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縣市 鄉鎮 地號數 面積(公頃)

布袋鎮 156 5.14

義竹鄉 169 8.27

總計 325 13.41

「公告新增嘉義縣布袋鎮及義竹鄉可優先推動漁業經營結合綠能之區位範圍」

嘉義縣



項次 縣市 行政區 段名 地號 魚塭號 土地使用分區 土地使用類別 地號面積(平方公尺)

1 嘉義縣 布袋鎮 鹿寮段 874-4 2458 特定專用區 養殖用地 2,264.65                           

2 嘉義縣 布袋鎮 上江山段 22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19.04                               

3 嘉義縣 布袋鎮 上江山段 57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1,214.01                           

4 嘉義縣 布袋鎮 上江山段 1003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2.27                                 

5 嘉義縣 布袋鎮 上江山段 34-1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98.59                               

6 嘉義縣 布袋鎮 上江山段 43-3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67.86                               

7 嘉義縣 布袋鎮 上江山段 43-4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22.40                               

8 嘉義縣 布袋鎮 上江山段 46-1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70.71                               

9 嘉義縣 布袋鎮 上江山段 66-1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334.34                              

10 嘉義縣 布袋鎮 上江山段 68-2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34.40                               

11 嘉義縣 布袋鎮 上江山段 83-1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35.37                               

12 嘉義縣 布袋鎮 上江山段 94-1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17.41                               

13 嘉義縣 布袋鎮 上江山段 1-3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73.57                               

14 嘉義縣 布袋鎮 上江山段 3-1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53.69                               

15 嘉義縣 布袋鎮 上江山段 134-1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223.31                              

16 嘉義縣 布袋鎮 上江山段 220-1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11.11                               

17 嘉義縣 布袋鎮 上江山段 222-1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15.00                               

18 嘉義縣 布袋鎮 上江山段 919-1 特定專用區 養殖用地 15.13                               

19 嘉義縣 布袋鎮 未編定地段 9999-171 暫未編定 暫未編定 -                                   

20 嘉義縣 布袋鎮 未編定地段 9999-173 暫未編定 暫未編定 -                                   

21 嘉義縣 布袋鎮 江山段 81 特定專用區 養殖用地 209.59                              

22 嘉義縣 布袋鎮 江山段 190 特定專用區 養殖用地 85.13                               

23 嘉義縣 布袋鎮 江山段 195 特定專用區 養殖用地 9.84                                 

24 嘉義縣 布袋鎮 江山段 198 特定專用區 養殖用地 115.38                              

25 嘉義縣 布袋鎮 江山段 330 特定專用區 農牧用地 55.16                               

26 嘉義縣 布袋鎮 江山段 331 特定專用區 農牧用地 139.49                              

27 嘉義縣 布袋鎮 江山段 332 特定專用區 農牧用地 99.64                               

28 嘉義縣 布袋鎮 江山段 333 特定專用區 農牧用地 35.70                               

29 嘉義縣 布袋鎮 江山段 583 特定專用區 農牧用地 118.36                              

30 嘉義縣 布袋鎮 江山段 589 特定專用區 農牧用地 58.02                               

31 嘉義縣 布袋鎮 考試潭段鹿安小段 18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235.00                              

32 嘉義縣 布袋鎮 考試潭段鹿安小段 413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324.00                              

33 嘉義縣 布袋鎮 考試潭段鹿安小段 416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412.00                              

34 嘉義縣 布袋鎮 考試潭段鹿安小段 417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961.00                              

35 嘉義縣 布袋鎮 考試潭段鹿安小段 419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3,362.00                           

36 嘉義縣 布袋鎮 考試潭段鹿安小段 17-1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202.00                              

37 嘉義縣 布袋鎮 考試潭段鹿安小段 19-1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728.00                              

38 嘉義縣 布袋鎮 考試潭段鹿安小段 19-2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268.00                              

39 嘉義縣 布袋鎮 考試潭段鹿安小段 20-2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212.00                              

40 嘉義縣 布袋鎮 考試潭段鹿安小段 20-3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114.00                              

