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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甲 福順 970 雜 1342.77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532.94 部分

2 大甲 福順 879 雜 497.28 特定農業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中華民國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中部地區巡防局 78.98 部分

3 大甲 福順 877 雜 635.64 特定農業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中華民國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中部地區巡防局 168.68 部分

4 大甲 福順 996 (空白) 36 特定農業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中華民國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中部地區巡防局 36 全筆

5 大甲 福順 872 堤 106.65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106.65 全筆

6 大甲 福順 773 道 1426.69 森林區交通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271.9 部分

7 大甲 福順 772 雜 2432.8 森林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112.99 部分

8 大甲 福順 771 田 517.92 森林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14.99 部分

9 大甲 福順 770 雜 417.23 森林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63.61 部分

10 大甲 福順 768 田 151.56 森林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18.31 部分

11 大甲 福順 767 水 129.01 森林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66.05 部分

12 大甲 福順 766 田 605.62 森林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540.57 部分

13 大甲 福順 605 雜 130.37 森林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92.29 部分

14 大甲 福順 604 雜 1000.87 森林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960.02 部分

15 大甲 福順 607 田 1854.18 森林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8.7 部分

16 大甲 福順 470 雜 3391.58 森林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966.27 部分

17 大甲 福順 471 田 509.66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陳明佑 私人 8.6 部分

18 大甲 福順 472 道 754.98 特定農業區交通用地 陳欣然   等人 私人 32.91 部分

19 大甲 福順 469 田 302.48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陳欣然   等人 私人 190.37 部分

20 大甲 福順 468 田 352.56 特定農業區交通用地 臺中市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336.39 部分

21 大甲 福順 463 田 100.81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阮蓓俏  紀秉成 私人 100.59 部分

22 大甲 福順 326 道 2878.23 森林區交通用地 臺中市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14.45 部分

23 大甲 福順 329 墓 16311.53 特定農業區殯葬用地 中華民國 臺中市大甲區公所 3715.33 部分

24 大甲 福順 206 道 1012.59 特定農業區交通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93.57 部分

25 大甲 福順 207 旱 8150.84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586.57 部分

26 大甲 福順 208 旱 8136.08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76.62 部分

27 大甲 福順 209 旱 7998.05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421.13 部分

28 大甲 福順 210 林 11854.77 森林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457.94 部分

29 大甲 福順 202 水 10034.49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481.83 部分

30 大甲 福順 53 道 1661.89 特定農業區交通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44.97 部分

31 大甲 福順 34 池 1593.22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58.97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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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大甲 福順 31 池 2225.08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539.6 部分

33 大甲 福順 30 池 940.47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87.96 部分

34 大甲 福順 29 池 828.05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541.56 部分

35 大甲 福順 28 田 1833.76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79.88 部分

36 大甲 福順 27 田 1121.19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874.09 部分

37 大甲 福順 27-1 (空白) 5638.71 (空白) 中華民國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 299.36 部分

38 大甲 福順 203 堤 42010.62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42010.62 全筆

39 大甲 福順 203-1 (空白) 400.00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臺中市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 400.00 全筆

40 大甲 福順 204 道 7201.80 特定農業區交通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7201.80 全筆

41 大甲 福順 769 道 3454.67 特定農業區交通用地 臺中市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3454.67 全筆

42 大甲 福順 871 堤 1897.63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1897.63 全筆

43 大甲 福順 873 堤 841.54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841.54 全筆

44 大甲 福順 874 道 358.16 特定農業區交通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358.16 全筆

45 大甲 福順 875 道 510.84 特定農業區交通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510.84 全筆

46 大甲 福順 876 雜 502.26 特定農業區交通用地 中華民國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

中部地區巡防局
502.26 全筆

47 大甲 福順 971-1 (空白) 128528.72 (空白) 中華民國 臺中市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 128528.72 全筆

48 大甲 頂後厝子 275 林 554 森林區國土保安用地 中華民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34 部分

49 大甲 頂後厝子 276 田 435 森林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15 部分

50 大甲 頂後厝子 281 林 15433 森林區國土保安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3862 部分

51 大甲 頂後厝子 282 田 3362 森林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21 部分

