新竹市 新竹市   麗園段 0171 1320 特定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29 新竹市 新竹市   麗園段 0171 1326 特定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29 新竹市 新竹市   麗園段 0171 1326-1 特定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29 新竹市 新竹市   麗園段 0171 1332 特定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29 新竹市 新竹市   麗園段 0171 1333 特定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29 新竹市 新竹市   麗園段 0171 1334 特定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29 新竹市 新竹市   麗園段 0171 1335 特定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29 新竹市 新竹市   麗園段 0171 1336 特定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29 新竹市 新竹市   麗園段 0171 1333 特定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30 桃園市 觀音區   工業區段三小段 0310 146-2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0.5 

31 桃園市 中壢區   中工段 0227 80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2.125765 

31 桃園市 中壢區   中工段 0227 81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31 桃園市 中壢區   中工段 0227 139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31 桃園市 中壢區   中工段 0227 140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32 新竹縣 新豐鄉 新豐村 新豐段 0347 797 特定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0.6728 

32 新竹縣 新豐鄉 新豐村 新豐段 0347 798 特定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32 新竹縣 新豐鄉 新豐村 新豐段 0347 799 特定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33 新竹市 新竹市   香中段 0094 952 加油站專用區   0.242075 

34 新竹縣 新豐鄉 上坑村 松柏段 0818 929 山坡地保育區 丁種建築用地 1.59 

35 桃園市 觀音區   工業區段五小段 0312 13-12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0.117983 

36 彰化縣 線西鄉   富貴段 0252 0099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5.0137 

37 臺中市 梧棲區   港口段 5215 335-9 港埠專用區   1.539458 

38 臺中市 南屯區   文山段 2003 212 乙種工業區   0.2402 

38 高雄市 楠梓區   和平段三小段 0315 49 乙種工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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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苗栗縣 竹南鎮 佳興里 龍鳳東段 0571 858-1 道路用地   0.0403 

40 桃園市 龜山區   煉油段 1427 440 加油站用地   0.15755 

41 苗栗縣 頭份市 後庄里 光華段 0757 1455 工業區   0.081261 

42 臺北市 中山區   長安段四小段 0422 455 第三種商業區(特)   0.0319 

43 桃園市 中壢區   中工段 0227 113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1.1202 

43 桃園市 中壢區   中工段 0227 7-20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44 臺中市 南屯區   文山段 2003 330 乙種工業區   0.2109 

45 雲林縣 麥寮鄉   六輕段 1126 0169-0000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26.3 

46 彰化縣 花壇鄉 北口村 北口段 0117 727 農業區   2.001082 

46 彰化縣 花壇鄉 北口村 北口段 0117 728 農業區     

46 彰化縣 花壇鄉 北口村 北口段 0117 729 農業區     

46 彰化縣 花壇鄉 北口村 北口段 0117 730 乙種工業區     

46 彰化縣 花壇鄉 北口村 北口段 0117 731 乙種工業區     

46 彰化縣 花壇鄉 北口村 北口段 0117 732 乙種工業區     

46 彰化縣 花壇鄉 北口村 北口段 0117 733 乙種工業區     

46 彰化縣 花壇鄉 北口村 北口段 0117 742 農業區     

47 桃園市 中壢區   中興段 0321 21 加油站用地   0.271194 

48 雲林縣 麥寮鄉   六輕段 1126 7 工業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13.3 

49 臺中市 潭子區   工區段 6724 187 加工出口專用區   0.378739 

49 臺中市 潭子區   工區段 6724 197 加工出口專用區     

50 臺中市 潭子區   工區段 6724 198 加工出口專用區   0.451812 

51 臺中市 南區   頂橋子頭段 0531 0304-0001 第一種商業區   0.0776 

51 臺中市 南區   頂橋子頭段 0531 0304-0002 第一種商業區     

52 臺中市 潭子區   工區段 6724 169 加工出口專用區   0.412753 

53 臺中市 潭子區   工區段 6724 192 加工出口專用區   0.653652 

54 桃園市 大園區 內海村 內海墘段特工區小段 0055 44-66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0.3581 

