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鄉鎮市區 段小段 地/建號 面積(平方公尺) 姓名或名稱 權利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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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060001415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崁腳小段

0040-0000 213 戴綢 鄭錦燦、鄭錦麟、鄭錦鳳

FE060001424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堀湖小段

0020-0001 293 鄭阿卿 鄭水柳、鄭清祥、鄭貞義、鄭光琛、鄭有進、鄭凱文、鄭啟祥、鄭啟水、鄭正楠、鄭蕃薯、鄭燦

煌、鄭有諒、鄭有陀、鄭順升、鄭智銘、鄭尊榮、鄭阿卿、鄭炎讚、鄭火炎、鄭塗火、鄭金堆、

鄭江龍、鄭張雲、許玉蘭、鄭倚欣、鄭翔州、鄭亦涵、鄭鎰鍾、鄭登財、林鄭雪、鄭樹、黃鄭

心、鄭麗美、鄭泰助、鄭媛心、鄭惠美、鄭定吉、鄭國和、鄭國平、鄭明偉、鄭石吟、鄭智元、

鄭金美、鄭金順、鄭炎祥、鄭慶輝、鄭光復、鄭榮方、鄭美香

50 鄭水和 鄭火足、鄭紅牛、鄭長春、鄭玉真、曾紅毛、曾德圓、曾進登、張鄭堅、鄭波、鄭福吉、李清、

鄭如伶、鄭文斌、陳成、陳萬富、鄭籐樹、鄭琴吉、鄭智元、鄭文欽、鄭宗獻、鄭智仁、鄭啟

平、鄭吉來、鄭吉義、鄭吉實、鄭吉從、李鄭月玲、鄭進當、林滿足、鄭竣源

FE060001416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崁腳小段

0195-0000 3181 鄭水和 鄭火足、鄭紅牛、鄭長春、鄭玉真、曾紅毛、曾德圓、曾進登、張鄭堅、鄭波、鄭福吉、李清、

鄭如伶、鄭文斌、陳成、陳萬富、鄭籐樹、鄭琴吉、鄭智元、鄭文欽、鄭宗獻、鄭智仁、鄭啟

平、鄭吉來、鄭吉義、鄭吉實、鄭吉從、李鄭月玲、鄭進當、林滿足、鄭竣源

FE060001417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崁腳小段

0195-0001

300 鄭水和 鄭火足、鄭紅牛、鄭長春、鄭玉真、曾紅毛、曾德圓、曾進登、張鄭堅、鄭波、鄭福吉、李清、

鄭如伶、鄭文斌、陳成、陳萬富、鄭籐樹、鄭琴吉、鄭智元、鄭文欽、鄭宗獻、鄭智仁、鄭啟

平、鄭吉來、鄭吉義、鄭吉實、鄭吉從、李鄭月玲、鄭進當、林滿足、鄭竣源

FE060001418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崁腳小段

0195-0002 200 鄭水和 鄭火足、鄭紅牛、鄭長春、鄭玉真、曾紅毛、曾德圓、曾進登、張鄭堅、鄭波、鄭福吉、李清、

鄭如伶、鄭文斌、陳成、陳萬富、鄭籐樹、鄭琴吉、鄭智元、鄭文欽、鄭宗獻、鄭智仁、鄭啟

平、鄭吉來、鄭吉義、鄭吉實、鄭吉從、李鄭月玲、鄭進當、林滿足、鄭竣源

FE060001419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崁腳小段

0195-0003

621 鄭玉真 蘇樹鄭、蔣廖緣、蔣克端、蔣克宏、徐根樹、鄭純蒸、李戊己、鄭紅牛、李義祥、李成三、張子

貴、鄭玉真、鄭坤生、鄭張英、鄭波、徐秀釧、徐東慶、林宗賢、陳成、陳萬富、蔣曉玲、許徐

月珍、鄭金塗、鄭清正、鄭孝雄、鄭建鏘

FE060001420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崁腳小段

0195-0004 1550 鄭水和 鄭火足、鄭紅牛、鄭長春、鄭玉真、曾紅毛、曾德圓、曾進登、張鄭堅、鄭波、鄭福吉、李清、

鄭如伶、鄭文斌、陳成、陳萬富、鄭籐樹、鄭琴吉、鄭智元、鄭文欽、鄭宗獻、鄭智仁、鄭啟

平、鄭吉來、鄭吉義、鄭吉實、鄭吉從、李鄭月玲、鄭進當、林滿足、鄭竣源

FE060001421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崁腳小段

0196-0000

621 鄭歲 蘇樹鄭、蔣廖緣、蔣克端、蔣克宏、徐根樹、鄭純蒸、李戊己、鄭紅牛、李義祥、李成三、張子

貴、鄭玉真、鄭坤生、鄭張英、鄭波、徐秀釧、徐東慶、林宗賢、陳成、陳萬富、蔣曉玲、許徐

月珍、鄭金塗、鄭清正、鄭孝雄、鄭建鏘

FE060001422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崁腳小段

0196-0000 621 鄭成家 蘇樹鄭、蔣廖緣、蔣克端、蔣克宏、徐根樹、鄭純蒸、李戊己、鄭紅牛、李義祥、李成三、張子

貴、鄭玉真、鄭坤生、鄭張英、鄭波、徐秀釧、徐東慶、林宗賢、陳成、陳萬富、蔣曉玲、許徐

月珍、鄭金塗、鄭清正、鄭孝雄、鄭建鏘

FE060001423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崁腳小段

0196-0000

台北縣政府清查公告之土地及建物清冊

民國45年12月31日以前登記之未定期限地上權                             單位：平方公尺

編號
土  地/建  物  標  示 登  記  名  義  人 土  地/建  物  所  有  權  人

姓名或名稱

FE060001425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堀湖小段

0020-0001 293 鄭火炎 鄭水柳、鄭清祥、鄭貞義、鄭光琛、鄭有進、鄭凱文、鄭啟祥、鄭啟水、鄭正楠、鄭蕃薯、鄭燦

煌、鄭有諒、鄭有陀、鄭順升、鄭智銘、鄭尊榮、鄭阿卿、鄭炎讚、鄭火炎、鄭塗火、鄭金堆、

鄭江龍、鄭張雲、許玉蘭、鄭倚欣、鄭翔州、鄭亦涵、鄭鎰鍾、鄭登財、林鄭雪、鄭樹、黃鄭

心、鄭麗美、鄭泰助、鄭媛心、鄭惠美、鄭定吉、鄭國和、鄭國平、鄭明偉、鄭石吟、鄭智元、

鄭金美、鄭金順、鄭炎祥、鄭慶輝、鄭光復、鄭榮方、鄭美香
FE060001426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堀湖小段

0020-0001 293 鄭塗火 鄭水柳、鄭清祥、鄭貞義、鄭光琛、鄭有進、鄭凱文、鄭啟祥、鄭啟水、鄭正楠、鄭蕃薯、鄭燦

煌、鄭有諒、鄭有陀、鄭順升、鄭智銘、鄭尊榮、鄭阿卿、鄭炎讚、鄭火炎、鄭塗火、鄭金堆、

鄭江龍、鄭張雲、許玉蘭、鄭倚欣、鄭翔州、鄭亦涵、鄭鎰鍾、鄭登財、林鄭雪、鄭樹、黃鄭

心、鄭麗美、鄭泰助、鄭媛心、鄭惠美、鄭定吉、鄭國和、鄭國平、鄭明偉、鄭石吟、鄭智元、

鄭金美、鄭金順、鄭炎祥、鄭慶輝、鄭光復、鄭榮方、鄭美香
FE060001427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堀湖小段

0020-0001 293 鄭炎讚 鄭水柳、鄭清祥、鄭貞義、鄭光琛、鄭有進、鄭凱文、鄭啟祥、鄭啟水、鄭正楠、鄭蕃薯、鄭燦

煌、鄭有諒、鄭有陀、鄭順升、鄭智銘、鄭尊榮、鄭阿卿、鄭炎讚、鄭火炎、鄭塗火、鄭金堆、

鄭江龍、鄭張雲、許玉蘭、鄭倚欣、鄭翔州、鄭亦涵、鄭鎰鍾、鄭登財、林鄭雪、鄭樹、黃鄭

心、鄭麗美、鄭泰助、鄭媛心、鄭惠美、鄭定吉、鄭國和、鄭國平、鄭明偉、鄭石吟、鄭智元、

鄭金美、鄭金順、鄭炎祥、鄭慶輝、鄭光復、鄭榮方、鄭美香
FE060001428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堀湖小段

0026-0000 437 鄭定吉 鄭水柳、鄭清祥、鄭貞義、鄭光琛、鄭有進、鄭凱文、鄭啟祥、鄭啟水、鄭正楠、鄭蕃薯、鄭燦

煌、鄭有諒、鄭有陀、鄭順升、鄭智銘、鄭尊榮、鄭阿卿、鄭炎讚、鄭火炎、鄭塗火、鄭金堆、

鄭培銘、鄭張雲、許玉蘭、鄭倚欣、鄭翔州、鄭亦涵、鄭鎰鍾、鄭登財、林鄭雪、鄭樹、黃鄭

心、鄭麗美、鄭泰助、鄭媛心、鄭惠美、鄭國和、鄭國平、鄭定吉、鄭明偉、鄭石吟、鄭智元、

鄭金美、鄭金順、鄭戴玉櫻、鄭張梅子、鄭仲倫、鄭力川、鄭炎祥、鄭慶輝、鄭光銘
FE060001429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堀湖小段

0026-0000 437 鄭元和 鄭水柳、鄭清祥、鄭貞義、鄭光琛、鄭有進、鄭凱文、鄭啟祥、鄭啟水、鄭正楠、鄭蕃薯、鄭燦

煌、鄭有諒、鄭有陀、鄭順升、鄭智銘、鄭尊榮、鄭阿卿、鄭炎讚、鄭火炎、鄭塗火、鄭金堆、

鄭培銘、鄭張雲、許玉蘭、鄭倚欣、鄭翔州、鄭亦涵、鄭鎰鍾、鄭登財、林鄭雪、鄭樹、黃鄭

心、鄭麗美、鄭泰助、鄭媛心、鄭惠美、鄭國和、鄭國平、鄭定吉、鄭明偉、鄭石吟、鄭智元、

鄭金美、鄭金順、鄭戴玉櫻、鄭張梅子、鄭仲倫、鄭力川、鄭炎祥、鄭慶輝、鄭光銘
FE060001430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堀湖小段

0026-0000 437 鄭國和 鄭水柳、鄭清祥、鄭貞義、鄭光琛、鄭有進、鄭凱文、鄭啟祥、鄭啟水、鄭正楠、鄭蕃薯、鄭燦

煌、鄭有諒、鄭有陀、鄭順升、鄭智銘、鄭尊榮、鄭阿卿、鄭炎讚、鄭火炎、鄭塗火、鄭金堆、

鄭培銘、鄭張雲、許玉蘭、鄭倚欣、鄭翔州、鄭亦涵、鄭鎰鍾、鄭登財、林鄭雪、鄭樹、黃鄭

心、鄭麗美、鄭泰助、鄭媛心、鄭惠美、鄭國和、鄭國平、鄭定吉、鄭明偉、鄭石吟、鄭智元、

鄭金美、鄭金順、鄭戴玉櫻、鄭張梅子、鄭仲倫、鄭力川、鄭炎祥、鄭慶輝、鄭光銘
FE060001431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堀湖小段

0026-0000 437 鄭國平 鄭水柳、鄭清祥、鄭貞義、鄭光琛、鄭有進、鄭凱文、鄭啟祥、鄭啟水、鄭正楠、鄭蕃薯、鄭燦

煌、鄭有諒、鄭有陀、鄭順升、鄭智銘、鄭尊榮、鄭阿卿、鄭炎讚、鄭火炎、鄭塗火、鄭金堆、

鄭培銘、鄭張雲、許玉蘭、鄭倚欣、鄭翔州、鄭亦涵、鄭鎰鍾、鄭登財、林鄭雪、鄭樹、黃鄭

心、鄭麗美、鄭泰助、鄭媛心、鄭惠美、鄭國和、鄭國平、鄭定吉、鄭明偉、鄭石吟、鄭智元、

鄭金美、鄭金順、鄭戴玉櫻、鄭張梅子、鄭仲倫、鄭力川、鄭炎祥、鄭慶輝、鄭光銘
FE060001432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堀湖小段

0026-0000 437 鄭隱藏 鄭水柳、鄭清祥、鄭貞義、鄭光琛、鄭有進、鄭凱文、鄭啟祥、鄭啟水、鄭正楠、鄭蕃薯、鄭燦

煌、鄭有諒、鄭有陀、鄭順升、鄭智銘、鄭尊榮、鄭阿卿、鄭炎讚、鄭火炎、鄭塗火、鄭金堆、

鄭培銘、鄭張雲、許玉蘭、鄭倚欣、鄭翔州、鄭亦涵、鄭鎰鍾、鄭登財、林鄭雪、鄭樹、黃鄭

心、鄭麗美、鄭泰助、鄭媛心、鄭惠美、鄭國和、鄭國平、鄭定吉、鄭明偉、鄭石吟、鄭智元、

鄭金美、鄭金順、鄭戴玉櫻、鄭張梅子、鄭仲倫、鄭力川、鄭炎祥、鄭慶輝、鄭光銘
FE060001433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堀湖小段

0026-0000 437 鄭雅隆 鄭水柳、鄭清祥、鄭貞義、鄭光琛、鄭有進、鄭凱文、鄭啟祥、鄭啟水、鄭正楠、鄭蕃薯、鄭燦

煌、鄭有諒、鄭有陀、鄭順升、鄭智銘、鄭尊榮、鄭阿卿、鄭炎讚、鄭火炎、鄭塗火、鄭金堆、

鄭培銘、鄭張雲、許玉蘭、鄭倚欣、鄭翔州、鄭亦涵、鄭鎰鍾、鄭登財、林鄭雪、鄭樹、黃鄭

心、鄭麗美、鄭泰助、鄭媛心、鄭惠美、鄭國和、鄭國平、鄭定吉、鄭明偉、鄭石吟、鄭智元、

鄭金美、鄭金順、鄭戴玉櫻、鄭張梅子、鄭仲倫、鄭力川、鄭炎祥、鄭慶輝、鄭光銘
FE060001434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堀湖小段

0026-0000 437 鄭正楠 鄭水柳、鄭清祥、鄭貞義、鄭光琛、鄭有進、鄭凱文、鄭啟祥、鄭啟水、鄭正楠、鄭蕃薯、鄭燦

煌、鄭有諒、鄭有陀、鄭順升、鄭智銘、鄭尊榮、鄭阿卿、鄭炎讚、鄭火炎、鄭塗火、鄭金堆、

鄭培銘、鄭張雲、許玉蘭、鄭倚欣、鄭翔州、鄭亦涵、鄭鎰鍾、鄭登財、林鄭雪、鄭樹、黃鄭

心、鄭麗美、鄭泰助、鄭媛心、鄭惠美、鄭國和、鄭國平、鄭定吉、鄭明偉、鄭石吟、鄭智元、

鄭金美、鄭金順、鄭戴玉櫻、鄭張梅子、鄭仲倫、鄭力川、鄭炎祥、鄭慶輝、鄭光銘
FE060001435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堀湖小段

0026-0000 437 鄭蕃薯 鄭水柳、鄭清祥、鄭貞義、鄭光琛、鄭有進、鄭凱文、鄭啟祥、鄭啟水、鄭正楠、鄭蕃薯、鄭燦

煌、鄭有諒、鄭有陀、鄭順升、鄭智銘、鄭尊榮、鄭阿卿、鄭炎讚、鄭火炎、鄭塗火、鄭金堆、

鄭培銘、鄭張雲、許玉蘭、鄭倚欣、鄭翔州、鄭亦涵、鄭鎰鍾、鄭登財、林鄭雪、鄭樹、黃鄭

心、鄭麗美、鄭泰助、鄭媛心、鄭惠美、鄭國和、鄭國平、鄭定吉、鄭明偉、鄭石吟、鄭智元、

鄭金美、鄭金順、鄭戴玉櫻、鄭張梅子、鄭仲倫、鄭力川、鄭炎祥、鄭慶輝、鄭光銘
FE060001436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堀湖小段

0026-0000 437 鄭燦煌 鄭水柳、鄭清祥、鄭貞義、鄭光琛、鄭有進、鄭凱文、鄭啟祥、鄭啟水、鄭正楠、鄭蕃薯、鄭燦

煌、鄭有諒、鄭有陀、鄭順升、鄭智銘、鄭尊榮、鄭阿卿、鄭炎讚、鄭火炎、鄭塗火、鄭金堆、

鄭培銘、鄭張雲、許玉蘭、鄭倚欣、鄭翔州、鄭亦涵、鄭鎰鍾、鄭登財、林鄭雪、鄭樹、黃鄭

心、鄭麗美、鄭泰助、鄭媛心、鄭惠美、鄭國和、鄭國平、鄭定吉、鄭明偉、鄭石吟、鄭智元、

鄭金美、鄭金順、鄭戴玉櫻、鄭張梅子、鄭仲倫、鄭力川、鄭炎祥、鄭慶輝、鄭光銘
FE060001437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堀湖小段

0026-0000 437 鄭張雲 鄭水柳、鄭清祥、鄭貞義、鄭光琛、鄭有進、鄭凱文、鄭啟祥、鄭啟水、鄭正楠、鄭蕃薯、鄭燦

煌、鄭有諒、鄭有陀、鄭順升、鄭智銘、鄭尊榮、鄭阿卿、鄭炎讚、鄭火炎、鄭塗火、鄭金堆、

鄭培銘、鄭張雲、許玉蘭、鄭倚欣、鄭翔州、鄭亦涵、鄭鎰鍾、鄭登財、林鄭雪、鄭樹、黃鄭

心、鄭麗美、鄭泰助、鄭媛心、鄭惠美、鄭國和、鄭國平、鄭定吉、鄭明偉、鄭石吟、鄭智元、

鄭金美、鄭金順、鄭戴玉櫻、鄭張梅子、鄭仲倫、鄭力川、鄭炎祥、鄭慶輝、鄭光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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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區 段小段 地/建號 面積(平方公尺) 姓名或名稱 權利範圍

台北縣政府清查公告之土地及建物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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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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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060001438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堀湖小段

0026-0000 437 鄭慶輝 鄭水柳、鄭清祥、鄭貞義、鄭光琛、鄭有進、鄭凱文、鄭啟祥、鄭啟水、鄭正楠、鄭蕃薯、鄭燦

煌、鄭有諒、鄭有陀、鄭順升、鄭智銘、鄭尊榮、鄭阿卿、鄭炎讚、鄭火炎、鄭塗火、鄭金堆、

鄭培銘、鄭張雲、許玉蘭、鄭倚欣、鄭翔州、鄭亦涵、鄭鎰鍾、鄭登財、林鄭雪、鄭樹、黃鄭

心、鄭麗美、鄭泰助、鄭媛心、鄭惠美、鄭國和、鄭國平、鄭定吉、鄭明偉、鄭石吟、鄭智元、

鄭金美、鄭金順、鄭戴玉櫻、鄭張梅子、鄭仲倫、鄭力川、鄭炎祥、鄭慶輝、鄭光銘
FE060001439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堀湖小段

0026-0001 3578 鄭定吉 鄭水柳、鄭清祥、鄭貞義、鄭光琛、鄭有進、鄭凱文、鄭啟祥、鄭啟水、鄭正楠、鄭蕃薯、鄭燦

煌、鄭有諒、鄭有陀、鄭順升、鄭智銘、鄭尊榮、鄭阿卿、鄭炎讚、鄭火炎、鄭塗火、鄭金堆、

鄭培銘、鄭張雲、許玉蘭、鄭倚欣、鄭翔州、鄭亦涵、鄭鎰鍾、鄭登財、林鄭雪、鄭樹、黃鄭

心、鄭麗美、鄭泰助、鄭媛心、鄭惠美、鄭定吉、鄭國和、鄭國平、鄭明偉、鄭石吟、鄭智元、

鄭金美、鄭金順、鄭戴玉櫻、鄭張梅子、鄭仲倫、鄭力川、鄭炎祥、鄭慶輝、鄭光復、鄭光隆、

鄭光銘
FE060001440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堀湖小段

0026-0001 3578 鄭元和 鄭水柳、鄭清祥、鄭貞義、鄭光琛、鄭有進、鄭凱文、鄭啟祥、鄭啟水、鄭正楠、鄭蕃薯、鄭燦

煌、鄭有諒、鄭有陀、鄭順升、鄭智銘、鄭尊榮、鄭阿卿、鄭炎讚、鄭火炎、鄭塗火、鄭金堆、

鄭培銘、鄭張雲、許玉蘭、鄭倚欣、鄭翔州、鄭亦涵、鄭鎰鍾、鄭登財、林鄭雪、鄭樹、黃鄭

心、鄭麗美、鄭泰助、鄭媛心、鄭惠美、鄭定吉、鄭國和、鄭國平、鄭明偉、鄭石吟、鄭智元、

鄭金美、鄭金順、鄭戴玉櫻、鄭張梅子、鄭仲倫、鄭力川、鄭炎祥、鄭慶輝、鄭光復、鄭光隆、

鄭光銘
FE060001441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堀湖小段

0026-0001 3578 鄭國和 鄭水柳、鄭清祥、鄭貞義、鄭光琛、鄭有進、鄭凱文、鄭啟祥、鄭啟水、鄭正楠、鄭蕃薯、鄭燦

煌、鄭有諒、鄭有陀、鄭順升、鄭智銘、鄭尊榮、鄭阿卿、鄭炎讚、鄭火炎、鄭塗火、鄭金堆、

鄭培銘、鄭張雲、許玉蘭、鄭倚欣、鄭翔州、鄭亦涵、鄭鎰鍾、鄭登財、林鄭雪、鄭樹、黃鄭

心、鄭麗美、鄭泰助、鄭媛心、鄭惠美、鄭定吉、鄭國和、鄭國平、鄭明偉、鄭石吟、鄭智元、

鄭金美、鄭金順、鄭戴玉櫻、鄭張梅子、鄭仲倫、鄭力川、鄭炎祥、鄭慶輝、鄭光復、鄭光隆、

鄭光銘
FE060001442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堀湖小段

0026-0001 3578 鄭國平 鄭水柳、鄭清祥、鄭貞義、鄭光琛、鄭有進、鄭凱文、鄭啟祥、鄭啟水、鄭正楠、鄭蕃薯、鄭燦

煌、鄭有諒、鄭有陀、鄭順升、鄭智銘、鄭尊榮、鄭阿卿、鄭炎讚、鄭火炎、鄭塗火、鄭金堆、

鄭培銘、鄭張雲、許玉蘭、鄭倚欣、鄭翔州、鄭亦涵、鄭鎰鍾、鄭登財、林鄭雪、鄭樹、黃鄭

心、鄭麗美、鄭泰助、鄭媛心、鄭惠美、鄭定吉、鄭國和、鄭國平、鄭明偉、鄭石吟、鄭智元、

鄭金美、鄭金順、鄭戴玉櫻、鄭張梅子、鄭仲倫、鄭力川、鄭炎祥、鄭慶輝、鄭光復、鄭光隆、

鄭光銘
FE060001443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堀湖小段

0026-0001 3578 鄭隱藏 鄭水柳、鄭清祥、鄭貞義、鄭光琛、鄭有進、鄭凱文、鄭啟祥、鄭啟水、鄭正楠、鄭蕃薯、鄭燦

煌、鄭有諒、鄭有陀、鄭順升、鄭智銘、鄭尊榮、鄭阿卿、鄭炎讚、鄭火炎、鄭塗火、鄭金堆、

鄭培銘、鄭張雲、許玉蘭、鄭倚欣、鄭翔州、鄭亦涵、鄭鎰鍾、鄭登財、林鄭雪、鄭樹、黃鄭

心、鄭麗美、鄭泰助、鄭媛心、鄭惠美、鄭定吉、鄭國和、鄭國平、鄭明偉、鄭石吟、鄭智元、

鄭金美、鄭金順、鄭戴玉櫻、鄭張梅子、鄭仲倫、鄭力川、鄭炎祥、鄭慶輝、鄭光復、鄭光隆、

鄭光銘
FE060001444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堀湖小段

0026-0001 3578 鄭雅隆 鄭水柳、鄭清祥、鄭貞義、鄭光琛、鄭有進、鄭凱文、鄭啟祥、鄭啟水、鄭正楠、鄭蕃薯、鄭燦

煌、鄭有諒、鄭有陀、鄭順升、鄭智銘、鄭尊榮、鄭阿卿、鄭炎讚、鄭火炎、鄭塗火、鄭金堆、

鄭培銘、鄭張雲、許玉蘭、鄭倚欣、鄭翔州、鄭亦涵、鄭鎰鍾、鄭登財、林鄭雪、鄭樹、黃鄭

心、鄭麗美、鄭泰助、鄭媛心、鄭惠美、鄭定吉、鄭國和、鄭國平、鄭明偉、鄭石吟、鄭智元、

鄭金美、鄭金順、鄭戴玉櫻、鄭張梅子、鄭仲倫、鄭力川、鄭炎祥、鄭慶輝、鄭光復、鄭光隆、

鄭光銘
FE060001445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堀湖小段

0026-0001 3578 鄭正楠 鄭水柳、鄭清祥、鄭貞義、鄭光琛、鄭有進、鄭凱文、鄭啟祥、鄭啟水、鄭正楠、鄭蕃薯、鄭燦

煌、鄭有諒、鄭有陀、鄭順升、鄭智銘、鄭尊榮、鄭阿卿、鄭炎讚、鄭火炎、鄭塗火、鄭金堆、

鄭培銘、鄭張雲、許玉蘭、鄭倚欣、鄭翔州、鄭亦涵、鄭鎰鍾、鄭登財、林鄭雪、鄭樹、黃鄭

心、鄭麗美、鄭泰助、鄭媛心、鄭惠美、鄭定吉、鄭國和、鄭國平、鄭明偉、鄭石吟、鄭智元、

鄭金美、鄭金順、鄭戴玉櫻、鄭張梅子、鄭仲倫、鄭力川、鄭炎祥、鄭慶輝、鄭光復、鄭光隆、

鄭光銘
FE060001446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堀湖小段

0026-0001 3578 鄭蕃薯 鄭水柳、鄭清祥、鄭貞義、鄭光琛、鄭有進、鄭凱文、鄭啟祥、鄭啟水、鄭正楠、鄭蕃薯、鄭燦

煌、鄭有諒、鄭有陀、鄭順升、鄭智銘、鄭尊榮、鄭阿卿、鄭炎讚、鄭火炎、鄭塗火、鄭金堆、

鄭培銘、鄭張雲、許玉蘭、鄭倚欣、鄭翔州、鄭亦涵、鄭鎰鍾、鄭登財、林鄭雪、鄭樹、黃鄭

心、鄭麗美、鄭泰助、鄭媛心、鄭惠美、鄭定吉、鄭國和、鄭國平、鄭明偉、鄭石吟、鄭智元、

鄭金美、鄭金順、鄭戴玉櫻、鄭張梅子、鄭仲倫、鄭力川、鄭炎祥、鄭慶輝、鄭光復、鄭光隆、

鄭光銘
FE060001447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堀湖小段

0026-0001 3578 鄭燦煌 鄭水柳、鄭清祥、鄭貞義、鄭光琛、鄭有進、鄭凱文、鄭啟祥、鄭啟水、鄭正楠、鄭蕃薯、鄭燦

煌、鄭有諒、鄭有陀、鄭順升、鄭智銘、鄭尊榮、鄭阿卿、鄭炎讚、鄭火炎、鄭塗火、鄭金堆、

鄭培銘、鄭張雲、許玉蘭、鄭倚欣、鄭翔州、鄭亦涵、鄭鎰鍾、鄭登財、林鄭雪、鄭樹、黃鄭

心、鄭麗美、鄭泰助、鄭媛心、鄭惠美、鄭定吉、鄭國和、鄭國平、鄭明偉、鄭石吟、鄭智元、

鄭金美、鄭金順、鄭戴玉櫻、鄭張梅子、鄭仲倫、鄭力川、鄭炎祥、鄭慶輝、鄭光復、鄭光隆、

鄭光銘
FE060001448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堀湖小段

0026-0001 3578 鄭張雲 鄭水柳、鄭清祥、鄭貞義、鄭光琛、鄭有進、鄭凱文、鄭啟祥、鄭啟水、鄭正楠、鄭蕃薯、鄭燦

煌、鄭有諒、鄭有陀、鄭順升、鄭智銘、鄭尊榮、鄭阿卿、鄭炎讚、鄭火炎、鄭塗火、鄭金堆、

鄭培銘、鄭張雲、許玉蘭、鄭倚欣、鄭翔州、鄭亦涵、鄭鎰鍾、鄭登財、林鄭雪、鄭樹、黃鄭

心、鄭麗美、鄭泰助、鄭媛心、鄭惠美、鄭定吉、鄭國和、鄭國平、鄭明偉、鄭石吟、鄭智元、

鄭金美、鄭金順、鄭戴玉櫻、鄭張梅子、鄭仲倫、鄭力川、鄭炎祥、鄭慶輝、鄭光復、鄭光隆、

鄭光銘
FE060001449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堀湖小段

0026-0001 3578 鄭慶輝 鄭水柳、鄭清祥、鄭貞義、鄭光琛、鄭有進、鄭凱文、鄭啟祥、鄭啟水、鄭正楠、鄭蕃薯、鄭燦

煌、鄭有諒、鄭有陀、鄭順升、鄭智銘、鄭尊榮、鄭阿卿、鄭炎讚、鄭火炎、鄭塗火、鄭金堆、

鄭培銘、鄭張雲、許玉蘭、鄭倚欣、鄭翔州、鄭亦涵、鄭鎰鍾、鄭登財、林鄭雪、鄭樹、黃鄭

心、鄭麗美、鄭泰助、鄭媛心、鄭惠美、鄭定吉、鄭國和、鄭國平、鄭明偉、鄭石吟、鄭智元、

鄭金美、鄭金順、鄭戴玉櫻、鄭張梅子、鄭仲倫、鄭力川、鄭炎祥、鄭慶輝、鄭光復、鄭光隆、

鄭光銘
FE060001450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堀湖小段

0086-0000 2808 李通福 張金鎗、張豐彥、李錦旺、李戊己、張木盛、李義祥、李成三、張子貴、李清郎、李清吉、李春

和、李進順、楊進興、李繁治、李文良、李良村、李罔市、李萬居、葉仁三、葉仁泉、葉炎鎮、

葉根墻、葉金印、張福來、張木基、林惠明、林惠龍、李志煌、李後根、李志宏、李志隆、葉海

沱、葉森枝、葉進松、葉樹根、葉根福、張順進、李科緯、李科禧、李科練、張慶常、曾煥勝、

曾照代、周曾玉雲、林彥卿、蔡林淑卿、林衍卿、李張不、葉朝枝、葉朝源、葉來發、張邦傑、

張永興、張永利、張永忠、張永源、張永富、張永成、李信雄、李金池、李文雄、李清長、李春

益、李全益、李全發、李全春、李宗庭、葉川裕、葉泰志、中華民國、陳寶順、陳喜敬、楊寄

草、楊聰華、楊忠州、張永煌、張正川、張正坤、李文興、李文章、李子龍、李子鵬、呂國輝、

陳瑞玄、林榮輝、林谷峰、林榮祥、張佳瑜
FE060001451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堀湖小段