41 嘉義縣 布袋鎮 考試潭段鹿安小段 20-6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460.00                              

42 嘉義縣 布袋鎮 考試潭段鹿安小段 20-7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60.00                               

43 嘉義縣 布袋鎮 考試潭段鹿寮小段 512-1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1,205.16                           

44 嘉義縣 布袋鎮 保安宮段 47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25.46                               

45 嘉義縣 布袋鎮 保安宮段 96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29.75                               

46 嘉義縣 布袋鎮 保安宮段 172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28.74                               

47 嘉義縣 布袋鎮 保安宮段 44-1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14.67                               

48 嘉義縣 布袋鎮 保安宮段 19-2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180.31                              

49 嘉義縣 布袋鎮 保安宮段 232-11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69.40                               

50 嘉義縣 布袋鎮 鹿寮段 67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8.34                                 

51 嘉義縣 布袋鎮 鹿寮段 126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93.67                               

52 嘉義縣 布袋鎮 鹿寮段 292 特定專用區 養殖用地 48.01                               

53 嘉義縣 布袋鎮 鹿寮段 293 特定專用區 養殖用地 6.28                                 

54 嘉義縣 布袋鎮 鹿寮段 392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27.67                               

55 嘉義縣 布袋鎮 鹿寮段 406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10.99                               

56 嘉義縣 布袋鎮 鹿寮段 576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76.78                               

57 嘉義縣 布袋鎮 鹿寮段 577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216.40                              

58 嘉義縣 布袋鎮 鹿寮段 586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32.74                               

59 嘉義縣 布袋鎮 鹿寮段 853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611.63                              

「公告新增嘉義縣布袋鎮可優先推動漁業經營結合綠能之區位範圍」



項次 縣市 行政區 段名 地號 魚塭號 土地使用分區 土地使用類別 地號面積(平方公尺)