52 大甲 頂後厝子 285 道 1738 特定農業區交通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213 部分

53 大甲 頂後厝子 286 池 8000 森林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445 部分

54 大甲 頂後厝子 286-3 池 1314 森林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202 部分

55 大甲 頂後厝子 287 原 964 森林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53 部分

56 大甲 頂後厝子 288 水 3916 森林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981 部分

57 大甲 頂後厝子 277 原 188 森林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88 全筆

58 大甲 頂後厝子 278 原 232 森林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32 全筆

59 大甲 頂後厝子 279 道 2994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2994 全筆

60 大甲 頂後厝子 280 堤 9138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9138 全筆

61 大甲 頂後厝子 299 原 10561.24 森林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0561.24 全筆

62 大甲 頂後厝子 299-1 (空白) 289 (空白) 中華民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289 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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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大甲 西勢 366 池 1611 森林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632 部分

64 大甲 西勢 367 池 1328 森林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997 部分

65 大甲 西勢 178-58 原 8228 森林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373 部分

66 大甲 西勢 178-4 原 21113 森林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576 部分

67 大甲 西勢 372 田 392 森林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365 部分

68 大甲 西勢 373 田 3148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955 部分

69 大甲 西勢 374 池 2826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984 部分

70 大甲 西勢 375 池 2612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345 部分

71 大甲 西勢 378 道 860 特定農業區交通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76 部分

72 大甲 西勢 368 道 2348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2348 全筆

73 大甲 西勢 369 堤 13384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13384 全筆

74 大甲 西勢 369-1 (空白) 3649 (空白) 中華民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3649 全筆

75 大甲 西勢 371 田 122 森林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22 全筆

76 大甲 西勢 370 道 1399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1399 全筆

77 大甲 双寮 739 原 27022 森林區農牧用地部分國土保安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3376 部分

78 大甲 双寮 739-6 原 2650 特定農業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824 部分

79 大甲 双寮 739-7 原 4665 特定農業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043 部分

80 大甲 双寮 739-1 原 48940 特定農業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中華民國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3477 部分

81 大甲 双寮 739-18 (空白) 17977 特定農業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中華民國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949 部分

82 大甲 双寮 739-25 (空白) 2629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553 部分

83 大甲 双寮 739-2 原 40675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894 部分

84 大甲 双寮 664 田 5726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臺中市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454 部分

85 大甲 双寮 663 原 6038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臺中市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1174 部分

86 大甲 双寮 691 林 8748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臺中市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637 部分

87 大甲 双寮 690 道 879 特定農業區交通用地 中華民國、臺中市 經濟部水利署、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72 部分

88 大甲 双寮 659 田 4585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臺中市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601 部分

89 大甲 双寮 658 池 3603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臺中市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255 部分

90 大甲 双寮 658-1 池 1037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臺中市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576 部分

91 大甲 双寮 656 雜 525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臺中市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200 部分

92 大甲 双寮 656-1 雜 401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臺中市 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236 部分

93 大甲 双寮 655 池 2101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臺中市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491 部分

94 大甲 双寮 656-2 雜 259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臺中市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12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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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大甲 双寮 683 道 143 特定農業區交通用地 中華民國、臺中市 經濟部水利署、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52 部分

96 大甲 双寮 605 田 2643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臺中市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757 部分

97 大甲 双寮 604 田 1724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臺中市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385 部分

98 大甲 双寮 603 原 1062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臺中市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430 部分

99 大甲 双寮 602 田 4378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臺中市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386 部分

100 大甲 双寮 601 田 178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臺中市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1 部分

101 大甲 双寮 601-1 田 2700 特定農業區交通用地 中華民國、臺中市 交通部公路總局 427 部分

102 大甲 双寮 601-3 田 346 特定農業區交通用地 中華民國、臺中市 交通部公路總局 61 部分

103 大甲 双寮 601-4 田 794 特定農業區交通用地 中華民國、臺中市 交通部公路總局 410 部分

104 大甲 双寮 723 池 666 森林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臺中市 經濟部水利署、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261 部分

105 大甲 双寮 724 旱 704 森林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臺中市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450 部分

