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圖 5 主方案輸水管線細部地質調查範圍地籍圖(4/17) 



 
  

圖 6 主方案輸水管線細部地質調查範圍地籍圖(5/17) 



 
  

圖 7 主方案輸水管線細部地質調查範圍地籍圖(6/17) 



 
  

圖 8 主方案輸水管線細部地質調查範圍地籍圖(7/17) 



 

  

圖 9 主方案輸水管線細部地質調查範圍地籍圖(8/17) 



 

  

圖 10 主方案輸水管線細部地質調查範圍地籍圖(9/17) 



 

  

圖 11 主方案輸水管線細部地質調查範圍地籍圖(10/17) 



 
  

圖 12 主方案輸水管線細部地質調查範圍地籍圖(11/17) 



 
  

圖 13 主方案輸水管線細部地質調查範圍地籍圖(12/17) 



 
  

圖 14 主方案輸水管線細部地質調查範圍地籍圖(13/17) 



 
  

圖 15 主方案輸水管線細部地質調查範圍地籍圖(14/17) 



 

  

圖 16 主方案輸水管線細部地質調查範圍地籍圖(15/17) 



 
  

圖 17 主方案輸水管線細部地質調查範圍地籍圖(16/17) 



 
  

圖 18 主方案輸水管線細部地質調查範圍地籍圖(17/17) 



 
  

圖 19 替代方案輸水管線細部地質調查範圍地籍圖(1/9) 



 
  

圖 20 替代方案輸水管線細部地質調查範圍地籍圖(2/9) 



 
  

圖 21 替代方案輸水管線細部地質調查範圍地籍圖(3/9) 



 
  

圖 22 替代方案輸水管線細部地質調查範圍地籍圖(4/9) 



 
  

圖 23 替代方案輸水管線細部地質調查範圍地籍圖(5/9) 



 
  

圖 24 替代方案輸水管線細部地質調查範圍地籍圖(6/9) 



 
  

圖 25 替代方案輸水管線細部地質調查範圍地籍圖(7/9) 



 

  

圖 26 替代方案輸水管線細部地質調查範圍地籍圖(8/9) 



 

 

圖 27 替代方案輸水管線細部地質調查範圍地籍圖(9/9) 



 

 

 

 

 

 

 

 

附錄二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
0E2DCAD3BE1BAB23E74BAAC696C7E58B3AE2F48D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6月05日 08:58:53 

查詢地號： 臺中市豐原區萬順段831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1B124F6826D7649C5C7FF7CEB1018F3D2D9016E7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5月10日 08:52:41 

查詢地號： 臺中市石岡區新岡尾段668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
2EBCDD77E462E06096D239C5D8B1D8212628AEA2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6月05日 08:58:53 

查詢地號： 臺中市豐原區萬順段891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
2F5EFBE6FD09244B02965351C3BB6AA5CF2A61D7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6月05日 08:58:53 

查詢地號： 臺中市豐原區萬順段155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3A5020FE865E90EB0444A17424242B0998039792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6月05日 08:58:53 

查詢地號： 臺中市豐原區萬順段826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3C64D9DEA878728DCF0F3C07E66C4753782C2732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6月05日 08:58:53 

查詢地號： 臺中市豐原區萬順段16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
3F2AE6E02DFDD47A3B3B69A26B75A1848951558C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6月05日 08:58:53 

查詢地號： 臺中市豐原區萬順段165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
4B48EA0EA2511CBB6FC0D29EC8156F182ACBA594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6月05日 08:58:53 

查詢地號： 臺中市豐原區萬順段821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
4D4DBAC267BC89582D393C4B824F4EDB7BF43B97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6月05日 08:58:53 

查詢地號： 臺中市豐原區萬順段850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5BDE20D0425274162C4782BEA5E5ED61C0C4854F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6月05日 08:58:53 

查詢地號： 臺中市豐原區萬順段830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
5E803D589EBFA5A32A21D57EF4B3E8AD32597423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6月05日 08:58:53 

查詢地號： 臺中市豐原區萬順段152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6A4E872442EC16FA36D19361F4033E47C4BBA1C1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6月05日 08:58:53 

查詢地號： 臺中市豐原區萬順段5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6EF923E90525B1D437CD486FDBBC137E82362182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6月05日 08:58:53 

查詢地號： 臺中市豐原區萬順段15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
7B7C45ABB3D50B73E0D5892D4A8DA946A6A3D541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6月05日 08:58:53 