60 嘉義縣 布袋鎮 鹿寮段 869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23.26                               

61 嘉義縣 布袋鎮 鹿寮段 870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5.53                                 

62 嘉義縣 布袋鎮 鹿寮段 872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4.58                                 

63 嘉義縣 布袋鎮 鹿寮段 294-1 特定專用區 養殖用地 20.70                               

64 嘉義縣 布袋鎮 鹿寮段 296-1 特定專用區 養殖用地 57.66                               

65 嘉義縣 布袋鎮 鹿寮段 520-1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8.24                                 

66 嘉義縣 布袋鎮 鹿寮段 675-1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55.96                               

67 嘉義縣 布袋鎮 鹿寮段 690-2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9.20                                 

68 嘉義縣 布袋鎮 鹿寮段 690-3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165.83                              

69 嘉義縣 布袋鎮 鹿寮段 704-1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21.97                               

70 嘉義縣 布袋鎮 景山段 322 暫未編定 暫未編定 0.84                                 

71 嘉義縣 布袋鎮 景山段 1070 暫未編定 暫未編定 6.58                                 

72 嘉義縣 布袋鎮 景山段 399-1 暫未編定 暫未編定 7.50                                 

73 嘉義縣 布袋鎮 景山段 409-2 都計農業區 都計農業區 9.12                                 

74 嘉義縣 布袋鎮 貴舍段 83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6,218.00                           

75 嘉義縣 布袋鎮 貴舍段 107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240.00                              

76 嘉義縣 布袋鎮 貴舍段 280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386.00                              

77 嘉義縣 布袋鎮 貴舍段 328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212.00                              

78 嘉義縣 布袋鎮 貴舍段 522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320.00                              

79 嘉義縣 布袋鎮 貴舍段 53-3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9.00                                 

80 嘉義縣 布袋鎮 貴舍段 74-2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97.00                               

81 嘉義縣 布袋鎮 貴舍段 80-1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3,974.00                           

82 嘉義縣 布袋鎮 貴舍段 81-2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6,360.00                           

83 嘉義縣 布袋鎮 貴舍段 84-1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8,010.00                           

84 嘉義縣 布袋鎮 貴舍段 85-1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3.00                                 

85 嘉義縣 布袋鎮 貴舍段 92-3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600.00                              

86 嘉義縣 布袋鎮 貴舍段 107-21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99.00                               

87 嘉義縣 布袋鎮 貴舍段 240-1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20.00                               

88 嘉義縣 布袋鎮 貴舍段 244-1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25.00                               

89 嘉義縣 布袋鎮 貴舍段 245-1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68.00                               

90 嘉義縣 布袋鎮 貴舍段 246-1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97.00                               

91 嘉義縣 布袋鎮 貴舍段 247-1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53.00                               

92 嘉義縣 布袋鎮 貴舍段 259-1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177.00                              

93 嘉義縣 布袋鎮 貴舍段 259-7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216.00                              

94 嘉義縣 布袋鎮 貴舍段 283-1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115.00                              

95 嘉義縣 布袋鎮 貴舍段 284-4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172.00                              

96 嘉義縣 布袋鎮 貴舍段 318-16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16.00                               

97 嘉義縣 布袋鎮 貴舍段 326-2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177.00                              

98 嘉義縣 布袋鎮 貴舍段 333-2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27.00                               

99 嘉義縣 布袋鎮 貴舍段 340-2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206.00                              

100 嘉義縣 布袋鎮 貴舍段 346-1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381.00                              

101 嘉義縣 布袋鎮 貴舍段 377-2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32.00                               

102 嘉義縣 布袋鎮 貴舍段 385-2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37.00                               

103 嘉義縣 布袋鎮 貴舍段 40-74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265.00                              

104 嘉義縣 布袋鎮 貴舍段 40-85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9.00                                 

105 嘉義縣 布袋鎮 貴舍段 40-86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29.00                               

106 嘉義縣 布袋鎮 貴舍段 40-87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198.00                              

107 嘉義縣 布袋鎮 貴舍段 40-88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135.00                              

108 嘉義縣 布袋鎮 貴舍段 461-2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137.00                              

109 嘉義縣 布袋鎮 貴舍段 464-5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39.00                               

110 嘉義縣 布袋鎮 貴舍段 9003-18 暫未編定 暫未編定 -                                   

111 嘉義縣 布袋鎮 過溝段過溝小段 693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182.00                              

112 嘉義縣 布袋鎮 過溝段過溝小段 710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110.00                              

113 嘉義縣 布袋鎮 過溝段過溝小段 713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45.00                               

114 嘉義縣 布袋鎮 過溝段過溝小段 714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13.00                               

115 嘉義縣 布袋鎮 過溝段過溝小段 719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63.00                               

116 嘉義縣 布袋鎮 過溝段過溝小段 720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112.00                              

117 嘉義縣 布袋鎮 過溝段過溝小段 724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81.00                               

118 嘉義縣 布袋鎮 過溝段過溝小段 731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10.00                               

119 嘉義縣 布袋鎮 過溝段過溝小段 733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100.00                              



項次 縣市 行政區 段名 地號 魚塭號 土地使用分區 土地使用類別 地號面積(平方公尺)