0086-0000 2808 李添木 張金鎗、張豐彥、李錦旺、李戊己、張木盛、李義祥、李成三、張子貴、李清郎、李清吉、李春

和、李進順、楊進興、李繁治、李文良、李良村、李罔市、李萬居、葉仁三、葉仁泉、葉炎鎮、

葉根墻、葉金印、張福來、張木基、林惠明、林惠龍、李志煌、李後根、李志宏、李志隆、葉海

沱、葉森枝、葉進松、葉樹根、葉根福、張順進、李科緯、李科禧、李科練、張慶常、曾煥勝、

曾照代、周曾玉雲、林彥卿、蔡林淑卿、林衍卿、李張不、葉朝枝、葉朝源、葉來發、張邦傑、

張永興、張永利、張永忠、張永源、張永富、張永成、李信雄、李金池、李文雄、李清長、李春

益、李全益、李全發、李全春、李宗庭、葉川裕、葉泰志、中華民國、陳寶順、陳喜敬、楊寄

草、楊聰華、楊忠州、張永煌、張正川、張正坤、李文興、李文章、李子龍、李子鵬、呂國輝、

陳瑞玄、林榮輝、林谷峰、林榮祥、張佳瑜
FE060001452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堀湖小段

0086-0000 2808 李春和 張金鎗、張豐彥、李錦旺、李戊己、張木盛、李義祥、李成三、張子貴、李清郎、李清吉、李春

和、李進順、楊進興、李繁治、李文良、李良村、李罔市、李萬居、葉仁三、葉仁泉、葉炎鎮、

葉根墻、葉金印、張福來、張木基、林惠明、林惠龍、李志煌、李後根、李志宏、李志隆、葉海

沱、葉森枝、葉進松、葉樹根、葉根福、張順進、李科緯、李科禧、李科練、張慶常、曾煥勝、

曾照代、周曾玉雲、林彥卿、蔡林淑卿、林衍卿、李張不、葉朝枝、葉朝源、葉來發、張邦傑、

張永興、張永利、張永忠、張永源、張永富、張永成、李信雄、李金池、李文雄、李清長、李春

益、李全益、李全發、李全春、李宗庭、葉川裕、葉泰志、中華民國、陳寶順、陳喜敬、楊寄

草、楊聰華、楊忠州、張永煌、張正川、張正坤、李文興、李文章、李子龍、李子鵬、呂國輝、

陳瑞玄、林榮輝、林谷峰、林榮祥、張佳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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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區 段小段 地/建號 面積(平方公尺) 姓名或名稱 權利範圍

台北縣政府清查公告之土地及建物清冊

民國45年12月31日以前登記之未定期限地上權                             單位：平方公尺

編號
土  地/建  物  標  示 登  記  名  義  人 土  地/建  物  所  有  權  人

姓名或名稱

1/8

1/8

1/16

1/16

1/4

1/4

1/8

1/8

1/8

1/16

1/16

FE060001453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堀湖小段

0086-0000 2808 李進順 張金鎗、張豐彥、李錦旺、李戊己、張木盛、李義祥、李成三、張子貴、李清郎、李清吉、李春

和、李進順、楊進興、李繁治、李文良、李良村、李罔市、李萬居、葉仁三、葉仁泉、葉炎鎮、

葉根墻、葉金印、張福來、張木基、林惠明、林惠龍、李志煌、李後根、李志宏、李志隆、葉海

沱、葉森枝、葉進松、葉樹根、葉根福、張順進、李科緯、李科禧、李科練、張慶常、曾煥勝、

曾照代、周曾玉雲、林彥卿、蔡林淑卿、林衍卿、李張不、葉朝枝、葉朝源、葉來發、張邦傑、

張永興、張永利、張永忠、張永源、張永富、張永成、李信雄、李金池、李文雄、李清長、李春

益、李全益、李全發、李全春、李宗庭、葉川裕、葉泰志、中華民國、陳寶順、陳喜敬、楊寄

草、楊聰華、楊忠州、張永煌、張正川、張正坤、李文興、李文章、李子龍、李子鵬、呂國輝、

陳瑞玄、林榮輝、林谷峰、林榮祥、張佳瑜
FE060001454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堀湖小段

0086-0000 2808 李文章 張金鎗、張豐彥、李錦旺、李戊己、張木盛、李義祥、李成三、張子貴、李清郎、李清吉、李春

和、李進順、楊進興、李繁治、李文良、李良村、李罔市、李萬居、葉仁三、葉仁泉、葉炎鎮、

葉根墻、葉金印、張福來、張木基、林惠明、林惠龍、李志煌、李後根、李志宏、李志隆、葉海

沱、葉森枝、葉進松、葉樹根、葉根福、張順進、李科緯、李科禧、李科練、張慶常、曾煥勝、

曾照代、周曾玉雲、林彥卿、蔡林淑卿、林衍卿、李張不、葉朝枝、葉朝源、葉來發、張邦傑、

張永興、張永利、張永忠、張永源、張永富、張永成、李信雄、李金池、李文雄、李清長、李春

益、李全益、李全發、李全春、李宗庭、葉川裕、葉泰志、中華民國、陳寶順、陳喜敬、楊寄

草、楊聰華、楊忠州、張永煌、張正川、張正坤、李文興、李文章、李子龍、李子鵬、呂國輝、

陳瑞玄、林榮輝、林谷峰、林榮祥、張佳瑜
FE060001455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堀湖小段

0086-0000 2808 李子龍 張金鎗、張豐彥、李錦旺、李戊己、張木盛、李義祥、李成三、張子貴、李清郎、李清吉、李春

和、李進順、楊進興、李繁治、李文良、李良村、李罔市、李萬居、葉仁三、葉仁泉、葉炎鎮、

葉根墻、葉金印、張福來、張木基、林惠明、林惠龍、李志煌、李後根、李志宏、李志隆、葉海

沱、葉森枝、葉進松、葉樹根、葉根福、張順進、李科緯、李科禧、李科練、張慶常、曾煥勝、

曾照代、周曾玉雲、林彥卿、蔡林淑卿、林衍卿、李張不、葉朝枝、葉朝源、葉來發、張邦傑、

張永興、張永利、張永忠、張永源、張永富、張永成、李信雄、李金池、李文雄、李清長、李春

益、李全益、李全發、李全春、李宗庭、葉川裕、葉泰志、中華民國、陳寶順、陳喜敬、楊寄

草、楊聰華、楊忠州、張永煌、張正川、張正坤、李文興、李文章、李子龍、李子鵬、呂國輝、

陳瑞玄、林榮輝、林谷峰、林榮祥、張佳瑜
FE060001456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堀湖小段

0086-0000 2808 李子鵬 張金鎗、張豐彥、李錦旺、李戊己、張木盛、李義祥、李成三、張子貴、李清郎、李清吉、李春

和、李進順、楊進興、李繁治、李文良、李良村、李罔市、李萬居、葉仁三、葉仁泉、葉炎鎮、

葉根墻、葉金印、張福來、張木基、林惠明、林惠龍、李志煌、李後根、李志宏、李志隆、葉海

沱、葉森枝、葉進松、葉樹根、葉根福、張順進、李科緯、李科禧、李科練、張慶常、曾煥勝、

曾照代、周曾玉雲、林彥卿、蔡林淑卿、林衍卿、李張不、葉朝枝、葉朝源、葉來發、張邦傑、

張永興、張永利、張永忠、張永源、張永富、張永成、李信雄、李金池、李文雄、李清長、李春

益、李全益、李全發、李全春、李宗庭、葉川裕、葉泰志、中華民國、陳寶順、陳喜敬、楊寄

草、楊聰華、楊忠州、張永煌、張正川、張正坤、李文興、李文章、李子龍、李子鵬、呂國輝、

陳瑞玄、林榮輝、林谷峰、林榮祥、張佳瑜
FE060001457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堀湖小段

0086-0001 100 李通福 張金鎗、張豐彥、李錦旺、李戊己、張木盛、李義祥、李成三、張子貴、李清郎、李清吉、李春

和、李進順、李繁治、李文良、李良村、李罔市、李萬居、葉仁三、葉仁泉、葉炎鎮、葉根墻、

葉金印、張福來、張木基、林惠明、林惠龍、李志煌、李後根、李志宏、李志隆、葉海沱、葉森

枝、葉進松、葉樹根、葉根福、張順進、李科緯、李科禧、李科練、張慶常、曾煥勝、曾照代、

周曾玉雲、林彥卿、蔡林淑卿、林衍卿、李張不、葉朝枝、葉朝源、葉來發、張邦傑、張永興、

張永利、張永忠、張永源、張永富、張永成、李信雄、李金池、李文雄、李清長、李春益、李全

益、李全發、李全春、中華民國、葉川裕、葉泰志、陳寶順、陳喜敬、楊寄草、張正川、張正

坤、李文章、李子龍、李子鵬、呂國輝、陳瑞玄、林榮輝、林谷峰、林榮祥、張佳瑜

FE060001458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堀湖小段

0086-0001 100 李添木 張金鎗、張豐彥、李錦旺、李戊己、張木盛、李義祥、李成三、張子貴、李清郎、李清吉、李春

和、李進順、李繁治、李文良、李良村、李罔市、李萬居、葉仁三、葉仁泉、葉炎鎮、葉根墻、

葉金印、張福來、張木基、林惠明、林惠龍、李志煌、李後根、李志宏、李志隆、葉海沱、葉森

枝、葉進松、葉樹根、葉根福、張順進、李科緯、李科禧、李科練、張慶常、曾煥勝、曾照代、

周曾玉雲、林彥卿、蔡林淑卿、林衍卿、李張不、葉朝枝、葉朝源、葉來發、張邦傑、張永興、

張永利、張永忠、張永源、張永富、張永成、李信雄、李金池、李文雄、李清長、李春益、李全

益、李全發、李全春、中華民國、葉川裕、葉泰志、陳寶順、陳喜敬、楊寄草、張正川、張正

坤、李文章、李子龍、李子鵬、呂國輝、陳瑞玄、林榮輝、林谷峰、林榮祥、張佳瑜

FE060001459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堀湖小段

0086-0001 100 李春和 張金鎗、張豐彥、李錦旺、李戊己、張木盛、李義祥、李成三、張子貴、李清郎、李清吉、李春

和、李進順、李繁治、李文良、李良村、李罔市、李萬居、葉仁三、葉仁泉、葉炎鎮、葉根墻、

葉金印、張福來、張木基、林惠明、林惠龍、李志煌、李後根、李志宏、李志隆、葉海沱、葉森

枝、葉進松、葉樹根、葉根福、張順進、李科緯、李科禧、李科練、張慶常、曾煥勝、曾照代、

周曾玉雲、林彥卿、蔡林淑卿、林衍卿、李張不、葉朝枝、葉朝源、葉來發、張邦傑、張永興、

張永利、張永忠、張永源、張永富、張永成、李信雄、李金池、李文雄、李清長、李春益、李全

益、李全發、李全春、中華民國、葉川裕、葉泰志、陳寶順、陳喜敬、楊寄草、張正川、張正

坤、李文章、李子龍、李子鵬、呂國輝、陳瑞玄、林榮輝、林谷峰、林榮祥、張佳瑜

FE060001460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堀湖小段

0086-0001 100 李進順 張金鎗、張豐彥、李錦旺、李戊己、張木盛、李義祥、李成三、張子貴、李清郎、李清吉、李春

和、李進順、李繁治、李文良、李良村、李罔市、李萬居、葉仁三、葉仁泉、葉炎鎮、葉根墻、

葉金印、張福來、張木基、林惠明、林惠龍、李志煌、李後根、李志宏、李志隆、葉海沱、葉森

枝、葉進松、葉樹根、葉根福、張順進、李科緯、李科禧、李科練、張慶常、曾煥勝、曾照代、

周曾玉雲、林彥卿、蔡林淑卿、林衍卿、李張不、葉朝枝、葉朝源、葉來發、張邦傑、張永興、

張永利、張永忠、張永源、張永富、張永成、李信雄、李金池、李文雄、李清長、李春益、李全

益、李全發、李全春、中華民國、葉川裕、葉泰志、陳寶順、陳喜敬、楊寄草、張正川、張正

坤、李文章、李子龍、李子鵬、呂國輝、陳瑞玄、林榮輝、林谷峰、林榮祥、張佳瑜

FE060001461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堀湖小段

0086-0001 100 李文章 張金鎗、張豐彥、李錦旺、李戊己、張木盛、李義祥、李成三、張子貴、李清郎、李清吉、李春

和、李進順、李繁治、李文良、李良村、李罔市、李萬居、葉仁三、葉仁泉、葉炎鎮、葉根墻、

葉金印、張福來、張木基、林惠明、林惠龍、李志煌、李後根、李志宏、李志隆、葉海沱、葉森

枝、葉進松、葉樹根、葉根福、張順進、李科緯、李科禧、李科練、張慶常、曾煥勝、曾照代、

周曾玉雲、林彥卿、蔡林淑卿、林衍卿、李張不、葉朝枝、葉朝源、葉來發、張邦傑、張永興、

張永利、張永忠、張永源、張永富、張永成、李信雄、李金池、李文雄、李清長、李春益、李全

益、李全發、李全春、中華民國、葉川裕、葉泰志、陳寶順、陳喜敬、楊寄草、張正川、張正

坤、李文章、李子龍、李子鵬、呂國輝、陳瑞玄、林榮輝、林谷峰、林榮祥、張佳瑜

FE060001462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堀湖小段

0086-0001 100 李子龍 張金鎗、張豐彥、李錦旺、李戊己、張木盛、李義祥、李成三、張子貴、李清郎、李清吉、李春

和、李進順、李繁治、李文良、李良村、李罔市、李萬居、葉仁三、葉仁泉、葉炎鎮、葉根墻、

葉金印、張福來、張木基、林惠明、林惠龍、李志煌、李後根、李志宏、李志隆、葉海沱、葉森

枝、葉進松、葉樹根、葉根福、張順進、李科緯、李科禧、李科練、張慶常、曾煥勝、曾照代、

周曾玉雲、林彥卿、蔡林淑卿、林衍卿、李張不、葉朝枝、葉朝源、葉來發、張邦傑、張永興、

張永利、張永忠、張永源、張永富、張永成、李信雄、李金池、李文雄、李清長、李春益、李全

益、李全發、李全春、中華民國、葉川裕、葉泰志、陳寶順、陳喜敬、楊寄草、張正川、張正

坤、李文章、李子龍、李子鵬、呂國輝、陳瑞玄、林榮輝、林谷峰、林榮祥、張佳瑜

FE060001463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堀湖小段

0086-0001 100 李子鵬 張金鎗、張豐彥、李錦旺、李戊己、張木盛、李義祥、李成三、張子貴、李清郎、李清吉、李春

和、李進順、李繁治、李文良、李良村、李罔市、李萬居、葉仁三、葉仁泉、葉炎鎮、葉根墻、

葉金印、張福來、張木基、林惠明、林惠龍、李志煌、李後根、李志宏、李志隆、葉海沱、葉森

枝、葉進松、葉樹根、葉根福、張順進、李科緯、李科禧、李科練、張慶常、曾煥勝、曾照代、

周曾玉雲、林彥卿、蔡林淑卿、林衍卿、李張不、葉朝枝、葉朝源、葉來發、張邦傑、張永興、

張永利、張永忠、張永源、張永富、張永成、李信雄、李金池、李文雄、李清長、李春益、李全

益、李全發、李全春、中華民國、葉川裕、葉泰志、陳寶順、陳喜敬、楊寄草、張正川、張正

坤、李文章、李子龍、李子鵬、呂國輝、陳瑞玄、林榮輝、林谷峰、林榮祥、張佳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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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區 段小段 地/建號 面積(平方公尺) 姓名或名稱 權利範圍

台北縣政府清查公告之土地及建物清冊

民國45年12月31日以前登記之未定期限地上權                             單位：平方公尺

編號
土  地/建  物  標  示 登  記  名  義  人 土  地/建  物  所  有  權  人

姓名或名稱

1/4

1/4

1/8

1/8

1/8

1/16

1/16

1/4

1/4

1/8

1/8

1/8

FE060001464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堀湖小段

0086-0002 261 李通福 張金鎗、張豐彥、李錦旺、李戊己、張木盛、李義祥、李成三、張子貴、李清郎、李清吉、李春

和、李進順、李繁治、李文良、李良村、李罔市、李萬居、葉仁泉、葉炎鎮、葉根墻、葉金印、

張福來、張木基、林惠明、林惠龍、李志煌、李後根、李志宏、李志隆、葉海沱、葉森枝、葉進

松、葉樹根、葉根福、張順進、李科緯、李科禧、李科練、張慶常、曾煥勝、曾照代、周曾玉

雲、林彥卿、蔡林淑卿、林衍卿、李張不、葉朝枝、葉朝源、葉來發、張邦傑、張永興、張永

利、張永忠、張永源、張永富、張永成、李信雄、李金池、李文雄、李清長、李春益、李全益、

李全發、李全春、中華民國、八里鄉、葉川裕、葉泰志、臺北巿、張永煌、李好味、陳張儼、張

正川、張正坤、張金聰、呂國輝、陳瑞玄、林榮輝、林谷峰、林榮祥
FE060001465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堀湖小段

0086-0002 261 李添木 張金鎗、張豐彥、李錦旺、李戊己、張木盛、李義祥、李成三、張子貴、李清郎、李清吉、李春

和、李進順、李繁治、李文良、李良村、李罔市、李萬居、葉仁泉、葉炎鎮、葉根墻、葉金印、

張福來、張木基、林惠明、林惠龍、李志煌、李後根、李志宏、李志隆、葉海沱、葉森枝、葉進

松、葉樹根、葉根福、張順進、李科緯、李科禧、李科練、張慶常、曾煥勝、曾照代、周曾玉

雲、林彥卿、蔡林淑卿、林衍卿、李張不、葉朝枝、葉朝源、葉來發、張邦傑、張永興、張永

利、張永忠、張永源、張永富、張永成、李信雄、李金池、李文雄、李清長、李春益、李全益、

李全發、李全春、中華民國、八里鄉、葉川裕、葉泰志、臺北巿、張永煌、李好味、陳張儼、張

正川、張正坤、張金聰、呂國輝、陳瑞玄、林榮輝、林谷峰、林榮祥
FE060001466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堀湖小段

0086-0002 261 李春和 張金鎗、張豐彥、李錦旺、李戊己、張木盛、李義祥、李成三、張子貴、李清郎、李清吉、李春

和、李進順、李繁治、李文良、李良村、李罔市、李萬居、葉仁泉、葉炎鎮、葉根墻、葉金印、

張福來、張木基、林惠明、林惠龍、李志煌、李後根、李志宏、李志隆、葉海沱、葉森枝、葉進

松、葉樹根、葉根福、張順進、李科緯、李科禧、李科練、張慶常、曾煥勝、曾照代、周曾玉

雲、林彥卿、蔡林淑卿、林衍卿、李張不、葉朝枝、葉朝源、葉來發、張邦傑、張永興、張永

利、張永忠、張永源、張永富、張永成、李信雄、李金池、李文雄、李清長、李春益、李全益、

李全發、李全春、中華民國、八里鄉、葉川裕、葉泰志、臺北巿、張永煌、李好味、陳張儼、張

正川、張正坤、張金聰、呂國輝、陳瑞玄、林榮輝、林谷峰、林榮祥
FE060001467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堀湖小段

0086-0002 261 李進順 張金鎗、張豐彥、李錦旺、李戊己、張木盛、李義祥、李成三、張子貴、李清郎、李清吉、李春

和、李進順、李繁治、李文良、李良村、李罔市、李萬居、葉仁泉、葉炎鎮、葉根墻、葉金印、

張福來、張木基、林惠明、林惠龍、李志煌、李後根、李志宏、李志隆、葉海沱、葉森枝、葉進

松、葉樹根、葉根福、張順進、李科緯、李科禧、李科練、張慶常、曾煥勝、曾照代、周曾玉

雲、林彥卿、蔡林淑卿、林衍卿、李張不、葉朝枝、葉朝源、葉來發、張邦傑、張永興、張永

利、張永忠、張永源、張永富、張永成、李信雄、李金池、李文雄、李清長、李春益、李全益、

李全發、李全春、中華民國、八里鄉、葉川裕、葉泰志、臺北巿、張永煌、李好味、陳張儼、張

正川、張正坤、張金聰、呂國輝、陳瑞玄、林榮輝、林谷峰、林榮祥
FE060001468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堀湖小段

0086-0002 261 李文章 張金鎗、張豐彥、李錦旺、李戊己、張木盛、李義祥、李成三、張子貴、李清郎、李清吉、李春

和、李進順、李繁治、李文良、李良村、李罔市、李萬居、葉仁泉、葉炎鎮、葉根墻、葉金印、

張福來、張木基、林惠明、林惠龍、李志煌、李後根、李志宏、李志隆、葉海沱、葉森枝、葉進

松、葉樹根、葉根福、張順進、李科緯、李科禧、李科練、張慶常、曾煥勝、曾照代、周曾玉

雲、林彥卿、蔡林淑卿、林衍卿、李張不、葉朝枝、葉朝源、葉來發、張邦傑、張永興、張永

利、張永忠、張永源、張永富、張永成、李信雄、李金池、李文雄、李清長、李春益、李全益、

李全發、李全春、中華民國、八里鄉、葉川裕、葉泰志、臺北巿、張永煌、李好味、陳張儼、張

正川、張正坤、張金聰、呂國輝、陳瑞玄、林榮輝、林谷峰、林榮祥
FE060001469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堀湖小段

0086-0002 261 李子龍 張金鎗、張豐彥、李錦旺、李戊己、張木盛、李義祥、李成三、張子貴、李清郎、李清吉、李春

和、李進順、李繁治、李文良、李良村、李罔市、李萬居、葉仁泉、葉炎鎮、葉根墻、葉金印、

張福來、張木基、林惠明、林惠龍、李志煌、李後根、李志宏、李志隆、葉海沱、葉森枝、葉進

松、葉樹根、葉根福、張順進、李科緯、李科禧、李科練、張慶常、曾煥勝、曾照代、周曾玉

雲、林彥卿、蔡林淑卿、林衍卿、李張不、葉朝枝、葉朝源、葉來發、張邦傑、張永興、張永

利、張永忠、張永源、張永富、張永成、李信雄、李金池、李文雄、李清長、李春益、李全益、

李全發、李全春、中華民國、八里鄉、葉川裕、葉泰志、臺北巿、張永煌、李好味、陳張儼、張

正川、張正坤、張金聰、呂國輝、陳瑞玄、林榮輝、林谷峰、林榮祥
FE060001470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堀湖小段

0086-0002 261 李子鵬 張金鎗、張豐彥、李錦旺、李戊己、張木盛、李義祥、李成三、張子貴、李清郎、李清吉、李春

和、李進順、李繁治、李文良、李良村、李罔市、李萬居、葉仁泉、葉炎鎮、葉根墻、葉金印、

張福來、張木基、林惠明、林惠龍、李志煌、李後根、李志宏、李志隆、葉海沱、葉森枝、葉進

松、葉樹根、葉根福、張順進、李科緯、李科禧、李科練、張慶常、曾煥勝、曾照代、周曾玉

雲、林彥卿、蔡林淑卿、林衍卿、李張不、葉朝枝、葉朝源、葉來發、張邦傑、張永興、張永

利、張永忠、張永源、張永富、張永成、李信雄、李金池、李文雄、李清長、李春益、李全益、

李全發、李全春、中華民國、八里鄉、葉川裕、葉泰志、臺北巿、張永煌、李好味、陳張儼、張

正川、張正坤、張金聰、呂國輝、陳瑞玄、林榮輝、林谷峰、林榮祥
FE060001471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堀湖小段

0086-0003 80 李通福 張金鎗、張豐彥、李錦旺、李戊己、張木盛、李義祥、李成三、張子貴、李清郎、李清吉、李春

和、李進順、楊進興、李繁治、李文良、李良村、李罔市、李萬居、葉仁泉、葉炎鎮、林惠明、

林惠龍、李志煌、李後根、李志宏、李志隆、葉海沱、葉森枝、葉進松、葉樹根、葉根福、張順

進、李科緯、李科禧、李科練、張慶常、曾煥勝、曾照代、周曾玉雲、林彥卿、蔡林淑卿、林衍

卿、李張不、葉根墻、葉金印、張福來、張木基、葉朝枝、葉朝源、葉來發、張邦傑、張永興、

張永利、張永忠、張永源、張永富、張永成、李信雄、李金池、李文雄、李清長、李春益、李全

益、李全發、李全春、中華民國、八里鄉、葉川裕、葉泰志、臺北巿、李好味、陳張儼、張正

川、張正坤、張金聰、呂國輝、陳瑞玄、林榮輝、林谷峰、林榮祥
FE060001472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堀湖小段

