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劃區名稱
重劃前

行政區
重劃前地段號

重劃後

行政區
重劃後地段號 備註

松山區第一期 松山區 頂東勢段111~456-3,

舊里族段431-7~698-1,

上塔悠段125~389-13,

下埤頭段371-7~432-10,

中崙段1-1~3-8

松山區 民生段全部地號 資料部分佚

失，無法查

對地號。

松山區第二期 松山區 祥和段一小段1~6-3,28-5~230-1,

祥和段二小段1-1~7-1,41-1~44-1,410,554~562-

1,662-1~666-1,723-1,

祥和段三小段1-1~3-1,28~30-1,335-1~338-1,

信義段二小段24-1~28-1,60-2,75~117-2,127-1~133-

1,167-1,187,188-1,200-1~260,

永春段二小段2-2,3-1,242~304-1,

永春段三小段437-1,522,540-1~573-1,588-1~598-1,

逸仙段二小段361-1,410-1,411-1,478-2~524-1,535-

1,536,

逸仙段三小段1,

三興段一小段1~58,61~79,94,121~126

信義區 信義段三小段1~54-14,

信義段四小段1~38-9,

信義段五小段1~48-14

松山區第三期 松山區 虎林段一小段241-1~245-5,256~299-1,303-1,304-

1,308,309,

虎林段三小段1-1~114-2

松山區 虎林段五小段1~29

松山區第四期 松山區 延吉段四小段141,226~228,232~254-1,263~265-

1,276,497,512~514

松山區 延吉段四小段616~620-5

松山區第五期 松山區 延壽段一小段233-1,240-1~254-2,274-1~277-2,342-

1~362-2,369~394-1,

寶清段一小段2-1~35-13,91-1~109

松山區 延壽段一小段401~425,

寶清段一小段605~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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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區名稱
重劃前

行政區
重劃前地段號

重劃後

行政區
重劃後地段號 備註

士林區第一期 士林區 雙溪段內雙溪小段701-2~994,

雙溪段外雙溪小段32-2~404-33

士林區 雙溪段重劃一小段1~56,

雙溪段重劃一小段57~94

士林區第二期 士林區 北安段五小段65-3,

陽明段四小段185-1~702,

光華段二小段671~757-1,

光華段四小段571-1~766-3,

光華段三小段1094-1,

永新段三小段1,

百齡段二小段2-1~392-1,

百臨段五小段2-5,

尾洲段423-13~515-4

士林區 北安段五小段817~819,

陽明段四小段703~771,

光華段四小段767~830,

光華段二小段1003~1064

士林區第三期 士林區 芝山段一小段39-1~63,155-1~173,410~505 士林區 芝山段一小段903~911-12

士林區第四期 士林區 福林段三小段38-2~174-1 士林區 福林段三小段810~813-3

士林區第五期 士林區 天母段一小段38~170-7 士林區 天母一小段455~461-6

中山區第一期 中山區 劍潭段7-1,8-26,16~18-77,33~38-10 士林區 劍潭段138~139-5,34-20 現行地段

號：百齡段

六小段

787~804、

807~811、

813~816

中山區第二期 中山區 下埤頭段358-3~358-121,370-1~378-26,390~426-

7,437-3~437-108,447-1~449-129,460-3

中山區 下埤頭段重劃一小段1~31

中山區第三期 中山區 下埤頭段576-1~576-5,583-8~593,

西新庄子段142-11~142-33,148~153-5

中山區 下埤頭段重劃二小段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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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前

行政區
重劃前地段號

重劃後

行政區
重劃後地段號 備註

中山區第四期 中山區 下埤頭段562~589-1,

西新庄子段123-1~125-17,135~142-28

中山區 榮星段七小段6~20

中山區第五期 中山區 榮星段三小段13,28~47,84,86 中山區 榮興段三小段597~601-4

中山區第六期 中山區 大直段1~6-3,608-5~609-4 中山區 北安段一小段1~1-9

中山區第七期 中山區 大直段24-8~109,116~165-16,183~185-1,308-

18~314-21

中山區 北安段三小段463~685

中山區第八期 松山區

中山區

濱江段四小段101-1~122-1,143-1~190-1,426-1~493-

1,552-2~585-1,

大佳段一小段14-2,318-3~320-2,

大佳段二小段489-1~553-1,569-4~619-1,651-1~706-

2,726-1~739-2,859-1~860-1

松山區

中山區

濱江段四小段589~635,

大佳段二小段906~953

中山區第九期 中山區 榮星段三小段16-1~29-2,84-

1~89,161~167,174~176-1

中山區 榮星段三小段19~20

中山區第十期 中山區 榮星段三小段47-1,48,73~75-1 中山區 榮星段三小段604~606

大安區第一期 大安區 六張犁段316-17~581-19 大安區

信義區

辛亥段六小段24~52-

9,53,53-1,53-5,53-8~53-

11,53-18,

犁和段四小段1~23-9,53-

6,53-7,53-13~53-17,53-

19,53-20

資料部分佚

失，無法查

對地號。

北投區第三期 北投區 秀山段二小段694-1~986-1 北投區 秀山段二小段1099~1133

北投區第四期 北投區 振興段一小段212~296 北投區 振興段一小段831~833-11

北投區第五期 北投區 大業段三小段622~725,

大業段四小段174-1~176-1

北投區 大業段五小段1~3-2

北投區第六期 北投區 桃源段一小段191~684 北投區 桃源段一小段692~702

北投區第七期 北投區 秀山段二小段945~986-6 北投區 秀山段二小段1134~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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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區名稱
重劃前