120 嘉義縣 布袋鎮 過溝段過溝小段 500-2 暫未編定 暫未編定 -                                   

121 嘉義縣 布袋鎮 過溝新段 129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13.73                               

122 嘉義縣 布袋鎮 過溝新段 148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0.68                                 

123 嘉義縣 布袋鎮 過溝新段 149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53.08                               

124 嘉義縣 布袋鎮 過溝新段 259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165.49                              

125 嘉義縣 布袋鎮 過溝新段 260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208.37                              

126 嘉義縣 布袋鎮 過溝新段 268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62.89                               

127 嘉義縣 布袋鎮 過溝新段 273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507.00                              

128 嘉義縣 布袋鎮 過溝新段 279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3.74                                 

129 嘉義縣 布袋鎮 過溝新段 280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0.76                                 

130 嘉義縣 布袋鎮 過溝新段 431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55.03                               

131 嘉義縣 布袋鎮 過溝新段 433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0.63                                 

132 嘉義縣 布袋鎮 過溝新段 447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7.63                                 

133 嘉義縣 布袋鎮 過溝新段 454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85.94                               

134 嘉義縣 布袋鎮 過溝新段 455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63.10                               

135 嘉義縣 布袋鎮 過溝新段 457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34.62                               

136 嘉義縣 布袋鎮 過溝新段 458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29.13                               

137 嘉義縣 布袋鎮 過溝新段 460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5.22                                 

138 嘉義縣 布袋鎮 過溝新段 463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5.60                                 

139 嘉義縣 布袋鎮 過溝新段 470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70.28                               

140 嘉義縣 布袋鎮 過溝新段 472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32.80                               

141 嘉義縣 布袋鎮 過溝新段 477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245.98                              

142 嘉義縣 布袋鎮 過溝新段 478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292.86                              

143 嘉義縣 布袋鎮 過溝新段 505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164.97                              

144 嘉義縣 布袋鎮 過溝新段 522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4.20                                 

145 嘉義縣 布袋鎮 過溝新段 524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1.85                                 

146 嘉義縣 布袋鎮 過溝新段 633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2.51                                 

147 嘉義縣 布袋鎮 過溝新段 635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43.96                               

148 嘉義縣 布袋鎮 過溝新段 638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10.69                               

149 嘉義縣 布袋鎮 過溝新段 658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217.42                              

150 嘉義縣 布袋鎮 過溝新段 810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219.99                              

151 嘉義縣 布袋鎮 過溝新段 900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3.02                                 

152 嘉義縣 布袋鎮 過溝新段 24-1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108.11                              

153 嘉義縣 布袋鎮 樹林頭段林頭小段 123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1,459.68                           

154 嘉義縣 布袋鎮 樹林頭段林頭小段 294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600.00                              

155 嘉義縣 布袋鎮 樹林頭段林頭小段 433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62.00                               

156 嘉義縣 布袋鎮 樹林頭段林頭小段 744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696.00                              



項次 縣市 行政區 段名 地號 魚塭號 土地使用分區 土地使用類別 地號面積(平方公尺)

157 嘉義縣 義竹鄉 龍蛟潭段龍蛟小段 871 2334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2,805.76                           

158 嘉義縣 義竹鄉 未編定地段 9999-1163 2693 暫未編定 暫未編定 417.94                              

159 嘉義縣 義竹鄉 安溪寮段平溪小段 286 2735 特定農業區 養殖用地 229.83                              

160 嘉義縣 義竹鄉 安溪寮段平溪小段 287 2734 特定農業區 養殖用地 2,237.09                           

161 嘉義縣 義竹鄉 安溪寮段平溪小段 287 2735 特定農業區 養殖用地 108.84                              

162 嘉義縣 義竹鄉 安溪寮段平溪小段 288 2734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1,109.12                           

163 嘉義縣 義竹鄉 西後寮段西榮小段 105 2347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3,928.64                           

164 嘉義縣 義竹鄉 西後寮段西榮小段 105 2348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3,251.00                           

165 嘉義縣 義竹鄉 西後寮段西榮小段 337 2415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15.99                               

166 嘉義縣 義竹鄉 西後寮段西榮小段 410 2436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2,575.27                           

167 嘉義縣 義竹鄉 西後寮段西榮小段 420 2339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6,150.68                           

168 嘉義縣 義竹鄉 西後寮段西榮小段 421 2333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1,084.56                           

169 嘉義縣 義竹鄉 西後寮段西榮小段 421 2339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1,097.29                           

170 嘉義縣 義竹鄉 西後寮段西榮小段 423 2332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1,523.62                           

171 嘉義縣 義竹鄉 西後寮段西榮小段 423 2333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12.24                               

172 嘉義縣 義竹鄉 西後寮段西榮小段 423 2436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1,106.66                           

173 嘉義縣 義竹鄉 西後寮段西榮小段 426 2437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4,583.91                           

174 嘉義縣 義竹鄉 西後寮段西榮小段 427 2437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927.75                              

175 嘉義縣 義竹鄉 幸福後鎮段 99 2693 暫未編定 暫未編定 0.95                                 

176 嘉義縣 義竹鄉 幸福後鎮段 99 2693 暫未編定 暫未編定 6.63                                 

177 嘉義縣 義竹鄉 幸福後鎮段 100 2693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560.45                              