0086-0003 80 李添木 張金鎗、張豐彥、李錦旺、李戊己、張木盛、李義祥、李成三、張子貴、李清郎、李清吉、李春

和、李進順、楊進興、李繁治、李文良、李良村、李罔市、李萬居、葉仁泉、葉炎鎮、林惠明、

林惠龍、李志煌、李後根、李志宏、李志隆、葉海沱、葉森枝、葉進松、葉樹根、葉根福、張順

進、李科緯、李科禧、李科練、張慶常、曾煥勝、曾照代、周曾玉雲、林彥卿、蔡林淑卿、林衍

卿、李張不、葉根墻、葉金印、張福來、張木基、葉朝枝、葉朝源、葉來發、張邦傑、張永興、

張永利、張永忠、張永源、張永富、張永成、李信雄、李金池、李文雄、李清長、李春益、李全

益、李全發、李全春、中華民國、八里鄉、葉川裕、葉泰志、臺北巿、李好味、陳張儼、張正

川、張正坤、張金聰、呂國輝、陳瑞玄、林榮輝、林谷峰、林榮祥
FE060001473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堀湖小段

0086-0003 80 李春和 張金鎗、張豐彥、李錦旺、李戊己、張木盛、李義祥、李成三、張子貴、李清郎、李清吉、李春

和、李進順、楊進興、李繁治、李文良、李良村、李罔市、李萬居、葉仁泉、葉炎鎮、林惠明、

林惠龍、李志煌、李後根、李志宏、李志隆、葉海沱、葉森枝、葉進松、葉樹根、葉根福、張順

進、李科緯、李科禧、李科練、張慶常、曾煥勝、曾照代、周曾玉雲、林彥卿、蔡林淑卿、林衍

卿、李張不、葉根墻、葉金印、張福來、張木基、葉朝枝、葉朝源、葉來發、張邦傑、張永興、

張永利、張永忠、張永源、張永富、張永成、李信雄、李金池、李文雄、李清長、李春益、李全

益、李全發、李全春、中華民國、八里鄉、葉川裕、葉泰志、臺北巿、李好味、陳張儼、張正

川、張正坤、張金聰、呂國輝、陳瑞玄、林榮輝、林谷峰、林榮祥
FE060001474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堀湖小段

0086-0003 80 李進順 張金鎗、張豐彥、李錦旺、李戊己、張木盛、李義祥、李成三、張子貴、李清郎、李清吉、李春

和、李進順、楊進興、李繁治、李文良、李良村、李罔市、李萬居、葉仁泉、葉炎鎮、林惠明、

林惠龍、李志煌、李後根、李志宏、李志隆、葉海沱、葉森枝、葉進松、葉樹根、葉根福、張順

進、李科緯、李科禧、李科練、張慶常、曾煥勝、曾照代、周曾玉雲、林彥卿、蔡林淑卿、林衍

卿、李張不、葉根墻、葉金印、張福來、張木基、葉朝枝、葉朝源、葉來發、張邦傑、張永興、

張永利、張永忠、張永源、張永富、張永成、李信雄、李金池、李文雄、李清長、李春益、李全

益、李全發、李全春、中華民國、八里鄉、葉川裕、葉泰志、臺北巿、李好味、陳張儼、張正

川、張正坤、張金聰、呂國輝、陳瑞玄、林榮輝、林谷峰、林榮祥
FE060001475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堀湖小段

0086-0003 80 李清吉 張金鎗、張豐彥、李錦旺、李戊己、張木盛、李義祥、李成三、張子貴、李清郎、李清吉、李春

和、李進順、楊進興、李繁治、李文良、李良村、李罔市、李萬居、葉仁泉、葉炎鎮、林惠明、

林惠龍、李志煌、李後根、李志宏、李志隆、葉海沱、葉森枝、葉進松、葉樹根、葉根福、張順

進、李科緯、李科禧、李科練、張慶常、曾煥勝、曾照代、周曾玉雲、林彥卿、蔡林淑卿、林衍

卿、李張不、葉根墻、葉金印、張福來、張木基、葉朝枝、葉朝源、葉來發、張邦傑、張永興、

張永利、張永忠、張永源、張永富、張永成、李信雄、李金池、李文雄、李清長、李春益、李全

益、李全發、李全春、中華民國、八里鄉、葉川裕、葉泰志、臺北巿、李好味、陳張儼、張正

川、張正坤、張金聰、呂國輝、陳瑞玄、林榮輝、林谷峰、林榮祥

第4頁 共20頁



鄉鎮市區 段小段 地/建號 面積(平方公尺) 姓名或名稱 權利範圍

台北縣政府清查公告之土地及建物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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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土  地/建  物  標  示 登  記  名  義  人 土  地/建  物  所  有  權  人

姓名或名稱

1/8

全部

1/1

1/4

1/4

1/4

1/8

1/16

1/16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FE060001476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堀湖小段

0086-0003 80 李文章 張金鎗、張豐彥、李錦旺、李戊己、張木盛、李義祥、李成三、張子貴、李清郎、李清吉、李春

和、李進順、楊進興、李繁治、李文良、李良村、李罔市、李萬居、葉仁泉、葉炎鎮、林惠明、

林惠龍、李志煌、李後根、李志宏、李志隆、葉海沱、葉森枝、葉進松、葉樹根、葉根福、張順

進、李科緯、李科禧、李科練、張慶常、曾煥勝、曾照代、周曾玉雲、林彥卿、蔡林淑卿、林衍

卿、李張不、葉根墻、葉金印、張福來、張木基、葉朝枝、葉朝源、葉來發、張邦傑、張永興、

張永利、張永忠、張永源、張永富、張永成、李信雄、李金池、李文雄、李清長、李春益、李全

益、李全發、李全春、中華民國、八里鄉、葉川裕、葉泰志、臺北巿、李好味、陳張儼、張正

川、張正坤、張金聰、呂國輝、陳瑞玄、林榮輝、林谷峰、林榮祥
FE060001477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大

堀湖小段

0220-0001 446 西龍巖廟 李春和

FE060001478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

瑪蘭坑小段

0050-0000 582 李通義 西龍巖廟

FE060001479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

瑪蘭坑小段

0050-0000 582 李通福 西龍巖廟

FE060001480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

瑪蘭坑小段

0050-0000 582 李添木 西龍巖廟

FE060001481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

瑪蘭坑小段

0050-0000 582 李文章 西龍巖廟

FE060001482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

瑪蘭坑小段

0050-0000 582 李子龍 西龍巖廟

FE060001483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

瑪蘭坑小段

0050-0000 582 李子鵬 西龍巖廟

FE060001484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船頭小段

0031-0000 36 陳綢 天上聖母

FE060001485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船頭小段

0043-0000 36 鄭澄城 李耀達、李聯及、李騰飛、李剛、李素嬌、李秀男、李邦孚、高煌

FE060001486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船頭小段

0043-0010 3 鄭澄城 李耀達、李聯及、李騰飛、李剛、李素嬌、李秀男、李邦孚、高煌

FE060001487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船頭小段

0063-0000 107 歐水盛 李四兩

FE060001488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船頭小段

0080-0000 199 林蕃薯 何聖成

FE060001489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船頭小段

0215-0000 257 李海 陳崑永、陳彩允、陳金龍、陳金生、陳昱如、陳振豐、陳崇彬、陳彥維

FE060001490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船頭小段

0216-0000 485 陳錦 陳崑永、陳彩允、陳金龍、陳金生、陳昱如、陳振豐、陳崇彬、陳彥維

FE060001491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船頭小段

0219-0000 606 陳火土 鄭添壽、杜英輔、張福春、張順、莊榮璋、褚根在、林清治、許連興、汪川龍、許福隆、林連好

味、林清圳、鄭振利、戴琳貴、戴清吉、褚進發、褚清祥、張彩雲、黃國良、許坤生、張銘欽、

張偉嶠、張偉斌、張建章、張建發、張文彥、張文、張詠政、張永達、張永昇、洪莊月裡、許

茂榮、許堯榮、許舜榮、許閎睿、許文榮、戴俊源、戴俊能、戴俊仁、戴旭宏、鄭鍊庚、洪福

清、褚宏政、陳接枝、陳接來、張清華、張標勳
FE060001492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船頭小段

0219-0000 606 陳木耳 鄭添壽、杜英輔、張福春、張順、莊榮璋、褚根在、林清治、許連興、汪川龍、許福隆、林連好

味、林清圳、鄭振利、戴琳貴、戴清吉、褚進發、褚清祥、張彩雲、黃國良、許坤生、張銘欽、

張偉嶠、張偉斌、張建章、張建發、張文彥、張文、張詠政、張永達、張永昇、洪莊月裡、許

茂榮、許堯榮、許舜榮、許閎睿、許文榮、戴俊源、戴俊能、戴俊仁、戴旭宏、鄭鍊庚、洪福

清、褚宏政、陳接枝、陳接來、張清華、張標勳
FE060001493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船頭小段

0219-0000 606 鄭天祐 鄭添壽、杜英輔、張福春、張順、莊榮璋、褚根在、林清治、許連興、汪川龍、許福隆、林連好

味、林清圳、鄭振利、戴琳貴、戴清吉、褚進發、褚清祥、張彩雲、黃國良、許坤生、張銘欽、

張偉嶠、張偉斌、張建章、張建發、張文彥、張文、張詠政、張永達、張永昇、洪莊月裡、許

茂榮、許堯榮、許舜榮、許閎睿、許文榮、戴俊源、戴俊能、戴俊仁、戴旭宏、鄭鍊庚、洪福

清、褚宏政、陳接枝、陳接來、張清華、張標勳
FE060001494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船頭小段

0220-0000 388 張金花 鄭添壽、莊月美、洪萬生、褚根在、林清治、許連興、汪川龍、許福隆、林連好味、林清圳、鄭

振利、戴琳貴、戴清吉、褚進發、褚清祥、張彩雲、黃國良、許坤生、張銘欽、張偉嶠、張偉

斌、張建章、張建發、張文彥、張文、張詠政、張永達、張永昇、洪莊月裡、許茂榮、許堯

榮、許舜榮、許閎睿、許文榮、戴俊源、戴俊能、戴俊仁、戴旭宏、鄭鍊庚、洪福清、劉宏明、

張清華、張標勳
FE060001495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船頭小段

0220-0000 388 洪金傳 鄭添壽、莊月美、洪萬生、褚根在、林清治、許連興、汪川龍、許福隆、林連好味、林清圳、鄭

振利、戴琳貴、戴清吉、褚進發、褚清祥、張彩雲、黃國良、許坤生、張銘欽、張偉嶠、張偉

斌、張建章、張建發、張文彥、張文、張詠政、張永達、張永昇、洪莊月裡、許茂榮、許堯

榮、許舜榮、許閎睿、許文榮、戴俊源、戴俊能、戴俊仁、戴旭宏、鄭鍊庚、洪福清、劉宏明、

張清華、張標勳
FE060001496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船頭小段

0220-0000 388 洪莊月裡 鄭添壽、莊月美、洪萬生、褚根在、林清治、許連興、汪川龍、許福隆、林連好味、林清圳、鄭

振利、戴琳貴、戴清吉、褚進發、褚清祥、張彩雲、黃國良、許坤生、張銘欽、張偉嶠、張偉

斌、張建章、張建發、張文彥、張文、張詠政、張永達、張永昇、洪莊月裡、許茂榮、許堯

榮、許舜榮、許閎睿、許文榮、戴俊源、戴俊能、戴俊仁、戴旭宏、鄭鍊庚、洪福清、劉宏明、

張清華、張標勳
FE060001497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船頭小段

0221-0000 1338 杜仁義 鄭添壽、杜英輔、張福春、張順、莊榮璋、褚根在、林清治、許連興、汪川龍、許福隆、林連好

味、林清圳、鄭振利、戴琳貴、戴清吉、褚進發、褚清祥、杜榮壽、杜加全、杜加和、張彩雲、

黃國良、許坤生、張銘欽、張偉嶠、張偉斌、張建章、張建發、張文彥、張文、張詠政、張永

達、張永昇、洪莊月裡、許茂榮、許堯榮、許舜榮、許閎睿、許文榮、戴俊源、戴俊能、戴俊

仁、戴旭宏、鄭鍊發、洪福清、褚宏政、劉宏明、陳接枝、陳接來、張清華、張標勳
FE060001498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船頭小段

0223-0000 800 張魁南 鄭添壽、戴聰明、杜英輔、張福春、張順、莊榮璋、褚根在、林清治、許連興、汪川龍、許福

隆、林連好味、林清圳、鄭振利、戴琳貴、戴清吉、褚進發、褚清祥、張彩雲、黃國良、許坤

生、張銘欽、張偉嶠、張偉斌、張建章、張建發、張文彥、張文、張詠政、張永達、張永昇、

洪莊月裡、許茂榮、許堯榮、許舜榮、許閎睿、許文榮、戴俊源、戴俊能、戴俊仁、戴旭宏、鄭

鍊為、洪福清、劉福來、陳接枝、陳接來、張清華、張標勳
FE060001499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船頭小段

0223-0000 800 張勇吉 鄭添壽、戴聰明、杜英輔、張福春、張順、莊榮璋、褚根在、林清治、許連興、汪川龍、許福

隆、林連好味、林清圳、鄭振利、戴琳貴、戴清吉、褚進發、褚清祥、張彩雲、黃國良、許坤

生、張銘欽、張偉嶠、張偉斌、張建章、張建發、張文彥、張文、張詠政、張永達、張永昇、

洪莊月裡、許茂榮、許堯榮、許舜榮、許閎睿、許文榮、戴俊源、戴俊能、戴俊仁、戴旭宏、鄭

鍊為、洪福清、劉福來、陳接枝、陳接來、張清華、張標勳
FE060001500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船頭小段

0223-0000 800 陳巫 鄭添壽、戴聰明、杜英輔、張福春、張順、莊榮璋、褚根在、林清治、許連興、汪川龍、許福

隆、林連好味、林清圳、鄭振利、戴琳貴、戴清吉、褚進發、褚清祥、張彩雲、黃國良、許坤

生、張銘欽、張偉嶠、張偉斌、張建章、張建發、張文彥、張文、張詠政、張永達、張永昇、

洪莊月裡、許茂榮、許堯榮、許舜榮、許閎睿、許文榮、戴俊源、戴俊能、戴俊仁、戴旭宏、鄭

鍊為、洪福清、劉福來、陳接枝、陳接來、張清華、張標勳
FE060001501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船頭小段

0227-0000 393 張添和 鄭添壽、杜英輔、張福春、張順、莊榮璋、洪萬生、褚根在、林清治、許連興、許福隆、林連好

味、林清圳、鄭振利、戴琳貴、戴清吉、褚進發、褚清祥、杜榮壽、杜加全、杜加和、張彩雲、

黃國良、許坤生、張銘欽、張偉嶠、張偉斌、張建章、張建發、張文彥、張文、張詠政、張永

達、張永昇、許茂榮、許堯榮、許舜榮、許閎睿、許文榮、戴俊源、戴俊能、戴俊仁、戴旭宏、

鄭鍊為、洪福清、劉福來、陳接枝、陳接來、張清祺、張清華、張標勳
FE060001502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船頭小段

0227-0000 393 張添祥 鄭添壽、杜英輔、張福春、張順、莊榮璋、洪萬生、褚根在、林清治、許連興、許福隆、林連好

味、林清圳、鄭振利、戴琳貴、戴清吉、褚進發、褚清祥、杜榮壽、杜加全、杜加和、張彩雲、

黃國良、許坤生、張銘欽、張偉嶠、張偉斌、張建章、張建發、張文彥、張文、張詠政、張永

達、張永昇、許茂榮、許堯榮、許舜榮、許閎睿、許文榮、戴俊源、戴俊能、戴俊仁、戴旭宏、

鄭鍊為、洪福清、劉福來、陳接枝、陳接來、張清祺、張清華、張標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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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土  地/建  物  標  示 登  記  名  義  人 土  地/建  物  所  有  權  人

姓名或名稱

全部

1/1

1/2

1/2

全部

1/1

全部

1/1

1/2

1/2

1/2

1/2

1/2

1/6

1/6

1/6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1/9

4/9

4/9

1/4

3/4

全部

FE060001503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船頭小段

0227-0000 393 連在 鄭添壽、杜英輔、張福春、張順、莊榮璋、洪萬生、褚根在、林清治、許連興、許福隆、林連好

味、林清圳、鄭振利、戴琳貴、戴清吉、褚進發、褚清祥、杜榮壽、杜加全、杜加和、張彩雲、

黃國良、許坤生、張銘欽、張偉嶠、張偉斌、張建章、張建發、張文彥、張文、張詠政、張永

達、張永昇、許茂榮、許堯榮、許舜榮、許閎睿、許文榮、戴俊源、戴俊能、戴俊仁、戴旭宏、

鄭鍊為、洪福清、劉福來、陳接枝、陳接來、張清祺、張清華、張標勳
FE060001504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船頭小段

0227-0000 393 張再生 鄭添壽、杜英輔、張福春、張順、莊榮璋、洪萬生、褚根在、林清治、許連興、許福隆、林連好

味、林清圳、鄭振利、戴琳貴、戴清吉、褚進發、褚清祥、杜榮壽、杜加全、杜加和、張彩雲、

黃國良、許坤生、張銘欽、張偉嶠、張偉斌、張建章、張建發、張文彥、張文、張詠政、張永

達、張永昇、許茂榮、許堯榮、許舜榮、許閎睿、許文榮、戴俊源、戴俊能、戴俊仁、戴旭宏、

鄭鍊為、洪福清、劉福來、陳接枝、陳接來、張清祺、張清華、張標勳
FE060001505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船頭小段

0227-0000 393 張石城 鄭添壽、杜英輔、張福春、張順、莊榮璋、洪萬生、褚根在、林清治、許連興、許福隆、林連好

味、林清圳、鄭振利、戴琳貴、戴清吉、褚進發、褚清祥、杜榮壽、杜加全、杜加和、張彩雲、

黃國良、許坤生、張銘欽、張偉嶠、張偉斌、張建章、張建發、張文彥、張文、張詠政、張永

達、張永昇、許茂榮、許堯榮、許舜榮、許閎睿、許文榮、戴俊源、戴俊能、戴俊仁、戴旭宏、

鄭鍊為、洪福清、劉福來、陳接枝、陳接來、張清祺、張清華、張標勳
FE060001506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船頭小段

0231-0000 587 鄭英 鄭添壽、杜英輔、張福春、張順、莊榮璋、洪萬生、褚根在、林清治、許連興、汪川龍、許福

隆、林連好味、林清圳、鄭振利、戴琳貴、戴清吉、褚進發、褚清祥、張彩雲、黃國良、許坤

生、張銘欽、張偉嶠、張偉斌、張建章、張建發、張文彥、張文、張詠政、張永達、張永昇、

許茂榮、許堯榮、許舜榮、許閎睿、許文榮、戴俊源、戴俊能、戴俊仁、戴旭宏、鄭鍊為、洪福

清、褚宏義、陳接枝、陳接來、張清華、張標勳
FE060001507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船頭小段

0231-0000 587 張火炭 鄭添壽、杜英輔、張福春、張順、莊榮璋、洪萬生、褚根在、林清治、許連興、汪川龍、許福

隆、林連好味、林清圳、鄭振利、戴琳貴、戴清吉、褚進發、褚清祥、張彩雲、黃國良、許坤

生、張銘欽、張偉嶠、張偉斌、張建章、張建發、張文彥、張文、張詠政、張永達、張永昇、

許茂榮、許堯榮、許舜榮、許閎睿、許文榮、戴俊源、戴俊能、戴俊仁、戴旭宏、鄭鍊為、洪福

清、褚宏義、陳接枝、陳接來、張清華、張標勳
FE060001508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船頭小段

0231-0000 587 莊蕃薯 鄭添壽、杜英輔、張福春、張順、莊榮璋、洪萬生、褚根在、林清治、許連興、汪川龍、許福

隆、林連好味、林清圳、鄭振利、戴琳貴、戴清吉、褚進發、褚清祥、張彩雲、黃國良、許坤

生、張銘欽、張偉嶠、張偉斌、張建章、張建發、張文彥、張文、張詠政、張永達、張永昇、

許茂榮、許堯榮、許舜榮、許閎睿、許文榮、戴俊源、戴俊能、戴俊仁、戴旭宏、鄭鍊為、洪福

清、褚宏義、陳接枝、陳接來、張清華、張標勳
FE060001509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船頭小段

0231-0000 587 杜英輔 鄭添壽、杜英輔、張福春、張順、莊榮璋、洪萬生、褚根在、林清治、許連興、汪川龍、許福

隆、林連好味、林清圳、鄭振利、戴琳貴、戴清吉、褚進發、褚清祥、張彩雲、黃國良、許坤

生、張銘欽、張偉嶠、張偉斌、張建章、張建發、張文彥、張文、張詠政、張永達、張永昇、

許茂榮、許堯榮、許舜榮、許閎睿、許文榮、戴俊源、戴俊能、戴俊仁、戴旭宏、鄭鍊為、洪福

清、褚宏義、陳接枝、陳接來、張清華、張標勳
FE060001510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船頭小段

0231-0000 587 莊蕃薯 鄭添壽、杜英輔、張福春、張順、莊榮璋、洪萬生、褚根在、林清治、許連興、汪川龍、許福

隆、林連好味、林清圳、鄭振利、戴琳貴、戴清吉、褚進發、褚清祥、張彩雲、黃國良、許坤

生、張銘欽、張偉嶠、張偉斌、張建章、張建發、張文彥、張文、張詠政、張永達、張永昇、

許茂榮、許堯榮、許舜榮、許閎睿、許文榮、戴俊源、戴俊能、戴俊仁、戴旭宏、鄭鍊為、洪福

清、褚宏義、陳接枝、陳接來、張清華、張標勳
FE060001511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船頭小段

0231-0000 587 杜英輔 鄭添壽、杜英輔、張福春、張順、莊榮璋、洪萬生、褚根在、林清治、許連興、汪川龍、許福

隆、林連好味、林清圳、鄭振利、戴琳貴、戴清吉、褚進發、褚清祥、張彩雲、黃國良、許坤

生、張銘欽、張偉嶠、張偉斌、張建章、張建發、張文彥、張文、張詠政、張永達、張永昇、

許茂榮、許堯榮、許舜榮、許閎睿、許文榮、戴俊源、戴俊能、戴俊仁、戴旭宏、鄭鍊為、洪福

清、褚宏義、陳接枝、陳接來、張清華、張標勳
FE060001512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船頭小段

0233-0000 349 鄭振利 鄭添壽、莊榮璋、洪萬生、褚根在、林清治、許連興、張昆景、許福隆、林連好味、林清圳、鄭

振利、戴琳貴、戴清吉、褚進發、褚清祥、杜榮壽、杜加全、杜加和、張彩雲、黃國良、許坤

生、張銘欽、張偉嶠、張偉斌、張建章、張建發、張文彥、張文、張詠政、張永達、張永昇、

許茂榮、許堯榮、許舜榮、許閎睿、許文榮、戴俊源、戴俊能、戴俊仁、戴旭宏、鄭鍊庚、洪福

清、張清華、張標勳
FE060001513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船頭小段

0233-0000 349 鄭鍊發 鄭添壽、莊榮璋、洪萬生、褚根在、林清治、許連興、張昆景、許福隆、林連好味、林清圳、鄭

振利、戴琳貴、戴清吉、褚進發、褚清祥、杜榮壽、杜加全、杜加和、張彩雲、黃國良、許坤

生、張銘欽、張偉嶠、張偉斌、張建章、張建發、張文彥、張文、張詠政、張永達、張永昇、

許茂榮、許堯榮、許舜榮、許閎睿、許文榮、戴俊源、戴俊能、戴俊仁、戴旭宏、鄭鍊庚、洪福

清、張清華、張標勳
FE060001514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船頭小段

0233-0000 349 鄭鍊庚 鄭添壽、莊榮璋、洪萬生、褚根在、林清治、許連興、張昆景、許福隆、林連好味、林清圳、鄭

振利、戴琳貴、戴清吉、褚進發、褚清祥、杜榮壽、杜加全、杜加和、張彩雲、黃國良、許坤

生、張銘欽、張偉嶠、張偉斌、張建章、張建發、張文彥、張文、張詠政、張永達、張永昇、

許茂榮、許堯榮、許舜榮、許閎睿、許文榮、戴俊源、戴俊能、戴俊仁、戴旭宏、鄭鍊庚、洪福

清、張清華、張標勳
FE060001515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船頭小段

0233-0000 349 鄭鍊為 鄭添壽、莊榮璋、洪萬生、褚根在、林清治、許連興、張昆景、許福隆、林連好味、林清圳、鄭

振利、戴琳貴、戴清吉、褚進發、褚清祥、杜榮壽、杜加全、杜加和、張彩雲、黃國良、許坤

生、張銘欽、張偉嶠、張偉斌、張建章、張建發、張文彥、張文、張詠政、張永達、張永昇、

許茂榮、許堯榮、許舜榮、許閎睿、許文榮、戴俊源、戴俊能、戴俊仁、戴旭宏、鄭鍊庚、洪福

清、張清華、張標勳
FE060001516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船頭小段

0247-0000 207 汪石居 汪銀、汪克林

FE060001517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船頭小段

0247-0000 207 汪石鳥 汪銀、汪克林

FE060001518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船頭小段

0247-0001 19 汪石居 汪介榮、汪恪增、汪恪瑋

FE060001519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船頭小段

0247-0001 19 汪石鳥 汪介榮、汪恪增、汪恪瑋

FE060001520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船頭小段

0247-0002 20 汪石居 汪介榮、汪恪增、汪恪瑋

FE060001521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船頭小段

0247-0002 20 汪石鳥 汪介榮、汪恪增、汪恪瑋

FE060001522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船頭小段

0247-0003 6 汪石居 汪銀、汪克林

FE060001523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船頭小段

0247-0003 6 汪石鳥 汪銀、汪克林

FE060001524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船頭小段

0302-0000 441 柯色 柯永發、柯有政、林國彥

FE060001525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船頭小段

0431-0000 723 陳連生 陳連生、陳水來、陳秀枝、陳勝吉、陳聰貴、吳勝治、吳勝益、陳進發、陳界全、陳義雄、吳維

揚、陳進源、陳進明、陳友夫、陳友昌、陳明途、吳陳珠、顏玉瑩

FE060001526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船頭小段

0431-0000 723 陳明途 陳連生、陳水來、陳秀枝、陳勝吉、陳聰貴、吳勝治、吳勝益、陳進發、陳界全、陳義雄、吳維

揚、陳進源、陳進明、陳友夫、陳友昌、陳明途、吳陳珠、顏玉瑩

FE060001527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船頭小段

0431-0000 723 陳勝吉 陳連生、陳水來、陳秀枝、陳勝吉、陳聰貴、吳勝治、吳勝益、陳進發、陳界全、陳義雄、吳維

揚、陳進源、陳進明、陳友夫、陳友昌、陳明途、吳陳珠、顏玉瑩

FE060001528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船頭小段

0431-0000 723 陳聰貴 陳連生、陳水來、陳秀枝、陳勝吉、陳聰貴、吳勝治、吳勝益、陳進發、陳界全、陳義雄、吳維

揚、陳進源、陳進明、陳友夫、陳友昌、陳明途、吳陳珠、顏玉瑩

FE060001529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船頭小段

0475-0000 917 張南木 李金蓮、張素卿、張麗卿、張天賜、張淑卿、張淑惠

FE060001530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船頭小段

0475-0000 917 翁有萬 李金蓮、張素卿、張麗卿、張天賜、張淑卿、張淑惠

FE060001531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0503-0000 806 張稻 張勇、張樹根、張榮華、張清池、張暐榮、張瑞原、張瑞益、張志堯、張志舜、張仲江、張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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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區 段小段 地/建號 面積(平方公尺) 姓名或名稱 權利範圍

