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省國有林班地地籍測量及土地登記計畫新劃分地段名稱一覽表 

辦  理  地  區 
縣市別 

年度計 
畫別 事業區別 鄉鎮市區

新      增      地      段      名      稱 

南澳鄉

發徒東、霧覽、拉巴丸、次考干、銘山西、檜山南、矢
櫃、雅音、發徒南、束穗、南湖東、澗澗庫南、澗澗庫
北、巴奈良、清花、高律、芳北、馬望南、麻加南、馬
望峰、基嘎央、砲台、飯包、比亞毫、金巢北。 

88 
和平、大溪 
大甲溪 

大同鄉
給里東、佐宇漠、多門南、太平山、平元、芳山、望洋
南、尖山、婆羅山、陵山、思源段。 

南澳鄉
寮山、西德、帽山、武坑、新溪西、小白山、東嶺、大
白、蘭崁、蕃社坑、四區、鹿山、下銅山、翠峰、元山、
金岳、飯山、富太。 

大同鄉

紫林、玉崙、松溪、石門、十六分、石溪、大溪、清溪、
溫泉、清源、古魯、烏帽、土場、仁澤、棲蘭山、明池、
烏山、四圍、東保、馬腦、加留坪、發徒西、加羅山、
見晴、田古爾、馬縫。 

頭城鎮 白石湖、猴洞、桶後。 

員山鄉 玉東、阿玉、紅柴、長嶺。 

礁溪鄉 鵲子、石門。 

冬山鄉 冬白。 

88下半年
及89年度 

烏來、太平
山、宜蘭、
羅東、南澳 

蘇澳鎮 蘇高、新溪東。 

大同鄉 刺竹澳、新舊寮。 

頭城鎮 內大溪、溪頂、草嶺、石牌、橫山、鷹嶺。 

冬山鄉 十三分山、野分山、大伯爺坑、打狗溪。 
94 宜蘭、羅東 

蘇澳鎮 圳頭坑、糞箕山、小帽山。 

大同鄉 古力比、老夏諾。 

頭城鎮 圓通。 

礁溪鄉 鵠仔山、山猪窟、石盤、小礁溪、大礁溪。 
95 宜蘭 

員山鄉 九芎林、下粗坑、頂粗坑。 

蘇澳鎮 大南澳。 
96 南澳 

南澳鄉 嶺東、拉雅、南碧、坡卡地、金洋、埡口、高峰。 

三星鄉 拳頭姆、槍櫃城。 

大同鄉 石門溪、清水山、赤皮寮、斯巴豹、出水溪、斯達吉司。

宜蘭 

97 羅東、和平 

南澳鄉 瀑布、巴波里奧、熱嘎勇、迴道。 



97 羅東、和平 蘇澳鎮 腦寮。 
宜蘭 

98 太平山 大同鄉
盆盆山、石頭溪、香本山、佐得寒山、月桂溪、賓谷溪、
嘉蘭、臭青湖、東壘溪。 

     

石碇區 玉豐。 

雙溪區 南勢坑。 88下半年
及89年度 

文山、烏來 

坪林區
桶後北、鹿寮、姑婆寮西、姑婆寮東、坪堵、水鴨嶺、
碧湖、羅宏、桶后、東坑、拳頭母、馬萬、茶墾、模古、
檜山、馬岸。 

第2期地區
試辦 

烏來 烏來區 大桶山。 

烏來區 栗子園、羅蘭、羅培、烏沙。 
93 烏來 

三峽區 湊合。 

烏來區 西坑、內洞、波露。 

雙溪區 雙柑、虎豹潭、坪溪。 

台北 

94 文山、烏來 

平溪區 東平。 

     

88 大溪 復興區 赫威、達觀、塔曼、萱原、四祾、新興。 

大溪區 金瓜、美華、慈湖、東湖。 
94 大溪 

復興區
成福、卡普、宇內、義興、南插、斷匯、溪口、枕頭山、
羅浮、長興、石牛。 

桃園 

95 大溪 復興區
那結、李棟山、里安、鷹山、塔卡、夫婦山、華陵、哈
崖、彌榮、卡拉、嘎拉賀、大曼。 

     