178 嘉義縣 義竹鄉 幸福後鎮段 171 3313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2,692.75                           

179 嘉義縣 義竹鄉 幸福後鎮段 183 3313 暫未編定 暫未編定 79.54                               

180 嘉義縣 義竹鄉 幸福後鎮段 282 2712 特定專用區 養殖用地 5,832.52                           

181 嘉義縣 義竹鄉 後鎮段後鎮小段 89 2697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3,483.50                           

182 嘉義縣 義竹鄉 後鎮段後鎮小段 89 2698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915.47                              

183 嘉義縣 義竹鄉 後鎮段後鎮小段 90 2698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1,237.07                           

184 嘉義縣 義竹鄉 後鎮段後鎮小段 92 2698-1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1,767.09                           

185 嘉義縣 義竹鄉 後鎮段後鎮小段 110 2700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1,508.26                           

186 嘉義縣 義竹鄉 後鎮段後鎮小段 110 3245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983.91                              

187 嘉義縣 義竹鄉 後鎮段後鎮小段 270 2712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1.52                                 

188 嘉義縣 義竹鄉 後鎮段後鎮小段 270 2740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79.52                               

189 嘉義縣 義竹鄉 後鎮段後鎮小段 270 3380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631.56                              

190 嘉義縣 義竹鄉 後鎮段後鎮小段 270 3382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1,399.10                           

191 嘉義縣 義竹鄉 後鎮段後鎮小段 270 3297-1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88.67                               

192 嘉義縣 義竹鄉 後鎮段後鎮小段 269-1 2712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36.50                               

193 嘉義縣 義竹鄉 龍蛟潭段 178 2439 特定農業區 養殖用地 2,604.38                           

194 嘉義縣 義竹鄉 龍蛟潭段 225 2470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713.56                              

195 嘉義縣 義竹鄉 龍蛟潭段 229 2470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64.36                               

196 嘉義縣 義竹鄉 龍蛟潭段 179-3 2439 特定農業區 養殖用地 493.01                              

197 嘉義縣 義竹鄉 龍蛟潭段 591-3 2592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20.00                               

198 嘉義縣 義竹鄉 龍蛟潭段龍蛟小段 1052 2424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151.51                              

199 嘉義縣 義竹鄉 龍蛟潭段龍蛟小段 1052 2428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68.36                               

200 嘉義縣 義竹鄉 龍蛟潭段龍蛟小段 1053 2424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53.56                               

201 嘉義縣 義竹鄉 龍蛟潭段龍蛟小段 1053 2424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53.76                               

202 嘉義縣 義竹鄉 龍蛟潭段龍蛟小段 9065-6 2439 暫未編定 暫未編定 139.18                              

203 嘉義縣 義竹鄉 牛稠底段新富小段 758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6.00                                 

204 嘉義縣 義竹鄉 牛稠底段新富小段 759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11.00                               

205 嘉義縣 義竹鄉 未編定地段 9999-1146 暫未編定 暫未編定 -                                   

206 嘉義縣 義竹鄉 未編定地段 9999-241 暫未編定 暫未編定 -                                   

207 嘉義縣 義竹鄉 未編定地段 9999-268 暫未編定 暫未編定 -                                   

208 嘉義縣 義竹鄉 未編定地段 9999-270 暫未編定 暫未編定 -                                   

209 嘉義縣 義竹鄉 未編定地段 9999-320 暫未編定 暫未編定 -                                   

210 嘉義縣 義竹鄉 未編定地段 9999-323 暫未編定 暫未編定 -                                   

211 嘉義縣 義竹鄉 安溪寮段 244 特定專用區 養殖用地 15.00                               

212 嘉義縣 義竹鄉 安溪寮段 298 特定專用區 養殖用地 43.00                               

213 嘉義縣 義竹鄉 安溪寮段 238-6 特定專用區 養殖用地 26.00                               

214 嘉義縣 義竹鄉 安溪寮段 243-10 特定專用區 養殖用地 16.10                               

215 嘉義縣 義竹鄉 安溪寮段 243-13 特定專用區 養殖用地 317.16                              

「公告新增嘉義縣義竹鄉可優先推動漁業經營結合綠能之區位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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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嘉義縣 義竹鄉 安溪寮段 243-3 特定專用區 養殖用地 21.80                               

