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區碼 縣市 區域 替代街路名稱 正確街路名稱 替代字
112 臺北市 北投區 公館路 公舘路 館
207 新北市 萬里區 鼓亭 皷亭 鼓
207 新北市 萬里區 公館崙 公舘崙 館
207 新北市 萬里區 成功新屯 成功新邨 屯
207 新北市 萬里區 崁腳 崁脚 腳

𡍼 𡍼 𡍼207 新北市 萬里區 烏 炭 烏 炭 
207 新北市 萬里區 港東新屯 港東新邨 屯

𢊬207 新北市 萬里區 豊廩 豊  廩
208 新北市 金山區 庚子坪 焿子坪 庚
208 新北市 金山區 溫泉路 温泉路 溫
208 新北市 金山區 竹子山腳 竹子山脚 腳
208 新北市 金山區 秀峰坪 秀峯坪 峰
208 新北市 金山區 香果園 香菓園 果
210 連江縣 北竿鄉 板里村 坂里村 板
221 新北市 汐止區 鮕代坑街 鮕鮘坑街 代
222 新北市 深坑區 見腳坑 梘脚坑 見腳
222 新北市 深坑區 大崙腳 大崙脚 腳
222 新北市 深坑區 公館後 公舘後 館
222 新北市 深坑區 旺耽路 旺躭路 耽
223 新北市 石碇區 峰頭 峯頭 峰

𡒸223 新北市 石碇區 光明路九層坪巷 光明路九 坪巷 層
224 新北市 瑞芳區 桀魚坑路     魚坑路 桀
224 新北市 瑞芳區 桀魚坑路瑞興新屯     魚坑路瑞興新邨 桀屯
224 新北市 瑞芳區 桀魚坑路過港巷     魚坑路過港巷 桀
224 新北市 瑞芳區 尫子上天路 尫子上天路 尫
224 新北市 瑞芳區 豎崎路 竪崎路 豎
224 新北市 瑞芳區 三爪子坑路國中新屯 三爪子坑路國中新邨 屯
224 新北市 瑞芳區 台電新屯 台電新邨 屯
224 新北市 瑞芳區 四腳亭坑路 四脚亭坑路 腳
224 新北市 瑞芳區 四腳亭埔路 四脚亭埔路 腳
224 新北市 瑞芳區 永龍新屯 永龍新邨 屯
224 新北市 瑞芳區 建基新屯 建基新邨 屯
226 新北市 平溪區 羌子坑 羗子坑 羌
227 新北市 雙溪區 尫子崙坑 尫子崙坑 尫
227 新北市 雙溪區 雙澳 双澳 雙
227 新北市 雙溪區 內柑腳 內柑脚 腳
227 新北市 雙溪區 公館 公舘 館
227 新北市 雙溪區 外柑腳 外柑脚 腳
227 新北市 雙溪區 石筍 石笋 筍
227 新北市 雙溪區 柑腳 柑脚 腳
228 新北市 貢寮區 下雙溪街 下双溪街 雙
228 新北市 貢寮區 尖山腳街 尖山脚街 腳
228 新北市 貢寮區 枋腳街 枋脚街 腳
228 新北市 貢寮區 美灩山街 美灧山街 灩
231 新北市 新店區 五峰路 五峯路 峰
231 新北市 新店區 秀峰路 秀峯路 峰
231 新北市 新店區 長峰路 長峯路 峰
231 新北市 新店區 青峰路 青峯路 峰
231 新北市 新店區 翠峰路 翠峯路 峰
231 新北市 新店區 雙峰路 雙峯路 峰

𩻸232 新北市 坪林區 逮魚堀 魚堀 逮
232 新北市 坪林區 台牛寮 刣牛寮 台
232 新北市 坪林區 仁里板 仁里坂 板
232 新北市 坪林區 水柳腳 水柳脚 腳