106 大甲 双寮 725 旱 10062 森林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臺中市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1285 部分

107 大甲 双寮 727 田 636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臺中市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267 部分

108 大甲 双寮 726 田 484 森林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臺中市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441 部分

109 大甲 双寮 731 旱 95 森林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臺中市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58 部分

110 大甲 双寮 219-28 雜 1881 特定農業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中華民國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中部地區巡防局 1559 部分

111 大甲 双寮 736 雜 86 森林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臺中市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83 部分

112 大甲 双寮 737 雜 332 森林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臺中市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275 部分

113 大甲 双寮 719 堤 5999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臺中市 經濟部水利署、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5999 全筆

114 大甲 双寮 732 道 51 特定農業區交通用地 中華民國、臺中市 經濟部水利署、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51 全筆

115 大甲 双寮 733 堤 1489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臺中市 經濟部水利署、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1489 全筆

116 大甲 双寮 739-8 原 269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69 全筆

117 大甲 双寮 741 堤 11459 河川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11459 全筆

118 大甲 双寮 743 堤 9336 河川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9336 全筆

119 大甲 双寮 747 道 652.94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652.94 全筆

120 大甲 双寮 748 堤 1489.62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489.62 全筆

121 大甲 双寮 749 (空白) 6152.93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6152.93 全筆

122 大甲 双寮 750 原 7551 森林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7551 全筆

123 大甲 双寮 750-1 原 9017.58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9017.58 全筆

124 大甲 双寮 228 堤 32187 河川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32187 全筆

125 大甲 双寮 597 堤 10555 河川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臺中市 經濟部水利署、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10555 全筆

126 大甲 双寮 597-1 堤 949 河川區交通用地 中華民國、臺中市 經濟部水利署、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949 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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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大甲 双寮 597-2 堤 4946 河川區交通用地 中華民國、臺中市 經濟部水利署、交通部公路總局 4946 全筆

128 大甲 双寮 598 道 4487 河川區交通用地 中華民國、臺中市 經濟部水利署、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4487 全筆

129 大甲 双寮 600-1 田 1001 特定農業區交通用地 中華民國、臺中市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交通部公路總局 1001 全筆

130 大甲 双寮 609-1 道 910 河川區交通用地 中華民國、臺中市 經濟部水利署、交通部公路總局 910 全筆

131 大甲 双寮 745 堤 10017 河川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10017 全筆

132 大甲 双寮 750-2 (空白) 2346 (空白) 中華民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2346 全筆

133 大甲 双寮 720 道 1828 特定農業區交通用地 中華民國、臺中市 經濟部水利署、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1828 全筆

134 大甲 双寮 734 堤 22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臺中市 經濟部水利署、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22 全筆

135 大甲 双寮 735 道 52 特定農業區交通用地 中華民國、臺中市 經濟部水利署、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52 全筆

136 大甲 双寮 738-1 堤 1969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臺中市 經濟部水利署、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1969 全筆

137 大甲 双寮 740 道 5700 河川區交通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5700 全筆

138 大甲 双寮 742 道 3633 河川區交通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3633 全筆

139 大甲 双寮 744 道 4162 河川區交通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4162 全筆

140 大甲 双寮 745 堤 10017 河川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10017 全筆

141 大甲 双寮 608-1 堤 205 特定農業區交通用地 中華民國、臺中市 經濟部水利署、交通部公路總局 205 全筆

142 大甲 双寮 609-1 道 910 河川區交通用地 中華民國、臺中市 經濟部水利署、交通部公路總局 910 全筆

143 大甲 双寮 599 雜 267 特定農業區交通用地 中華民國、臺中市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交通部公路總局 267 全筆

144 大甲 双寮 598-2 道 1457 河川區交通用地 中華民國、臺中市 經濟部水利署、交通部公路總局 1457 全筆

145 大甲 双寮 602-1 田 12 特定農業區交通用地 中華民國、臺中市 交通部公路總局、交通部公路總局 12 全筆

146 大安 田心子 228 養 19496.00 河川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683 部分

147 大安 田心子 52 養 2137.00 河川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86 部分

