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省國有林班地地籍測量及土地登記計畫併入毗鄰已登記地段名稱一覽表 

辦        理        地       區  
縣市別 

年度計 
畫別 事業區別 鄉鎮市區 地 段 別 小 段 跌 段代碼別 

大同鄉 烏帽段  GA0747舊段 
94 羅東 

南澳鄉 武坑段  GA0751舊段 

96 南澳 蘇澳鎮 蘇高段  GA0273 舊段

三星鄉 九芎湖段 牛鬥小段 GA0156舊段 
97 羅東 

大同鄉 牛鬥段  GA0180舊段 

百韜段  GA0169舊段 

啞口段  GA0173舊段 

梵梵段  GA0175舊段 

宜蘭 

98 太平山 大同鄉 

碼崙段  GA0178舊段 

     

試辦計畫 烏來 烏來區 阿玉段  FC0753舊段 

插角段 熊空小段 FI0085舊段 
三峽區 

東眼段 東眼小段 FI1910舊段 93 烏來 

新店區 龜山段 大粗坑小段 FC0579舊段 

烏山段 灣譚小段 FF1499舊段 
雙溪區 

烏山段 大尾湖小段 FF1502舊段 

石底段 竿蓁坑小段 FF1463舊段 
94 文山 

平溪區 
石底段 東勢格小段 FF1468舊段 

新店區 青潭段 四十分小段 FC0564舊段 

小格頭段 車門寮小段 FC0612舊段 

小格頭段 直潭小段 FC0615舊段 

乾溝段 後坑子小段 FC0642舊段 

玉桂嶺段 九芎坑小段 FC0659舊段 

石碇區 

玉桂嶺段 南勢坑小段 FC0661舊段 

雙溪區 烏山段 灣潭小段 FF1499舊段 

九芎林段 九芎林小段 FC0701舊段 

新北 

95 文山 

坪林區 
九芎林段 鶯子瀨小段 FC0702舊段 



九芎林段 石礑小段 FC0703舊段 

九芎林段 尖山湖小段 FC0704舊段 

九芎林段 刣牛寮小段 FC0705舊段 

九芎林段 倒吊子小段 FC0706舊段 

鰱魚堀段 仁里板小段 FC0709舊段 

水巒淒坑段 大湖尾小段 FC0721舊段 

厚德缸坑段 東坑小段 FC0725舊段 

厚德缸坑段 籐寮坑小段 FC0726舊段 

厚德缸坑段 大湖尾坑小段 FC0727舊段 

大粗坑段 大粗坑小段 FC0728舊段 

大粗坑段 虎寮潭小段 FC0730舊段 

大舌湖段 樟空子小段 FC0732舊段 

鷺鷥岫段 鷺鷥岫小段 FC0741舊段 

鷺鷥岫段 中心崙小段 FC0742舊段 

姑婆寮段  FC0743舊段 

新北 95 文山 坪林區 

金瓜寮段  FC0744舊段 

     

巴陵段  HC0467舊段 
桃園 95 大溪 復興鄉 

新興段  HC0505舊段 

     

新竹 98 竹東 關西鎮 馬武督段 赤柯山小段 JB0243 

 

桂竹林段  KA0009 舊段

八角林段  KA0010 舊段

獅潭段 和興小段 KA0011 舊段

獅潭段 新店小段 KA0012 舊段

獅潭鄉 

獅潭段 永興小段 KA0013 舊段

銅鑼鄉 新雞隆段  KE0130 舊段

大湖 

公館鄉 出礦坑段  KB0114 舊段

風美段  KF0496 舊段

苗栗 96 

南庄 南庄鄉 
橫屏背段  KF0735 舊段



石壁段  KF0736 舊段

加里山段  KF0737 舊段

大湳段  KF0738 舊段
南庄 南庄鄉 

小東河段  KF0739 舊段

苑裡鎮 十股段  KC0392 舊段

雙連潭段  KE0137 舊段

拐子湖段  KE0139 舊段

魚藤段  KE0140 舊段

96 

大安溪 
三義鄉 

上城段  KE0620 舊段

大湖段  KA0001舊段 
大湖鄉 

興榮段  KA0003舊段 

清安段  KA0017舊段 

八卦力段  KA0021舊段 

橫龍山段  KA0022舊段 

細道邦段  KA0024舊段 

馬凹段  KA0068舊段 

打比厝段  KA0073舊段 

洗水段  KA0074舊段 

大湖 

泰安鄉 

盡尾段  KA0075舊段 

大湖鄉 南湖段  KA0002舊段 

卓蘭段  KA0004舊段 
卓蘭鄉 

大坪林段  KA0008舊段 

士林  KA0025舊段 

麻必浩段  KA0026舊段 

荻岡段  KA0029舊段 

雪見段  KA0030舊段 

雪旺段  KA0050舊段 

苗栗 

97 

大安溪 

泰安鄉 

南坑段  KA0066舊段 

 