查詢地號： 臺中市豐原區萬順段138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
7F11F52AA89FBE65CE590A19E6AE6F4A43A89C2D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5月10日 08:52:41 

查詢地號： 臺中市石岡區新岡尾段612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8F690276883BA372E5064B35146C85B49F5C7395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5月10日 08:52:41 

查詢地號： 臺中市石岡區新岡尾段700-3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09E2B3B205E4F99450E84FB84A69711070E38121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5月10日 08:52:41 

查詢地號： 臺中市石岡區新岡尾段522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
9AAB1F0777E605CEF0F9C9B5FA074A46BC566DBF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5月10日 08:52:41 

查詢地號： 臺中市石岡區新岡尾段713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
9BFA6F06FED2E6C4D3554334DCF6F2FA31BCE044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6月05日 08:58:53 

查詢地號： 臺中市豐原區萬順段167-12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
9C2769A497DE9839202295BED81DB9B5B3DF2FF5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6月05日 08:58:53 

查詢地號： 臺中市豐原區萬順段167-3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
26FFC673CDAD018E1D26717B8BAD44BE4FE91587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5月10日 08:52:41 

查詢地號： 臺中市石岡區新岡尾段524-2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
34CBF871D5E0D39E4EC9E368521B4A27A3A9849C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6月05日 08:58:53 

查詢地號： 臺中市豐原區萬順段167-1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
35FF6AB2C0EEC463C8C2856EDD8736D51AC78028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6月05日 08:58:53 

查詢地號： 臺中市豐原區萬順段840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
64A56DED5417E1C09E981D558C8C96D11F7AEC02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6月05日 08:58:53 

查詢地號： 臺中市豐原區萬順段126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
69CC9E87721E0B7F2D92EA9AC07202C4376E1EA3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6月05日 08:58:53 

查詢地號： 臺中市豐原區萬順段7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78DD48B5AC25D5998C863BF155197760F973595E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6月05日 08:58:53 

查詢地號： 臺中市豐原區萬順段7-2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
79DC3CE1A54B8A3C5CD9A8E0B334168572D03DF6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5月10日 08:52:41 

查詢地號： 臺中市石岡區新岡尾段615-1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
81AEC7ED13CD66921FDCA2A7BD9E8CA4D4181D28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5月10日 08:52:41 

查詢地號： 臺中市石岡區新岡尾段672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
89EDE37CF549462641E1C1B4551E2D8DEDF1E4AE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5月10日 08:52:41 

查詢地號： 臺中市石岡區新岡尾段696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
94A73B45DCA6C9B0C24A28170C8E414E4C1CB472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5月10日 08:52:41 

查詢地號： 臺中市石岡區新岡尾段675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
0DD2D6E097464029CDAAF18C6F488A1AECF9CDD8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5月10日 11:06:23 

查詢地號： 臺中市后里區牛稠坑段115-94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193CC9696EBC176B2F57B610101B4F14A747D9BD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6月05日 08:58:53 

查詢地號： 臺中市豐原區萬順段139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
382BB711B6D9BB4C47CE04BC6C4A84D4EF180CD4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5月10日 08:52:41 

查詢地號： 臺中市石岡區新岡尾段718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
658D38C15C09B27C29BDD5C0B3CFD3CA453CD63C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6月05日 08:58:53 

查詢地號： 臺中市豐原區萬順段841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
908E2D7F4910D2801B3F152F1F55C6DE3CACCBAD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5月10日 08:52:41 

查詢地號： 臺中市石岡區新岡尾段615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
F6D82B010AE0283D9157C0E16A5E8A8C2C9A9DF0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5月10日 08:35:30 

查詢地號： 臺中市豐原區福興段1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4028B6132AC8D75845241EB18A262BD21F33F862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6月05日 08:58:53 

查詢地號： 臺中市豐原區萬順段173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6411E92E9F9102909CDBBFF011591E4D3F3B46FD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6月05日 08:58:53 

查詢地號： 臺中市豐原區萬順段839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16681CECCD39042563BFE42A0915BC3B9E257728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6月05日 08:58:53 

查詢地號： 臺中市豐原區萬順段844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
29543DAA1CBB97C1680CB35C4646BD019716E8B4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6月05日 08:58:53 

查詢地號： 臺中市豐原區萬順段837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515226A3175CFDDB796363A0B0780E017DF8CD5F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6月05日 09:15:22 

查詢地號： 臺中市豐原區東湳北段272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
615221C854BD0B7B071F2B07B0AC59C04ECEE031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5月10日 08:52:41 