行政區
重劃前地段號

重劃後

行政區
重劃後地段號 備註

木柵區第一期 木柵區 內湖段打鐵寮小段3-3~65-8,

內湖段新厝小段6-2~18-2

文山區 木新段三小段1~7-9

木柵區第二期 木柵區 坡內坑段新興小段341~477,

坡內坑段小坑小段36~125,

政大段二小段47,50,53,56,59,61,64

文山區 政大段一小段1~167

木柵區第三期 木柵區 內湖段打鐵寮小段5-2~57-14,

內湖段新厝小段13~25-4,

內湖段樟腳小段1-5~118-5,

實踐段二小段350~638,

實踐段三小段356~665

文山區 木柵段二小段976~1029,

木柵段四小段869~909,

實踐段二小段639~668,

實踐段三小段689~789

內湖區第一期 內湖區 新里族段五分小段4-5~280-1,

新里族段十四分小段56-1,

新里族段內溝火岸坑小段148-1~430-2

內湖區 東湖段一小段1-1~35

內湖區第二期 內湖區 新里族段五分小段1~270-3,

新里族段十四分小段1~93-1,427~469-7,

新里族段內溝火岸坑小段412-1~416-2,419-16~255-

5,267-2,

新里族段葫蘆洲小段1,1-1,1-12~1-14,3-2,3-34,3-

42,24-2

內湖區 東湖段二小段1~37

內湖區第三期 內湖區 新里族段十四分小段91-1~123-32,210~280-

19,397~427-10,

新里族段葫蘆洲段小段1-4~25-4,233-4~254-15,

新里族段五分小段141-10~190-7

內湖區 東湖段三小段1~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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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區名稱
重劃前

行政區
重劃前地段號

重劃後

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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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湖區第四期 內湖區 新里族段十四分小段205-1~526-11,

新里族段灣子小段1-1~117-11,201~334-4,557~763-

14,

東湖段六小段391-1~443-1,

石潭段二小段171-1,

石潭段三小段595

內湖區 石潭段四小段1~446

內湖區第五期 內湖區 新里族段灣子小段318-8~449-13,

新里族段羊稠小段4-2~187-21,

新里族段洲尾小段3-1~159-52

內湖區 潭美段五小段1~179

內湖區第六期 內湖區 西湖段一小段900~1062-1,

西湖段三小段1~205-1,212-1~596-1,

碧湖段五小段1~5,69~69-10,104~335,

文德段二小段548-1~585-16,603-6,611-6,641-1,644-

3,645-5,650-2,657~838-2,340-1~585,307-

1~323,355-1~629-1,

文德段三小段638-1,640-1,

文德段四小段644-2,646-4

內湖區 西湖段四小段1~404,

文德段五小段1~393

內湖區第七期 內湖區 新里族段十四分坡內小段260-20~298-3,352~374-

4,494-2~510-3,589-1,

康寧段一小段229-6

內湖區 大湖段二小段1~9-8

內湖區第八期 內湖區 新里族段內溝小段486~515-5,1012-2~1042-3,

新里族段內溝火炭坑小段156-24~185-8,

新里族段十四分坡內小段173-40~173-43

內湖區 東湖段四小段1~12-3

南港區第一期 南港區 南港段一小段18~20,82,119~183,206~709 南港區 經貿段

11~16,27~38,41~56,59~

65
南港區第二期 南港區 中南段二小段383~423 南港區 中南段二小段859~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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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區名稱
重劃前

行政區
重劃前地段號

重劃後

行政區
重劃後地段號 備註

南港區第三期 南港區 玉成段二小段87-1,119,162-1,164,164-1,293-1,293-

6,293-7,297,297-2,

南港段四小段381-1~384-1,404-1,406~410-2,410-

4,410-5,411~413,453-1,453-6~453-

8,484,486~489,489-2~498,502~504,504-3,505,506,

南港段二小段626,929,930-1,935~942,948,948-3

南港區 玉成段二小段727~733,

南港段四小段574~581,

南港段二小段972~973

文山區第一期 文山區 政大段四小段209-1~212-2,213-1,241,262-

1,263,265~271,274,275,278~279-2,282~283-

1,285~286-1,290,304,319~321,323,327,329,329-

1,331~332,335,337~349-1,351-1

文山區 政大段四小段836~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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