217 嘉義縣 義竹鄉 安溪寮段 243-5 特定專用區 養殖用地 4.71                                 

218 嘉義縣 義竹鄉 安溪寮段 243-7 特定專用區 養殖用地 315.60                              

219 嘉義縣 義竹鄉 安溪寮段 249-10 特定專用區 養殖用地 476.00                              

220 嘉義縣 義竹鄉 安溪寮段 256-12 特定專用區 養殖用地 28.00                               

221 嘉義縣 義竹鄉 安溪寮段 256-4 特定專用區 養殖用地 138.00                              

222 嘉義縣 義竹鄉 安溪寮段 299-5 特定專用區 養殖用地 145.00                              

223 嘉義縣 義竹鄉 安溪寮段 330-9 特定專用區 養殖用地 19.00                               

224 嘉義縣 義竹鄉 安溪寮段 334-2 特定專用區 養殖用地 254.00                              

225 嘉義縣 義竹鄉 安溪寮段 339-2 特定專用區 養殖用地 54.00                               

226 嘉義縣 義竹鄉 安溪寮段 339-3 特定專用區 養殖用地 7.50                                 

227 嘉義縣 義竹鄉 安溪寮段 348-1 特定專用區 養殖用地 30.00                               

228 嘉義縣 義竹鄉 安溪寮段 353-13 特定專用區 養殖用地 425.00                              

229 嘉義縣 義竹鄉 安溪寮段 374-3 特定專用區 養殖用地 226.00                              

230 嘉義縣 義竹鄉 安溪寮段 375-1 特定專用區 養殖用地 47.00                               

231 嘉義縣 義竹鄉 安溪寮段平溪小段 767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92.00                               

232 嘉義縣 義竹鄉 安溪寮段平溪小段 9113-1 暫未編定 暫未編定 -                                   

233 嘉義縣 義竹鄉 安溪寮段平溪小段 250-1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3.00                                 

234 嘉義縣 義竹鄉 安溪寮段平溪小段 394-1 特定專用區 養殖用地 150.00                              

235 嘉義縣 義竹鄉 安溪寮段平溪小段 416-1 特定專用區 養殖用地 350.00                              

236 嘉義縣 義竹鄉 西後寮段西榮小段 180-1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53.00                               

237 嘉義縣 義竹鄉 西後寮段西榮小段 411-1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1.00                                 

238 嘉義縣 義竹鄉 西後寮段西榮小段 423-1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1,332.00                           

239 嘉義縣 義竹鄉 西後寮段西榮小段 427-1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683.00                              

240 嘉義縣 義竹鄉 芉子寮段 386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13.00                               

241 嘉義縣 義竹鄉 芉子寮段 351-4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426.00                              

242 嘉義縣 義竹鄉 芉子寮段 359-4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111.00                              

243 嘉義縣 義竹鄉 芉子寮段 425-2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369.00                              

244 嘉義縣 義竹鄉 芉子寮段 432-11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34.00                               

245 嘉義縣 義竹鄉 芉子寮段 460-1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2,043.00                           

246 嘉義縣 義竹鄉 芉子寮段 461-6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97.00                               

247 嘉義縣 義竹鄉 芉子寮段 478-3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201.00                              