87 大安溪 尖石鄉 加利段。 

五峰鄉 青山、雲山、腦寮、檜山、白蘭、喜翁、羅山、羅竹。

88 大溪 
尖石鄉

八五山、李棟山、宇老、上錦屏、泉源、泰崗、大霸、
尖山、白石、鎮西堡、鴛鴦湖、馬腦、石和、基那吉、
布奴加里、栗園、泰源、桃石、馬洋山。 

88下半年
及89年度 

南庄 五峰鄉 白蘭。 

95 大溪 尖石鄉
低陸、高臺、下太平、馬美、石麻、延老、錦路、西丘
斯。 

峨眉鄉 星尾。 

北埔鄉 坪尾。 

竹東鎮 指東。 

新竹 

98 竹東 

尖山鄉 梅岡、屏南、道下、樂屏、溪源、鳥嘴。 



新竹 98 竹東 五峰鄉
鵝公髻、桃隧、土場、大鹿、野馬敢、天頓、霞喀羅、
清石、麥巴來、忠興、南口、園東。 

 

87 大安溪 泰安鄉
曙光、榛山、佳仁、觀霧、高嶺、加利、馬達拉、班山、
能甲、江澤、火石、西勢、東陽、復興、中雪、老松、
南坑、拾丸 

頭屋鄉 南窩。 
88 大湖 

泰安鄉
馬凹、加里、北坑、東洗水、龍山、打比厝、洗水、盡
尾。 

泰安鄉 北坑北。 88下半年
及89年度 

南庄 
南庄鄉 樂山、橫屏背、石壁、加里山、大湳、小東河。 

頭屋鄉 南窩坪。 

苑裡鎮 蕉埔。 

通宵鎮 保安林。 

南庄鄉 向天湖、神桌山、仙山。 

苗栗 

96 
大湖、南庄 
大安溪 

三義鄉 鯉魚、上城 

 

87 
大安溪、八
仙山、埔里 

和平區

自由、後山寮、苗圃、西川、七棟寮、百川、小雪山、
鞍馬山、新山、佳保、光明、劍山、釜碗、壩新、三錐、
大雪山、裡冷、沙蓮溪、天輪、東卯、鞍馬溪、火石、
唐呂、十文溪、天池、出雲山、阿冷段。 

88 大甲溪 和平區
達盤、大木、南湖、興隆、四季、中央、羅葉尾、有勝、
羅閑、仁壽、池有、無明、捫山。 

和平區
雪山坑溪、摩天嶺、烏石坑、觀音溪、中坑、橫流溪、

東卯溪、白鹿、稍來、裡冷溪、八仙山、龍安、崑山、
吊神山、八寶圳。 96 

大安溪 
八仙山 

太平區 石苓湖。 

97 大甲溪 和平區 合歡溪。 

和平區 白毛山、長興。 

台中 

98 埔里 
霧峰區 桐林。 

 

仁愛鄉

楊岸溪、尾敏山、尾敏溪、基隆山、九仙溪、帖比倫、
三錐山、鳶峰、南山溪、鬼仔坑、楓仔林、本部溪、大
尖山、太魯閣、奇萊、雲海、能高北、能高南、奧北、
松風嶺、奧東、檜林、奧南、奧西、萬峰、栗源、清水
溪、栗栖溪、香杉林、卓社山。 

南投 87 
濁水溪、八
仙山、埔
里、玉山 

信義鄉 北山、巴奈伊、大水窟、達芬。 



埔里鎮 獅仔頭、乾溪段。 

仁愛鄉 卯木山、碧綠、西合歡、松雪。 
88 

大甲溪、阿
里山 竹山鎮 杉林溪、烏松坑。 

魚池鄉 水社尾、溪源。 

88下半年
及89年度 

丹大、巒大 
信義鄉

卓社、北丹大、卡社北、卡社南、六順山、丹大、天南、
丹巒、三分所、石公、東巒、大郡、無雙、駒盆、巒大
北、巒大南、治卯東、治卯西、治卯南、治卯北、望鄉
東、望鄉西、十八層、郡東。 

集集鎮 大山。 

水里鄉 風空、車埕、新興、明潭、民和、新山、上安。 

魚池鄉
鹿寮坑、五城、阿里眉、武登、頂社、火培坑、金龍、
中明、乾溪、圓山、北旦、向山、葫蘆崙、青龍。 

95 
巒大、阿里

山 

竹山鎮 獅頭。 

96 八仙山 仁愛鄉
眉原山、尾敏山南、尾敏溪南、白狗南山、麻加拉路、
東高山。 

仁愛鄉
木蘭、卓社、卡度、石盤坑、南山、南東眼山、北東眼
山、翠華、小出、梅松。 

埔里鎮
坑內、玉門關、南平、共勵園、姐妹、虎頭山、蜈蚣崙、
凌霄。 

魚池鄉 魚池尖、有水、公林、巴士朗、向天、內加道。 

國姓鄉
福斗、昌榮、崁斗、種瓜坑、小冷坑、大冷坑、頭溪、
大石股、北原、阿冷坑、黑樹林、雙福、仙洞指、風吹
下。 

草屯鎮 九九峰、雙龍、金瓜寮坑、豐崙。 

97 
大甲溪、埔
里、巒大 

信義鄉 觀高。 

信義鄉
卡社西、潭南東、龍嶺、合流、人和西、三十甲、庫斯
彩虹。 

南投 

98 
丹大、巒大 
濁水溪 

仁愛鄉 賽德克、屯原、碧湖、高峰、松林、親愛、法治、扎邦

 