台北縣政府清查公告之土地及建物清冊

民國45年12月31日以前登記之未定期限地上權                             單位：平方公尺

編號
土  地/建  物  標  示 登  記  名  義  人 土  地/建  物  所  有  權  人

姓名或名稱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1/4

1/8

1/8

1/4

1/4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1/3

1/3

1/9

1/9

1/9

全部

1/1

船頭小段 居、張長春、張再發、黃張菜、陳張味

FE060001532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船頭小段

0503-0002 38 張稻 張勇、張樹根、張榮華、張清池、張暐榮、張瑞原、張瑞益、張志堯、張仲江、張仲居、張長

春、張再發、黃張菜、陳張味

FE060001533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船頭小段

0566-0000 321 鄭林燦 張根旺、張鈺鍾、張玉人、張神化、張木村、張長發、張長泉

FE060001534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船頭小段

0566-0001 96 鄭林燦 張根旺、張鈺鍾、張玉人、張神化、張木村、張長發、張長泉

FE060001535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船頭小段

0641-0000 134 徐火明 朱蕃薯、朱、朱水塗、朱建昇、朱建達、朱國泰、朱順昌

FE060001536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船頭小段

0641-0004 84 徐火明 朱蕃薯、朱、朱水塗、朱建昇、朱建達、朱國泰、朱順昌

FE060001537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船頭小段

0662-0001 110 林順興 陳水來、陳招治、陳秀枝、陳勝吉、陳聰貴、吳勝治、吳勝益、陳進發、陳界全、陳義雄、吳維

揚、陳進源、陳進明、陳友夫、陳友昌、陳明途、吳陳珠、顏玉瑩

FE060001538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船頭小段

0662-0002 199 陳進發 陳水來、陳招治、陳秀枝、陳勝吉、陳聰貴、吳勝治、吳勝益、陳進發、陳界全、陳義雄、吳維

揚、陳進源、陳進明、陳友夫、陳友昌、陳明途、吳陳珠、顏玉瑩

FE060001539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船頭小段

0662-0002 199 陳進源 陳水來、陳招治、陳秀枝、陳勝吉、陳聰貴、吳勝治、吳勝益、陳進發、陳界全、陳義雄、吳維

揚、陳進源、陳進明、陳友夫、陳友昌、陳明途、吳陳珠、顏玉瑩

FE060001540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船頭小段

0662-0002 199 陳進明 陳水來、陳招治、陳秀枝、陳勝吉、陳聰貴、吳勝治、吳勝益、陳進發、陳界全、陳義雄、吳維

揚、陳進源、陳進明、陳友夫、陳友昌、陳明途、吳陳珠、顏玉瑩

FE060001541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船頭小段

0662-0002 199 陳界全 陳水來、陳招治、陳秀枝、陳勝吉、陳聰貴、吳勝治、吳勝益、陳進發、陳界全、陳義雄、吳維

揚、陳進源、陳進明、陳友夫、陳友昌、陳明途、吳陳珠、顏玉瑩

FE060001542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船頭小段

0662-0002 199 陳義雄 陳水來、陳招治、陳秀枝、陳勝吉、陳聰貴、吳勝治、吳勝益、陳進發、陳界全、陳義雄、吳維

揚、陳進源、陳進明、陳友夫、陳友昌、陳明途、吳陳珠、顏玉瑩

FE060001543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船頭小段

0662-0003 223 陳金慈 陳水來、陳招治、陳秀枝、陳勝吉、陳聰貴、吳勝治、吳勝益、陳進發、陳界全、陳義雄、吳維

揚、陳進源、陳進明、陳友夫、陳友昌、陳明途、吳陳珠、顏玉瑩

FE060001544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渡

船頭小段

0664-0000 158 張清祐 林柏辰、張澄興、張澄木、張萬益、張萬居、張祺財、張文彬、張陳玉梅、張富源

FE060001545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蛇

子形小段

0113-0000 432 李發裕 林裕禮、林寶桐、林寶慧、林明旗、林明二、林明庸、林明彬、李捷、林明哲、林明修、林明

雄、林明星、林明光、林幼仔、林明福、林海上、李進發、林明正、林明暹、林明彥、林信彥、

林豪彥、林憲彥、林麗娜、林月、李昆益

FE060001546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蛇

子形小段

0122-0000 742 楊清玉 楊傳、楊水返、楊菊夫、楊和南、楊定、楊豐、楊王、楊忠義、楊杜木菜、楊阿東、楊良勝、楊

金獅、楊世務、楊月鳳、楊楓、楊宗憲、楊秋波、楊元彰、楊進芳、楊進順、楊進發、楊宗枝、

楊宗林、楊宗輝、楊坤池

FE060001547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蛇

子形小段

0122-0000 742 楊秋波 楊傳、楊水返、楊菊夫、楊和南、楊定、楊豐、楊王、楊忠義、楊杜木菜、楊阿東、楊良勝、楊

金獅、楊世務、楊月鳳、楊楓、楊宗憲、楊秋波、楊元彰、楊進芳、楊進順、楊進發、楊宗枝、

楊宗林、楊宗輝、楊坤池

FE060001548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蛇

子形小段

0122-0000 742 楊元彰 楊傳、楊水返、楊菊夫、楊和南、楊定、楊豐、楊王、楊忠義、楊杜木菜、楊阿東、楊良勝、楊

金獅、楊世務、楊月鳳、楊楓、楊宗憲、楊秋波、楊元彰、楊進芳、楊進順、楊進發、楊宗枝、

楊宗林、楊宗輝、楊坤池

FE060001549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蛇

子形小段

0122-0000 742 楊進芳 楊傳、楊水返、楊菊夫、楊和南、楊定、楊豐、楊王、楊忠義、楊杜木菜、楊阿東、楊良勝、楊

金獅、楊世務、楊月鳳、楊楓、楊宗憲、楊秋波、楊元彰、楊進芳、楊進順、楊進發、楊宗枝、

楊宗林、楊宗輝、楊坤池

FE060001550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蛇

子形小段

0122-0000 742 楊進順 楊傳、楊水返、楊菊夫、楊和南、楊定、楊豐、楊王、楊忠義、楊杜木菜、楊阿東、楊良勝、楊

金獅、楊世務、楊月鳳、楊楓、楊宗憲、楊秋波、楊元彰、楊進芳、楊進順、楊進發、楊宗枝、

楊宗林、楊宗輝、楊坤池

FE060001551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蛇

子形小段

0122-0000 742 楊進發 楊傳、楊水返、楊菊夫、楊和南、楊定、楊豐、楊王、楊忠義、楊杜木菜、楊阿東、楊良勝、楊

金獅、楊世務、楊月鳳、楊楓、楊宗憲、楊秋波、楊元彰、楊進芳、楊進順、楊進發、楊宗枝、

楊宗林、楊宗輝、楊坤池

FE060001552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蛇

子形小段

0122-0000 742 楊菊夫 楊傳、楊水返、楊菊夫、楊和南、楊定、楊豐、楊王、楊忠義、楊杜木菜、楊阿東、楊良勝、楊

金獅、楊世務、楊月鳳、楊楓、楊宗憲、楊秋波、楊元彰、楊進芳、楊進順、楊進發、楊宗枝、

楊宗林、楊宗輝、楊坤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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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060001553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蛇

子形小段

0122-0000 742 楊和南 楊傳、楊水返、楊菊夫、楊和南、楊定、楊豐、楊王、楊忠義、楊杜木菜、楊阿東、楊良勝、楊

金獅、楊世務、楊月鳳、楊楓、楊宗憲、楊秋波、楊元彰、楊進芳、楊進順、楊進發、楊宗枝、

楊宗林、楊宗輝、楊坤池

FE060001554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蛇

子形小段

0122-0000 742 楊坤池 楊傳、楊水返、楊菊夫、楊和南、楊定、楊豐、楊王、楊忠義、楊杜木菜、楊阿東、楊良勝、楊

金獅、楊世務、楊月鳳、楊楓、楊宗憲、楊秋波、楊元彰、楊進芳、楊進順、楊進發、楊宗枝、

楊宗林、楊宗輝、楊坤池

FE060001555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蛇

子形小段

0215-0000 456 林萬居 蔡純華

FE060001556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蛇

子形小段

0248-0000 1164 林居山 高義方、高慶祥、陳高月娥、黃高美月、陳高雪清、高麗香、林光輝、林榮輝、褚林芸暉、姚高

月桂、高照美、高星耀、高堉林、高耀熙、高月華、高淑芬、高淑慧、高銘祺、高月瑛、高墀

鯤、高墀鵬、陳雄、陳進財、陳進誠、陳來傳、陳來興、陳來全、高銘隆、高士銘、高美芳、劉

育霖
FE060001557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蛇

子形小段

0248-0000 1164 李偷 高義方、高慶祥、陳高月娥、黃高美月、陳高雪清、高麗香、林光輝、林榮輝、褚林芸暉、姚高

月桂、高照美、高星耀、高堉林、高耀熙、高月華、高淑芬、高淑慧、高銘祺、高月瑛、高墀

鯤、高墀鵬、陳雄、陳進財、陳進誠、陳來傳、陳來興、陳來全、高銘隆、高士銘、高美芳、劉

育霖
FE060001558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蛇

子形小段

0248-0000 1164 林木樹 高義方、高慶祥、陳高月娥、黃高美月、陳高雪清、高麗香、林光輝、林榮輝、褚林芸暉、姚高

月桂、高照美、高星耀、高堉林、高耀熙、高月華、高淑芬、高淑慧、高銘祺、高月瑛、高墀

鯤、高墀鵬、陳雄、陳進財、陳進誠、陳來傳、陳來興、陳來全、高銘隆、高士銘、高美芳、劉

育霖
FE060001559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蛇

子形小段

0263-0000 413 林朝 高星耀、高耀熙、高月華、高淑芬、高淑慧、高銘祺、高月瑛、高銘隆、高瑞珠、高許淑媛、高

敏玲、黃寶玉、高雪鳳、高美慧、林周煙、高義方、高慶祥、陳高月娥、黃高美月、陳高雪清、

高麗香、林光輝、林榮輝、褚林芸暉、段津薪、高士銘、高美芳、高墀鵬、高墀鯤、王聖希、王

哲希
FE060001560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蛇

子形小段

0263-0001 313 林朝 高墀臣、姚高月桂、高星耀、高耀熙、高月華、高淑芬、高淑慧、高銘祺、高月瑛、高墀鯤、高

墀鵬、高銘隆、林周煙、高義方、高慶祥、陳高月娥、黃高美月、陳高雪清、高麗香、林光輝、

林榮輝、褚林芸暉、高士銘、高美芳

FE060001561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蛇

子形小段

0263-0002 74 林朝 高墀臣、姚高月桂、高星耀、高堉林、高耀熙、高月華、高淑芬、高淑慧、高銘祺、高月瑛、高

墀鯤、高墀鵬、高銘隆、高瑞珠、高許淑媛、高敏玲、黃寶玉、高雪鳳、高美慧、高義方、高慶

祥、陳高月娥、黃高美月、陳高雪清、高麗香、林光輝、林榮輝、褚林芸暉、高士銘、高美芳、

林周煙
FE060001562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蛇

子形小段

0266-0000 821 張水 陳高月娥、黃高美月、陳高雪清、高麗香、林光輝、林榮輝、褚林芸暉、姚高月桂、高星耀、高

堉林、高耀熙、高月華、高淑芬、高淑慧、高銘祺、高月瑛、高墀鯤、高墀鵬、林輝煌、林曾

來、高士銘、高美芳、林幼

FE060001563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蛇

子形小段

0266-0000 821 林輝煌 陳高月娥、黃高美月、陳高雪清、高麗香、林光輝、林榮輝、褚林芸暉、姚高月桂、高星耀、高

堉林、高耀熙、高月華、高淑芬、高淑慧、高銘祺、高月瑛、高墀鯤、高墀鵬、林輝煌、林曾

來、高士銘、高美芳、林幼

FE060001564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蛇

子形小段

0266-0001 96 張水 陳高月娥、黃高美月、陳高雪清、高麗香、林光輝、林榮輝、褚林芸暉、姚高月桂、高星耀、高

堉林、高耀熙、高月華、高淑芬、高淑慧、高銘祺、高月瑛、高墀鯤、高墀鵬、林輝煌、林曾

來、高士銘、高美芳、林幼

FE060001565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蛇

子形小段

0266-0001 96 林輝煌 陳高月娥、黃高美月、陳高雪清、高麗香、林光輝、林榮輝、褚林芸暉、姚高月桂、高星耀、高

堉林、高耀熙、高月華、高淑芬、高淑慧、高銘祺、高月瑛、高墀鯤、高墀鵬、林輝煌、林曾

來、高士銘、高美芳、林幼

FE060001566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蛇

子形小段

0272-0000 605 林治 高義方、高慶祥、陳高月娥、黃高美月、陳高雪清、高麗香、林光輝、林榮輝、褚林芸暉、高墀

臣、高星耀、高耀熙、高月華、高淑芬、高淑慧、高銘祺、高月瑛、高銘隆、高瑞珠、高許淑

媛、高敏玲、黃寶玉、高雪鳳、高美慧、林周煙、段津薪、李萬金、李怡謹、高士銘、高美芳、

高墀鵬、高墀鯤、王聖希、王哲希
FE060001567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蛇

子形小段

0272-0000 605 柯長居 高義方、高慶祥、陳高月娥、黃高美月、陳高雪清、高麗香、林光輝、林榮輝、褚林芸暉、高墀

臣、高星耀、高耀熙、高月華、高淑芬、高淑慧、高銘祺、高月瑛、高銘隆、高瑞珠、高許淑

媛、高敏玲、黃寶玉、高雪鳳、高美慧、林周煙、段津薪、李萬金、李怡謹、高士銘、高美芳、

高墀鵬、高墀鯤、王聖希、王哲希
FE060001568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蛇

子形小段

0272-0000 605 張長吉 高義方、高慶祥、陳高月娥、黃高美月、陳高雪清、高麗香、林光輝、林榮輝、褚林芸暉、高墀

臣、高星耀、高耀熙、高月華、高淑芬、高淑慧、高銘祺、高月瑛、高銘隆、高瑞珠、高許淑

媛、高敏玲、黃寶玉、高雪鳳、高美慧、林周煙、段津薪、李萬金、李怡謹、高士銘、高美芳、

高墀鵬、高墀鯤、王聖希、王哲希
FE060001569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蛇

子形小段

0272-0000 605 李萬金 高義方、高慶祥、陳高月娥、黃高美月、陳高雪清、高麗香、林光輝、林榮輝、褚林芸暉、高墀

臣、高星耀、高耀熙、高月華、高淑芬、高淑慧、高銘祺、高月瑛、高銘隆、高瑞珠、高許淑

媛、高敏玲、黃寶玉、高雪鳳、高美慧、林周煙、段津薪、李萬金、李怡謹、高士銘、高美芳、

高墀鵬、高墀鯤、王聖希、王哲希
FE060001570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蛇

子形小段

0272-0001 55 林治 高義方、高慶祥、陳高月娥、黃高美月、陳高雪清、高麗香、林光輝、林榮輝、褚林芸暉、高墀

臣、姚高月桂、高星耀、高耀熙、高月華、高淑芬、高淑慧、高銘祺、高月瑛、高墀鯤、高墀

鵬、高銘隆、林周煙、高士銘、高美芳

FE060001571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蛇

子形小段

0272-0001 55 柯長居 高義方、高慶祥、陳高月娥、黃高美月、陳高雪清、高麗香、林光輝、林榮輝、褚林芸暉、高墀

臣、姚高月桂、高星耀、高耀熙、高月華、高淑芬、高淑慧、高銘祺、高月瑛、高墀鯤、高墀

鵬、高銘隆、林周煙、高士銘、高美芳

FE060001572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蛇

子形小段

0272-0001 55 張長吉 高義方、高慶祥、陳高月娥、黃高美月、陳高雪清、高麗香、林光輝、林榮輝、褚林芸暉、高墀

臣、姚高月桂、高星耀、高耀熙、高月華、高淑芬、高淑慧、高銘祺、高月瑛、高墀鯤、高墀

鵬、高銘隆、林周煙、高士銘、高美芳

FE060001573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蛇

子形小段

0272-0001 55 李萬金 高義方、高慶祥、陳高月娥、黃高美月、陳高雪清、高麗香、林光輝、林榮輝、褚林芸暉、高墀

臣、姚高月桂、高星耀、高耀熙、高月華、高淑芬、高淑慧、高銘祺、高月瑛、高墀鯤、高墀

鵬、高銘隆、林周煙、高士銘、高美芳

FE060001574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蛇

子形小段

0283-0000 1297 獅尾村、米倉

村、大崁村

高照美、高星耀、高耀熙、高月華、高淑芬、高淑慧、高銘祺、高月瑛、高墀鯤、高墀鵬、高義

方、高慶祥、陳高月娥、黃高美月、陳高雪清、高麗香、林光輝、林榮輝、褚林芸暉、高墀臣、

高士銘、高美芳、台灣租賃股份有限公司、王哲希、王聖希

FE060001575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蛇

子形小段

0283-0003 137 獅尾村、米倉

村、大崁村

高照美、高耀熙、高義方、高慶祥、陳高月娥、黃高美月、陳高雪清、高麗香、林光輝、林榮

輝、褚林芸暉、張志偉、張志柔、李世詮

FE060001576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蛇

子形小段

0292-0000 340 林三雄 林文元、林庭立、林育立、林庭立、林育立

FE060001577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蛇

子形小段

0292-0022 264 林三雄 林文元、林如祥、林庭立、林育立

FE060001578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蛇

子形小段

0292-0023 7 林三雄 林文元、林如祥、林庭立、林育立

FE060001579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蛇

子形小段

0292-0031 36 林三雄 林文元、林如祥、林庭立、林育立

FE060001580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蛇

子形小段

0295-0000 799 陳文進 黃榮興、黃榮昌、黃敏賢

FE060001581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蛇

子形小段

0295-0003 45 陳文進 中華民國

FE060001582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蛇

子形小段

0295-0004 17 陳文進 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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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區 段小段 地/建號 面積(平方公尺) 姓名或名稱 權利範圍

台北縣政府清查公告之土地及建物清冊

民國45年12月31日以前登記之未定期限地上權                             單位：平方公尺

編號
土  地/建  物  標  示 登  記  名  義  人 土  地/建  物  所  有  權  人

姓名或名稱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1/8

1/8

1/8

1/8

1/8

1/8

1/8

1/16

1/16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1/2

1/2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FE060001583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蛇

子形小段

0299-0001 349 許戇水 謝雪、謝崇明、謝崇純、謝崇興

FE060001584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蛇

子形小段

0299-0001 349 魏金生 謝雪、謝崇明、謝崇純、謝崇興

FE060001585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蛇

子形小段

0311-0000 516 林清 林萬益、林三雄、杜張秀子、林天送、林天讚、林信州、林信全、陳玉娥

FE060001586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蛇

子形小段

0333-0000 318 林罔胞 謝金生、謝金雄、謝武良、謝明樺、謝郁文

FE060001587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蛇

子形小段

0419-0000 886 謝崇德 謝戇九、謝阿松、謝江棱、謝宗智、謝宗輝、謝丞達、謝文達、謝文良、吳謝麗子、廖謝麗玉、

謝麗勳、謝宛龍、謝素梅、謝榮壽、謝宗平、謝國泰、謝國華、謝世昌、謝世勇、謝世南、謝信

忠、謝信益、謝崇賢、謝崇揚、謝崇光、謝崇凱、謝崇華、謝崇耀、謝清松、謝清華、謝清林、

謝清樹、謝旻宏、謝旻村、謝陳花盆、謝榮清、謝錦銅、謝榮村、謝義雄、謝雲、謝蘇腰、謝進

發、謝進財、謝淑美、謝秋雪、謝建臣、謝志忠、謝棋林、謝金泉、謝高育其、謝永宗、謝金

裕、謝沛穎、謝瑋倫、任謝幼、謝玉琴
FE060001588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蛇

子形小段

0419-0000 886 謝崇賢 謝戇九、謝阿松、謝江棱、謝宗智、謝宗輝、謝丞達、謝文達、謝文良、吳謝麗子、廖謝麗玉、

謝麗勳、謝宛龍、謝素梅、謝榮壽、謝宗平、謝國泰、謝國華、謝世昌、謝世勇、謝世南、謝信

忠、謝信益、謝崇賢、謝崇揚、謝崇光、謝崇凱、謝崇華、謝崇耀、謝清松、謝清華、謝清林、

謝清樹、謝旻宏、謝旻村、謝陳花盆、謝榮清、謝錦銅、謝榮村、謝義雄、謝雲、謝蘇腰、謝進

發、謝進財、謝淑美、謝秋雪、謝建臣、謝志忠、謝棋林、謝金泉、謝高育其、謝永宗、謝金

裕、謝沛穎、謝瑋倫、任謝幼、謝玉琴
FE060001589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蛇

子形小段

0419-0000 886 謝崇揚 謝戇九、謝阿松、謝江棱、謝宗智、謝宗輝、謝丞達、謝文達、謝文良、吳謝麗子、廖謝麗玉、

謝麗勳、謝宛龍、謝素梅、謝榮壽、謝宗平、謝國泰、謝國華、謝世昌、謝世勇、謝世南、謝信

忠、謝信益、謝崇賢、謝崇揚、謝崇光、謝崇凱、謝崇華、謝崇耀、謝清松、謝清華、謝清林、

謝清樹、謝旻宏、謝旻村、謝陳花盆、謝榮清、謝錦銅、謝榮村、謝義雄、謝雲、謝蘇腰、謝進

發、謝進財、謝淑美、謝秋雪、謝建臣、謝志忠、謝棋林、謝金泉、謝高育其、謝永宗、謝金

裕、謝沛穎、謝瑋倫、任謝幼、謝玉琴
FE060001590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蛇

子形小段

0419-0000 886 謝崇凱 謝戇九、謝阿松、謝江棱、謝宗智、謝宗輝、謝丞達、謝文達、謝文良、吳謝麗子、廖謝麗玉、

謝麗勳、謝宛龍、謝素梅、謝榮壽、謝宗平、謝國泰、謝國華、謝世昌、謝世勇、謝世南、謝信

忠、謝信益、謝崇賢、謝崇揚、謝崇光、謝崇凱、謝崇華、謝崇耀、謝清松、謝清華、謝清林、

謝清樹、謝旻宏、謝旻村、謝陳花盆、謝榮清、謝錦銅、謝榮村、謝義雄、謝雲、謝蘇腰、謝進

發、謝進財、謝淑美、謝秋雪、謝建臣、謝志忠、謝棋林、謝金泉、謝高育其、謝永宗、謝金

裕、謝沛穎、謝瑋倫、任謝幼、謝玉琴
FE060001591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蛇

子形小段

0419-0000 886 謝崇光 謝戇九、謝阿松、謝江棱、謝宗智、謝宗輝、謝丞達、謝文達、謝文良、吳謝麗子、廖謝麗玉、

謝麗勳、謝宛龍、謝素梅、謝榮壽、謝宗平、謝國泰、謝國華、謝世昌、謝世勇、謝世南、謝信

忠、謝信益、謝崇賢、謝崇揚、謝崇光、謝崇凱、謝崇華、謝崇耀、謝清松、謝清華、謝清林、

謝清樹、謝旻宏、謝旻村、謝陳花盆、謝榮清、謝錦銅、謝榮村、謝義雄、謝雲、謝蘇腰、謝進

發、謝進財、謝淑美、謝秋雪、謝建臣、謝志忠、謝棋林、謝金泉、謝高育其、謝永宗、謝金

裕、謝沛穎、謝瑋倫、任謝幼、謝玉琴
FE060001592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蛇

子形小段

0419-0000 886 謝崇華 謝戇九、謝阿松、謝江棱、謝宗智、謝宗輝、謝丞達、謝文達、謝文良、吳謝麗子、廖謝麗玉、

謝麗勳、謝宛龍、謝素梅、謝榮壽、謝宗平、謝國泰、謝國華、謝世昌、謝世勇、謝世南、謝信

忠、謝信益、謝崇賢、謝崇揚、謝崇光、謝崇凱、謝崇華、謝崇耀、謝清松、謝清華、謝清林、

謝清樹、謝旻宏、謝旻村、謝陳花盆、謝榮清、謝錦銅、謝榮村、謝義雄、謝雲、謝蘇腰、謝進

發、謝進財、謝淑美、謝秋雪、謝建臣、謝志忠、謝棋林、謝金泉、謝高育其、謝永宗、謝金

裕、謝沛穎、謝瑋倫、任謝幼、謝玉琴
FE060001593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蛇

子形小段

0419-0000 886 謝崇耀 謝戇九、謝阿松、謝江棱、謝宗智、謝宗輝、謝丞達、謝文達、謝文良、吳謝麗子、廖謝麗玉、

謝麗勳、謝宛龍、謝素梅、謝榮壽、謝宗平、謝國泰、謝國華、謝世昌、謝世勇、謝世南、謝信

忠、謝信益、謝崇賢、謝崇揚、謝崇光、謝崇凱、謝崇華、謝崇耀、謝清松、謝清華、謝清林、

謝清樹、謝旻宏、謝旻村、謝陳花盆、謝榮清、謝錦銅、謝榮村、謝義雄、謝雲、謝蘇腰、謝進

發、謝進財、謝淑美、謝秋雪、謝建臣、謝志忠、謝棋林、謝金泉、謝高育其、謝永宗、謝金

裕、謝沛穎、謝瑋倫、任謝幼、謝玉琴
FE060001594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蛇

子形小段

0419-0000 886 謝旻宏 謝戇九、謝阿松、謝江棱、謝宗智、謝宗輝、謝丞達、謝文達、謝文良、吳謝麗子、廖謝麗玉、

謝麗勳、謝宛龍、謝素梅、謝榮壽、謝宗平、謝國泰、謝國華、謝世昌、謝世勇、謝世南、謝信

忠、謝信益、謝崇賢、謝崇揚、謝崇光、謝崇凱、謝崇華、謝崇耀、謝清松、謝清華、謝清林、

謝清樹、謝旻宏、謝旻村、謝陳花盆、謝榮清、謝錦銅、謝榮村、謝義雄、謝雲、謝蘇腰、謝進

發、謝進財、謝淑美、謝秋雪、謝建臣、謝志忠、謝棋林、謝金泉、謝高育其、謝永宗、謝金

裕、謝沛穎、謝瑋倫、任謝幼、謝玉琴
FE060001595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蛇

子形小段

0419-0000 886 謝旻村 謝戇九、謝阿松、謝江棱、謝宗智、謝宗輝、謝丞達、謝文達、謝文良、吳謝麗子、廖謝麗玉、

謝麗勳、謝宛龍、謝素梅、謝榮壽、謝宗平、謝國泰、謝國華、謝世昌、謝世勇、謝世南、謝信

忠、謝信益、謝崇賢、謝崇揚、謝崇光、謝崇凱、謝崇華、謝崇耀、謝清松、謝清華、謝清林、

謝清樹、謝旻宏、謝旻村、謝陳花盆、謝榮清、謝錦銅、謝榮村、謝義雄、謝雲、謝蘇腰、謝進

發、謝進財、謝淑美、謝秋雪、謝建臣、謝志忠、謝棋林、謝金泉、謝高育其、謝永宗、謝金

裕、謝沛穎、謝瑋倫、任謝幼、謝玉琴
FE060001596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蛇