台中 96 八仙山 東勢區 東勢段 中嵙小段 LE0704舊段 



新社區 月湖段  LE0836舊段 

下南坑段  LA0003舊段 

圳寮段  LA0032舊段 豐原區 

牛稠坑段  LA0036舊段 

96 八仙山 

北屯區 大坑段  BB0335舊段 

佳陽段  LE0745舊段 

環山段  LE0748舊段 

福壽山段  LE0754舊段 

七卡段  LE0765舊段 

仁壽段  LE0817舊段 

羅葉尾段  LE0821舊段 

97 大甲溪 和平區 

有勝段  LE0822舊段 

和平區 八仙山段  LE0871舊段 

台中 

98 埔里 
太平區 皇帝筍段  LH1335舊段 

 

水社段  MC0235 舊段
巒大 魚池鄉 

明潭段  MC0312 舊段95 

阿里山 竹山鎮 杉林溪段  MD0477 舊段

眉溪段  MC0264舊段 

本部溪段  MC0319舊段 

鬼仔坑段  MC0317舊段 
仁愛鄉 

眉原段  MC0265舊段 

中池段  MC0308舊段 

新興段  MC0311舊段 魚池鄉 

鹿篙段  MC0229舊段 

平西段  MB0158舊段 

97 埔里 

草屯鎮 
雙冬段 雙冬小段 MB0108舊段 

東龍段  ME0527舊段 
信義鄉 

郡坑段  ME0509舊段 

南投 

98 丹大 

中寮鄉 永樂段  MA0038舊段 



南投 98 濁水溪 仁愛鄉 霧社段  MC0267舊段 

 

古坑鄉 青山段  PA0640 舊段

林內鄉 林內段  PA0490 舊段

咬狗段  PA0250 舊段
雲林 95 阿里山 

斗六市 
咬狗段  PA0250 舊段

 

覆鼎金段  QE0902 舊段

緞厝寮段  QE0903 舊段

金獅寮段  QE0909 舊段

奮箕湖段  QE0914 舊段

永和段  QE0968 舊段

竹崎鄉 

烏土堀段  QE0969 舊段

大坪段  QE0921 舊段

生毛樹段  QE0923 舊段

科子林段  QE0924 舊段
梅山鄉 

石濁溪段  QE0970 舊段

豐山段  QE0948 舊段

塔山段  QE0979 舊段

千人段  QE0982 舊段
阿里山鄉 

多林段  QE0983 舊段

阿里山 

番路鄉 番仔寮段  QE1000 舊段

95 

玉井 大埔鄉 猪稠湖段  QD0170 舊段

頂坪林段  QD0868舊段 
大埔 大埔鄉 

溪頭段  QD0876舊段 

嘉義 

96 

旗山 阿里山鄉 棚機段  QE0991舊段 

 

楠西區 密枝段  RG1002 舊段

竹頭崎段  RG1017 舊段台南 95 玉井 
南化區 

西大丘園段  RG1020 舊段



六重溪段  RB0209舊段 
白河區 

關子嶺段  RB0210舊段 大埔 

東山區 下南勢段  RB0248舊段 

嗚頭段  RC0350舊段 
大內區 

環湖段  RC0392舊段 

玉井區 口宵里段  RG1007舊段 

密枝段  RG1009舊段 

96 

玉井 

楠西區 
王萊宅段  RG1013舊段 

芒子芒段  RG1005舊段 

九層林段  RG1006舊段 玉井區 

口宵里段  RG1007舊段 

中坑段  RG1015舊段 

菁埔寮段  RG1016舊段 南化區 

竹頭崎段  RG1017舊段 

左鎮段  RE0754舊段 

岡子林段  RE0757舊段 

草山段  RE0758舊段 

內庄子段  RE0759舊段 

台南 

97 玉井 

左鎮區 

光和段  RE0760舊段 

 