雲林 88 阿里山 古坑鄉 青山段。 

 

87 玉山 阿里山鄉塔塔加、水山、霞山。 

番路鄉 內腦寮、鹿窟、朝天、石壁腳、永興。 

嘉義 

88 大埔、玉
井、阿里
山、旗山 

阿里山鄉
茶西、山美西、雪峰北、雪峰南、多陽、扶蓉、鱉頭、
阿里山、平遮、塔山、石夢谷、眠猴、千人、豐山、多
林、棚機。 



大埔鄉
頂坪林、石面桶、馬頭山、石崁頂、水寮、射免潭、沙
米箕、萊坑、溪頭。 

梅山鄉 石濁溪、冷水坑。 
88 

大埔、玉
井、阿里
山、旗山 竹崎鄉 頂茄苳、永和、烏土掘。 

中埔鄉 石子湖。 
96 大埔 

大埔鄉 南寮、埔東、草嶺。 

阿里山鄉
達拿巴瓦娜、米斯基亞娜、諾有札、嗄娜烏、烏玆娜、
有伊亞娜、貴央、杜突蘇、巴亞發。 

嘉義 

98 大埔 

番路鄉 八掌、外腦寮、隙頂。 

 

東山區 茄苓九湖段。 

楠西區 溫泉、出水、炭寮。 88 大埔、玉井 

南化區 雙連、平坑、龍眼山、水井、番子寮、鹽水坑。 

玉井區 坑內。 

楠西區 二層坪、巖仔頂、鳳梨園。 

台南 

95 玉井 

南化區 石屋、大竹坑、北勢、飯包、麒麟、大邱、圓山、古董

 

87 玉山 桃源區
檜谷、梅山、拉庫、多尾、六溪、拉夫、八溪、九溪、
楠溪、玉南、東丸、南面、玉德、雲峰、南雙、三叉、
來山、玉東、馬江、安東、鹿山。 

三民區 草蘭、河表、五溪、三溪。 

杉林區 井角段。 

甲仙區 出火、大竹、獻肚、班芝埔、油礦。 

六龜區 荖濃段。 

茂林區
達魯伴、老納、達魯巴令、沙古吾、沙古拉、達克車、
卡布諾幹。 

88 
大埔、旗
山、荖濃
溪、玉山 

桃源區

烏力、伊斯坦大、基伴、莎妮、達卡鬧、拉瑪達、慕拉
絲、阿力曼、布妮、書帕利、拉伕朗、巴力、伊斯里斷、
呼頌、阿朗、烏瑪斯、哈力路、阿莉絲、達亥、比沙路、
巴拉戶、伊比、阿莉、勞翁、阿姆樂、妮姆、達妮芙、
媽訝、阿併、達戶、天池、檜谷、禮觀。 

95 荖濃溪 桃源區 馬舒華、塔拉葛渣泥、埋阿打啊呼、米珠歌伊。 

三民區 達那烏茲、瀰瀰漓、阿里外 

美濃區 靈光段。 

高雄 

96 大埔、旗山 

六龜區
邦復、寶美、美崙、花果、葫蘆谷、津鳳、合興、九華、
彩蝶、羅漢。 



桃源區
瑪蘇希嚕、嘎那唔、布那斯、達唔古拉、撒拉望、巴里
杜布、瑪拉斯、點當安。 

那瑪夏區
拉祖魯鞥、吧杜地巴利、昂娃那、那都魯薩、扎棧達威
吉、達魯粽、卡那富、那布妮亞 

六龜區 羅漢 
高雄 98 旗山 

美濃區 尖山、黃蝶、雙溪、茶頂 

 