𥕢232 新北市 坪林區 石槽 石  槽
232 新北市 坪林區 柑腳坑 柑脚坑 腳
232 新北市 坪林區 苦苓腳 苦苓脚 腳



232 新北市 坪林區 豹子廚 豹子厨 廚
232 新北市 坪林區 嶺腳坑 嶺脚坑 腳
236 新北市 土城區 峰廷街 峯廷街 峰
236 新北市 土城區 延峰街 延峯街 峰
236 新北市 土城區 明峰街 明峯街 峰
236 新北市 土城區 德峰街 德峯街 峰
238 新北市 樹林區 啟智街 啓智街 啟
243 新北市 泰山區 犁頭窠 犂頭窠 犁
248 新北市 五股區 壟勾路 壟鈎路 勾
249 新北市 八里區 廈竹圍 厦竹圍 廈
251 新北市 淡水區 水見頭 水梘頭 見
251 新北市 淡水區 瓦嗂坑 瓦磘坑 嗂
251 新北市 淡水區 百六戛 百六戞 戛
252 新北市 三芝區 山豬堀 山猪堀 豬
252 新北市 三芝區 五腳松 五脚松 腳
253 新北市 石門區 豬槽潭 猪槽潭 豬
253 新北市 石門區 崁子腳 崁子脚 腳
262 宜蘭縣 礁溪鄉 溫泉路 温泉路 溫
263 宜蘭縣 壯圍鄉 部後路 廍後路 部
263 宜蘭縣 壯圍鄉 部後路仁愛新村 廍後路仁愛新村 部
264 宜蘭縣 員山鄉 雙埤路 双埤路 雙
264 宜蘭縣 員山鄉 雙埤路福山 双埤路福山 雙
266 宜蘭縣 三星鄉 三星路三段三六五巷安農新屯 三星路三段三六五巷安農新
邨 屯
269 宜蘭縣 冬山鄉 金陵新屯 金陵新邨 屯
270 宜蘭縣 蘇澳鎮 嶺腳路 嶺脚路 腳
270 宜蘭縣 蘇澳鎮 蘇峰路 蘇峯路 峰
302 新竹縣 竹北市 犁頭山下 犂頭山下 犁
305 新竹縣 新埔鎮 文山路犁頭山段 文山路犂頭山段 犁
305 新竹縣 新埔鎮 文山路犁頭山段盛都巷 文山路犂頭山段盛都巷 犁
306 新竹縣 關西鎮 老庚寮 老焿寮 庚
307 新竹縣 芎林鄉 山豬湖 山猪湖 豬
312 新竹縣 橫山鄉 蔗部 蔗廍 部
314 新竹縣 北埔鄉 庚寮坪 焿寮坪 庚
314 新竹縣 北埔鄉 水祭子 水磜子 祭
314 新竹縣 北埔鄉 新公館 新公舘 館
315 新竹縣 峨眉鄉 庚寮坑 焿寮坑 庚
315 新竹縣 峨眉鄉 富農新屯 富農新邨 屯
315 新竹縣 峨眉鄉 湖農新屯 湖農新邨 屯
324 桃園市 平鎮區 金雞湖 金鷄湖 雞
324 桃園市 平鎮區 湧峰路 湧峯路 峰
325 桃園市 龍潭區 雙連街 双連街 雙
325 桃園市 龍潭區 雞籠坑 鷄籠坑 雞
325 桃園市 龍潭區 齊粑崠     粑崠 齊
327 桃園市 新屋區 康榔一路 槺榔一路 康
327 桃園市 新屋區 康榔二路 槺榔二路 康
327 桃園市 新屋區 康榔三路 槺榔三路 康
327 桃園市 新屋區 康榔路 槺榔路 康
327 桃園市 新屋區 下康榔 下槺榔 康
327 桃園市 新屋區 上康榔 上槺榔 康
327 桃園市 新屋區 蚵殼港 蚵壳港 殼
327 桃園市 新屋區 番婆汶 番婆坟 汶
328 桃園市 觀音區 樹子腳 樹子脚 腳
330 桃園市 桃園區 廈門街 厦門街 廈
330 桃園市 桃園區 鹽庫西街 塩庫西街 鹽
330 桃園市 桃園區 鹽庫街 塩庫街 鹽
330 桃園市 桃園區 鹽務路 塩務路 鹽
330 桃園市 桃園區 雙峰路 雙峯路 峰