148 大安 田心子 54-3 養 1399.00 河川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118 部分

149 大安 田心子 55 養 1843.00 河川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61 部分

150 大安 田心子 52-2 原 116 河川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115 部分

151 大安 田心子 56 養 3276 河川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104 部分

152 大安 田心子 58-3 養 4004 河川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208 部分

153 大安 田心子 64 養 3357 河川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544 部分

154 大安 田心子 77 養 820 河川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199 部分

155 大安 田心子 83 養 606 河川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351 部分

156 大安 田心子 82 田 1174 河川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30 部分

157 大安 田心子 87 田 315 河川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58 部分

158 大安 田心子 88 田 224 河川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61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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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大安 田心子 89 田 578 河川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200 部分

160 大安 田心子 85 田 184 河川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143 部分

161 大安 田心子 91 田 1344 河川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524 部分

162 大安 田心子 93 養 5180 河川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648 部分

163 大安 田心子 107-1 養 1889 河川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313 部分

164 大安 田心子 106-1 養 78 河川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73 部分

165 大安 田心子 86 田 26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6 全筆

166 大安 田心子 222 堤 5892 河川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5892 全筆

167 大安 田心子 226 堤 37195 河川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37195 全筆

168 大安 田心子 227 道 9030 河川區交通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9030 全筆

169 大安 下大安 277 原 1166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619 部分

170 大安 下大安 277-1 原 2400 河川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易振興等人 私人 610 部分

171 大安 下大安 277-2 原 1028 河川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398 部分

172 大安 下大安 278-1 (空白) 685 (空白)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342 部分

173 大安 下大安 278 雜 715.02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576 部分

174 大安 下大安 273-1 雜 229 特定農業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臺中市 台中區漁會 208 部分

175 大安 下大安 273-2 雜 833 特定農業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臺中市 台中區漁會 739 部分

176 大安 下大安 273-4 雜 445 特定農業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中華民國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

中部地區巡防局
445 全筆

177 大安 下大安 273-6 雜 44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44 全筆

178 大安 下大安 273-7 雜 186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186 全筆

179 大安 下大安 274 堤 2857 河川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2857 全筆

180 大安 下大安 275 道 1142 河川區交通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1142 全筆

181 大安 下大安 276 水 904 河川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904 全筆

182 大安 下大安 279 道 695.01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695.01 全筆

183 大安 下大安 280 堤 2288.39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288.39 全筆

184 大安 下大安 282-1 雜 104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04 全筆

185 大安 北汕 328-7 堤 286 風景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286 全筆

186 大安 北汕 328-8 堤 641 風景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641 全筆

187 大安 北汕 328-9 雜 448 森林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448 全筆

188 大安 北汕 328-10 溝 997 風景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997 全筆

189 大安 北汕 328-11 道 2387 風景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2387 全筆



序號 區 段 小段 界線地號 地目
 登記面積

(㎡)
分區及用地 所有權人 管理機關 公告範圍面積(概算) 備註

臺中市政府已依土地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及同法施行法第5條規定公告劃設海岸一定限度內不得私有之土地清冊

190 大安 北汕 328-12 堤 604 風景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604 全筆

191 大安 北汕 328-13 堤 4083 風景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4083 全筆

192 大安 北汕 328-17 雜 123 森林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23 全筆

193 大安 北汕 328-19 雜 572 森林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572 全筆

194 大安 北汕 328-20 雜 729 風景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729 全筆

195 大安 北汕 328-26 雜 4 森林區遊憩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4 全筆

196 大安 北汕 328-27 雜 1 森林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 全筆

197 大安 北汕 325-4 雜 172 風景區遊憩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72 全筆

198 大安 北汕 325-9 雜 56 風景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56 全筆

199 大安 北汕 325-10 雜 11168 風景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1168 全筆

200 大安 北汕 325-25 雜 2982 風景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982 全筆

201 大安 北汕 325-42 雜 262 風景區遊憩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62 全筆

202 大安 北汕 325-43 雜 88 風景區遊憩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88 全筆

203 大安 北汕 335 堤 5221.39 風景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5221.39 全筆