子形小段

0458-0000 281 楊水火 陳江

FE060001597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蛇

子形小段

0500-0000 2371 蔡柳 李元鐘、李國雄、李富雄、蔡振來、蔡勳昭、蔡勸忠、蔡萬慶、蔡萬壽、蔡萬清、蔡世華、蔡文

生、蔡豐吉、李乙尚、李森林、李添福、李學仁、李學仕、李志德、李炳輝、李健次、李健成、

李元鐘、李國雄、林李阿嬪、鄭李翠卿、蔡詠棋、蔡賢宗、蔡淵順、蔡東澔、李雅玲、李雅玲、

李博文、張雲鶯、李鈺梅、李鈺柔、李玉璽、李雲雀、李雲霞、李博文、張雲鶯、李鈺梅、李鈺

柔、李玉璽、李雲雀、李雲霞
FE060001598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蛇

子形小段

0500-0000 2371 蔡文典 李元鐘、李國雄、李富雄、蔡振來、蔡勳昭、蔡勸忠、蔡萬慶、蔡萬壽、蔡萬清、蔡世華、蔡文

生、蔡豐吉、李乙尚、李森林、李添福、李學仁、李學仕、李志德、李炳輝、李健次、李健成、

李元鐘、李國雄、林李阿嬪、鄭李翠卿、蔡詠棋、蔡賢宗、蔡淵順、蔡東澔、李雅玲、李雅玲、

李博文、張雲鶯、李鈺梅、李鈺柔、李玉璽、李雲雀、李雲霞、李博文、張雲鶯、李鈺梅、李鈺

柔、李玉璽、李雲雀、李雲霞
FE060001599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蛇

子形小段

0504-0000 401 李標祥 籃天賜、陳順福、陳有義、楊忠漢、陳明宗、林朝清、林碧蒼、陳成、林文雄、林武雄、陳林雀

雲、林冠冠、陳聰永、吳文雀

FE060001600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蛇

子形小段

0597-0000 436 謝泡 謝成南、謝豐吉、謝明河、謝昭明、謝明福、林明川、林榮輝、林文龍、謝武雄、謝文榮、連雪

娥、林世昌、林添進

FE060001601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蛇

子形小段

0597-0000 436 林明川 謝成南、謝豐吉、謝明河、謝昭明、謝明福、林明川、林榮輝、林文龍、謝武雄、謝文榮、連雪

娥、林世昌、林添進

FE060001602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蛇

子形小段

0597-0000 436 林榮輝 謝成南、謝豐吉、謝明河、謝昭明、謝明福、林明川、林榮輝、林文龍、謝武雄、謝文榮、連雪

娥、林世昌、林添進

FE060001603 八里鄉 大八里坌段蛇

子形小段

0644-0001 642 林柳頭 林德旺、林生諒、林阿水、林福氣、林皇銘、林振豐

FE060001604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楓

櫃斗湖小段

0002-0000 48 張植棋 張綱冬、張蛤

FE060001605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楓

櫃斗湖小段

0003-0000 123 高火桂 高福興、高火桂、高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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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土  地/建  物  標  示 登  記  名  義  人 土  地/建  物  所  有  權  人

姓名或名稱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1/2

1/4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2/19

2/19

2/19

2/19

1/19

4/19

2/19

4/19

全部

1/1

1/4

1/4

1/4

1/12

1/12

1/60

1/60

1/60

1/60

1/60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FE060001606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楓

櫃斗湖小段

0004-0000 488 張福利 張德旺、李世宗、李富雄、張文發、張文勇、康汪貴子、李歸坵、李歸宗、陳李典梅、張學堯、

陳健雄、馬張喜美、張榮藏、張榮昌、張淑欗、張榮正、張心嵐、張淑華、謝宜龍、謝宜旻、張

翁腰、張金長、張金桑、李香仔、杜啟禎、張東賞、張東作、陳張秋月、莊張好味、李張春美、

張勝璜、張怡隆、徐國珍、張耀宗、張耀舜、張耀鵬、張耀武、張素梅、張耀勳、張素貞、林正

毅
FE060001607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楓

櫃斗湖小段

0004-0000 488 康三元 張德旺、李世宗、李富雄、張文發、張文勇、康汪貴子、李歸坵、李歸宗、陳李典梅、張學堯、

陳健雄、馬張喜美、張榮藏、張榮昌、張淑欗、張榮正、張心嵐、張淑華、謝宜龍、謝宜旻、張

翁腰、張金長、張金桑、李香仔、杜啟禎、張東賞、張東作、陳張秋月、莊張好味、李張春美、

張勝璜、張怡隆、徐國珍、張耀宗、張耀舜、張耀鵬、張耀武、張素梅、張耀勳、張素貞、林正

毅
FE060001608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楓

櫃斗湖小段

0004-0000 488 林 張德旺、李世宗、李富雄、張文發、張文勇、康汪貴子、李歸坵、李歸宗、陳李典梅、張學堯、

陳健雄、馬張喜美、張榮藏、張榮昌、張淑欗、張榮正、張心嵐、張淑華、謝宜龍、謝宜旻、張

翁腰、張金長、張金桑、李香仔、杜啟禎、張東賞、張東作、陳張秋月、莊張好味、李張春美、

張勝璜、張怡隆、徐國珍、張耀宗、張耀舜、張耀鵬、張耀武、張素梅、張耀勳、張素貞、林正

毅
FE060001609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楓

櫃斗湖小段

0004-0000 488 張萬春 張德旺、李世宗、李富雄、張文發、張文勇、康汪貴子、李歸坵、李歸宗、陳李典梅、張學堯、

陳健雄、馬張喜美、張榮藏、張榮昌、張淑欗、張榮正、張心嵐、張淑華、謝宜龍、謝宜旻、張

翁腰、張金長、張金桑、李香仔、杜啟禎、張東賞、張東作、陳張秋月、莊張好味、李張春美、

張勝璜、張怡隆、徐國珍、張耀宗、張耀舜、張耀鵬、張耀武、張素梅、張耀勳、張素貞、林正

毅
FE060001610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楓

櫃斗湖小段

0005-0000 759 張學堯 張德旺、張文發、張南生、張文勇、李歸坵、李歸宗、陳李典梅、張學堯、馬張喜美、張榮藏、

張榮昌、張淑欗、張榮正、張心嵐、張淑華、謝宜龍、謝宜旻、李香仔、杜啟禎、張東賞、張東

作、陳張秋月、莊張好味、李張春美、徐國珍、張耀宗、張耀舜、張耀鵬、張耀武、張素梅、張

耀勳、張素貞、林正毅
FE060001611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楓

櫃斗湖小段

0083-0000 1247 張金菊 黃智貴、黃燦玉、張新發、林　峯、張水田、張翠霞、張正宏、張政導、張正聰、張柯腰、張東

華、張常慶、張常錄、沈朝榮、彭朝雄、沈朝俊、張送來、張綉池、張明雄、張振榮、張金光、

張文雄、曾張秀香、張裕楨、張惠美、張惠莉、陳麗卿、陳麗如、陳麗理、陳麗真、陳敬祥、陳

敬燦、張條山、張進益、張漢洋、張天賜、張金泉、張金江、張水田、張金塗、張瑋秦、黃秀

枝、中華民國、張蔡桂花、劉梅蘭、張宇軒、張夢婷、張宇龍、張文玄、黃陳盞、張建隆、陳美

玲、張書品、張家品、葉文輝、呂雲雀
FE060001612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楓

櫃斗湖小段

0084-0000 456 鄭輝烈 鄭國樑

FE060001613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楓

櫃斗湖小段

0084-0000 456 鄭光琛 鄭國樑

FE060001614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楓

櫃斗湖小段

0086-0000 524 鄭萬吉 鄭光琛、鄭有進、鄭凱文、鄭啟祥、鄭啟木、鄭萬吉、鄭清陽、鄭清光、林鄭秀蓮、鄭有陀、鄭

培銘、鄭廖金英、許玉蘭、鄭倚欣、鄭翔州、鄭亦涵、鄭淵元、鄭文雄、鄭文亮、鄭石吟、吳曜

仲、吳得銘、吳壽美、王吳淑純、吳淑貞、吳淑麗、鄭瑞仁、鄭光復、鄭光隆、鄭光銘、陳歩

月、陳步新、陳睿農、陳志郎、張陳洋嬌、陳莉嬌、陳美玲、蔡陳鳳、張景琛、張如珊、張乃

珊、林俊聰、林俊穎、林俊逸、林如玲、林如珉
FE060001615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楓

櫃斗湖小段

0156-0000 805 汪天老 戴月桃、戴添旺、戴添木、戴金枝、戴裕昌、戴家寶、戴裕隆、戴翊翔、戴華緯

FE060001616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楓

櫃斗湖小段

0179-0000 335 陳君德 王振偀、王振儀、王振伍、王韻仙、陳火國、陳進興、陳文華、陳興南、王振偉、王振傑、王雪

鴻、王韻卿

FE060001617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楓

櫃斗湖小段

0183-0000 820 紀通興 楊金彩、楊萬來、楊樹欉、楊清萬、黃玉堂

FE060001618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楓

櫃斗湖小段

0183-0000 820 紀灶 楊金彩、楊萬來、楊樹欉、楊清萬、黃玉堂

FE060001619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楓

櫃斗湖小段

0183-0000 820 黃田 楊金彩、楊萬來、楊樹欉、楊清萬、黃玉堂

FE060001620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楓

櫃斗湖小段

0183-0000 820 戴波 楊金彩、楊萬來、楊樹欉、楊清萬、黃玉堂

FE060001621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楓

櫃斗湖小段

0183-0000 820 林水泉 楊金彩、楊萬來、楊樹欉、楊清萬、黃玉堂

FE060001622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楓

櫃斗湖小段

0183-0000 820 柯福生 楊金彩、楊萬來、楊樹欉、楊清萬、黃玉堂

FE060001623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楓

櫃斗湖小段

0183-0000 820 戴金生 楊金彩、楊萬來、楊樹欉、楊清萬、黃玉堂

FE060001624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楓

櫃斗湖小段

0183-0000 820 陳君德 楊金彩、楊萬來、楊樹欉、楊清萬、黃玉堂

FE060001625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楓

櫃斗湖小段

0185-0007 465 林烏龜 林登在

FE060001626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楓

櫃斗湖小段

0193-0000 291 紀發 紀財旺、紀國男、紀萬金、紀珅銓、紀根卯、紀詠舜

FE060001627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楓

櫃斗湖小段

0193-0000 291 紀糖 紀財旺、紀國男、紀萬金、紀珅銓、紀根卯、紀詠舜

FE060001628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楓

櫃斗湖小段

0193-0000 291 紀寬裕 紀財旺、紀國男、紀萬金、紀珅銓、紀根卯、紀詠舜

FE060001629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楓

櫃斗湖小段

0193-0000 291 周紀錦 紀財旺、紀國男、紀萬金、紀珅銓、紀根卯、紀詠舜

FE060001630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楓

櫃斗湖小段

0193-0000 291 李紀明英 紀財旺、紀國男、紀萬金、紀珅銓、紀根卯、紀詠舜

FE060001631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楓

櫃斗湖小段

0193-0000 291 紀美玲 紀財旺、紀國男、紀萬金、紀珅銓、紀根卯、紀詠舜

FE060001632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楓

櫃斗湖小段

0193-0000 291 紀建全 紀財旺、紀國男、紀萬金、紀珅銓、紀根卯、紀詠舜

FE060001633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楓

櫃斗湖小段

0193-0000 291 紀建平 紀財旺、紀國男、紀萬金、紀珅銓、紀根卯、紀詠舜

FE060001634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楓

櫃斗湖小段

0193-0000 291 紀玉琳 紀財旺、紀國男、紀萬金、紀珅銓、紀根卯、紀詠舜

FE060001635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楓

櫃斗湖小段

0193-0000 291 紀素蘭 紀財旺、紀國男、紀萬金、紀珅銓、紀根卯、紀詠舜

FE060001636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楓

櫃斗湖小段

0196-0002 223 楊矮 紀發、紀通具、紀財旺、紀紅九、紀萬益、陳正雄、紀鍊生、紀文卿、紀文國、紀文隆、紀文

章、紀俊明、紀萬租、黃倉海、紀志堃、紀金助、紀榮次、紀國男、紀鳳春、紀萬金、紀珅銓、

紀根卯、紀正平、紀正雄、紀金順、紀金埤、紀天賜、紀金樹、紀金山、紀詠舜、黃麗美、紀禹

萱、紀智偉、紀智凱、紀憶親
FE060001637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楓

櫃斗湖小段

0197-0001 713 黃財 黃紅祐、黃新天、黃鏈錠、黃鏈釧、黃鏈　、林黃美、黃春美、李玉如、黃清和、黃春梅、黃清

來、林俊見、黃純菁、黃泓貴、黃文龍、黃玉珍

FE060001638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楓

櫃斗湖小段

0197-0001 713 黃萬居 黃紅祐、黃新天、黃鏈錠、黃鏈釧、黃鏈　、林黃美、黃春美、李玉如、黃清和、黃春梅、黃清

來、林俊見、黃純菁、黃泓貴、黃文龍、黃玉珍

FE060001639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楓

櫃斗湖小段

0198-0000 335 連田 連德勝、連水圳、連金煌、連金來、連添、楊連合、吳楊勤、楊連丑、楊慶雄、楊金吟、楊木

林、楊玉龍、楊慶華、楊慶地、李瀛洲、李文村、李純純、楊大妹、連新福、連輝鍠、連進旺、

連木榮、連金燈、吳連寶珠、連秀蘭、連秀玲、連秀卿、連麗花、連麗芬、連新福、連輝鍠、連

進旺、連木榮、連金燈、吳連寶珠、連秀蘭、連秀玲、連秀卿、連麗花、連麗芬
FE060001640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楓

櫃斗湖小段

0198-0000 335 連君土 連德勝、連水圳、連金煌、連金來、連添、楊連合、吳楊勤、楊連丑、楊慶雄、楊金吟、楊木

林、楊玉龍、楊慶華、楊慶地、李瀛洲、李文村、李純純、楊大妹、連新福、連輝鍠、連進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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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區 段小段 地/建號 面積(平方公尺) 姓名或名稱 權利範圍

台北縣政府清查公告之土地及建物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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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土  地/建  物  標  示 登  記  名  義  人 土  地/建  物  所  有  權  人

姓名或名稱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1/4

1/4

1/90

1/90

1/90

1/90

1/90

1/18

1/18

1/18

1/18

1/18

1/36

1/36

1/36

1/36

1/36

1/36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1/4

1/4

1/90

1/90

1/90

1/90

1/90

1/18

1/18

1/18

1/18

連木榮、連金燈、吳連寶珠、連秀蘭、連秀玲、連秀卿、連麗花、連麗芬、連新福、連輝鍠、連

進旺、連木榮、連金燈、吳連寶珠、連秀蘭、連秀玲、連秀卿、連麗花、連麗芬
FE060001641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楓

櫃斗湖小段

0198-0001 213 蕭火木 紀萬租、黃倉海、紀鳳春

FE060001642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楓

櫃斗湖小段

0198-0001 213 紀發 紀萬租、黃倉海、紀鳳春

FE060001643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010-0000 1093 楊治 連鄭琴、連寄草、連保男、連信雄、連靜慈、楊地、楊文勇、徐昭珠、吳明翰、楊辜阿珠、中華

民國、翁金鐘、翁明宏、翁慶霖、翁毓羚、翁毓華

FE060001644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134-0000 951 李培榮 李日生、褚居、褚荖、褚信彥、李萬金、李清宗、李清泰、褚進發、褚永富、李榮光、褚萬春、

李道川、李道政、褚宏政、褚漢章、褚文章

FE060001645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134-0000 951 李傳芳 李日生、褚居、褚荖、褚信彥、李萬金、李清宗、李清泰、褚進發、褚永富、李榮光、褚萬春、

李道川、李道政、褚宏政、褚漢章、褚文章

FE060001646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134-0000 951 李潘月裡 李日生、褚居、褚荖、褚信彥、李萬金、李清宗、李清泰、褚進發、褚永富、李榮光、褚萬春、

李道川、李道政、褚宏政、褚漢章、褚文章

FE060001647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134-0000 951 李芳雄 李日生、褚居、褚荖、褚信彥、李萬金、李清宗、李清泰、褚進發、褚永富、李榮光、褚萬春、

李道川、李道政、褚宏政、褚漢章、褚文章

FE060001648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134-0000 951 李芳洲 李日生、褚居、褚荖、褚信彥、李萬金、李清宗、李清泰、褚進發、褚永富、李榮光、褚萬春、

李道川、李道政、褚宏政、褚漢章、褚文章

FE060001649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134-0000 951 李明珠 李日生、褚居、褚荖、褚信彥、李萬金、李清宗、李清泰、褚進發、褚永富、李榮光、褚萬春、

李道川、李道政、褚宏政、褚漢章、褚文章

FE060001650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134-0000 951 李明芬 李日生、褚居、褚荖、褚信彥、李萬金、李清宗、李清泰、褚進發、褚永富、李榮光、褚萬春、

李道川、李道政、褚宏政、褚漢章、褚文章

FE060001651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134-0000 951 李培燦 李日生、褚居、褚荖、褚信彥、李萬金、李清宗、李清泰、褚進發、褚永富、李榮光、褚萬春、

李道川、李道政、褚宏政、褚漢章、褚文章

FE060001652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134-0000 951 林李月娥 李日生、褚居、褚荖、褚信彥、李萬金、李清宗、李清泰、褚進發、褚永富、李榮光、褚萬春、

李道川、李道政、褚宏政、褚漢章、褚文章

FE060001653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134-0000 951 陳安治 李日生、褚居、褚荖、褚信彥、李萬金、李清宗、李清泰、褚進發、褚永富、李榮光、褚萬春、

李道川、李道政、褚宏政、褚漢章、褚文章

FE060001654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134-0000 951 李月嬌 李日生、褚居、褚荖、褚信彥、李萬金、李清宗、李清泰、褚進發、褚永富、李榮光、褚萬春、

李道川、李道政、褚宏政、褚漢章、褚文章

FE060001655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134-0000 951 林游月桂 李日生、褚居、褚荖、褚信彥、李萬金、李清宗、李清泰、褚進發、褚永富、李榮光、褚萬春、

李道川、李道政、褚宏政、褚漢章、褚文章

FE060001656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134-0000 951 陳慧珠 李日生、褚居、褚荖、褚信彥、李萬金、李清宗、李清泰、褚進發、褚永富、李榮光、褚萬春、

李道川、李道政、褚宏政、褚漢章、褚文章

FE060001657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134-0000 951 陳讚富 李日生、褚居、褚荖、褚信彥、李萬金、李清宗、李清泰、褚進發、褚永富、李榮光、褚萬春、

李道川、李道政、褚宏政、褚漢章、褚文章

FE060001658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134-0000 951 林鄭純純 李日生、褚居、褚荖、褚信彥、李萬金、李清宗、李清泰、褚進發、褚永富、李榮光、褚萬春、

李道川、李道政、褚宏政、褚漢章、褚文章

FE060001659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134-0000 951 鄭惠女 李日生、褚居、褚荖、褚信彥、李萬金、李清宗、李清泰、褚進發、褚永富、李榮光、褚萬春、

李道川、李道政、褚宏政、褚漢章、褚文章

FE060001660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134-0000 951 黃志堅 李日生、褚居、褚荖、褚信彥、李萬金、李清宗、李清泰、褚進發、褚永富、李榮光、褚萬春、

李道川、李道政、褚宏政、褚漢章、褚文章

FE060001661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134-0000 951 黃秀麗 李日生、褚居、褚荖、褚信彥、李萬金、李清宗、李清泰、褚進發、褚永富、李榮光、褚萬春、

李道川、李道政、褚宏政、褚漢章、褚文章

FE060001662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134-0000 951 褚傳生 李日生、褚居、褚荖、褚信彥、李萬金、李清宗、李清泰、褚進發、褚永富、李榮光、褚萬春、

李道川、李道政、褚宏政、褚漢章、褚文章

FE060001663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272-0000 378 連士萍 連樹旺、連生元、連仁、連保男、連信雄、連靜慈、連鄭琴、連正義、連忠義、林連好味、連

蓓香、連國良、翁金鐘、翁明宏、翁慶霖、翁毓羚、翁毓華

FE060001664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288-0000 596 連伏波 連宏祥、連陳月英、連宏池、連宏能

FE060001665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310-0000 945 李傳芳 褚居、李日生、李明、陳火、張龍波、楊清和、張萬、楊進興、褚信彥、李萬金、李清宗、李清

泰、洪阿杉、張水霖、張木成、楊添丁、楊春保、楊三奇、連保男、連信雄、連靜慈、林炳昌、

林鍊錠、林水源、林炳煌、褚萬春、褚耀龍、褚耀昌、褚耀慶、李道川、李道政、劉宏明、翁金

鐘、翁明宏、翁慶霖、翁毓羚、翁毓華、褚永芳
FE060001666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310-0000 945 李培榮 褚居、李日生、李明、陳火、張龍波、楊清和、張萬、楊進興、褚信彥、李萬金、李清宗、李清

泰、洪阿杉、張水霖、張木成、楊添丁、楊春保、楊三奇、連保男、連信雄、連靜慈、林炳昌、

林鍊錠、林水源、林炳煌、褚萬春、褚耀龍、褚耀昌、褚耀慶、李道川、李道政、劉宏明、翁金

鐘、翁明宏、翁慶霖、翁毓羚、翁毓華、褚永芳
FE060001667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310-0000 945 李潘月裡 褚居、李日生、李明、陳火、張龍波、楊清和、張萬、楊進興、褚信彥、李萬金、李清宗、李清

泰、洪阿杉、張水霖、張木成、楊添丁、楊春保、楊三奇、連保男、連信雄、連靜慈、林炳昌、

林鍊錠、林水源、林炳煌、褚萬春、褚耀龍、褚耀昌、褚耀慶、李道川、李道政、劉宏明、翁金

鐘、翁明宏、翁慶霖、翁毓羚、翁毓華、褚永芳
FE060001668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310-0000 945 李芳雄 褚居、李日生、李明、陳火、張龍波、楊清和、張萬、楊進興、褚信彥、李萬金、李清宗、李清

泰、洪阿杉、張水霖、張木成、楊添丁、楊春保、楊三奇、連保男、連信雄、連靜慈、林炳昌、

林鍊錠、林水源、林炳煌、褚萬春、褚耀龍、褚耀昌、褚耀慶、李道川、李道政、劉宏明、翁金

鐘、翁明宏、翁慶霖、翁毓羚、翁毓華、褚永芳
FE060001669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310-0000 945 李芳洲 褚居、李日生、李明、陳火、張龍波、楊清和、張萬、楊進興、褚信彥、李萬金、李清宗、李清

泰、洪阿杉、張水霖、張木成、楊添丁、楊春保、楊三奇、連保男、連信雄、連靜慈、林炳昌、

林鍊錠、林水源、林炳煌、褚萬春、褚耀龍、褚耀昌、褚耀慶、李道川、李道政、劉宏明、翁金

鐘、翁明宏、翁慶霖、翁毓羚、翁毓華、褚永芳
FE060001670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310-0000 945 李明珠 褚居、李日生、李明、陳火、張龍波、楊清和、張萬、楊進興、褚信彥、李萬金、李清宗、李清

泰、洪阿杉、張水霖、張木成、楊添丁、楊春保、楊三奇、連保男、連信雄、連靜慈、林炳昌、

林鍊錠、林水源、林炳煌、褚萬春、褚耀龍、褚耀昌、褚耀慶、李道川、李道政、劉宏明、翁金

鐘、翁明宏、翁慶霖、翁毓羚、翁毓華、褚永芳
FE060001671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310-0000 945 李明芬 褚居、李日生、李明、陳火、張龍波、楊清和、張萬、楊進興、褚信彥、李萬金、李清宗、李清

泰、洪阿杉、張水霖、張木成、楊添丁、楊春保、楊三奇、連保男、連信雄、連靜慈、林炳昌、

林鍊錠、林水源、林炳煌、褚萬春、褚耀龍、褚耀昌、褚耀慶、李道川、李道政、劉宏明、翁金

鐘、翁明宏、翁慶霖、翁毓羚、翁毓華、褚永芳
FE060001672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310-0000 945 李培燦 褚居、李日生、李明、陳火、張龍波、楊清和、張萬、楊進興、褚信彥、李萬金、李清宗、李清

泰、洪阿杉、張水霖、張木成、楊添丁、楊春保、楊三奇、連保男、連信雄、連靜慈、林炳昌、

林鍊錠、林水源、林炳煌、褚萬春、褚耀龍、褚耀昌、褚耀慶、李道川、李道政、劉宏明、翁金

鐘、翁明宏、翁慶霖、翁毓羚、翁毓華、褚永芳
FE060001673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310-0000 945 林李月娥 褚居、李日生、李明、陳火、張龍波、楊清和、張萬、楊進興、褚信彥、李萬金、李清宗、李清

泰、洪阿杉、張水霖、張木成、楊添丁、楊春保、楊三奇、連保男、連信雄、連靜慈、林炳昌、

林鍊錠、林水源、林炳煌、褚萬春、褚耀龍、褚耀昌、褚耀慶、李道川、李道政、劉宏明、翁金

鐘、翁明宏、翁慶霖、翁毓羚、翁毓華、褚永芳
FE060001674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310-0000 945 陳安治 褚居、李日生、李明、陳火、張龍波、楊清和、張萬、楊進興、褚信彥、李萬金、李清宗、李清

泰、洪阿杉、張水霖、張木成、楊添丁、楊春保、楊三奇、連保男、連信雄、連靜慈、林炳昌、

林鍊錠、林水源、林炳煌、褚萬春、褚耀龍、褚耀昌、褚耀慶、李道川、李道政、劉宏明、翁金

鐘、翁明宏、翁慶霖、翁毓羚、翁毓華、褚永芳
FE060001675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310-0000 945 李月嬌 褚居、李日生、李明、陳火、張龍波、楊清和、張萬、楊進興、褚信彥、李萬金、李清宗、李清

泰、洪阿杉、張水霖、張木成、楊添丁、楊春保、楊三奇、連保男、連信雄、連靜慈、林炳昌、

林鍊錠、林水源、林炳煌、褚萬春、褚耀龍、褚耀昌、褚耀慶、李道川、李道政、劉宏明、翁金

鐘、翁明宏、翁慶霖、翁毓羚、翁毓華、褚永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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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060001676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310-0000 945 林游月桂 褚居、李日生、李明、陳火、張龍波、楊清和、張萬、楊進興、褚信彥、李萬金、李清宗、李清

泰、洪阿杉、張水霖、張木成、楊添丁、楊春保、楊三奇、連保男、連信雄、連靜慈、林炳昌、

林鍊錠、林水源、林炳煌、褚萬春、褚耀龍、褚耀昌、褚耀慶、李道川、李道政、劉宏明、翁金

鐘、翁明宏、翁慶霖、翁毓羚、翁毓華、褚永芳
FE060001677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310-0000 945 陳慧珠 褚居、李日生、李明、陳火、張龍波、楊清和、張萬、楊進興、褚信彥、李萬金、李清宗、李清

泰、洪阿杉、張水霖、張木成、楊添丁、楊春保、楊三奇、連保男、連信雄、連靜慈、林炳昌、

林鍊錠、林水源、林炳煌、褚萬春、褚耀龍、褚耀昌、褚耀慶、李道川、李道政、劉宏明、翁金

鐘、翁明宏、翁慶霖、翁毓羚、翁毓華、褚永芳
FE060001678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310-0000 945 陳讚富 褚居、李日生、李明、陳火、張龍波、楊清和、張萬、楊進興、褚信彥、李萬金、李清宗、李清

泰、洪阿杉、張水霖、張木成、楊添丁、楊春保、楊三奇、連保男、連信雄、連靜慈、林炳昌、

林鍊錠、林水源、林炳煌、褚萬春、褚耀龍、褚耀昌、褚耀慶、李道川、李道政、劉宏明、翁金

鐘、翁明宏、翁慶霖、翁毓羚、翁毓華、褚永芳
FE060001679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310-0000 945 林鄭純純 褚居、李日生、李明、陳火、張龍波、楊清和、張萬、楊進興、褚信彥、李萬金、李清宗、李清

泰、洪阿杉、張水霖、張木成、楊添丁、楊春保、楊三奇、連保男、連信雄、連靜慈、林炳昌、

林鍊錠、林水源、林炳煌、褚萬春、褚耀龍、褚耀昌、褚耀慶、李道川、李道政、劉宏明、翁金

鐘、翁明宏、翁慶霖、翁毓羚、翁毓華、褚永芳
FE060001680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310-0000 945 鄭惠女 褚居、李日生、李明、陳火、張龍波、楊清和、張萬、楊進興、褚信彥、李萬金、李清宗、李清