55 苗栗縣 頭份市 田寮里 永貞段 0705 887 學校用地   2.018163 

56 苗栗縣 頭份市 田寮里 永貞段 0705 1182 綠地   0.107513 

57 苗栗縣 頭份市 蘆竹里 蘆竹湳段蘆竹湳小段 0436 645-14 工業區   0.2075 

58 臺南市 歸仁區   沙崙段 7018 0331-0000 特定專用區 農牧用地 0.4 

58 臺南市 歸仁區   沙崙段 7018 0331-0006 特定專用區 農牧用地   

58 臺南市 歸仁區   沙崙段 7018 0331-0010 特定專用區 農牧用地   

59 苗栗縣 頭份市 田寮里 永貞段 0705 489 住宅區   0.1047 

60 新竹市 新竹市   科技段 0175 58 園區事業專用區   0.48631 

60 新竹市 新竹市   科技段 0175 58-1 園區事業專用區     

60 新竹市 新竹市   科技段 0175 59 園區事業專用區     

60 新竹市 新竹市   科技段 0175 60 園區事業專用區     

60 新竹市 新竹市   科技段 0175 61 園區事業專用區     

60 新竹市 新竹市   科技段 0175 62 園區事業專用區     

60 新竹市 新竹市   科技段 0175 62-1 園區事業專用區     

60 新竹市 新竹市   科技段 0175 63 園區事業專用區     

60 新竹市 新竹市   科技段 0175 63-1 園區事業專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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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新竹市 新竹市   科技段 0175 64 園區事業專用區     

60 新竹市 新竹市   科技段 0175 64-1 園區事業專用區     

60 新竹市 新竹市   科技段 0175 65 園區事業專用區     

60 新竹市 新竹市   科技段 0175 66 園區事業專用區     

60 新竹市 新竹市   科技段 0175 67 園區事業專用區     

60 新竹市 新竹市   科技段 0175 68 園區事業專用區     

60 新竹市 新竹市   科技段 0175 68-1 園區事業專用區     

60 新竹市 新竹市   科技段 0175 69 園區事業專用區     

60 新竹市 新竹市   科技段 0175 69-1 園區事業專用區     

60 新竹市 新竹市   科技段 0175 69-2 園區事業專用區     

60 新竹市 新竹市   科技段 0175 70 園區事業專用區     

60 新竹市 新竹市   科技段 0175 70-1 園區事業專用區     

60 新竹市 新竹市   科技段 0175 71 園區事業專用區     

60 新竹市 新竹市   科技段 0175 71-1 園區事業專用區     

60 新竹市 新竹市   科技段 0175 72 園區事業專用區     

60 新竹市 新竹市   科技段 0175 72-1 園區事業專用區     

60 新竹市 新竹市   科技段 0175 73 園區事業專用區     

60 新竹市 新竹市   科技段 0175 74 園區事業專用區     

60 新竹市 新竹市   科技段 0175 75 園區事業專用區     

60 新竹市 新竹市   科技段 0175 76 園區事業專用區     

60 新竹市 新竹市   科技段 0175 77 園區事業專用區     

60 新竹市 新竹市   科技段 0175 78 園區事業專用區     

60 新竹市 新竹市   科技段 0175 79 園區事業專用區     

60 新竹市 新竹市   科技段 0175 145 園區事業專用區     

60 新竹市 新竹市   科技段 0175 154 園區事業專用區     

60 新竹市 新竹市   科技段 0175 154-2 園區事業專用區     

60 新竹市 新竹市   科技段 0175 235 園區事業專用區     

60 新竹市 新竹市   科技段 0175 236 園區事業專用區     

60 新竹市 新竹市   科園段科園小段 0031 84 園區事業專用區     

60 新竹市 新竹市   科園段科園小段 0031 86 園區事業專用區     

60 新竹市 新竹市   科園段科園小段 0031 86-1 園區事業專用區     

60 新竹市 新竹市   科園段科園小段 0031 87 園區事業專用區     

61 新竹縣 寶山鄉   園區段 0699 432 工業區   0.23708 

61 新竹縣 寶山鄉   園區段 0699 432-1 工業區     

61 新竹縣 寶山鄉   園區段 0699 433 工業區     

61 新竹縣 寶山鄉   園區段 0699 433-1 工業區     

61 新竹縣 寶山鄉   園區段 0699 434 工業區     

61 新竹縣 寶山鄉   園區段 0699 435 工業區     

61 新竹縣 寶山鄉   園區段 0699 436 工業區     

61 新竹縣 寶山鄉   園區段 0699 437 工業區     

61 新竹縣 寶山鄉   園區段 0699 438 工業區     

61 新竹縣 寶山鄉   園區段 0699 438-1 工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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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新竹縣 寶山鄉   園區段 0699 439-1 工業區     