333 桃園市 龜山區 光峰路 光峯路 峰
333 桃園市 龜山區 光峰路龍田一巷 光峯路龍田一巷 峰
333 桃園市 龜山區 光峰路龍田二巷 光峯路龍田二巷 峰
333 桃園市 龜山區 光峰路龍田三巷 光峯路龍田三巷 峰
333 桃園市 龜山區 灰窯坑 灰窰坑 窯
335 桃園市 大溪區 山豬湖 山猪湖 豬
335 桃園市 大溪區 中庄山腳 中庄山脚 腳
335 桃園市 大溪區 頂山腳 頂山脚 腳
337 桃園市 大園區 果林路 菓林路 果
337 桃園市 大園區 竹圍里崁腳 竹圍里崁脚 腳
337 桃園市 大園區 坑果路 坑菓路 果
338 桃園市 蘆竹區 山果路 山菓路 果
338 桃園市 蘆竹區 坑果路 坑菓路 果
350 苗栗縣 竹南鎮 鹽館前 塩舘前 鹽館
350 苗栗縣 竹南鎮 鹽館街 塩舘街 鹽館
350 苗栗縣 竹南鎮 公館仔 公舘仔 館
350 苗栗縣 竹南鎮 崎腳 崎脚 腳
350 苗栗縣 竹南鎮 磚仔窯 磚仔窰 窯
351 苗栗縣 頭份市 雙十街 双十街 雙
351 苗栗縣 頭份市 雞心壩 鷄心壩 雞
351 苗栗縣 頭份市 果作園 菓作園 果
351 苗栗縣 頭份市 館前街 舘前街 館
351 苗栗縣 頭份市 雙喜街 双喜街 雙
351 苗栗縣 頭份市 瓦窯下 瓦窰下 窯
351 苗栗縣 頭份市 家華新屯 家華新邨 屯
351 苗栗縣 頭份市 培德新屯 培德新邨 屯
351 苗栗縣 頭份市 祥泰新屯 祥泰新邨 屯
351 苗栗縣 頭份市 富貴新屯 富貴新邨 屯
352 苗栗縣 三灣鄉 下雙坑 下双坑 雙
352 苗栗縣 三灣鄉 上雙坑 上双坑 雙
353 苗栗縣 南庄鄉 里金館 里金舘 館
353 苗栗縣 南庄鄉 東江新屯 東江新邨 屯
353 苗栗縣 南庄鄉 東興新屯 東興新邨 屯
353 苗栗縣 南庄鄉 紅毛館 紅毛舘 館
354 苗栗縣 獅潭鄉 鹽水 塩水 鹽
354 苗栗縣 獅潭鄉 敘暢 敍暢 敘
356 苗栗縣 後龍鎮 康榔一街 槺榔一街 康
356 苗栗縣 後龍鎮 康榔七街 槺榔七街 康
356 苗栗縣 後龍鎮 康榔九街 槺榔九街 康
356 苗栗縣 後龍鎮 康榔二街 槺榔二街 康
356 苗栗縣 後龍鎮 康榔八街 槺榔八街 康
356 苗栗縣 後龍鎮 康榔三街 槺榔三街 康
356 苗栗縣 後龍鎮 康榔五街 槺榔五街 康
356 苗栗縣 後龍鎮 康榔六街 槺榔六街 康
356 苗栗縣 後龍鎮 康榔路 槺榔路 康
356 苗栗縣 後龍鎮 下大山腳 下大山脚 腳
356 苗栗縣 後龍鎮 上大山腳 上大山脚 腳
356 苗栗縣 後龍鎮 中龍里館前街 中龍里舘前街 館
356 苗栗縣 後龍鎮 北龍里館前街 北龍里舘前街 館
356 苗栗縣 後龍鎮 松仔腳 松仔脚 腳
356 苗栗縣 後龍鎮 南龍里館前街 南龍里舘前街 館
358 苗栗縣 苑裡鎮 上館 上舘 館
358 苗栗縣 苑裡鎮 山腳 山脚 腳
360 苗栗縣 苗栗市 文峰街 文峯街 峰
361 苗栗縣 造橋鄉 雙合窩 双合窩 雙
361 苗栗縣 造橋鄉 鹽菜坑 塩菜坑 鹽
361 苗栗縣 造橋鄉 庚寮坑 焿寮坑 庚
361 苗栗縣 造橋鄉 雙鵝山 双鵝山 雙