泰、洪阿杉、張水霖、張木成、楊添丁、楊春保、楊三奇、連保男、連信雄、連靜慈、林炳昌、

林鍊錠、林水源、林炳煌、褚萬春、褚耀龍、褚耀昌、褚耀慶、李道川、李道政、劉宏明、翁金

鐘、翁明宏、翁慶霖、翁毓羚、翁毓華、褚永芳
FE060001681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310-0000 945 黃志堅 褚居、李日生、李明、陳火、張龍波、楊清和、張萬、楊進興、褚信彥、李萬金、李清宗、李清

泰、洪阿杉、張水霖、張木成、楊添丁、楊春保、楊三奇、連保男、連信雄、連靜慈、林炳昌、

林鍊錠、林水源、林炳煌、褚萬春、褚耀龍、褚耀昌、褚耀慶、李道川、李道政、劉宏明、翁金

鐘、翁明宏、翁慶霖、翁毓羚、翁毓華、褚永芳
FE060001682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310-0000 945 黃秀麗 褚居、李日生、李明、陳火、張龍波、楊清和、張萬、楊進興、褚信彥、李萬金、李清宗、李清

泰、洪阿杉、張水霖、張木成、楊添丁、楊春保、楊三奇、連保男、連信雄、連靜慈、林炳昌、

林鍊錠、林水源、林炳煌、褚萬春、褚耀龍、褚耀昌、褚耀慶、李道川、李道政、劉宏明、翁金

鐘、翁明宏、翁慶霖、翁毓羚、翁毓華、褚永芳
FE060001683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310-0000 945 李日生 褚居、李日生、李明、陳火、張龍波、楊清和、張萬、楊進興、褚信彥、李萬金、李清宗、李清

泰、洪阿杉、張水霖、張木成、楊添丁、楊春保、楊三奇、連保男、連信雄、連靜慈、林炳昌、

林鍊錠、林水源、林炳煌、褚萬春、褚耀龍、褚耀昌、褚耀慶、李道川、李道政、劉宏明、翁金

鐘、翁明宏、翁慶霖、翁毓羚、翁毓華、褚永芳
FE060001684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310-0001 116 李藤樹 褚居、褚荖、李明、李日生、陳火、張龍波、楊清和、張萬、楊進興、褚信彥、李萬金、李清

宗、李清泰、洪阿杉、張水霖、張木成、楊添丁、楊春保、楊三奇、連保男、連信雄、連靜慈、

林炳昌、林鍊錠、林水源、林炳煌、褚萬春、李道川、李道政、劉福來、翁金鐘、翁明宏、翁慶

霖、翁毓羚、翁毓華、褚永芳
FE060001685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310-0001 116 李傳芳 褚居、褚荖、李明、李日生、陳火、張龍波、楊清和、張萬、楊進興、褚信彥、李萬金、李清

宗、李清泰、洪阿杉、張水霖、張木成、楊添丁、楊春保、楊三奇、連保男、連信雄、連靜慈、

林炳昌、林鍊錠、林水源、林炳煌、褚萬春、李道川、李道政、劉福來、翁金鐘、翁明宏、翁慶

霖、翁毓羚、翁毓華、褚永芳
FE060001686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310-0001 116 李培榮 褚居、褚荖、李明、李日生、陳火、張龍波、楊清和、張萬、楊進興、褚信彥、李萬金、李清

宗、李清泰、洪阿杉、張水霖、張木成、楊添丁、楊春保、楊三奇、連保男、連信雄、連靜慈、

林炳昌、林鍊錠、林水源、林炳煌、褚萬春、李道川、李道政、劉福來、翁金鐘、翁明宏、翁慶

霖、翁毓羚、翁毓華、褚永芳
FE060001687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310-0001 116 李日生 褚居、褚荖、李明、李日生、陳火、張龍波、楊清和、張萬、楊進興、褚信彥、李萬金、李清

宗、李清泰、洪阿杉、張水霖、張木成、楊添丁、楊春保、楊三奇、連保男、連信雄、連靜慈、

林炳昌、林鍊錠、林水源、林炳煌、褚萬春、李道川、李道政、劉福來、翁金鐘、翁明宏、翁慶

霖、翁毓羚、翁毓華、褚永芳
FE060001688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310-0002 69 李藤樹 褚居、褚荖、李明、李日生、陳火、張龍波、楊清和、張萬、楊進興、褚信彥、李萬金、李清

宗、李清泰、洪阿杉、張水霖、張木成、楊添丁、楊春保、楊三奇、連保男、連信雄、連靜慈、

林炳昌、林鍊錠、林水源、林炳煌、褚萬春、李道川、李道政、劉宏明、翁金鐘、翁明宏、翁慶

霖、翁毓羚、翁毓華、褚永富
FE060001689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310-0002 69 李傳芳 褚居、褚荖、李明、李日生、陳火、張龍波、楊清和、張萬、楊進興、褚信彥、李萬金、李清

宗、李清泰、洪阿杉、張水霖、張木成、楊添丁、楊春保、楊三奇、連保男、連信雄、連靜慈、

林炳昌、林鍊錠、林水源、林炳煌、褚萬春、李道川、李道政、劉宏明、翁金鐘、翁明宏、翁慶

霖、翁毓羚、翁毓華、褚永富
FE060001690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310-0002 69 李培榮 褚居、褚荖、李明、李日生、陳火、張龍波、楊清和、張萬、楊進興、褚信彥、李萬金、李清

宗、李清泰、洪阿杉、張水霖、張木成、楊添丁、楊春保、楊三奇、連保男、連信雄、連靜慈、

林炳昌、林鍊錠、林水源、林炳煌、褚萬春、李道川、李道政、劉宏明、翁金鐘、翁明宏、翁慶

霖、翁毓羚、翁毓華、褚永富
FE060001691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310-0002 69 李日生 褚居、褚荖、李明、李日生、陳火、張龍波、楊清和、張萬、楊進興、褚信彥、李萬金、李清

宗、李清泰、洪阿杉、張水霖、張木成、楊添丁、楊春保、楊三奇、連保男、連信雄、連靜慈、

林炳昌、林鍊錠、林水源、林炳煌、褚萬春、李道川、李道政、劉宏明、翁金鐘、翁明宏、翁慶

霖、翁毓羚、翁毓華、褚永富
FE060001692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370-0001 218 陳清水 李日生、褚居、褚荖、李明、陳火、張龍波、楊清和、張萬、楊進興、褚信彥、李萬金、李清

宗、李清泰、洪阿杉、林水金、張水霖、張木成、許進發、楊添丁、楊春保、楊三奇、連保男、

連信雄、連靜慈、褚萬春、李道川、李道政、褚宏義、翁金鐘、翁明宏、翁慶霖、翁毓羚、翁毓

華、褚永富
FE060001693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373-0000 432 張玉葉 陳秋根、陳汝玉、陳汝財、陳振謨、陳振益、吳鐓淵、楊清和、張萬、陳文隆、陳穆如、陳克

明、楊進興、陳樹穆、陳樹勳、陳世崇、陳秀美、陳慧珠、陳士逢、陳墩田、陳輝鑫、陳輝、

陳禎祥、楊幸美、楊春美、楊寶美、陳永彰、許陳玉音、陳明鈴、陳樹堅、陳昭明、陳樹立、陳

玉佳、楊炎平、張陳麗惠、陳高愛珠、陳信介、陳金藝、張曉萍、陳國華、陳正男、陳俊男、陳

樹全、陳俊明、林陳彩雲、陳雪琴、鄭陳梅、曾詹麗卿、陳馨宜、陳文棋、陳偉弘、陳偉政、陳

慶、王春姬、陳福隆、陳明坤、陳培元、周正雲
FE060001694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373-0000 432 張查某 陳秋根、陳汝玉、陳汝財、陳振謨、陳振益、吳鐓淵、楊清和、張萬、陳文隆、陳穆如、陳克

明、楊進興、陳樹穆、陳樹勳、陳世崇、陳秀美、陳慧珠、陳士逢、陳墩田、陳輝鑫、陳輝、

陳禎祥、楊幸美、楊春美、楊寶美、陳永彰、許陳玉音、陳明鈴、陳樹堅、陳昭明、陳樹立、陳

玉佳、楊炎平、張陳麗惠、陳高愛珠、陳信介、陳金藝、張曉萍、陳國華、陳正男、陳俊男、陳

樹全、陳俊明、林陳彩雲、陳雪琴、鄭陳梅、曾詹麗卿、陳馨宜、陳文棋、陳偉弘、陳偉政、陳

慶、王春姬、陳福隆、陳明坤、陳培元、周正雲
FE060001695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405-0000 764 李傳芳 謝寶珠、鄭志龍、鄭志強

FE060001696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405-0000 764 李培榮 謝寶珠、鄭志龍、鄭志強

FE060001697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405-0000 764 李潘月裡 謝寶珠、鄭志龍、鄭志強

FE060001698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405-0000 764 李芳雄 謝寶珠、鄭志龍、鄭志強

FE060001699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405-0000 764 李芳洲 謝寶珠、鄭志龍、鄭志強

FE060001700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405-0000 764 李明珠 謝寶珠、鄭志龍、鄭志強

FE060001701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405-0000 764 李明芬 謝寶珠、鄭志龍、鄭志強

FE060001702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405-0000 764 李培燦 謝寶珠、鄭志龍、鄭志強

FE060001703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0405-0000 764 林游月桂 謝寶珠、鄭志龍、鄭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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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區 段小段 地/建號 面積(平方公尺) 姓名或名稱 權利範圍

台北縣政府清查公告之土地及建物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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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土  地/建  物  標  示 登  記  名  義  人 土  地/建  物  所  有  權  人

姓名或名稱

1/9

1/9

1/9

1/9

1/18

1/18

1/18

1/18

1/18

1/18

全部

1/1

全部

1/1

1/45

1/45

1/45

1/45

1/45

1/9

1/9

1/9

1/9

1/9

1/18

1/18

1/18

1/18

1/18

1/18

全部

1/1

全部

1/1

1/2

阡坑小段

FE060001704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405-0000 764 陳安治 謝寶珠、鄭志龍、鄭志強

FE060001705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405-0000 764 李月嬌 謝寶珠、鄭志龍、鄭志強

FE060001706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405-0000 764 林李月娥 謝寶珠、鄭志龍、鄭志強

FE060001707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405-0000 764 陳讚富 謝寶珠、鄭志龍、鄭志強

FE060001708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405-0000 764 陳慧珠 謝寶珠、鄭志龍、鄭志強

FE060001709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405-0000 764 林鄭純純 謝寶珠、鄭志龍、鄭志強

FE060001710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405-0000 764 鄭惠女 謝寶珠、鄭志龍、鄭志強

FE060001711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405-0000 764 黃志堅 謝寶珠、鄭志龍、鄭志強

FE060001712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405-0000 764 黃秀麗 謝寶珠、鄭志龍、鄭志強

FE060001713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405-0001 111 李傳芳 謝寶珠、鄭志龍、鄭志強

FE060001714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405-0001 111 李培榮 謝寶珠、鄭志龍、鄭志強

FE060001715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405-0001 111 李潘月裡 謝寶珠、鄭志龍、鄭志強

FE060001716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405-0001 111 李芳雄 謝寶珠、鄭志龍、鄭志強

FE060001717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405-0001 111 李芳洲 謝寶珠、鄭志龍、鄭志強

FE060001718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405-0001 111 李明珠 謝寶珠、鄭志龍、鄭志強

FE060001719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405-0001 111 李明芬 謝寶珠、鄭志龍、鄭志強

FE060001720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405-0001 111 李培燦 謝寶珠、鄭志龍、鄭志強

FE060001721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405-0001 111 林游月桂 謝寶珠、鄭志龍、鄭志強

FE060001722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405-0001 111 陳安治 謝寶珠、鄭志龍、鄭志強

FE060001723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405-0001 111 李月嬌 謝寶珠、鄭志龍、鄭志強

FE060001724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405-0001 111 林李月娥 謝寶珠、鄭志龍、鄭志強

FE060001725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405-0001 111 陳讚富 謝寶珠、鄭志龍、鄭志強

FE060001726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405-0001 111 陳慧珠 謝寶珠、鄭志龍、鄭志強

FE060001727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405-0001 111 林鄭純純 謝寶珠、鄭志龍、鄭志強

FE060001728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405-0001 111 鄭惠女 謝寶珠、鄭志龍、鄭志強

FE060001729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405-0001 111 黃志堅 謝寶珠、鄭志龍、鄭志強

FE060001730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405-0001 111 黃秀麗 謝寶珠、鄭志龍、鄭志強

FE060001731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449-0000 660 楊文榮 李祥溪

FE060001732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462-0000 369 連林賢 楊杜別、楊土水、洪招、張銘旺、張銘隍、張明吉、張清和、連滿義、張桃、楊金華、連豐隆、

康增雄、張建興、張建發、楊李愛玉、連豐仁、連豐順、連豐利、連豐富、楊萬福、連楊色、楊

菊、魏陽、林水龜、連國柱、楊文進、林國義、林邦、林金來、張香萍、張仕翰、張仕朋

FE060001733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489-0000 747 李傳芳 李日生、褚居、褚荖、李明、陳火、張龍波、楊清和、張萬、楊進興、褚信彥、李萬金、李清

宗、李清泰、洪阿杉、林水金、張水霖、張木成、許進發、楊添丁、楊春保、楊三奇、連保男、

連信雄、連靜慈、褚萬春、李道川、李道政、劉宏明、翁金鐘、翁明宏、翁慶霖、翁毓羚、翁毓

華、褚永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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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區 段小段 地/建號 面積(平方公尺) 姓名或名稱 權利範圍

台北縣政府清查公告之土地及建物清冊

民國45年12月31日以前登記之未定期限地上權                             單位：平方公尺

編號
土  地/建  物  標  示 登  記  名  義  人 土  地/建  物  所  有  權  人

姓名或名稱

1/2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1/3

1/3

1/3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1/8

1/8

1/8

1/8

1/16

1/16

1/16

1/16

1/16

1/16

1/16

1/16

1/2

1/2

全部

1/1

1/2

1/2

全部

1/1

全部

1/1

FE060001734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489-0000 747 李培榮 李日生、褚居、褚荖、李明、陳火、張龍波、楊清和、張萬、楊進興、褚信彥、李萬金、李清

宗、李清泰、洪阿杉、林水金、張水霖、張木成、許進發、楊添丁、楊春保、楊三奇、連保男、

連信雄、連靜慈、褚萬春、李道川、李道政、劉宏明、翁金鐘、翁明宏、翁慶霖、翁毓羚、翁毓

華、褚永興

FE060001735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533-0000 417 李忠烈 李、李秀

FE060001736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533-0001 121 李忠烈 李、李秀

FE060001737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565-0001 200 李天記 李富、李北

FE060001738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565-0001 200 黃春長 李富、李北

FE060001739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565-0009 23 李天記 李富、李北

FE060001740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565-0009 23 黃春長 李富、李北

FE060001741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荖

阡坑小段

0572-0000 242 李子 李兩向、李舉隅、李金獅、李明德、李雲梯、嚴秀、李群、李力群、李建群、李樂群、李煒

群、李柏堅、李品、李麗生、李高生、李忍生、李聚發、李郁文、李裕昆、李林秀蘭、李淑鈴、

李良琦、陳李雪、李世忠、李宏祺、李宏彬、李振陽、李振傳、李振鴻、李振盛、李振立、李海

濤、李瑞生、李振三、陳德建、李煒煌、蕭李慧珍、陳兆佳、陳其榮、陳其華、陳麗卿、陳麗

珠、李良圖、李良策、李培福、簡李寶蓮、李寶鳳、陳李菊、李滿、施麗玉、李元 、李易軒、李

佳芳、廖飛龍、李新端、廖飛皇、廖飛雄、廖麗霞、廖麗雪、廖麗月、陳廖皇妹、廖麗娜、廖麗

陵、廖嫦娥、廖麗璇、李宏正、鮑正鋼、李良達、陳良駒、李其棉、李澤仁、李宗仁、李永泰、

李永華、李永宜、李鮮花、李秀蓮、李易承、李志成、李德、李勇佑、李曾麗紅、李榮發、李

財發、李美樺、李新慶、李德三、李新蔗、李味、楊李琳、李明潮、楊珮珍、楊瓊玟、楊文璞、

楊招璧
FE060001742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舊

城小段

0112-0001 142 張映基 林清治、許連興、林連好味、林清圳、許福隆、張映基、張光耀、張光輝、林戴綉子、陳慶安、

許坤生、楊忠州、許茂榮、許堯榮、許舜榮、許閎睿、許文榮

FE060001743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舊

城小段

0112-0001 142 張光耀 林清治、許連興、林連好味、林清圳、許福隆、張映基、張光耀、張光輝、林戴綉子、陳慶安、

許坤生、楊忠州、許茂榮、許堯榮、許舜榮、許閎睿、許文榮

FE060001744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舊

城小段

0112-0001 142 張光輝 林清治、許連興、林連好味、林清圳、許福隆、張映基、張光耀、張光輝、林戴綉子、陳慶安、

許坤生、楊忠州、許茂榮、許堯榮、許舜榮、許閎睿、許文榮

FE060001745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舊

城小段

0116-0000 77 張螺 康國忠

FE060001746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舊

城小段

0205-0000 757 王石頭 連國雄

FE060001747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廈

竹圍子小段

0072-0000 567 康進清 張性、保生大帝

FE060001748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中

小段

0167-0000 335 連天下 張武雄、謝阿潭、洪進義、楊阿城、李賢德、李勤益、康萬得、陳淑媛

FE060001749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挖

子尾小段

0007-0000 1722 葉吉郎 張豊貴、張明塗、李戊己、張仁進、張進福、張榮壽、張輝雄、張永豐、張藤旺、張忠義、林忠

樹、林忠在、林忠元、張洪銀花、張義雄、張義仁、張哲汶、張哲瑋、張雅敏、張怡婷、張芬

婷、張曼婷、張艾婷

FE060001750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挖

子尾小段

0007-0000 1722 張丁貴 張豊貴、張明塗、李戊己、張仁進、張進福、張榮壽、張輝雄、張永豐、張藤旺、張忠義、林忠

樹、林忠在、林忠元、張洪銀花、張義雄、張義仁、張哲汶、張哲瑋、張雅敏、張怡婷、張芬

婷、張曼婷、張艾婷

FE060001751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挖

子尾小段

0010-0000 373 張良銘 詹王全、張細論

FE060001752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挖

子尾小段

0010-0000 373 張婷婷 詹王全、張細論

FE060001753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挖

子尾小段

0010-0000 373 張楷智 詹王全、張細論

FE060001754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挖

子尾小段

0010-0000 373 張高月祝 詹王全、張細論

FE060001755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挖

子尾小段

0010-0000 373 張董碧蓮 詹王全、張細論

FE060001756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挖

子尾小段

0010-0000 373 張美雪 詹王全、張細論

FE060001757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挖

子尾小段

0010-0000 373 張美娟 詹王全、張細論

FE060001758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挖

子尾小段

0010-0000 373 張雅惠 詹王全、張細論

FE060001759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挖

子尾小段

0010-0000 373 張淑芬 詹王全、張細論

FE060001760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挖

子尾小段

0010-0000 373 張美紅 詹王全、張細論

FE060001761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挖

子尾小段

0010-0000 373 張美玲 詹王全、張細論

FE060001762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挖

子尾小段

0010-0000 373 張楊松 詹王全、張細論

FE060001763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挖

子尾小段

0013-0000 199 張清和 張永福、張清和、張清雄、張兩岸

FE060001764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挖

子尾小段

0013-0000 199 張清雄 張永福、張清和、張清雄、張兩岸

FE060001765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挖

子尾小段

0016-0000 78 張吉成 張豊貴、張明塗、李戊己、張仁進、張進福、張榮壽、張輝雄、張永豐、張藤旺、張忠義、林忠

樹、林忠在、林忠元、張洪銀花、張義雄、張義仁、張麗華、張哲汶、張雅敏、張怡婷、張芬

婷、張曼婷、張艾婷

FE060001766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挖

子尾小段

0017-0000 126 張木 張盛

FE060001767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挖

子尾小段

0017-0000 126 張萬財 張盛

FE060001768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挖

子尾小段

0027-0000 276 楊查某 劉塗

FE060001769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挖

子尾小段

0030-0000 87 張先知 張豊貴、張仁進、張進福、張新富、張定凍、張政助、張藤旺、張忠義、林忠樹、林忠在、林忠

元、張明塗、張洪銀花、張義雄、張義仁、張麗華、張雅敏、張怡婷、張芬婷、張曼婷、張艾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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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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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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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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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060001770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挖

子尾小段

0033-0000 393 黃江波 張豊貴、張明塗、李戊己、張仁進、張進福、張榮壽、張輝雄、張永豐、張藤旺、張忠義、林忠

樹、林忠在、林忠元、張洪銀花、張義雄、張義仁、張哲汶、張雅敏、張怡婷、張芬婷、張曼

婷、張艾婷

FE060001771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挖

子尾小段

0033-0000 393 謝阿寶 張豊貴、張明塗、李戊己、張仁進、張進福、張榮壽、張輝雄、張永豐、張藤旺、張忠義、林忠

樹、林忠在、林忠元、張洪銀花、張義雄、張義仁、張哲汶、張雅敏、張怡婷、張芬婷、張曼

婷、張艾婷

FE060001772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挖

子尾小段

0033-0000 393 李年 張豊貴、張明塗、李戊己、張仁進、張進福、張榮壽、張輝雄、張永豐、張藤旺、張忠義、林忠

樹、林忠在、林忠元、張洪銀花、張義雄、張義仁、張哲汶、張雅敏、張怡婷、張芬婷、張曼

婷、張艾婷

FE060001773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挖

子尾小段

0034-0000 577 楊老匏 張豊貴、張明塗、李戊己、張仁進、張進福、張榮壽、張輝雄、張永豐、張藤旺、張忠義、林忠

樹、林忠在、林忠元、張洪銀花、張義雄、張義仁、張哲瑋、張雅敏、張怡婷、張芬婷、張曼

婷、張艾婷

FE060001774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埤

子頭小段

0084-0000 1075 鄭查某 王英傑、王英義、王英夫、王喬弘、王景弘

FE060001775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埤

子頭小段

0086-0000 509 林斤旺 李後根、李志宏、李志隆、林金立、鄭正楠、李科緯、李科禧、李科練、李明彥

FE060001776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埤

子頭小段

0087-0000 123 周德勝 李後根、李志宏、李志隆、陳錢碧蓮、李科緯、李科禧、李科練、中華民國

FE060001777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埤

子頭小段

0087-0000 123 柯慶順 李後根、李志宏、李志隆、陳錢碧蓮、李科緯、李科禧、李科練、中華民國

FE060001778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埤

子頭小段

0087-0000 123 柯慶福 李後根、李志宏、李志隆、陳錢碧蓮、李科緯、李科禧、李科練、中華民國

FE060001779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埤

子頭小段

0087-0000 123 柯慶長 李後根、李志宏、李志隆、陳錢碧蓮、李科緯、李科禧、李科練、中華民國

FE060001780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埤

子頭小段

0087-0000 123 柯長發 李後根、李志宏、李志隆、陳錢碧蓮、李科緯、李科禧、李科練、中華民國

FE060001781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埤

子頭小段

0087-0000 123 柯慶文 李後根、李志宏、李志隆、陳錢碧蓮、李科緯、李科禧、李科練、中華民國

FE060001782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埤

子頭小段

0087-0000 123 鄭正楠 李後根、李志宏、李志隆、陳錢碧蓮、李科緯、李科禧、李科練、中華民國

FE060001783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埤

子頭小段

0087-0000 123 錢隨 李後根、李志宏、李志隆、陳錢碧蓮、李科緯、李科禧、李科練、中華民國

FE060001784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埤

子頭小段

0102-0006 85 張兔 張至文

FE060001785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埤

子頭小段

0102-0008 52 曾東波 曾國隆、曾國珍、曾國發、曾銘德

FE060001786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埤

子頭小段

0102-0021 12 張兔 張至文

FE060001787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埤

子頭小段

0102-0033 77 張兔 陳雪子、謝義政、張振昌、張金、張至文、康正和、郭榮德、曾國隆、曾國珍、曾國發、曾銘

德、張進旺、張進興、李志榮、翁珠

FE060001788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埤

子頭小段

0102-0033 77 張秋龍 陳雪子、謝義政、張振昌、張金、張至文、康正和、郭榮德、曾國隆、曾國珍、曾國發、曾銘

德、張進旺、張進興、李志榮、翁珠

FE060001789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埤

子頭小段

0102-0033 77 曾金華 陳雪子、謝義政、張振昌、張金、張至文、康正和、郭榮德、曾國隆、曾國珍、曾國發、曾銘

德、張進旺、張進興、李志榮、翁珠

FE060001790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埤

子頭小段

0103-0001 343 陳阿登 陳宗賓、陳慶芳、陳文盛

FE060001791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埤

子頭小段

0103-0001 343 張振芳 陳宗賓、陳慶芳、陳文盛

FE060001792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埤

子頭小段

0103-0001 343 張康隆 陳宗賓、陳慶芳、陳文盛

FE060001793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埤

子頭小段

0103-0001 343 張幸雄 陳宗賓、陳慶芳、陳文盛

FE060001794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埤

子頭小段

0103-0001 343 張 陳宗賓、陳慶芳、陳文盛

FE060001795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埤

子頭小段

0103-0001 343 張于 陳宗賓、陳慶芳、陳文盛

FE060001796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埤

子頭小段

0103-0001 343 張振芳 陳宗賓、陳慶芳、陳文盛

FE060001797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埤

子頭小段

0103-0001 343 張康隆 陳宗賓、陳慶芳、陳文盛

FE060001798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埤

子頭小段

0103-0001 343 張幸雄 陳宗賓、陳慶芳、陳文盛

FE060001799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埤

子頭小段

0103-0001 343 康初皮 陳宗賓、陳慶芳、陳文盛

FE060001800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埤

子頭小段

0103-0001 343 張萬春 陳宗賓、陳慶芳、陳文盛

FE060001801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埤

子頭小段

0103-0001 343 曾煥勝 陳宗賓、陳慶芳、陳文盛

FE060001802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埤

子頭小段

0112-0000 130 駱顯宗 李世民、李世進、李寶珠

FE060001803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埤

子頭小段

0112-0000 130 鄭財金 李世民、李世進、李寶珠

FE060001804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埤

子頭小段

0112-0000 130 甘粉 李世民、李世進、李寶珠

FE060001805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埤

子頭小段

0112-0001 46 駱顯宗 陳天來、楊樹欉

FE060001806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埤

子頭小段

0112-0001 46 鄭財金 陳天來、楊樹欉

FE060001807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埤

子頭小段

0112-0001 46 甘粉 陳天來、楊樹欉

FE060001808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埤

子頭小段

0112-0002 38 駱顯宗 李寶珠、李世民、李世進

FE060001809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埤

子頭小段

0112-0002 38 鄭財金 李寶珠、李世民、李世進

FE060001810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埤

子頭小段

0112-0002 38 甘粉 李寶珠、李世民、李世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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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或名稱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1/3