查詢地號： 臺中市石岡區新岡尾段597-1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18163626D771D3868AAC930707424D210F606159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6月05日 08:58:53 

查詢地號： 臺中市豐原區萬順段140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25785511C4AA51C14E5FD7B6F885EFB03BFFF2F8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6月05日 08:58:53 

查詢地號： 臺中市豐原區萬順段177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784516463ED4FDD2DE1F7B50784CE5338F848485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6月05日 08:58:53 

查詢地號： 臺中市豐原區萬順段838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
905824289E0EFED43F6EB81A7BB8D14061C16EAB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6月05日 08:58:53 

查詢地號： 臺中市豐原區萬順段127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51854881676AC2675B1FCDA5E5F74A6512176078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5月10日 08:52:41 

查詢地號： 臺中市石岡區新岡尾段702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A05B16C4C16DBB00E82F752F87340A25F01C292E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6月05日 08:58:53 

查詢地號： 臺中市豐原區萬順段137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A40B21F826D57670133FB0EDFEFBFD02123E5291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6月05日 08:58:53 

查詢地號： 臺中市豐原區萬順段829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
A502ECB64DD4B5BB6897DE0829BE78F532795D0E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6月05日 08:58:53 

查詢地號： 臺中市豐原區萬順段827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A4125E0278E9FB6272B9F738790F0812CDF97E0D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5月10日 08:52:41 

查詢地號： 臺中市石岡區新岡尾段706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
B39D674E475A87B12FA5526E08937BDCC59C0B39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6月05日 08:58:53 

查詢地號： 臺中市豐原區萬順段828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
BA3F5C35FAD2BFAD4550263BFC33648133A334D2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6月05日 08:58:53 

查詢地號： 臺中市豐原區萬順段822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BBD12F2E014048D9C6750749C27E050CFC1485F0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5月10日 08:52:41 

查詢地號： 臺中市石岡區新岡尾段716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
BFC7FF5D66B1A87CB209941D08DC0969A0F52A28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6月05日 08:58:53 

查詢地號： 臺中市豐原區萬順段150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
C7BEA707EE81F53C51D07CB7A37E048857BADD07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6月05日 08:58:53 

查詢地號： 臺中市豐原區萬順段824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C4466D35DC2A058CAE7EF76538418AA180180C10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6月05日 08:58:53 

查詢地號： 臺中市豐原區萬順段22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
CD66AF690559AFEF32AC257FBE86B3FB0F03131D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5月10日 08:52:41 

查詢地號： 臺中市石岡區新岡尾段730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
CDA40EB501052FDCDD9CCD5F9D6A68AAD8305FD3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5月10日 08:52:41 

查詢地號： 臺中市石岡區新岡尾段703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
CED517CCE303D49C7C67BC53B59565AA85ED3E10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5月10日 08:52:41 

查詢地號： 臺中市石岡區新岡尾段734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
D8C2EE80F097BA65E81EE6BC4F6E70BA539E8DFA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6月05日 08:58:53 

查詢地號： 臺中市豐原區萬順段130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D94A699590DEBC7F4118AD51EF9758087E6139E4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6月05日 08:58:53 

查詢地號： 臺中市豐原區萬順段843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
D0774EECA056E1ACED570E1DC30970F8E261B9EF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6月05日 08:58:53 

查詢地號： 臺中市豐原區萬順段824-1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E43F9F31A28C8809133A1273C4C4971560924115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5月10日 08:29:17 

查詢地號： 臺中市豐原區東湳北段1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
E692D80202E260BD1F7B5B6344BDEA99ABF441AE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6月05日 08:58:53 

查詢地號： 臺中市豐原區萬順段842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EB83C7244C14EA086FBE1F6D45FF801034953716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5月10日 08:52:41 

查詢地號： 臺中市石岡區新岡尾段522-2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
EBE006BB822FC1AE7F4026AA1AECA522B8685C8A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5月10日 08:52:41 

查詢地號： 臺中市石岡區新岡尾段671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
ED7B158ECE6EF8D2C6BA1C3C925185BCC4316311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6月05日 08:58:53 

查詢地號： 臺中市豐原區萬順段822-1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
EDE9B350B1FF1B56370A91EA323CADA794288C03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6月05日 08:58:53 

查詢地號： 臺中市豐原區萬順段125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
F07DD7937F489C303CBC19FE045BDB033D4B5E22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5月10日 08:52:41 