361 苗栗縣 造橋鄉 蔗部 蔗廍 部
364 苗栗縣 大湖鄉 雙坑 双坑 雙
364 苗栗縣 大湖鄉 內雙坑 內双坑 雙
364 苗栗縣 大湖鄉 蔗部坪 蔗廍坪 部

𡶛365 苗栗縣 泰安鄉 高熊卡 高熊  卡
367 苗栗縣 三義鄉 雙草湖 双草湖 雙
367 苗栗縣 三義鄉 雙連潭 双連潭 雙
367 苗栗縣 三義鄉 雙湖 双湖 雙
368 苗栗縣 西湖鄉 康榔埔 槺榔埔 康
368 苗栗縣 西湖鄉 公館 公舘 館
368 苗栗縣 西湖鄉 楓廚 楓厨 廚
369 苗栗縣 卓蘭鎮 雙連 双連 雙
403 臺中市 西區 公館路 公舘路 館
406 臺中市 北屯區 部子巷 廍子巷 部
406 臺中市 北屯區 部子路 廍子路 部
411 臺中市 太平區 部仔坑路 廍仔坑路 部
412 臺中市 大里區 瓦嗂路 瓦磘路 嗂
412 臺中市 大里區 健民路山腳巷 健民路山脚巷 腳
413 臺中市 霧峰區 山腳巷 山脚巷 腳
420 臺中市 豐原區 三村路仁德屯 三村路仁德邨 屯
420 臺中市 豐原區 水源路坪頂巷青峰莊 水源路坪頂巷青峯莊 峰
421 臺中市 后里區 公館路 公舘路 館
426 臺中市 新社區 雙連潭 双連潭 雙
429 臺中市 神岡區 光啟路 光啓路 啟
436 臺中市 清水區 康榔一街 槺榔一街 康
436 臺中市 清水區 康榔二街 槺榔二街 康
436 臺中市 清水區 康榔三街 槺榔三街 康
438 臺中市 外埔區 部子路 廍子路 部
438 臺中市 外埔區 山腳巷 山脚巷 腳
439 臺中市 大安區 龜殼路 龜壳路 殼
500 彰化縣 彰化市 溫泉路 温泉路 溫
500 彰化縣 彰化市 南瑤路 南瑶路 瑤
500 彰化縣 彰化市 磚嗂路 磚磘路 嗂
500 彰化縣 彰化市 寶部路 寶廍路 部
503 彰化縣 花壇鄉 礦底巷 鑛底巷 礦
504 彰化縣 秀水鄉 瓦嗂街 瓦磘街 嗂
508 彰化縣 和美鎮 啟東路 啓東路 啟
510 彰化縣 員林市 泉洲巷 湶洲巷 泉
510 彰化縣 員林市 大峰巷 大峯巷 峰
510 彰化縣 員林市 山腳路一段 山脚路一段 腳
510 彰化縣 員林市 山腳路一段坡姜巷 山脚路一段坡姜巷 腳
510 彰化縣 員林市 山腳路二段 山脚路二段 腳
510 彰化縣 員林市 山腳路三段 山脚路三段 腳
510 彰化縣 員林市 山腳路五段 山脚路五段 腳
510 彰化縣 員林市 山腳路六段 山脚路六段 腳
510 彰化縣 員林市 山腳路六段東北巷 山脚路六段東北巷 腳
510 彰化縣 員林市 山腳路四段 山脚路四段 腳
511 彰化縣 社頭鄉 雙叉巷 双叉巷 雙
511 彰化縣 社頭鄉 山腳路一段 山脚路一段 腳
511 彰化縣 社頭鄉 山腳路二段 山脚路二段 腳
511 彰化縣 社頭鄉 山腳路三段 山脚路三段 腳
511 彰化縣 社頭鄉 山腳路四段 山脚路四段 腳
513 彰化縣 埔心鄉 瓦嗂厝街 瓦磘厝街 嗂
513 彰化縣 埔心鄉 新館路 新舘路 館
514 彰化縣 溪湖鎮 大溪路田寮巷 大溪路田竂巷 寮
514 彰化縣 溪湖鎮 成功路田寮巷 成功路田竂巷 寮
514 彰化縣 溪湖鎮 崙子腳路 崙子脚路 腳
514 彰化縣 溪湖鎮 崙子腳路大庭巷 崙子脚路大庭巷 腳