梅山段  SF0439 舊段
95 荖濃溪 桃源區 

樟山段  SF0440 舊段

千秋寮段  SA0070舊段 
燕巢區 

援巢中段  SA0073舊段 

碡坑段  SC0404舊段 
旗山區 

旗尾段  SC0405舊段 

田寮段  SE0044舊段 

南安老段  SE0045舊段 

水蛙潭段  SE0046舊段 

高雄 

96 旗山 

田寮區 

牛稠埔段  SE0047舊段 



狗氳氤段  SE0048舊段 

打鹿埔段  SE0049舊段 田寮區 

古亭坑段  SE0050舊段 

六龜段  SF0407舊段 

新威段  SF0409舊段 

96 旗山 

六龜區 

荖濃段  SF0411舊段 

內門區 溝坪段  SC0412舊段 

茄苳湖段  SC0427舊段 

十張犁段  SC0428舊段 

月眉段  SC0430舊段 
杉林區 

井角段  SC0487舊段 

東阿里關段  SC0431舊段 

東大邱園段  SC0432舊段 

出火段  SC0488舊段 

大竹段  SC0489舊段 

97 旗山 

甲仙區 

油礦段  SC0492舊段 

那瑪夏區 瀰富羅段  SC0457舊段 

六龜區 新威段  SF0409舊段 

龍肚段  SF0424舊段 

高雄 

98 旗山 

美濃區 
竹頭角段  SF0425舊段 

 

好茶段  TB0234 舊段

好茶段  TB0234 舊段

霧台段  TB0231 舊段

霧台段  TB0230 舊段

去怒段  TB0233 舊段

去怒段  TB0233 舊段

霧台鄉 

佳暮段  TB0231 舊段

新馬兒段  TB0247 舊段

三地段  TB0220 舊段

德文段  TB0229 舊段

屏東 95 屏東 

三地門鄉 

馬兒段  TB0226 舊段



永樂段  TC0363 舊段
95 屏東 瑪家鄉 

筏灣段  TC0361 舊段

巴士墨段  TF0644 舊段

外獅段  TF0636 舊段96 潮州 獅子鄉 

外獅段  TF0636 舊段

大梅段  TE0664舊段 

屏東 

98 恆春 牡丹鄉 
汝乃段  TE0665舊段 

 

卑南鄉 初鹿段  VA6666 舊段

金峰鄉 卡麓灣段  VD0366 舊段95 臺東 

太麻里鄉 樂山段  VD0368 舊段

96 關山 海端鄉 哈巴特段  VC0257 舊段

大竹段  VD0301舊段 
大武鄉 

大武段  VD0300舊段 

泰和段  VD0307舊段 

金崙段  VD0309舊段 太麻里 

多良段  VD0311舊段 

新興段  VD0324舊段 

紹雅段  VD0319舊段 

97 大武 

達仁鄉 

安朔段  VD0314舊段 

臺東 

98 成功 卑南鄉 加路蘭段  VA1001舊段 

 

95 木瓜山 秀林鄉 清水段  UA0059 舊段 

春日段  UC0307 舊段

玉里  UC0306 舊段玉里鎮 

大禹段  UC0301 舊段

瑞穗段  UC0315 舊段
瑞穗鄉 

舞鶴段  UC0317 舊段

豐仁段  UB0234 舊段

花蓮 
96 玉里 

豐濱鄉 
石門段  UB0235 舊段



八里灣段  UB0273 舊段

石梯段  UB0216 舊段

大港口段  UB0217 舊段
豐濱鄉 

靜浦段  UB0218 舊段

拔子段  UB0274舊段 

虎頭山段  UB0275舊段 萬榮鄉 

虎林段  UB0296舊段 

96 玉里 

光復鄉 加禮灣段  UB0900舊段 

97 立霧溪 秀林鄉 天祥段  UA0063舊段 

光復段  UB0200舊段 
光復鄉 

加禮灣段  UB0900舊段 

新社段  UB0213舊段 
豐濱鄉 

臨海段  UB0214舊段 

瞭望台段  UB0257舊段 

清溪段  UB0258舊段 

高嶺段  UB0262舊段 

大觀段  UB0263舊段 

馬太鞍段  UB0265舊段 

花蓮 

98 林田山 

萬榮鄉 

加農溪段  UB0266舊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