1/3

1/18

1/18

1/18

1/6

1/3

1/3

1/18

1/18

1/18

1/6

1/3

1/3

1/18

1/18

1/18

1/6

1/6

1/6

1/6

1/6

1/6

1/6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1/2

FE060001811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埤

子頭小段

0112-0003 95 駱顯宗 鄭忠義、張忠正、鄭忠勇、張忠和

FE060001812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埤

子頭小段

0112-0003 95 鄭財金 鄭忠義、張忠正、鄭忠勇、張忠和

FE060001813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埤

子頭小段

0112-0003 95 甘粉 鄭忠義、張忠正、鄭忠勇、張忠和

FE060001814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埤

子頭小段

0112-0004 100 駱顯宗 李文榮

FE060001815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埤

子頭小段

0112-0004 100 鄭財金 李文榮

FE060001816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埤

子頭小段

0112-0004 100 甘粉 李文榮

FE060001817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埤

子頭小段

0112-0005 14 駱顯宗 李文榮

FE060001818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埤

子頭小段

0112-0005 14 鄭財金 李文榮

FE060001819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埤

子頭小段

0112-0005 14 甘粉 李文榮

FE060001820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埤

子頭小段

0112-0006 59 駱顯宗 張清松

FE060001821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埤

子頭小段

0112-0006 59 鄭財金 張清松

FE060001822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埤

子頭小段

0112-0006 59 甘粉 張清松

FE060001823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松

子腳小段

0004-0001 929 張泮 張小泉、張小城、張輝雄、張添登、張添盛、張富子、張阿鳳、張榮吉、張玉花、葉張金玉

FE060001824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松

子腳小段

0004-0001 929 張鐘 張小泉、張小城、張輝雄、張添登、張添盛、張富子、張阿鳳、張榮吉、張玉花、葉張金玉

FE060001825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松

子腳小段

0004-0001 929 張謝仁 張小泉、張小城、張輝雄、張添登、張添盛、張富子、張阿鳳、張榮吉、張玉花、葉張金玉

FE060001826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松

子腳小段

0004-0001 929 張子楷 張小泉、張小城、張輝雄、張添登、張添盛、張富子、張阿鳳、張榮吉、張玉花、葉張金玉

FE060001827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松

子腳小段

0004-0001 929 胡張美麗 張小泉、張小城、張輝雄、張添登、張添盛、張富子、張阿鳳、張榮吉、張玉花、葉張金玉

FE060001828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松

子腳小段

0004-0001 929 張萬居 張小泉、張小城、張輝雄、張添登、張添盛、張富子、張阿鳳、張榮吉、張玉花、葉張金玉

FE060001829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松

子腳小段

0004-0002 363 張泮 陳進中、張小泉、張小城、張輝雄、張阿鳳、張添登、張添盛、張富子、張榮吉、張玉花、葉張

金玉

FE060001830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松

子腳小段

0004-0002 363 張鐘 陳進中、張小泉、張小城、張輝雄、張阿鳳、張添登、張添盛、張富子、張榮吉、張玉花、葉張

金玉

FE060001831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松

子腳小段

0004-0002 363 張謝仁 陳進中、張小泉、張小城、張輝雄、張阿鳳、張添登、張添盛、張富子、張榮吉、張玉花、葉張

金玉

FE060001832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松

子腳小段

0004-0002 363 張子楷 陳進中、張小泉、張小城、張輝雄、張阿鳳、張添登、張添盛、張富子、張榮吉、張玉花、葉張

金玉

FE060001833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松

子腳小段

0004-0002 363 胡張美麗 陳進中、張小泉、張小城、張輝雄、張阿鳳、張添登、張添盛、張富子、張榮吉、張玉花、葉張

金玉

FE060001834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松

子腳小段

0004-0002 363 張萬居 陳進中、張小泉、張小城、張輝雄、張阿鳳、張添登、張添盛、張富子、張榮吉、張玉花、葉張

金玉

FE060001835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松

子腳小段

0004-0003 929 張泮 陳進中

FE060001836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松

子腳小段

0004-0003 929 張鐘 陳進中

FE060001837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松

子腳小段

0004-0003 929 張謝仁 陳進中

FE060001838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松

子腳小段

0004-0003 929 張子楷 陳進中

FE060001839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松

子腳小段

0004-0003 929 胡張美麗 陳進中

FE060001840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松

子腳小段

0004-0003 929 張萬居 陳進中

FE060001841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松

子腳小段

0010-0000 902 楊一三 楊露、呂金福、楊石頭、楊火生、楊寶桐、楊寶棋、連保男、連信雄、連靜慈、陳碧霞、陳弘

平、中華民國、翁金鐘、翁明宏、翁慶霖、翁毓羚、翁毓華

FE060001842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松

子腳小段

0010-0000 902 楊二郎 楊露、呂金福、楊石頭、楊火生、楊寶桐、楊寶棋、連保男、連信雄、連靜慈、陳碧霞、陳弘

平、中華民國、翁金鐘、翁明宏、翁慶霖、翁毓羚、翁毓華

FE060001843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松

子腳小段

0010-0000 902 楊正成 楊露、呂金福、楊石頭、楊火生、楊寶桐、楊寶棋、連保男、連信雄、連靜慈、陳碧霞、陳弘

平、中華民國、翁金鐘、翁明宏、翁慶霖、翁毓羚、翁毓華

FE060001844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松

子腳小段

0010-0000 902 楊國明 楊露、呂金福、楊石頭、楊火生、楊寶桐、楊寶棋、連保男、連信雄、連靜慈、陳碧霞、陳弘

平、中華民國、翁金鐘、翁明宏、翁慶霖、翁毓羚、翁毓華

FE060001845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松

子腳小段

0010-0000 902 楊金泉 楊露、呂金福、楊石頭、楊火生、楊寶桐、楊寶棋、連保男、連信雄、連靜慈、陳碧霞、陳弘

平、中華民國、翁金鐘、翁明宏、翁慶霖、翁毓羚、翁毓華

FE060001846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松

子腳小段

0010-0000 902 楊萬福 楊露、呂金福、楊石頭、楊火生、楊寶桐、楊寶棋、連保男、連信雄、連靜慈、陳碧霞、陳弘

平、中華民國、翁金鐘、翁明宏、翁慶霖、翁毓羚、翁毓華

FE060001847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訊

塘埔小段

0026-0000 91 張得旺 張中國、張忠永

FE060001848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訊

塘埔小段

0026-0002 3 張得旺 張正憲

FE060001849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訊

塘埔小段

0039-0000 281 黃再 臺灣省臺北縣八里鄉漢民祠

FE060001850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訊

塘埔小段

0044-0000 112 莊石定 郭其琳、孫金德

FE060001851 八里鄉 小八里坌段訊

塘埔小段

0044-0000 112 郭水來 郭其琳、孫金德

FE060001852 八里鄉 下罟子段下罟

子小段

0083-0002 477 張穩國 汪政義、汪心匏、汪國忠、蔡聖賢、蔡進益、蔡福助、蔡志忠、蔡德生、蔡文輝、洪練、汪天

賜、汪文和、汪文泉、汪文慶、汪文程、汪永鈿、汪國泰、汪國郎、汪聲耀、汪承亞

FE060001853 八里鄉 下罟子段下罟

子小段

0140-0001 533 陳春風 陳吟萍、汪忠義、汪朝宗、陳麗雪、陳永文、陳永賢、陳永元

FE060001854 八里鄉 下罟子段下罟

子小段

0258-0002 609 汪國川 陳文學、湯翼瑋、汪于、陳張寶雲、張陳秀鳳、陳玉麟、陳秀真、陳秀祝、朱陳秀月、陳秀霞、

陳玉豪、陳秀滿、陳煥文、陳聖鴻、陳煥洲、汪國川、李份、李木火、李木松

FE060001855 八里鄉 下罟子段下罟

子小段

0258-0002 609 陳訓練 陳文學、湯翼瑋、汪于、陳張寶雲、張陳秀鳳、陳玉麟、陳秀真、陳秀祝、朱陳秀月、陳秀霞、

陳玉豪、陳秀滿、陳煥文、陳聖鴻、陳煥洲、汪國川、李份、李木火、李木松

FE060001856 八里鄉 下罟子段下罟

子小段

0258-0002 609 陳陽 陳文學、湯翼瑋、汪于、陳張寶雲、張陳秀鳳、陳玉麟、陳秀真、陳秀祝、朱陳秀月、陳秀霞、

陳玉豪、陳秀滿、陳煥文、陳聖鴻、陳煥洲、汪國川、李份、李木火、李木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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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1/6

1/6

1/2

1/24

1/24

1/24

1/24

1/2

1/2

1/3

2/3

全部

1/1

全部

1/1

1/10

FE060001857 八里鄉 下罟子段下罟

子小段

0258-0002 609 陳廣次 陳文學、湯翼瑋、汪于、陳張寶雲、張陳秀鳳、陳玉麟、陳秀真、陳秀祝、朱陳秀月、陳秀霞、

陳玉豪、陳秀滿、陳煥文、陳聖鴻、陳煥洲、汪國川、李份、李木火、李木松

FE060001858 八里鄉 下罟子段下罟

子小段

0265-0000 660 陳坤山 張玉英、張品泉、陳慧穎

FE060001859 八里鄉 下罟子段長道

坑口小段

0127-0000 310 張金帆 張進益、張昆景、張龍定、張繁明、張清和、張朝宗、張武夫、張雲娥、張桂子、張藤旺、完張

阿金、陳玉琴、余張玉葉、張霞、趙陳綢、張東華、張翠霞、張正宏、張政導、張正聰、張柯

腰、張常慶、張常錄、沈朝榮、彭朝雄、沈朝俊、張塗霖、陳漢宗、張全義、張清松、張清標、

張清男、張清德、簡李琴、張碧玉、張再發、張傳生、石張秀清、張仁川、張瑋秦、黃秀枝、張

隆瑩、張蔡桂花、劉利魯、張慶華、劉慶安、張慶興、張劉碧端、謝劉碧雙、張文玄、張敦凱、

張王玉英、張雅文、張雅榮、張雅順
FE060001860 八里鄉 下罟子段長道

坑口小段

0127-0000 310 張章 張進益、張昆景、張龍定、張繁明、張清和、張朝宗、張武夫、張雲娥、張桂子、張藤旺、完張

阿金、陳玉琴、余張玉葉、張霞、趙陳綢、張東華、張翠霞、張正宏、張政導、張正聰、張柯

腰、張常慶、張常錄、沈朝榮、彭朝雄、沈朝俊、張塗霖、陳漢宗、張全義、張清松、張清標、

張清男、張清德、簡李琴、張碧玉、張再發、張傳生、石張秀清、張仁川、張瑋秦、黃秀枝、張

隆瑩、張蔡桂花、劉利魯、張慶華、劉慶安、張慶興、張劉碧端、謝劉碧雙、張文玄、張敦凱、

張王玉英、張雅文、張雅榮、張雅順
FE060001861 八里鄉 下罟子段長道

坑口小段

0128-0000 320 張水圳 張昆景、張龍定、張繁明、張清和、張隆基、張健仁、張瑞仁、張武夫、張藤旺、完張阿金、陳

玉琴、余張玉葉、張霞、趙陳綢、張茂隆、張茂柏、張恒慎、張翠霞、張正宏、張政導、張正

聰、張柯腰、張東華、張常慶、張常錄、沈朝榮、彭朝雄、沈朝俊、張塗霖、陳漢宗、張全義、

張清松、張清標、張清男、張清德、簡李琴、張碧玉、張再發、張傳生、石張秀清、張仁川、張

瑋秦、黃秀枝、張隆德、張蔡桂花、張源昌、劉利魯、張慶華、劉慶安、張慶興、張劉碧端、謝

劉碧雙、張文玄、張敦凱、張王玉英、鄭張發、張雅文、張雅榮、張雅順、康哲豪
FE060001862 八里鄉 下罟子段長道

坑口小段

0128-0000 320 張金蓮 張昆景、張龍定、張繁明、張清和、張隆基、張健仁、張瑞仁、張武夫、張藤旺、完張阿金、陳

玉琴、余張玉葉、張霞、趙陳綢、張茂隆、張茂柏、張恒慎、張翠霞、張正宏、張政導、張正

聰、張柯腰、張東華、張常慶、張常錄、沈朝榮、彭朝雄、沈朝俊、張塗霖、陳漢宗、張全義、

張清松、張清標、張清男、張清德、簡李琴、張碧玉、張再發、張傳生、石張秀清、張仁川、張

瑋秦、黃秀枝、張隆德、張蔡桂花、張源昌、劉利魯、張慶華、劉慶安、張慶興、張劉碧端、謝

劉碧雙、張文玄、張敦凱、張王玉英、鄭張發、張雅文、張雅榮、張雅順、康哲豪
FE060001863 八里鄉 下罟子段長道

坑口小段

0128-0000 320 張九貢 張昆景、張龍定、張繁明、張清和、張隆基、張健仁、張瑞仁、張武夫、張藤旺、完張阿金、陳

玉琴、余張玉葉、張霞、趙陳綢、張茂隆、張茂柏、張恒慎、張翠霞、張正宏、張政導、張正

聰、張柯腰、張東華、張常慶、張常錄、沈朝榮、彭朝雄、沈朝俊、張塗霖、陳漢宗、張全義、

張清松、張清標、張清男、張清德、簡李琴、張碧玉、張再發、張傳生、石張秀清、張仁川、張

瑋秦、黃秀枝、張隆德、張蔡桂花、張源昌、劉利魯、張慶華、劉慶安、張慶興、張劉碧端、謝

劉碧雙、張文玄、張敦凱、張王玉英、鄭張發、張雅文、張雅榮、張雅順、康哲豪
FE060001864 八里鄉 下罟子段長道

坑口小段

0128-0000 320 張隆基 張昆景、張龍定、張繁明、張清和、張隆基、張健仁、張瑞仁、張武夫、張藤旺、完張阿金、陳

玉琴、余張玉葉、張霞、趙陳綢、張茂隆、張茂柏、張恒慎、張翠霞、張正宏、張政導、張正

聰、張柯腰、張東華、張常慶、張常錄、沈朝榮、彭朝雄、沈朝俊、張塗霖、陳漢宗、張全義、

張清松、張清標、張清男、張清德、簡李琴、張碧玉、張再發、張傳生、石張秀清、張仁川、張

瑋秦、黃秀枝、張隆德、張蔡桂花、張源昌、劉利魯、張慶華、劉慶安、張慶興、張劉碧端、謝

劉碧雙、張文玄、張敦凱、張王玉英、鄭張發、張雅文、張雅榮、張雅順、康哲豪
FE060001865 八里鄉 下罟子段長道

坑口小段

0128-0000 320 張健仁 張昆景、張龍定、張繁明、張清和、張隆基、張健仁、張瑞仁、張武夫、張藤旺、完張阿金、陳

玉琴、余張玉葉、張霞、趙陳綢、張茂隆、張茂柏、張恒慎、張翠霞、張正宏、張政導、張正

聰、張柯腰、張東華、張常慶、張常錄、沈朝榮、彭朝雄、沈朝俊、張塗霖、陳漢宗、張全義、

張清松、張清標、張清男、張清德、簡李琴、張碧玉、張再發、張傳生、石張秀清、張仁川、張

瑋秦、黃秀枝、張隆德、張蔡桂花、張源昌、劉利魯、張慶華、劉慶安、張慶興、張劉碧端、謝

劉碧雙、張文玄、張敦凱、張王玉英、鄭張發、張雅文、張雅榮、張雅順、康哲豪
FE060001866 八里鄉 下罟子段長道

坑口小段

0128-0000 320 張瑞仁 張昆景、張龍定、張繁明、張清和、張隆基、張健仁、張瑞仁、張武夫、張藤旺、完張阿金、陳

玉琴、余張玉葉、張霞、趙陳綢、張茂隆、張茂柏、張恒慎、張翠霞、張正宏、張政導、張正

聰、張柯腰、張東華、張常慶、張常錄、沈朝榮、彭朝雄、沈朝俊、張塗霖、陳漢宗、張全義、

張清松、張清標、張清男、張清德、簡李琴、張碧玉、張再發、張傳生、石張秀清、張仁川、張

瑋秦、黃秀枝、張隆德、張蔡桂花、張源昌、劉利魯、張慶華、劉慶安、張慶興、張劉碧端、謝

劉碧雙、張文玄、張敦凱、張王玉英、鄭張發、張雅文、張雅榮、張雅順、康哲豪
FE060001867 八里鄉 下罟子段長道

坑口小段

0128-0000 320 張茂隆 張昆景、張龍定、張繁明、張清和、張隆基、張健仁、張瑞仁、張武夫、張藤旺、完張阿金、陳

玉琴、余張玉葉、張霞、趙陳綢、張茂隆、張茂柏、張恒慎、張翠霞、張正宏、張政導、張正

聰、張柯腰、張東華、張常慶、張常錄、沈朝榮、彭朝雄、沈朝俊、張塗霖、陳漢宗、張全義、

張清松、張清標、張清男、張清德、簡李琴、張碧玉、張再發、張傳生、石張秀清、張仁川、張

瑋秦、黃秀枝、張隆德、張蔡桂花、張源昌、劉利魯、張慶華、劉慶安、張慶興、張劉碧端、謝

劉碧雙、張文玄、張敦凱、張王玉英、鄭張發、張雅文、張雅榮、張雅順、康哲豪
FE060001868 八里鄉 下罟子段長道

坑口小段

0128-0000 320 張 張昆景、張龍定、張繁明、張清和、張隆基、張健仁、張瑞仁、張武夫、張藤旺、完張阿金、陳

玉琴、余張玉葉、張霞、趙陳綢、張茂隆、張茂柏、張恒慎、張翠霞、張正宏、張政導、張正

聰、張柯腰、張東華、張常慶、張常錄、沈朝榮、彭朝雄、沈朝俊、張塗霖、陳漢宗、張全義、

張清松、張清標、張清男、張清德、簡李琴、張碧玉、張再發、張傳生、石張秀清、張仁川、張

瑋秦、黃秀枝、張隆德、張蔡桂花、張源昌、劉利魯、張慶華、劉慶安、張慶興、張劉碧端、謝

劉碧雙、張文玄、張敦凱、張王玉英、鄭張發、張雅文、張雅榮、張雅順、康哲豪
FE060001869 八里鄉 下罟子段長道

坑口小段

0128-0000 320 張忠信 張昆景、張龍定、張繁明、張清和、張隆基、張健仁、張瑞仁、張武夫、張藤旺、完張阿金、陳

玉琴、余張玉葉、張霞、趙陳綢、張茂隆、張茂柏、張恒慎、張翠霞、張正宏、張政導、張正

聰、張柯腰、張東華、張常慶、張常錄、沈朝榮、彭朝雄、沈朝俊、張塗霖、陳漢宗、張全義、

張清松、張清標、張清男、張清德、簡李琴、張碧玉、張再發、張傳生、石張秀清、張仁川、張

瑋秦、黃秀枝、張隆德、張蔡桂花、張源昌、劉利魯、張慶華、劉慶安、張慶興、張劉碧端、謝

劉碧雙、張文玄、張敦凱、張王玉英、鄭張發、張雅文、張雅榮、張雅順、康哲豪
FE060001870 八里鄉 下罟子段長道

坑口小段

0210-0000 1790 張坤條 李貴選、陳水萍、陳根地、陳慶海、張文雄、張東景、張榮輝、張坤條、郭色、張裕源、汪裕

承、陳柏廷、陳錫昌、陳錫仁、陳錫源、陳福來、陳金塗、張國賢、張金福

FE060001871 八里鄉 下罟子段長道

坑口小段

0210-0000 1790 張裕源 李貴選、陳水萍、陳根地、陳慶海、張文雄、張東景、張榮輝、張坤條、郭色、張裕源、汪裕

承、陳柏廷、陳錫昌、陳錫仁、陳錫源、陳福來、陳金塗、張國賢、張金福

FE060001872 八里鄉 下罟子段長道

坑口小段

1529-0000 1435 洪火 洪來吉、洪林切、洪萬喜、洪麵、許水路、許章妙、許卿子、許謂、許功平、許功騰、許功昇、

許玉雄、許中邦、許昭男、洪壽全、洪陳盆、洪榮華、許陳素、許健達、許健明、洪文忠、許恆

通、洪慶昌、洪天賜、洪吉三、許洪銘、許士仁、許世河、許德輝、許松展、洪啟瑞、洪啟明、

洪啟昌、洪啟信、洪啟宗、洪啟湟、許玉秀、許淑蓮、許淑蘭、許倉基、許主、許收祝、許昭

貴、陳茂三、洪炳坤、洪祖星、洪富治、洪基發、洪長順、陳洪美好、駱洪來春、全洪錦、洪滿

祝、鄭梨玉、洪佳儀、陳石農、陳權、陳國店、陳豆、陳冠翰、陳正宗、陳正慶、陳正鐘、陳正

森、黃陳昌子、陳怡年、許世力、許世榮、洪國安、洪育倫、許政忠、許政信

FE060001873 八里鄉 下罟子段長道

坑口小段

1529-0000 1435 洪東城 洪來吉、洪林切、洪萬喜、洪麵、許水路、許章妙、許卿子、許謂、許功平、許功騰、許功昇、

許玉雄、許中邦、許昭男、洪壽全、洪陳盆、洪榮華、許陳素、許健達、許健明、洪文忠、許恆

通、洪慶昌、洪天賜、洪吉三、許洪銘、許士仁、許世河、許德輝、許松展、洪啟瑞、洪啟明、

洪啟昌、洪啟信、洪啟宗、洪啟湟、許玉秀、許淑蓮、許淑蘭、許倉基、許主、許收祝、許昭

貴、陳茂三、洪炳坤、洪祖星、洪富治、洪基發、洪長順、陳洪美好、駱洪來春、全洪錦、洪滿

祝、鄭梨玉、洪佳儀、陳石農、陳權、陳國店、陳豆、陳冠翰、陳正宗、陳正慶、陳正鐘、陳正

森、黃陳昌子、陳怡年、許世力、許世榮、洪國安、洪育倫、許政忠、許政信

FE060001874 八里鄉 下罟子段長道

坑口小段

1529-0000 1435 洪肇輝 洪來吉、洪林切、洪萬喜、洪麵、許水路、許章妙、許卿子、許謂、許功平、許功騰、許功昇、

許玉雄、許中邦、許昭男、洪壽全、洪陳盆、洪榮華、許陳素、許健達、許健明、洪文忠、許恆

通、洪慶昌、洪天賜、洪吉三、許洪銘、許士仁、許世河、許德輝、許松展、洪啟瑞、洪啟明、

洪啟昌、洪啟信、洪啟宗、洪啟湟、許玉秀、許淑蓮、許淑蘭、許倉基、許主、許收祝、許昭

貴、陳茂三、洪炳坤、洪祖星、洪富治、洪基發、洪長順、陳洪美好、駱洪來春、全洪錦、洪滿

祝、鄭梨玉、洪佳儀、陳石農、陳權、陳國店、陳豆、陳冠翰、陳正宗、陳正慶、陳正鐘、陳正

森、黃陳昌子、陳怡年、許世力、許世榮、洪國安、洪育倫、許政忠、許政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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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060001875 八里鄉 下罟子段長道