514 彰化縣 溪湖鎮 崙子腳路忠覺巷 崙子脚路忠覺巷 腳
514 彰化縣 溪湖鎮 崙子腳路頂庄巷 崙子脚路頂庄巷 腳
515 彰化縣 大村鄉 山腳路 山脚路 腳
520 彰化縣 田中鎮 山腳路一段 山脚路一段 腳
520 彰化縣 田中鎮 山腳路二段 山脚路二段 腳
520 彰化縣 田中鎮 山腳路三段 山脚路三段 腳
520 彰化縣 田中鎮 山腳路五段 山脚路五段 腳
520 彰化縣 田中鎮 山腳路四段 山脚路四段 腳

𡍼 𡍼 𡍼522 彰化縣 田尾鄉 墩巷 墩巷 
523 彰化縣 埤頭鄉 公館路 公舘路 館

𥔽524 彰化縣 溪州鄉 石塔巷 石 巷 塔
524 彰化縣 溪州鄉 松腳巷 松脚巷 腳

𥕟526 彰化縣 二林鎮 漏嗂巷 磘巷 漏嗂
527 彰化縣 大城鄉 部仔巷 廍仔巷 部
527 彰化縣 大城鄉 鐵樹巷 鉄樹巷 鐵
528 彰化縣 芳苑鄉 上林路頂部段 上林路頂廍段 部
528 彰化縣 芳苑鄉 斗苑路頂部段 斗苑路頂廍段 部
528 彰化縣 芳苑鄉 安家新屯一街 安家新邨一街 屯
528 彰化縣 芳苑鄉 安家新屯七街 安家新邨七街 屯
528 彰化縣 芳苑鄉 安家新屯二街 安家新邨二街 屯
528 彰化縣 芳苑鄉 安家新屯三街 安家新邨三街 屯
528 彰化縣 芳苑鄉 安家新屯五街 安家新邨五街 屯
528 彰化縣 芳苑鄉 安家新屯六街 安家新邨六街 屯
528 彰化縣 芳苑鄉 頂部村中正巷 頂廍村中正巷 部
528 彰化縣 芳苑鄉 頂部村芳頂路 頂廍村芳頂路 部
540 南投縣 南投市 果稟路 菓稟路 果
542 南投縣 草屯鎮 中正路部底巷 中正路廍底巷 部
542 南投縣 草屯鎮 史館路 史舘路 館
542 南投縣 草屯鎮 史館路文昌巷 史舘路文昌巷 館
542 南投縣 草屯鎮 史館路北勢巷 史舘路北勢巷 館
542 南投縣 草屯鎮 史館路致興巷 史舘路致興巷 館
542 南投縣 草屯鎮 史館路集仙巷 史舘路集仙巷 館
542 南投縣 草屯鎮 坪腳巷 坪脚巷 腳
542 南投縣 草屯鎮 炎峰街館前巷 炎峰街舘前巷 館
544 南投縣 國姓鄉 長雙巷 長双巷 雙
545 南投縣 埔里鎮 雙吉路 双吉路 雙
545 南投縣 埔里鎮 公館路 公舘路 館
551 南投縣 名間鄉 羌園巷 羗園巷 羌
551 南投縣 名間鄉 大廈巷 大厦巷 廈
551 南投縣 名間鄉 頂部巷 頂廍巷 部
552 南投縣 集集鎮 鹽水巷 塩水巷 鹽
552 南投縣 集集鎮 館前路 舘前路 館
552 南投縣 集集鎮 犁頭巷 犂頭巷 犁
552 南投縣 集集鎮 雞籠巷 鷄籠巷 雞
552 南投縣 集集鎮 山腳巷 山脚巷 腳
552 南投縣 集集鎮 公館巷 公舘巷 館
553 南投縣 水里鄉 響崙路 响崙路 響
553 南投縣 水里鄉 回窯路 硘窯路 回
553 南投縣 水里鄉 一部路 一廍路 部
553 南投縣 水里鄉 二部路 二廍路 部
553 南投縣 水里鄉 三部路 三廍路 部
555 南投縣 魚池鄉 山楂腳巷 山楂脚巷 腳
557 南投縣 竹山鎮 部坑巷 廍坑巷 部
557 南投縣 竹山鎮 回嗂新村 硘磘新村 回嗂
557 南投縣 竹山鎮 回嗂街 硘磘街 回嗂
558 南投縣 鹿谷鄉 坪峰巷 坪峯巷 峰
600 嘉義市 東區 羌母寮 羗母寮 羌
600 嘉義市 東區 啟明路 啓明路 啟