查詢地號： 臺中市石岡區新岡尾段525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
F91855ED7FFB1E2FF6F5C8AD6D109E0F5D18CA6C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5月10日 08:52:41 

查詢地號： 臺中市石岡區新岡尾段702-1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FBD8852FB6E33F976F07FF364A5B4ED09F82F1B4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5月10日 08:52:41 

查詢地號： 臺中市石岡區新岡尾段668-3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列印檢查碼：
FD9C6CA74ECEF3C7A615BAEDF2761571B234EAA9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05月10日 08:52:41 

查詢地號： 臺中市石岡區新岡尾段668-1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 ■ 全部 □ 部分區域 ) □否　 位於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地質敏感區種類：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 

************查詢結果列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料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7年5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行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列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路線上製發。



序號 地段 地號 查詢狀態 

1 圳寮段 127-113 無法查詢 

2 圳寮段 127-99 無法查詢 

3 圳寮段 127-88 無法查詢 

4 圳寮段 127-90 無法查詢 

5 圳寮段 127-108 無法查詢 

6 圳寮段 127-107 無法查詢 

7 圳寮段 127-92 無法查詢 

8 圳寮段 127-32 無法查詢 

9 圳寮段 127-103 無法查詢 

10 圳寮段 127-31 無法查詢 

11 圳寮段 127-102 無法查詢 

12 圳寮段 127-29 無法查詢 

13 圳寮段 127-28 無法查詢 

14 圳寮段 127-101 無法查詢 

15 圳寮段 127-98 無法查詢 

16 圳寮段 127-97 無法查詢 

17 圳寮段 127-5 無法查詢 

18 圳寮段 127-93 無法查詢 

19 圳寮段 127-68 無法查詢 

20 圳寮段 127-110 無法查詢 

21 圳寮段 104-17 無法查詢 

22 圳寮段 127-112 無法查詢 

23 圳寮段 104-14 無法查詢 

24 圳寮段 104-13 無法查詢 

25 圳寮段 112-6 無法查詢 

26 圳寮段 112-2 無法查詢 

27 圳寮段 104-27 無法查詢 

28 圳寮段 112-4 無法查詢 

29 圳寮段 105-6 無法查詢 

30 圳寮段 105-5 無法查詢 

31 圳寮段 105-2 無法查詢 

32 圳寮段 105-28 無法查詢 

33 圳寮段 9006-1 無法查詢 

34 圳寮段 103-3 無法查詢 

35 圳寮段 100-27 無法查詢 

36 圳寮段 100-28 無法查詢 

37 圳寮段 100-21 無法查詢 

38 圳寮段 103-10 無法查詢 

39 圳寮段 100-20 無法查詢 

40 圳寮段 100-22 無法查詢 

41 圳寮段 100-23 無法查詢 

42 圳寮段 188 無法查詢 

43 圳寮段 188-16 無法查詢 

44 后里段 25-4 無法查詢 

45 后里段 24-1 無法查詢 

46 后里段 24-4 無法查詢 

47 后里段 24 無法查詢 

48 后里段 24-2 無法查詢 

49 后里段 19-7 無法查詢 

50 后里段 27 無法查詢 

51 后里段 28 無法查詢 

52 后里段 29 無法查詢 

53 后里段 19-7-1 無法查詢 

54 后里段 22-1 無法查詢 

55 后里段 22-2 無法查詢 

56 后里段 24-4 無法查詢 

57 后里段 23-3 無法查詢 

58 后里段 19-19 無法查詢 

59 后里段 21-2 無法查詢 

60 后里段 15-3 無法查詢 

61 后里段 19 無法查詢 

62 后里段 16 無法查詢 

63 后里段 18-3 無法查詢 

64 后里段 16-1 無法查詢 

65 后里段 6 無法查詢 

66 后里段 4 無法查詢 

67 后里段 2-2 無法查詢 

68 后里段 1 無法查詢 

69 后里段 1-1 無法查詢 

70 后里段 18 無法查詢 

71 后里段 19-8 無法查詢 

72 后里段 20-1 無法查詢 

73 后里段 20-3 無法查詢 



74 后里段 20 無法查詢 

75 后里段 20-4 無法查詢 

76 后里段 2 無法查詢 