61 新竹縣 寶山鄉   園區段 0699 440 工業區     

61 新竹縣 寶山鄉   園區段 0699 440-1 工業區     

61 新竹縣 寶山鄉   園區段 0699 441 工業區     

61 新竹縣 寶山鄉   園區段 0699 441-1 工業區     

61 新竹縣 寶山鄉   園區段 0699 442 工業區     

61 新竹縣 寶山鄉   園區段 0699 443 工業區     

61 新竹縣 寶山鄉   園區段 0699 443-1 工業區     

61 新竹縣 寶山鄉   園區段 0699 443-2 工業區     

61 新竹縣 寶山鄉   園區段 0699 444 工業區     

61 新竹縣 寶山鄉   園區段 0699 445 工業區     

61 新竹縣 寶山鄉   園區段 0699 446 工業區     

61 新竹縣 寶山鄉   園區段 0699 447 工業區     

61 新竹縣 寶山鄉   園區段 0699 448 工業區     

61 新竹縣 寶山鄉   園區段 0699 449 工業區     

61 新竹縣 寶山鄉   園區段 0699 450 工業區     

61 新竹縣 寶山鄉   園區段 0699 451 工業區     

61 新竹縣 寶山鄉   園區段 0699 452 工業區     

61 新竹縣 寶山鄉   園區段 0699 453 工業區     

61 新竹縣 寶山鄉   園區段 0699 453-1 工業區     

61 新竹縣 寶山鄉   園區段 0699 454 工業區     

61 新竹縣 寶山鄉   園區段 0699 793 工業區     

61 新竹縣 寶山鄉   園區段 0699 794 工業區     

62 臺中市 大里區   光正段 8046 1315 特定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0.036819 

63 高雄市 楠梓區   和平段二小段 0315 719 乙種工業區   0.9023 

64 高雄市 小港區   中林子段 1224 1089 乙種工業區   0.6864 

64 高雄市 小港區   中林子段 1224 1090 乙種工業區     

65 臺南市 永康區   鹽東段 9134 0817 工業區   1.932527 

65 臺南市 永康區   蔦松南段 9185 1056 高速公路用地     

66 苗栗縣 竹南鎮 佳興里 龍鳳東段 0571 933 學校用地   0.8986 

67 臺中市 潭子區   工區段 6724 0216-0000 加工出口專用區   0.731233 

68 臺中市 潭子區   工區段 6724 0217-0000 乙種工業區   0.139947 

69 彰化縣 和美鎮   大嘉段 0246 0972-0000 特定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3.1478 

69 彰化縣 和美鎮   大嘉段 0246 1000-0000 特定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69 彰化縣 和美鎮   大嘉段 0246 1002-0000 特定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08-0000 特種工業區   176.753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09-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11-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19-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23-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15-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16-0000 特種工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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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18-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24-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22-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21-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12-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13-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29-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33-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35-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30-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31-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32-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36-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37-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06-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03-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05-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38-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30-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32-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40-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48-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49-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50-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41-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42-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51-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52-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43-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44-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53-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54-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46-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56-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57-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59-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62-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61-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47-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60-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28-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02-0000 特種工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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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25-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38-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39-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31-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45-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76-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74-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83-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73-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86-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72-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96-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97-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70-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68-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67-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66-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11-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09-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08-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07-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10-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12-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13-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14-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78-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79-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75-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76-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69-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58-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54-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68-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66-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65-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64-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56-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55-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59-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60-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61-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62-0000 特種工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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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49-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50-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51-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52-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53-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45-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48-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47-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46-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44-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43-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42-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40-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39-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72-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70-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73-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83-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84-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94-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81-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95-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01-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00-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98-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88-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89-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98-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92-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93-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95-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97-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99-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200-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71-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69-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15-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57-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41-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74-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82-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80-0000 特種工業區     