248 嘉義縣 義竹鄉 芉子寮段 484-6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24.30                               

249 嘉義縣 義竹鄉 和順段 193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247.40                              

250 嘉義縣 義竹鄉 和順段 170-1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382.97                              

251 嘉義縣 義竹鄉 岸腳段 21 都計農業區 都計農業區 35.00                               

252 嘉義縣 義竹鄉 幸福後鎮段 34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56.93                               

253 嘉義縣 義竹鄉 幸福後鎮段 46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51.30                               

254 嘉義縣 義竹鄉 幸福後鎮段 47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143.87                              

255 嘉義縣 義竹鄉 幸福後鎮段 101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12.56                               

256 嘉義縣 義竹鄉 幸福後鎮段 207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140.37                              

257 嘉義縣 義竹鄉 幸福後鎮段 208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113.78                              

258 嘉義縣 義竹鄉 幸福後鎮段 286 特定專用區 養殖用地 98.35                               

259 嘉義縣 義竹鄉 幸福後鎮段 287 特定專用區 養殖用地 579.26                              

260 嘉義縣 義竹鄉 幸福後鎮段 536 暫未編定 暫未編定 33.46                               

261 嘉義縣 義竹鄉 幸福後鎮段 577 特定專用區 養殖用地 160.08                              

262 嘉義縣 義竹鄉 後鎮段後鎮小段 229 特定專用區 養殖用地 54.00                               

263 嘉義縣 義竹鄉 後鎮段後鎮小段 230-2 特定專用區 養殖用地 47.96                               

264 嘉義縣 義竹鄉 後鎮段後鎮小段 245-1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30.00                               

265 嘉義縣 義竹鄉 埤子頭段 66-1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68.00                               

266 嘉義縣 義竹鄉 埤子頭段埤前小段 713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86.00                               

267 嘉義縣 義竹鄉 埤子頭段埤前小段 714-1 暫未編定 暫未編定 400.00                              

268 嘉義縣 義竹鄉 新庄段新庄小段 472-2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577.00                              

269 嘉義縣 義竹鄉 新店段 1223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1,687.00                           

270 嘉義縣 義竹鄉 新店段 1924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1,342.00                           

271 嘉義縣 義竹鄉 新店段 2068-1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84.00                               

272 嘉義縣 義竹鄉 新店段 1156-1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216.00                              

273 嘉義縣 義竹鄉 新店段 1175-1 特定專用區 養殖用地 12.00                               

274 嘉義縣 義竹鄉 新店段 1175-2 特定專用區 養殖用地 31.00                               

275 嘉義縣 義竹鄉 新店段 1176-1 特定專用區 養殖用地 2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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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 嘉義縣 義竹鄉 新店段 1209-2 特定專用區 養殖用地 213.00                              

277 嘉義縣 義竹鄉 新店段 1223-4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80.00                               

278 嘉義縣 義竹鄉 新店段 1247-1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133.00                              

279 嘉義縣 義竹鄉 新店段 1248-1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140.00                              

280 嘉義縣 義竹鄉 新店段 1257-1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233.00                              

281 嘉義縣 義竹鄉 新店段 1258-1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62.00                               

282 嘉義縣 義竹鄉 新店段 1385-1 特定專用區 養殖用地 260.00                              

283 嘉義縣 義竹鄉 新店段 1703-1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91.15                               

284 嘉義縣 義竹鄉 新店段 1798-1 特定專用區 養殖用地 116.00                              

285 嘉義縣 義竹鄉 新店段 1799-1 特定專用區 養殖用地 9.00                                 

286 嘉義縣 義竹鄉 新店段 1804-1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11.00                               

287 嘉義縣 義竹鄉 新店段新店小段 28-2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43.00                               