204 大安 北汕 335-1 (空白) 400.02 風景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400.02 全筆

205 大安 北汕 336 道 1727.55 風景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1727.55 全筆

206 大安 北汕 337 水 1123.29 風景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1123.29 全筆

207 大安 北汕 338-1 雜 551.31 風景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臺中市風景區管理所 551.31 全筆

208 大安 北汕 338-3 雜 1051.27 風景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臺中市風景區管理所 1051.27 全筆

209 大安 海墘厝 大安港 1 墓 17989 特定農業區殯葬用地 臺中市 臺中市大安區公所 8836 部分

210 大安 海墘厝 大安港 1-3 (空白) 58995 森林區國土保安用地 中華民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58995 全筆

211 大安 海墘厝 溫寮 55 祠 883 鄉村區遊憩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762 部分

212 大安 海墘厝 溫寮 54 建 485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蘇茂新 私人 3 部分

213 大安 海墘厝 溫寮 52-2 雜 1003 特定農業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中華民國 臺中市大安區公所 804 部分

214 大安 海墘厝 溫寮 62 雜 476.64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58 部分

215 大安 溪洲 278 雜 980.93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600.54 部分

216 大安 溪洲 279 田 520.68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56.47 部分

217 大安 溪洲 280 道 680.88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680.88 全筆

218 大安 溪洲 281 堤 2003.08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003.08 全筆

219 大安 溪洲 282 水 25416.58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25416.58 全筆

220 大安 溪洲 283 雜 44065.30 森林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44065.30 全筆

221 大安 溪洲 284 雜 14306.83 森林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14306.83 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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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大安 龜壳 256 雜 6727.46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6727.46 全筆

223 大安 龜壳 257 雜 16688.14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6688.14 全筆

224 大安 龜壳 259 雜 5320.54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5320.54 全筆

225 大安 中海 635 雜 28344.04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8344.04 全筆

226 大安 中海 636 雜 15253.07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5253.07 全筆

227 大安 中海 639 雜 7903.85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7903.85 全筆

228 大安 中海 639-1 (空白) 9000 (空白) 中華民國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9000 全筆

229 大安 中海 639-2 (空白) 9000 (空白) 中華民國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9000 全筆

230 大安 中海 639-3 (空白) 9000 (空白) 中華民國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9000 全筆

231 大安 南安 868 田 10832.99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臺中市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3561.61 部分

232 大安 南安 750 水 3659.63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 臺中市 臺灣臺中農田水利會 109.38 部分

233 大安 南安 958 田 27380.58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臺中市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3329.9 部分

234 大安 南安 960 雜 112.85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12.85 全筆

235 大安 南安 961 道 244.99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44.99 全筆

236 大安 南安 962 堤 3525.12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3525.12 全筆

237 大安 南安 963 原 13946.98 森林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3946.98 全筆

238 大安 南安 963-1 (空白) 36695.46 (空白) 中華民國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36695.46 全筆

239 大安 南安 963-2 原 14519.90 森林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4519.90 全筆

240 大安 南安 963-3 (空白) 22359.61 (空白) 中華民國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22359.61 全筆

241 大安 新南埔 1039 田 610.05 森林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484.64 部分

242 大安 新南埔 1063 田 865.64 森林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313.24 部分

243 大安 新南埔 1053 雜 6039.44 森林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086.34 部分

244 大安 新南埔 1103 原 11369.19 森林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0402.56 部分

245 大安 新南埔 1107 原 4094.19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920.91 部分

246 大安 新南埔 1106 原 1898.64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605.13 部分

247 大安 新南埔 1046 (空白) 12316.65 森林區國土保安用地 中華民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2316.65 全筆

248 大安 新南埔 1045 (空白) 25613.44 森林區林業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5613.44 全筆

249 大安 新南埔 1044 堤 4976.89 森林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4976.89 全筆

250 大安 新南埔 1043 道 1338.1 森林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338.1 全筆

251 大安 新南埔 1041 堤 167.22 森林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167.22 全筆

252 大安 新南埔 1042 道 276.18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76.18 全筆

253 大安 新南埔 1040 道 157.8 森林區水利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57.8 全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