地下水污染場址土地清冊 

序號 縣市 
鄉鎮 

市區 
村里 地段名稱 

地段 

代碼 
舊地號 使用分區 使用地類別 面積(公頃)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099-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91-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201-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後勁段四小段 0308 2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後勁段四小段 0308 2-1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後勁段四小段 0308 2-2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後勁段四小段 0308 9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後勁段四小段 0308 91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後勁段四小段 0308 92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25-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油廠段 0390 0126-0000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高湳段 0316 383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高湳段 0316 384 特種工業區     

70 高雄市 楠梓區   高湳段 0316 385 特種工業區     

71 臺北市 士林區   福順段二小段 0832 450 第三之二種住宅區   0.1931 

71 臺北市 士林區   福順段二小段 0832 450-3 第三種住宅區     

72 高雄市 前鎮區   興邦段 1003 340 第一種特定倉儲轉運專用區   0.311075 

72 高雄市 前鎮區   興邦段 1003 341 第一種特定倉儲轉運專用區     

73 高雄市 路竹區 北嶺村 北嶺段 2835 362 一般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1.543639 

73 高雄市 路竹區 北嶺村 北嶺段 2835 380 一般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74 臺南市 關廟區   下湖段 7035 116-9 一般農業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0.1 

75 澎湖縣 馬公市 西文里 中衛段 0106 1-2 一般農業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0.29 

76 苗栗縣 竹南鎮 大厝里 鹽館前段山子坪小段 0409 279-3 工業區   3.2431 

77 彰化縣 彰化市 延和里 延平段 0010 1195 山坡地保育區 農牧用地 0.1661 

78 彰化縣 鹿港鎮 頂番里 鹿鳳段 0396 608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0.04685 

79 彰化縣 鹿港鎮 海埔里 上林段 0393 0428-0000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0.380343 

80 彰化縣 鹿港鎮 溝墘里 振興段 0311 1388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0.065 

81 彰化縣 彰化市   莿桐段 0035 1503 乙種工業區   0.197 

82 彰化縣 彰化市 延平里 延平段 0010 1155-1 特定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0.6153 

82 彰化縣 彰化市 延平里 延平段 0010 1155-2 特定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82 彰化縣 彰化市 延平里 延平段 0010 1155-3 特定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82 彰化縣 彰化市 延平里 延平段 0010 1158 特定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82 彰化縣 彰化市 延平里 延平段 0010 1158-1 特定農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83 臺南市 南區   鹽埕段 1803 2837-0000 乙種工業區   0.175 

84 臺南市 新營區 土庫里 新卯舍段 2133 0974-0000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1.042623 

84 臺南市 新營區 土庫里 新卯舍段 2133 0975-0000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85 嘉義縣 民雄鄉 興南村 頭橋段工業小段 0458 13 乙(工)   1.37 

86 彰化縣 彰化市 南美里 南興段 0009 0631 農業區   1.3679 

86 彰化縣 彰化市 南美里 南興段 0009 0631-0001 住宅區     

86 彰化縣 彰化市 南美里 南興段 0009 0631-0002 住宅區     

86 彰化縣 彰化市 南美里 南興段 0009 0631-0003 住宅區     

86 彰化縣 彰化市 南美里 南興段 0009 0632 住宅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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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彰化縣 彰化市 南美里 南興段 0009 0632-1 住宅區     