坑口小段

1529-0000 1435 洪信郎 洪來吉、洪林切、洪萬喜、洪麵、許水路、許章妙、許卿子、許謂、許功平、許功騰、許功昇、

許玉雄、許中邦、許昭男、洪壽全、洪陳盆、洪榮華、許陳素、許健達、許健明、洪文忠、許恆

通、洪慶昌、洪天賜、洪吉三、許洪銘、許士仁、許世河、許德輝、許松展、洪啟瑞、洪啟明、

洪啟昌、洪啟信、洪啟宗、洪啟湟、許玉秀、許淑蓮、許淑蘭、許倉基、許主、許收祝、許昭

貴、陳茂三、洪炳坤、洪祖星、洪富治、洪基發、洪長順、陳洪美好、駱洪來春、全洪錦、洪滿

祝、鄭梨玉、洪佳儀、陳石農、陳權、陳國店、陳豆、陳冠翰、陳正宗、陳正慶、陳正鐘、陳正

森、黃陳昌子、陳怡年、許世力、許世榮、洪國安、洪育倫、許政忠、許政信

FE060001876 八里鄉 下罟子段長道

坑口小段

1529-0000 1435 洪建致 洪來吉、洪林切、洪萬喜、洪麵、許水路、許章妙、許卿子、許謂、許功平、許功騰、許功昇、

許玉雄、許中邦、許昭男、洪壽全、洪陳盆、洪榮華、許陳素、許健達、許健明、洪文忠、許恆

通、洪慶昌、洪天賜、洪吉三、許洪銘、許士仁、許世河、許德輝、許松展、洪啟瑞、洪啟明、

洪啟昌、洪啟信、洪啟宗、洪啟湟、許玉秀、許淑蓮、許淑蘭、許倉基、許主、許收祝、許昭

貴、陳茂三、洪炳坤、洪祖星、洪富治、洪基發、洪長順、陳洪美好、駱洪來春、全洪錦、洪滿

祝、鄭梨玉、洪佳儀、陳石農、陳權、陳國店、陳豆、陳冠翰、陳正宗、陳正慶、陳正鐘、陳正

森、黃陳昌子、陳怡年、許世力、許世榮、洪國安、洪育倫、許政忠、許政信

FE060001877 八里鄉 下罟子段長道

坑口小段

1529-0000 1435 洪麵 洪來吉、洪林切、洪萬喜、洪麵、許水路、許章妙、許卿子、許謂、許功平、許功騰、許功昇、

許玉雄、許中邦、許昭男、洪壽全、洪陳盆、洪榮華、許陳素、許健達、許健明、洪文忠、許恆

通、洪慶昌、洪天賜、洪吉三、許洪銘、許士仁、許世河、許德輝、許松展、洪啟瑞、洪啟明、

洪啟昌、洪啟信、洪啟宗、洪啟湟、許玉秀、許淑蓮、許淑蘭、許倉基、許主、許收祝、許昭

貴、陳茂三、洪炳坤、洪祖星、洪富治、洪基發、洪長順、陳洪美好、駱洪來春、全洪錦、洪滿

祝、鄭梨玉、洪佳儀、陳石農、陳權、陳國店、陳豆、陳冠翰、陳正宗、陳正慶、陳正鐘、陳正

森、黃陳昌子、陳怡年、許世力、許世榮、洪國安、洪育倫、許政忠、許政信

FE060001878 八里鄉 下罟子段長道

坑口小段

1529-0000 1435 洪文忠 洪來吉、洪林切、洪萬喜、洪麵、許水路、許章妙、許卿子、許謂、許功平、許功騰、許功昇、

許玉雄、許中邦、許昭男、洪壽全、洪陳盆、洪榮華、許陳素、許健達、許健明、洪文忠、許恆

通、洪慶昌、洪天賜、洪吉三、許洪銘、許士仁、許世河、許德輝、許松展、洪啟瑞、洪啟明、

洪啟昌、洪啟信、洪啟宗、洪啟湟、許玉秀、許淑蓮、許淑蘭、許倉基、許主、許收祝、許昭

貴、陳茂三、洪炳坤、洪祖星、洪富治、洪基發、洪長順、陳洪美好、駱洪來春、全洪錦、洪滿

祝、鄭梨玉、洪佳儀、陳石農、陳權、陳國店、陳豆、陳冠翰、陳正宗、陳正慶、陳正鐘、陳正

森、黃陳昌子、陳怡年、許世力、許世榮、洪國安、洪育倫、許政忠、許政信

FE060001879 八里鄉 下罟子段長道

坑口小段

1529-0000 1435 洪肇程 洪來吉、洪林切、洪麵、許水路、許章妙、許卿子、許謂、許功平、許功騰、許功昇、許玉雄、

許中邦、許昭男、洪壽全、洪陳盆、洪榮華、許陳素、許健達、許健明、洪文忠、許恆通、洪慶

昌、洪天賜、洪吉三、許洪銘、許士仁、許世河、許德輝、許松展、洪啟瑞、洪啟明、洪啟昌、

洪啟信、洪啟宗、洪啟湟、許玉秀、許淑蓮、許淑蘭、許倉基、許主、許收祝、許昭貴、陳茂

三、洪炳坤、洪祖星、洪富治、洪基發、洪長順、陳洪美好、駱洪來春、全洪錦、洪滿祝、鄭梨

玉、洪佳儀、陳石農、陳權、陳國店、陳豆、陳冠翰、陳正宗、陳正慶、陳正鐘、陳正森、黃陳

昌子、陳怡年、許世力、許世榮、洪國安、洪育倫、許政忠、許政信、洪肇程、洪肇仁

FE060001880 八里鄉 下罟子段長道

坑口小段

1529-0000 1435 洪金蘭 洪來吉、洪林切、洪萬喜、洪麵、許水路、許章妙、許卿子、許謂、許功平、許功騰、許功昇、

許玉雄、許中邦、許昭男、洪壽全、洪陳盆、洪榮華、許陳素、許健達、許健明、洪文忠、許恆

通、洪慶昌、洪天賜、洪吉三、許洪銘、許士仁、許世河、許德輝、許松展、洪啟瑞、洪啟明、

洪啟昌、洪啟信、洪啟宗、洪啟湟、許玉秀、許淑蓮、許淑蘭、許倉基、許主、許收祝、許昭

貴、陳茂三、洪炳坤、洪祖星、洪富治、洪基發、洪長順、陳洪美好、駱洪來春、全洪錦、洪滿

祝、鄭梨玉、洪佳儀、陳石農、陳權、陳國店、陳豆、陳冠翰、陳正宗、陳正慶、陳正鐘、陳正

森、黃陳昌子、陳怡年、許世力、許世榮、洪國安、洪育倫、許政忠、許政信

FE060001881 八里鄉 下罟子段長道

坑口小段

1532-0000 469 洪灶 洪來吉、洪水柳、許水路、許章妙、許卿子、許謂、許功平、許功騰、許功昇、許玉雄、許中

邦、許昭男、洪壽全、洪陳盆、洪榮華、許陳素、許健達、許健明、許政治、許恆通、洪天賜、

洪吉三、許洪銘、許士仁、許世河、許德輝、許松展、洪啟瑞、洪啟明、洪啟昌、洪啟信、洪啟

宗、洪啟湟、許玉秀、許淑蓮、許淑蘭、許倉基、許主、許收祝、許昭貴、陳茂三、洪炳坤、

洪祖星、洪富治、洪基發、洪長順、陳洪美好、駱洪來春、全洪錦、洪滿祝、鄭梨玉、洪佳儀、

陳石農、陳權、陳國店、陳豆、陳冠翰、陳正宗、陳正慶、陳正鐘、陳正森、黃陳昌子、陳怡

年、許世力、許世榮、洪國安、許政忠、許政信

FE060001882 八里鄉 下罟子段長道

坑口小段

1532-0000 469 洪水池 洪來吉、洪水柳、許水路、許章妙、許卿子、許謂、許功平、許功騰、許功昇、許玉雄、許中

邦、許昭男、洪壽全、洪陳盆、洪榮華、許陳素、許健達、許健明、許政治、許恆通、洪天賜、

洪吉三、許洪銘、許士仁、許世河、許德輝、許松展、洪啟瑞、洪啟明、洪啟昌、洪啟信、洪啟

宗、洪啟湟、許玉秀、許淑蓮、許淑蘭、許倉基、許主、許收祝、許昭貴、陳茂三、洪炳坤、

洪祖星、洪富治、洪基發、洪長順、陳洪美好、駱洪來春、全洪錦、洪滿祝、鄭梨玉、洪佳儀、

陳石農、陳權、陳國店、陳豆、陳冠翰、陳正宗、陳正慶、陳正鐘、陳正森、黃陳昌子、陳怡

年、許世力、許世榮、洪國安、許政忠、許政信

FE060001883 八里鄉 下罟子段長道

坑口小段

1532-0000 469 洪王蜂 洪來吉、洪水柳、許水路、許章妙、許卿子、許謂、許功平、許功騰、許功昇、許玉雄、許中

邦、許昭男、洪壽全、洪陳盆、洪榮華、許陳素、許健達、許健明、許政治、許恆通、洪天賜、

洪吉三、許洪銘、許士仁、許世河、許德輝、許松展、洪啟瑞、洪啟明、洪啟昌、洪啟信、洪啟

宗、洪啟湟、許玉秀、許淑蓮、許淑蘭、許倉基、許主、許收祝、許昭貴、陳茂三、洪炳坤、

洪祖星、洪富治、洪基發、洪長順、陳洪美好、駱洪來春、全洪錦、洪滿祝、鄭梨玉、洪佳儀、

陳石農、陳權、陳國店、陳豆、陳冠翰、陳正宗、陳正慶、陳正鐘、陳正森、黃陳昌子、陳怡

年、許世力、許世榮、洪國安、許政忠、許政信

FE060001884 八里鄉 下罟子段長道

坑口小段

1532-0000 469 洪忠年 洪來吉、洪水柳、許水路、許章妙、許卿子、許謂、許功平、許功騰、許功昇、許玉雄、許中

邦、許昭男、洪壽全、洪陳盆、洪榮華、許陳素、許健達、許健明、許政治、許恆通、洪天賜、

洪吉三、許洪銘、許士仁、許世河、許德輝、許松展、洪啟瑞、洪啟明、洪啟昌、洪啟信、洪啟

宗、洪啟湟、許玉秀、許淑蓮、許淑蘭、許倉基、許主、許收祝、許昭貴、陳茂三、洪炳坤、

洪祖星、洪富治、洪基發、洪長順、陳洪美好、駱洪來春、全洪錦、洪滿祝、鄭梨玉、洪佳儀、

陳石農、陳權、陳國店、陳豆、陳冠翰、陳正宗、陳正慶、陳正鐘、陳正森、黃陳昌子、陳怡

年、許世力、許世榮、洪國安、許政忠、許政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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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060001885 八里鄉 下罟子段長道

坑口小段

1532-0000 469 洪煥修 洪來吉、洪水柳、許水路、許章妙、許卿子、許謂、許功平、許功騰、許功昇、許玉雄、許中

邦、許昭男、洪壽全、洪陳盆、洪榮華、許陳素、許健達、許健明、許政治、許恆通、洪天賜、

洪吉三、許洪銘、許士仁、許世河、許德輝、許松展、洪啟瑞、洪啟明、洪啟昌、洪啟信、洪啟

宗、洪啟湟、許玉秀、許淑蓮、許淑蘭、許倉基、許主、許收祝、許昭貴、陳茂三、洪炳坤、

洪祖星、洪富治、洪基發、洪長順、陳洪美好、駱洪來春、全洪錦、洪滿祝、鄭梨玉、洪佳儀、

陳石農、陳權、陳國店、陳豆、陳冠翰、陳正宗、陳正慶、陳正鐘、陳正森、黃陳昌子、陳怡

年、許世力、許世榮、洪國安、許政忠、許政信

FE060001886 八里鄉 下罟子段長道

坑口小段

1532-0000 469 洪榮 洪來吉、洪水柳、許水路、許章妙、許卿子、許謂、許功平、許功騰、許功昇、許玉雄、許中

邦、許昭男、洪壽全、洪陳盆、洪榮華、許陳素、許健達、許健明、許政治、許恆通、洪天賜、

洪吉三、許洪銘、許士仁、許世河、許德輝、許松展、洪啟瑞、洪啟明、洪啟昌、洪啟信、洪啟

宗、洪啟湟、許玉秀、許淑蓮、許淑蘭、許倉基、許主、許收祝、許昭貴、陳茂三、洪炳坤、

洪祖星、洪富治、洪基發、洪長順、陳洪美好、駱洪來春、全洪錦、洪滿祝、鄭梨玉、洪佳儀、

陳石農、陳權、陳國店、陳豆、陳冠翰、陳正宗、陳正慶、陳正鐘、陳正森、黃陳昌子、陳怡

年、許世力、許世榮、洪國安、許政忠、許政信

FE060001887 八里鄉 下罟子段長道

坑口小段

1532-0000 469 洪志誠 洪來吉、洪水柳、許水路、許章妙、許卿子、許謂、許功平、許功騰、許功昇、許玉雄、許中

邦、許昭男、洪壽全、洪陳盆、洪榮華、許陳素、許健達、許健明、許政治、許恆通、洪天賜、

洪吉三、許洪銘、許士仁、許世河、許德輝、許松展、洪啟瑞、洪啟明、洪啟昌、洪啟信、洪啟

宗、洪啟湟、許玉秀、許淑蓮、許淑蘭、許倉基、許主、許收祝、許昭貴、陳茂三、洪炳坤、

洪祖星、洪富治、洪基發、洪長順、陳洪美好、駱洪來春、全洪錦、洪滿祝、鄭梨玉、洪佳儀、

陳石農、陳權、陳國店、陳豆、陳冠翰、陳正宗、陳正慶、陳正鐘、陳正森、黃陳昌子、陳怡

年、許世力、許世榮、洪國安、許政忠、許政信

FE060001888 八里鄉 下罟子段長道

坑口小段

1532-0000 469 洪世陽 洪來吉、洪水柳、許水路、許章妙、許卿子、許謂、許功平、許功騰、許功昇、許玉雄、許中

邦、許昭男、洪壽全、洪陳盆、洪榮華、許陳素、許健達、許健明、許政治、許恆通、洪天賜、

洪吉三、許洪銘、許士仁、許世河、許德輝、許松展、洪啟瑞、洪啟明、洪啟昌、洪啟信、洪啟

宗、洪啟湟、許玉秀、許淑蓮、許淑蘭、許倉基、許主、許收祝、許昭貴、陳茂三、洪炳坤、

洪祖星、洪富治、洪基發、洪長順、陳洪美好、駱洪來春、全洪錦、洪滿祝、鄭梨玉、洪佳儀、

陳石農、陳權、陳國店、陳豆、陳冠翰、陳正宗、陳正慶、陳正鐘、陳正森、黃陳昌子、陳怡

年、許世力、許世榮、洪國安、許政忠、許政信

FE060001889 八里鄉 下罟子段長道

坑口小段

1532-0000 469 洪志明 洪來吉、洪水柳、許水路、許章妙、許卿子、許謂、許功平、許功騰、許功昇、許玉雄、許中

邦、許昭男、洪壽全、洪陳盆、洪榮華、許陳素、許健達、許健明、許政治、許恆通、洪天賜、

洪吉三、許洪銘、許士仁、許世河、許德輝、許松展、洪啟瑞、洪啟明、洪啟昌、洪啟信、洪啟

宗、洪啟湟、許玉秀、許淑蓮、許淑蘭、許倉基、許主、許收祝、許昭貴、陳茂三、洪炳坤、

洪祖星、洪富治、洪基發、洪長順、陳洪美好、駱洪來春、全洪錦、洪滿祝、鄭梨玉、洪佳儀、

陳石農、陳權、陳國店、陳豆、陳冠翰、陳正宗、陳正慶、陳正鐘、陳正森、黃陳昌子、陳怡

年、許世力、許世榮、洪國安、許政忠、許政信

FE060001890 八里鄉 下罟子段長道

坑口小段

1532-0001 103 洪灶 洪來吉、洪水柳、許水路、許章妙、許卿子、許謂、許功平、許功騰、許功昇、許玉雄、許中

邦、許昭男、洪壽全、洪陳盆、洪榮華、許陳素、許健達、許健明、許政治、許恆通、洪天賜、

洪吉三、許洪銘、許士仁、許世河、許德輝、許松展、洪啟瑞、洪啟明、洪啟昌、洪啟信、洪啟

宗、洪啟湟、許玉秀、許淑蓮、許淑蘭、許倉基、許主、許收祝、許昭貴、陳茂三、洪炳坤、

洪祖星、洪富治、洪基發、洪長順、陳洪美好、駱洪來春、全洪錦、洪滿祝、鄭梨玉、洪佳儀、

陳石農、陳權、陳國店、陳豆、陳冠翰、陳正宗、陳正慶、陳正鐘、陳正森、黃陳昌子、陳怡

年、許世力、許世榮、洪國安、許政忠、許政信

FE060001891 八里鄉 下罟子段長道

坑口小段

1532-0001 103 洪文標 洪來吉、洪水柳、許水路、許章妙、許卿子、許謂、許功平、許功騰、許功昇、許玉雄、許中

邦、許昭男、洪壽全、洪陳盆、洪榮華、許陳素、許健達、許健明、許政治、許恆通、洪天賜、

洪吉三、許洪銘、許士仁、許世河、許德輝、許松展、洪啟瑞、洪啟明、洪啟昌、洪啟信、洪啟

宗、洪啟湟、許玉秀、許淑蓮、許淑蘭、許倉基、許主、許收祝、許昭貴、陳茂三、洪炳坤、

洪祖星、洪富治、洪基發、洪長順、陳洪美好、駱洪來春、全洪錦、洪滿祝、鄭梨玉、洪佳儀、

陳石農、陳權、陳國店、陳豆、陳冠翰、陳正宗、陳正慶、陳正鐘、陳正森、黃陳昌子、陳怡

年、許世力、許世榮、洪國安、許政忠、許政信

FE060001892 八里鄉 下罟子段長道

坑口小段

1532-0001 103 洪水池 洪來吉、洪水柳、許水路、許章妙、許卿子、許謂、許功平、許功騰、許功昇、許玉雄、許中

邦、許昭男、洪壽全、洪陳盆、洪榮華、許陳素、許健達、許健明、許政治、許恆通、洪天賜、

洪吉三、許洪銘、許士仁、許世河、許德輝、許松展、洪啟瑞、洪啟明、洪啟昌、洪啟信、洪啟

宗、洪啟湟、許玉秀、許淑蓮、許淑蘭、許倉基、許主、許收祝、許昭貴、陳茂三、洪炳坤、

洪祖星、洪富治、洪基發、洪長順、陳洪美好、駱洪來春、全洪錦、洪滿祝、鄭梨玉、洪佳儀、

陳石農、陳權、陳國店、陳豆、陳冠翰、陳正宗、陳正慶、陳正鐘、陳正森、黃陳昌子、陳怡

年、許世力、許世榮、洪國安、許政忠、許政信

FE060001893 八里鄉 下罟子段長道

坑口小段

1532-0001 103 洪王蜂 洪來吉、洪水柳、許水路、許章妙、許卿子、許謂、許功平、許功騰、許功昇、許玉雄、許中

邦、許昭男、洪壽全、洪陳盆、洪榮華、許陳素、許健達、許健明、許政治、許恆通、洪天賜、

洪吉三、許洪銘、許士仁、許世河、許德輝、許松展、洪啟瑞、洪啟明、洪啟昌、洪啟信、洪啟

宗、洪啟湟、許玉秀、許淑蓮、許淑蘭、許倉基、許主、許收祝、許昭貴、陳茂三、洪炳坤、

洪祖星、洪富治、洪基發、洪長順、陳洪美好、駱洪來春、全洪錦、洪滿祝、鄭梨玉、洪佳儀、

陳石農、陳權、陳國店、陳豆、陳冠翰、陳正宗、陳正慶、陳正鐘、陳正森、黃陳昌子、陳怡

年、許世力、許世榮、洪國安、許政忠、許政信

FE060001894 八里鄉 下罟子段長道

坑口小段

1532-0001 103 洪忠年 洪來吉、洪水柳、許水路、許章妙、許卿子、許謂、許功平、許功騰、許功昇、許玉雄、許中

邦、許昭男、洪壽全、洪陳盆、洪榮華、許陳素、許健達、許健明、許政治、許恆通、洪天賜、

洪吉三、許洪銘、許士仁、許世河、許德輝、許松展、洪啟瑞、洪啟明、洪啟昌、洪啟信、洪啟

宗、洪啟湟、許玉秀、許淑蓮、許淑蘭、許倉基、許主、許收祝、許昭貴、陳茂三、洪炳坤、

洪祖星、洪富治、洪基發、洪長順、陳洪美好、駱洪來春、全洪錦、洪滿祝、鄭梨玉、洪佳儀、

陳石農、陳權、陳國店、陳豆、陳冠翰、陳正宗、陳正慶、陳正鐘、陳正森、黃陳昌子、陳怡

年、許世力、許世榮、洪國安、許政忠、許政信

FE060001895 八里鄉 下罟子段長道

坑口小段

1532-0001 103 洪煥修 洪來吉、洪水柳、許水路、許章妙、許卿子、許謂、許功平、許功騰、許功昇、許玉雄、許中

邦、許昭男、洪壽全、洪陳盆、洪榮華、許陳素、許健達、許健明、許政治、許恆通、洪天賜、

洪吉三、許洪銘、許士仁、許世河、許德輝、許松展、洪啟瑞、洪啟明、洪啟昌、洪啟信、洪啟

宗、洪啟湟、許玉秀、許淑蓮、許淑蘭、許倉基、許主、許收祝、許昭貴、陳茂三、洪炳坤、

洪祖星、洪富治、洪基發、洪長順、陳洪美好、駱洪來春、全洪錦、洪滿祝、鄭梨玉、洪佳儀、

陳石農、陳權、陳國店、陳豆、陳冠翰、陳正宗、陳正慶、陳正鐘、陳正森、黃陳昌子、陳怡

年、許世力、許世榮、洪國安、許政忠、許政信

FE060001896 八里鄉 下罟子段長道

坑口小段

1532-0001 103 洪榮 洪來吉、洪水柳、許水路、許章妙、許卿子、許謂、許功平、許功騰、許功昇、許玉雄、許中

邦、許昭男、洪壽全、洪陳盆、洪榮華、許陳素、許健達、許健明、許政治、許恆通、洪天賜、

洪吉三、許洪銘、許士仁、許世河、許德輝、許松展、洪啟瑞、洪啟明、洪啟昌、洪啟信、洪啟

宗、洪啟湟、許玉秀、許淑蓮、許淑蘭、許倉基、許主、許收祝、許昭貴、陳茂三、洪炳坤、

洪祖星、洪富治、洪基發、洪長順、陳洪美好、駱洪來春、全洪錦、洪滿祝、鄭梨玉、洪佳儀、

陳石農、陳權、陳國店、陳豆、陳冠翰、陳正宗、陳正慶、陳正鐘、陳正森、黃陳昌子、陳怡

年、許世力、許世榮、洪國安、許政忠、許政信

FE060001897 八里鄉 下罟子段長道

坑口小段

1532-0001 103 洪志誠 洪來吉、洪水柳、許水路、許章妙、許卿子、許謂、許功平、許功騰、許功昇、許玉雄、許中

邦、許昭男、洪壽全、洪陳盆、洪榮華、許陳素、許健達、許健明、許政治、許恆通、洪天賜、

洪吉三、許洪銘、許士仁、許世河、許德輝、許松展、洪啟瑞、洪啟明、洪啟昌、洪啟信、洪啟

宗、洪啟湟、許玉秀、許淑蓮、許淑蘭、許倉基、許主、許收祝、許昭貴、陳茂三、洪炳坤、

洪祖星、洪富治、洪基發、洪長順、陳洪美好、駱洪來春、全洪錦、洪滿祝、鄭梨玉、洪佳儀、

陳石農、陳權、陳國店、陳豆、陳冠翰、陳正宗、陳正慶、陳正鐘、陳正森、黃陳昌子、陳怡

年、許世力、許世榮、洪國安、許政忠、許政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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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區 段小段 地/建號 面積(平方公尺) 姓名或名稱 權利範圍

台北縣政府清查公告之土地及建物清冊

民國45年12月31日以前登記之未定期限地上權                             單位：平方公尺

編號
土  地/建  物  標  示 登  記  名  義  人 土  地/建  物  所  有  權  人

姓名或名稱

1/12

1/12

1/3

1/3

1/15

1/15

1/15

1/15

1/15

全部

1/1

1/2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公同共有

2/3

公同共有

1/3

1/2

1/2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1/2

1/2

1/2

1/2

全部

1/1

全部

1/1

1/2

1/2

全部

1/1

全部

1/1

1/2

1/2

全部

1/1

全部

1/1

1327.15 楊啟 林張金菊、張萬吉、張炎清、張振榮、張金光、張文雄、曾張秀香、張裕楨、張惠美、張惠莉、

陳麗、陳麗如、陳麗理、陳麗真、陳敬祥、陳敬燦、張明賢、張金泉、張金發、張金水、張金

安、劉梅蘭、張宇軒、張夢婷、張宇龍、張鴛鴦、張建隆、張忠正、張育綸、陳美玲、張書品、

張家品、葉文興、謝彩暖、張穎華、張萬生
FE060001977 八里鄉 埤頭段 0317-0000 1327.15 黃木 林張金菊、張萬吉、張炎清、張振榮、張金光、張文雄、曾張秀香、張裕楨、張惠美、張惠莉、

陳麗、陳麗如、陳麗理、陳麗真、陳敬祥、陳敬燦、張明賢、張金泉、張金發、張金水、張金

安、劉梅蘭、張宇軒、張夢婷、張宇龍、張鴛鴦、張建隆、張忠正、張育綸、陳美玲、張書品、

張家品、葉文興、謝彩暖、張穎華、張萬生

FE060001976 八里鄉 埤頭段 0317-0000

284.94 林麗貞 李子龍、李子鵬

FE060001975 八里鄉 大堀段 0018-0000 284.94 呂正信 李子龍、李子鵬

FE060001974 八里鄉 大堀段 0018-0000

284.94 陳新基 李子龍、李子鵬

FE060001973 八里鄉 大堀段 0018-0000 284.94 陳新基 李子龍、李子鵬

FE060001972 八里鄉 大堀段 0018-0000

183.95 林麗貞 葉仁三

FE060001971 八里鄉 大崁段 0363-0000 183.95 呂正信 葉仁三

FE060001970 八里鄉 大崁段 0363-0000

183.95 陳新基 葉仁三

FE060001969 八里鄉 大崁段 0363-0000 183.95 陳新基 葉仁三

FE060001968 八里鄉 大崁段 0363-0000

183.95 葉仁三 葉仁三

FE060001967 八里鄉 大崁段 0363-0000 183.95 葉仁泉 葉仁三

FE060001966 八里鄉 大崁段 0363-0000

241.1 林麗貞 李澄旺、李澄有、李有諒、李有田、李通義、李志煌、李萬居、李火木、林衍卿、蔡林淑卿、林

彥卿、呂國輝、陳瑞玄、林榮輝、林谷峰、林榮祥

FE060001965 八里鄉 大崁段 0150-0000 241.1 呂正信 李澄旺、李澄有、李有諒、李有田、李通義、李志煌、李萬居、李火木、林衍卿、蔡林淑卿、林

彥卿、呂國輝、陳瑞玄、林榮輝、林谷峰、林榮祥

FE060001964 八里鄉 大崁段 0150-0000

241.1 陳新基 李澄旺、李澄有、李有諒、李有田、李通義、李志煌、李萬居、李火木、林衍卿、蔡林淑卿、林

彥卿、呂國輝、陳瑞玄、林榮輝、林谷峰、林榮祥

FE060001963 八里鄉 大崁段 0150-0000 241.1 陳新基 李澄旺、李澄有、李有諒、李有田、李通義、李志煌、李萬居、李火木、林衍卿、蔡林淑卿、林

彥卿、呂國輝、陳瑞玄、林榮輝、林谷峰、林榮祥

FE060001962 八里鄉 大崁段 0150-0000

FE060001898 八里鄉 下罟子段長道

坑口小段

1532-0001 103 洪世陽 洪來吉、洪水柳、許水路、許章妙、許卿子、許謂、許功平、許功騰、許功昇、許玉雄、許中

邦、許昭男、洪壽全、洪陳盆、洪榮華、許陳素、許健達、許健明、許政治、許恆通、洪天賜、

洪吉三、許洪銘、許士仁、許世河、許德輝、許松展、洪啟瑞、洪啟明、洪啟昌、洪啟信、洪啟

宗、洪啟湟、許玉秀、許淑蓮、許淑蘭、許倉基、許主、許收祝、許昭貴、陳茂三、洪炳坤、

洪祖星、洪富治、洪基發、洪長順、陳洪美好、駱洪來春、全洪錦、洪滿祝、鄭梨玉、洪佳儀、

陳石農、陳權、陳國店、陳豆、陳冠翰、陳正宗、陳正慶、陳正鐘、陳正森、黃陳昌子、陳怡

年、許世力、許世榮、洪國安、許政忠、許政信

FE060001899 八里鄉 下罟子段長道

坑口小段

1532-0001 103 洪志明 洪來吉、洪水柳、許水路、許章妙、許卿子、許謂、許功平、許功騰、許功昇、許玉雄、許中

邦、許昭男、洪壽全、洪陳盆、洪榮華、許陳素、許健達、許健明、許政治、許恆通、洪天賜、

洪吉三、許洪銘、許士仁、許世河、許德輝、許松展、洪啟瑞、洪啟明、洪啟昌、洪啟信、洪啟

宗、洪啟湟、許玉秀、許淑蓮、許淑蘭、許倉基、許主、許收祝、許昭貴、陳茂三、洪炳坤、

洪祖星、洪富治、洪基發、洪長順、陳洪美好、駱洪來春、全洪錦、洪滿祝、鄭梨玉、洪佳儀、

陳石農、陳權、陳國店、陳豆、陳冠翰、陳正宗、陳正慶、陳正鐘、陳正森、黃陳昌子、陳怡

年、許世力、許世榮、洪國安、許政忠、許政信

FE060001900 八里鄉 下罟子段長道

坑口小段

1843-0000 1106 洪土火 洪榮華、洪中灝、洪志誠、洪世陽、洪志明、洪國安、洪國忠、洪國利

FE060001901 八里鄉 下罟子段長道

坑口小段

1843-0000 1106 洪進貴 洪榮華、洪中灝、洪志誠、洪世陽、洪志明、洪國安、洪國忠、洪國利

FE060001902 八里鄉 下罟子段長道

坑口小段

1843-0000 1106 洪建致 洪榮華、洪中灝、洪志誠、洪世陽、洪志明、洪國安、洪國忠、洪國利

FE060001903 八里鄉 下罟子段長道

坑口小段

1843-0000 1106 洪麵 洪榮華、洪中灝、洪志誠、洪世陽、洪志明、洪國安、洪國忠、洪國利

FE060001904 八里鄉 下罟子段長道

坑口小段

1843-0000 1106 洪肇輝 洪榮華、洪中灝、洪志誠、洪世陽、洪志明、洪國安、洪國忠、洪國利

FE060001905 八里鄉 下罟子段長道

坑口小段

1843-0000 1106 洪文忠 洪榮華、洪中灝、洪志誠、洪世陽、洪志明、洪國安、洪國忠、洪國利

FE060001906 八里鄉 下罟子段長道

坑口小段

1843-0000 1106 洪肇程 洪榮華、洪中灝、洪志誠、洪世陽、洪志明、洪國安、洪國忠、洪國利

FE060001907 八里鄉 下罟子段長道

坑口小段

1856-0002 526 洪生財 林月里、林敏、林國勝

FE060001908 八里鄉 下罟子段長道

坑口小段

1856-0002 526 林水 林月里、林敏、林國勝

FE060001909 八里鄉 下罟子段長道

坑口小段

1856-0002 526 洪有木 林月里、林敏、林國勝

FE060001910 八里鄉 下罟子段長道

坑口小段

1856-0002 526 林守加 林月里、林敏、林國勝

FE060001911 八里鄉 下罟子段長道

坑口小段

1856-0002 526 李委 林月里、林敏、林國勝

FE060001912 八里鄉 長道坑段 0016-0000 194 蔡清彩 蔡水勝、蔡秋雄、蔡沛臻、蔡福臻、蔡沛霖、蔡寅吉、蔡金龍、蔡易達、蔡正友、蔡金寧、李志

明、李志賢、李美玲、蔡玉滄、蔡玉偉、蔡玉書

FE060001913 八里鄉 長道坑段 0047-0000 779 李愛子 李木村、黃國祥、黃良慶、黃玉燕、黃義雄、黃福來、黃來傳、蘇春長、李雪玉、李忠信、李忠

華、黃炳旭、李忠男、李秋　、李昀庭、李良樟、李國恩、李建清、黃秀雄、黃文財

FE060001914 八里鄉 長道坑段 0047-0000 779 李雪玉 李木村、黃國祥、黃良慶、黃玉燕、黃義雄、黃福來、黃來傳、蘇春長、李雪玉、李忠信、李忠

華、黃炳旭、李忠男、李秋　、李昀庭、李良樟、李國恩、李建清、黃秀雄、黃文財

FE060001915 八里鄉 長道坑段 0047-0002 848 李國恩 黃國祥、黃良慶、黃玉燕、黃義雄、黃福來、黃來傳、蘇春長、李雪玉、黃炳旭、李木村、李忠

男、李秋　、李忠信、李忠華、李昀庭、李良樟、李國恩、李建清、黃秀雄、黃文財

FE060001916 八里鄉 長道坑段 0047-0002 848 李建清 黃國祥、黃良慶、黃玉燕、黃義雄、黃福來、黃來傳、蘇春長、李雪玉、黃炳旭、李木村、李忠

男、李秋　、李忠信、李忠華、李昀庭、李良樟、李國恩、李建清、黃秀雄、黃文財

897 蔡文達 陳得、陳國和、陳國陽、陳詩江、陳詩聰、陳詩鵬、黃盈凱、黃柏淳FE060001917 八里鄉 長道坑段 01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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