288 嘉義縣 義竹鄉 新店新段 1697 特定專用區 養殖用地 193.00                              

289 嘉義縣 義竹鄉 新店新段 1699 特定專用區 養殖用地 400.87                              

290 嘉義縣 義竹鄉 新店新段 1750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436.72                              

291 嘉義縣 義竹鄉 新店新段 1796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64.08                               

292 嘉義縣 義竹鄉 新店新段 1799 特定專用區 養殖用地 75.48                               

293 嘉義縣 義竹鄉 新店新段 1808 特定專用區 養殖用地 239.20                              

294 嘉義縣 義竹鄉 新店新段 1896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99.00                               

295 嘉義縣 義竹鄉 新店新段 1901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14.69                               

296 嘉義縣 義竹鄉 新店新段 1903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838.07                              

297 嘉義縣 義竹鄉 新店新段 2035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98.96                               

298 嘉義縣 義竹鄉 新店新段 2101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79.72                               

299 嘉義縣 義竹鄉 新店新段 2102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39.86                               

300 嘉義縣 義竹鄉 新店新段 2148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42.74                               

301 嘉義縣 義竹鄉 新店新段 2153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33.29                               

302 嘉義縣 義竹鄉 新店新段 2190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296.73                              

303 嘉義縣 義竹鄉 新店新段 2196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58.22                               

304 嘉義縣 義竹鄉 過路子段 1023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10.00                               

305 嘉義縣 義竹鄉 過路子段 611-2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116.71                              

306 嘉義縣 義竹鄉 過路子段 618-2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18.00                               

307 嘉義縣 義竹鄉 過路子段 619-3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93.00                               

308 嘉義縣 義竹鄉 過路子段 659-1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76.00                               

309 嘉義縣 義竹鄉 過路子段 773-7 特定專用區 養殖用地 49.00                               

310 嘉義縣 義竹鄉 過路子段 797-4 特定專用區 養殖用地 25.00                               

311 嘉義縣 義竹鄉 過路子段 803-2 特定專用區 養殖用地 368.00                              

312 嘉義縣 義竹鄉 過路子段 803-7 特定專用區 養殖用地 425.00                              

313 嘉義縣 義竹鄉 過路子段 963-1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10.00                               

314 嘉義縣 義竹鄉 過路子段 974-5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34.00                               

315 嘉義縣 義竹鄉 過路子段 990-5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185.38                              

316 嘉義縣 義竹鄉 過路子段 991-3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145.00                              

317 嘉義縣 義竹鄉 過路子段 991-4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189.00                              

318 嘉義縣 義竹鄉 過路子段 992-1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19.00                               

319 嘉義縣 義竹鄉 頭竹圍段 275-5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244.00                              

320 嘉義縣 義竹鄉 頭竹圍段 280-6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163.00                              

321 嘉義縣 義竹鄉 頭竹圍段 281-5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65.00                               

322 嘉義縣 義竹鄉 頭竹圍段 282-3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39.00                               

323 嘉義縣 義竹鄉 頭竹圍段竹圍小段 40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150.00                              

324 嘉義縣 義竹鄉 頭竹圍段竹圍小段 1043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640.00                              

325 嘉義縣 義竹鄉 龍蛟潭段 9012-9 暫未編定 暫未編定 -                                   

326 嘉義縣 義竹鄉 龍蛟潭段 225-3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15.00                               

327 嘉義縣 義竹鄉 龍蛟潭段 621-25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37.00                               

328 嘉義縣 義竹鄉 龍蛟潭段 644-12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84.00                               

329 嘉義縣 義竹鄉 龍蛟潭段 644-81 特定專用區 養殖用地 92.00                               

330 嘉義縣 義竹鄉 龍蛟潭段 644-83 特定專用區 養殖用地 49.00                               

331 嘉義縣 義竹鄉 龍蛟潭段 660-17 特定專用區 養殖用地 20.00                               

332 嘉義縣 義竹鄉 龍蛟潭段龍蛟小段 9092-1 暫未編定 暫未編定 -                                   

333 嘉義縣 義竹鄉 龍蛟潭段龍蛟小段 1059-10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2.00                                 

334 嘉義縣 義竹鄉 龍蛟潭段龍蛟小段 1059-5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5.00                                 

335 嘉義縣 義竹鄉 龍蛟潭段龍蛟小段 1103-6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99.00                               



項次 縣市 行政區 段名 地號 魚塭號 土地使用分區 土地使用類別 地號面積(平方公尺)

336 嘉義縣 義竹鄉 龍蛟潭段龍蛟小段 1137-1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180.00                              

337 嘉義縣 義竹鄉 龍蛟潭段龍蛟小段 515-1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40.00                               

338 嘉義縣 義竹鄉 龍蛟潭段龍蛟小段 647-1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30.00                               

339 嘉義縣 義竹鄉 龍蛟潭段龍蛟小段 871-1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2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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