86 彰化縣 彰化市 南美里 南興段 0009 0632-2 住宅區     

86 彰化縣 彰化市 南美里 南興段 0009 0633 農業區     

86 彰化縣 彰化市 南美里 南興段 0009 0633-1 住宅區     

86 彰化縣 彰化市 南美里 南興段 0009 0634 農業區     

86 彰化縣 彰化市 南美里 南興段 0009 0634-0001 住宅區     

86 彰化縣 彰化市 南美里 南興段 0009 0634-0002 道路用地     

86 彰化縣 彰化市 南美里 南興段 0009 0634-0003 道路用地     

86 彰化縣 彰化市 南美里 南興段 0009 0635 農業區     

86 彰化縣 彰化市 南美里 南興段 0009 0635-0001 道路用地     

86 彰化縣 彰化市 南美里 南興段 0009 0639 農業區     

86 彰化縣 彰化市 南美里 南興段 0009 0647-0003 住宅區     

86 彰化縣 彰化市 南美里 南興段 0009 0648 農業區     

86 彰化縣 彰化市 南美里 南興段 0009 0655 住宅區     

86 彰化縣 彰化市 南美里 南興段 0009 0655-0001 住宅區     

86 彰化縣 彰化市 南美里 南興段 0009 0658 住宅區     

86 彰化縣 彰化市 南美里 南興段 0009 0658-0002 住宅區     

86 彰化縣 彰化市 南美里 南興段 0009 0659 住宅區     

86 彰化縣 彰化市 南美里 南興段 0009 0661 住宅區     

87 彰化縣 花壇鄉 文德村 溪南段 0089 483 鄉村區 乙種建築用地 0.0678 

87 彰化縣 花壇鄉 文德村 溪南段 0089 484 鄉村區 乙種建築用地   

88 臺中市 大肚區 中和村 王田段 9105 220-2 農業區   0.9839 

88 臺中市 大肚區 中和村 王田段 9105 220-3 乙種工業區     

88 臺中市 大肚區 中和村 王田段 9105 220-30 特種工業區     

88 臺中市 大肚區 中和村 王田段 9105 258-2       

88 臺中市 大肚區 中和村 王田段 9105 259-2       

88 臺中市 大肚區 中和村 王田段 9105 259-5       

88 臺中市 大肚區 中和村 王田段 9105 423-3       

88 臺中市 大肚區 中和村 王田段 9105 423-4       

88 臺中市 大肚區 中和村 王田段 9105 423-5       

88 臺中市 大肚區 中和村 王田段 9105 423-6 農業區     

88 臺中市 大肚區 中和村 王田段 9105 423-7       

88 臺中市 大肚區 中和村 王田段 9105 423-8 農業區     

88 臺中市 大肚區 中和村 王田段 9105 423-10       

89 臺中市 西屯區 西平里 廣明段 1637 521 航空事業專用區   3.826045 

89 臺中市 西屯區 西平里 廣明段 1637 578 航空事業專用區     

90 臺中市 潭子區   興華段 6725 0535-0000 體育場用地   0.2896 

100 雲林縣 虎尾鎮 安溪里 興安段 0522 1128-0000 特定農業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0.089366 

101 苗栗縣 頭份市 東庄里 蘆竹段 0772 0168-0000 工業區   0.253059 

101 苗栗縣 頭份市 東庄里 蘆竹段 0772 0167-0000 工業區   0.287399 

101 苗栗縣 頭份市 東庄里 蘆竹段 0772 0126-0000 工業區   0.059737 

101 苗栗縣 頭份市 東庄里 蘆竹段 0772 0132-0000 工業區   0.05964 



地下水污染場址土地清冊 

序號 縣市 
鄉鎮 

市區 
村里 地段名稱 

地段 

代碼 
舊地號 使用分區 使用地類別 面積(公頃) 

101 苗栗縣 頭份市 東庄里 蘆竹段 0772 0125-0000 工業區   0.672298 

101 苗栗縣 頭份市 東庄里 蘆竹段 0772 0131-0000 工業區   0.670926 

101 苗栗縣 頭份市 東庄里 蘆竹段 0772 0124-0000 工業區   0.089388 

101 苗栗縣 頭份市 東庄里 蘆竹段 0772 0130-0000 工業區   0.088347 

101 苗栗縣 頭份市 東庄里 蘆竹段 0772 0123-0000 工業區   0.603277 

101 苗栗縣 頭份市 東庄里 蘆竹段 0772 0129-0000 工業區   0.601196 

101 苗栗縣 頭份市 東庄里 蘆竹段 0772 0122-0000 工業區   0.060223 

101 苗栗縣 頭份市 東庄里 蘆竹段 0772 0128-0000 工業區   0.059943 

101 苗栗縣 頭份市 東庄里 蘆竹段 0772 0063-0000 工業區 空白 0.70915 

101 苗栗縣 頭份市 東庄里 蘆竹段 0772 0063-0001 工業區 空白 0.708005 

        面積總計 

(公頃) 
40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