牡丹鄉 大梅、汝乃。 
滿州鄉 南仁、大平。 
來義鄉 古社段。 

春日鄉 烏福勒、拼得樂。 

88 恆春、潮州 

獅子鄉 茶卡啦、麻里巴、阿拉非。 

三地門鄉巴都都龍、都魯夫魯父、都風、馬發利。 
88下半年
及89年度 

屏東 
霧台鄉

賀山、倫原、一場、歡喜、邊捕、大捕、魯南、拉夏、
知山、境界、喬國、拉次。 

霧台鄉
巴拉茲、烏朱魯、搭巴魯拉魯拉呢、巴拉鳴紮呢、阿魯
阿呢、阿巴斯。 

三地門鄉

拉路阿路歲、祝立夫夫、度嗎尼蘭、拉利碧、嘎拉谷籟、
古拉芙蘭、大芙城、報霧谷、德麻利瓦利瓦、瓦拉告、
督阿哇鳴、答呢地、督嘎薩尼蘭、督阿哇那斯、撒個撒
個。 

泰武鄉 代竹瓦竹瓦、富給得、比悠瑪。 

95 屏東 

瑪家鄉 八大源、以馬翁、勒娃瞪、都達達樂。 

春日鄉
久雅住、卡細优拉雅、補地滋、馬路法瑞、古哇巴樂、
古拉拉奧、佳烏力拿瑪。 

96 潮州 

獅子鄉
麻油高、崩崁、阿优豐、霧里乙、佳歐夫、苦來油、耶
美須、口坑、大牛坑、搭加寮、獅子頂、路知可、家新
路、里龍、枋野、婆猪古、壽卡、內海。 

泰武鄉
達瓦力可遶、立瓦登、大拉瓦拉瓦、西阿路、代柱瓦、
得布克、突阿拉印、熱棟。 

來義鄉
武拉拉烏、巴楞蹦、拉佳、阿福隆灣、盧瑪盧麥、祈母
土斯、吉沙巴帝亞、遮蔽亞蘭。 

97 潮州、大武 

牡丹鄉 依卡烏蘇灣。 

恆春鎮 白石坑、三台山、出火。 

車城鄉 尖山、水坑、海口山、石門埔、南勢湖山。 

滿州鄉
大崎頂、加都魯、老佛山、九龍山、大山母、欖仁屋、
鼻頭、水濁。 

屏東 

98 恆春 

牡丹鄉

發拉佳、奇黑呀、佳佛勒、佳路弓、佳拉烏忍、馬路里
耐、卡勒的布、佳阿烏、卡茲達斯、奇發發烏、佳力普
卡佳佳南、普力姆、馬查出可斯、奇卡佳、久路發尤、
沙里央。 



獅子鄉 瀑麻漾、依泥日安、沙烏古、郎萊。 

 

達仁鄉 大谷、紹家、姑子崙、佳菩安、五福谷。 
87 大武 

金峰鄉 斗里、密老、包盛、達卡老、飛龍、那蘭、督大。 

卑南鄉
巴拉魯、卡麓灣、都音木、中之、蓬萊、雨山、戶張、
劍弗、拉嘎、建岡。 

金峰鄉 吐魯姑、達達冷、馬勒卡、卡里布。 88 
臺東、荖濃

溪 

延平鄉 駝背山、回頭山。 

東河鄉 濁水、中興、烏心石、銅礦。 

海端鄉

馬鼓意善、呼少安、一斯布斯、阿亞飛、哈巴特、哈哈
烏了、馬依夫依凡、到翁谷、巴林新、馬疏巴泥麗、鉅
腦男督護、拿都倫、上拉督拿虎、布努了哈力飛、漢書
吧難、疏巴大難、善打拿滿、海努督難、大濛哈大了、
拉拉哥大、隡卡績凡、打路汗意卡凡、卡路卡拉日、意
如砍、撒拉績卡、撒卡績滿、拉馬打西信、古都母績。

88下半年
及89年度 

成功、延
平、關山 

延平鄉
米拉旦、拉古斯、分比好、馬依拉、馬馬哈、巴拉斯、
尼阿普、拉尼卡曼、名都汗、開利、比斯巴蘭、旦希基、
卡卡尤。 

臺東市 北石壁。 

95 臺東 
卑南鄉

千歲、民生、電廠、卡帕里瓦、比利良、呂家望、大巴
六九、巴蘭、四格、南山里、嘉豐。 

96 關山 海端鄉

達丹娜、達思達斯、歐卡福、布布努了、瑪啦哈散、普
樂都馬日、哈利普松、北希發安恩、南希發安恩、依亞
飛、達米、依沙沙、麻拿道、基那因、馬媽哈因、達扭、
卡夫怒男、胡胡斯都蘭、烏海凡恩。 