77 后里段 17 無法查詢 

78 七塊厝段 463 無法查詢 

79 新岡尾段 1041 可查詢 

80 新岡尾段 1040 可查詢 

81 新岡尾段 1039 可查詢 

82 新岡尾段 1038 可查詢 

83 新岡尾段 1039-2 可查詢 

84 新岡尾段 1038-5 可查詢 

85 新岡尾段 1038-4 可查詢 

86 新岡尾段 1039-1 可查詢 

87 新岡尾段 1023 可查詢 

88 新岡尾段 1018 可查詢 

89 新岡尾段 1019 可查詢 

90 新岡尾段 1015 可查詢 

91 新岡尾段 1014 可查詢 

92 新岡尾段 608-6 可查詢 

93 新岡尾段 1010 可查詢 

94 新岡尾段 1009 可查詢 

95 新岡尾段 594 可查詢 

96 新岡尾段 595-1 可查詢 

97 新岡尾段 596-3 可查詢 

98 新岡尾段 594-2 可查詢 

99 新岡尾段 595-3 可查詢 

100 新岡尾段 596-2 可查詢 

101 新岡尾段 593-6 可查詢 

102 新岡尾段 597 可查詢 

103 新岡尾段 598 可查詢 

104 新岡尾段 566 可查詢 

105 新岡尾段 541 可查詢 

106 新岡尾段 542-1 可查詢 

107 新岡尾段 537-1 可查詢 

108 新岡尾段 537-2 可查詢 

109 新岡尾段 538-1 可查詢 

110 新岡尾段 510-6 可查詢 

111 新岡尾段 510-5 可查詢 

112 新岡尾段 162-3 可查詢 

113 新岡尾段 162-5 可查詢 

114 新岡尾段 162-10 可查詢 

115 新岡尾段 518-1 可查詢 

116 新岡尾段 526-1 可查詢 

117 新岡尾段 524-1 可查詢 

118 新岡尾段 524-2 可查詢 

119 新岡尾段 522-2 可查詢 

120 新岡尾段 525 可查詢 

121 新岡尾段 522 可查詢 

122 新岡尾段 597-1 可查詢 

123 新岡尾段 612 可查詢 

124 新岡尾段 615 可查詢 

125 新岡尾段 615-1 可查詢 

126 新岡尾段 675 可查詢 

127 新岡尾段 672 可查詢 

128 新岡尾段 671 可查詢 

129 新岡尾段 668-3 可查詢 

130 新岡尾段 668 可查詢 

131 新岡尾段 668-1 可查詢 

132 新岡尾段 696 可查詢 

133 新岡尾段 718 可查詢 

134 新岡尾段 716 可查詢 

135 新岡尾段 703 可查詢 

136 新岡尾段 702 可查詢 

137 新岡尾段 702-1 可查詢 

138 新岡尾段 706 可查詢 

139 新岡尾段 713 可查詢 

140 新岡尾段 700-3 可查詢 

141 新岡尾段 734 可查詢 

142 新岡尾段 730 可查詢 

143 福興段 1 可查詢 

144 東湳北段 1 可查詢 



 

 

 

 

 

 

 

 

附錄三 地質鑽探岩心照片 



工程名稱 鯉魚潭水庫及石岡壩水源聯合運用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安全評估 

鑽孔編號 DH-01 鑽探總深度 30 公尺 岩心深度 0-20公尺 

岩心箱數 6 鑽探年度 108年 

岩心判釋 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鑽探廠商 三笠探勘有限公司 

 
 
 



工程名稱 鯉魚潭水庫及石岡壩水源聯合運用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安全評估 

鑽孔編號 DH-01 鑽探總深度 30 公尺 岩心深度 20-30 公尺 

岩心箱數 6 鑽探年度 108年 

岩心判釋 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鑽探廠商 三笠探勘有限公司 

 



工程名稱 鯉魚潭水庫及石岡壩水源聯合運用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安全評估 

鑽孔編號 DH-02 鑽探總深度 30 公尺 岩心深度 0-16公尺 

岩心箱數 8 鑽探年度 108年 

岩心判釋 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鑽探廠商 三笠探勘有限公司 

 
 
 



工程名稱 鯉魚潭水庫及石岡壩水源聯合運用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安全評估 

鑽孔編號 DH-02 鑽探總深度 30 公尺 岩心深度 16-30 公尺 

岩心箱數 8 鑽探年度 108年 

岩心判釋 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鑽探廠商 三笠探勘有限公司 

 



工程名稱 鯉魚潭水庫及石岡壩水源聯合運用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安全評估 

鑽孔編號 DH-03 鑽探總深度 30 公尺 岩心深度 0-20公尺 

岩心箱數 6 鑽探年度 108年 

岩心判釋 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鑽探廠商 三笠探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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