大武鄉 加津林。 

金峰鄉
比努烏魯旺、卡拉達蘭、菘武落社、包霧目里、達爾朋、
舊古物、舊加阿斯、魯拉克斯。 

達仁鄉

抓給捕、嘎加依拿發勞、都哇發了都歌、西西哈、都哇
啊都非、拉了錦、查了依斯、馬胡內乃、清水勞、卡發
看、指夫安、安子夫安、朱古朱古人、沙沙西雅、給給
勞。 

海端鄉 疏拉巴坍。 

97 大武、延平 

延平鄉
海頓阿閥安、卡拉卡拉恩安、巴吉努樂、阿撒汗、拉拔
拉拔、達魯納斯、邁阿尚、頓拉蜜尚、達給阿令、拉寧
阿閥安、馬斯閥努、該尼蘇恩安。 

台東 

98 成功 成功鎮
都靡呀仔、沙阿汝灣、嘎拉樸奈、重安溪、開眼山、吧
啦飛伊喃、崎發哈鞍、加呼啦灣、馬多阿呀嗯、卡卡嘎
萬、阿發呀蓋 



東河鄉
吉樸伊賽、清水、札楞奈、紅菜寮、金都來、吉烏噜岸
吉馬那漢、馬達吉達、馬沙沙翁、沙吉道、達卡岸、吉
噜耶旦、獅子山、八里芒、馬拉道、鳩力岸 

長濱鄉
朻櫓槓、逤菈渥滋、莎翁呢鄂水、馬拿醠嗨、嘎紮鞍、
吧斯嘎旦、三間溪、真柄溪、拿阿德泛、石坑溪、巴啦
鬧、發韃鞍北、發韃鞍南、塞塞雅、提歐崗 

關山鎮 雷公火 

鹿野鄉 濁水溪南、泥火山、投北溪 

池上鄉 錦園東、富興東、振興東 

台東 98 成功 

延平鄉 巴拉安、馬斯庫司、達克利斯 

 

秀林鄉

煙冠、琴山、北南、騾馬望、武那志、文迷、比林、波
浪、西吉南、清昌溪、大檜、望台、天長、萬善、南奇
萊、檜林、盤石、能高、武陵、見晴台、桃源、牡丹岩、
哈崙、木瓜、大景、白鮑溪、卡來萬、白葉、夫婦、龍
溪、猪股、嵐山、塔山、太主、杜錦、奇萊。 

萬榮鄉
富士岳、二子山、安山、瞭望台、清溪、萬安、西晴、
安東、高嶺、大觀、王武塔、馬太鞍、加農溪、鞍南、
鞍溪、丹大山、大石公、望溪、嶺南。 

88 
和平、林田
山、木瓜山 

壽豐鄉 北坑頭、賀田、草竹坑、下蕃薯寮、下芳寮。 

卓溪鄉

新康山、江布南山、生保、玉林橋、丹大北、無雙、豐
坪溪、尼克列、草古安山、苗圃、他尾羅山、鹿鳴、塔
洛米、喀西伯南山、馬西桑、馬霍拉斯、米亞桑、大水
窟、大分、南雙頭山、三叉山、瓦拉米、山風、腦寮、
班喀、布拉克桑山、龍泉。 

玉里鎮 大嵙山。 

瑞穗鄉 大奇山。 

萬榮鄉 拔子、虎頭山。 

豐濱鄉 八里灣。 

秀林鄉

右岸山、杵望山、三角錐、曉星山、朝橄山、雞鳴山、
南湖山、中央尖、無名山、羊頭山、嵩山、文山、新白
楊、碧綠、慈航橋、關原、松雪樓、屏風山、北奇萊、
立霧、南酬山、江口山、帕托魯、榮山、人道山、研海、
綠水、布洛灣、燕子口、慈母橋。 

88下半年
及89年度 

立霧溪、玉
里、秀姑
巒、關山 

富里鄉 永豐。 

壽豐鄉 鯉魚潭、溪南、溪頭。 
95 木瓜山 

秀林鄉 佐倉、娑婆礑、木瓜南山、荖腦山。 

花蓮 

96 玉里 卓溪鄉 虎山、馬立雲山、迪佳山、和留山、新吞山。 



瑞穗鄉 源北、加萊坑、新瑞山、奇密山、里牙津山。 

玉里鎮 馬太林山、赤柯山、石崗山、安通山。 

秀林鄉
飛田盤山、板下、千里眼山、砂卡礑、長春、論外山、
陶塞。 

富里鄉
富長、大莊越山、成廣澳山、安土堀山、四維、麻荖漏
山、豐南。 

97 
立霧溪、秀

姑巒 

卓溪鄉
南安、大里仙山、拉庫拉庫、巴瓦薩庫、舞樂山、三興、
大福、白端、崙天、秀巒山、石壁山。 

秀林鄉 阿優烏來、克尼坡。 

光復鄉 馬山、麗太、利哈岸、巴朗 

花蓮 

98 
和平、林田

山 

豐濱鄉 秀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