600 嘉義市 東區 大埤腳 大埤脚 腳
600 嘉義市 東區 玉峰街 玉峯街 峰
601 嘉義市 西區 竹子腳 竹子脚 腳
600 嘉義市 東區 東洋新屯 東洋新邨 屯
601 嘉義市 西區 磚嗂 磚磘 嗂
600 嘉義市 東區 藝術新屯 藝術新邨 屯
602 嘉義縣 番路鄉 雙溪 双溪 雙
602 嘉義縣 番路鄉 公館仔 公舘仔 館
602 嘉義縣 番路鄉 平田 平畑 田
602 嘉義縣 番路鄉 石腳桶 石脚桶 腳
602 嘉義縣 番路鄉 岩仔腳 岩仔脚 腳
602 嘉義縣 番路鄉 厚殼仔 厚壳仔 殼
602 嘉義縣 番路鄉 柿仔腳 柿仔脚 腳
602 嘉義縣 番路鄉 崁腳 崁脚 腳
602 嘉義縣 番路鄉 崎腳 崎脚 腳
603 嘉義縣 梅山鄉 湳埔 坔埔 湳
603 嘉義縣 梅山鄉 下雙溪 下双溪 雙
603 嘉義縣 梅山鄉 大樹腳 大樹脚 腳
603 嘉義縣 梅山鄉 竹仔苓 竹仔岺 苓
603 嘉義縣 梅山鄉 科仔腳 科仔脚 腳
603 嘉義縣 梅山鄉 崁仔腳 崁仔脚 腳
603 嘉義縣 梅山鄉 梨子腳 梨子脚 腳
603 嘉義縣 梅山鄉 頂雙溪 頂双溪 雙
603 嘉義縣 梅山鄉 菁仔腳 菁仔脚 腳
604 嘉義縣 竹崎鄉 羌仔科 羗仔科 羌
604 嘉義縣 竹崎鄉 羌仔寮 羗仔寮 羌
604 嘉義縣 竹崎鄉 鹽菜甕 塩菜甕 鹽
604 嘉義縣 竹崎鄉 檳榔宅 梹榔宅 檳
604 嘉義縣 竹崎鄉 雙溪 双溪 雙
604 嘉義縣 竹崎鄉 雙寬潭 双寬潭 雙
604 嘉義縣 竹崎鄉 竿蓁坑 芉蓁坑 竿
604 嘉義縣 竹崎鄉 大松腳 大松脚 腳
604 嘉義縣 竹崎鄉 內埔村崁腳 內埔村崁脚 腳
604 嘉義縣 竹崎鄉 公館 公舘 館
604 嘉義縣 竹崎鄉 瓦嗂 瓦磘 嗂
604 嘉義縣 竹崎鄉 田仔腳 田仔脚 腳
604 嘉義縣 竹崎鄉 白樹腳 白樹脚 腳
604 嘉義縣 竹崎鄉 石壁腳 石壁脚 腳
604 嘉義縣 竹崎鄉 松腳 松脚 腳
604 嘉義縣 竹崎鄉 崁仔腳 崁仔脚 腳
604 嘉義縣 竹崎鄉 崎腳 崎脚 腳
604 嘉義縣 竹崎鄉 頂崎腳 頂崎脚 腳
604 嘉義縣 竹崎鄉 復鼎金 復鐤金 鼎
604 嘉義縣 竹崎鄉 紫雲村崁腳 紫雲村崁脚 腳
604 嘉義縣 竹崎鄉 楠仔腳 楠仔脚 腳
604 嘉義縣 竹崎鄉 橄欖腳 橄欖脚 腳
606 嘉義縣 中埔鄉 鹽館 塩舘 鹽館
606 嘉義縣 中埔鄉 檨仔林      仔林 檨
606 嘉義縣 中埔鄉 部後 廍後 部
606 嘉義縣 中埔鄉 中山新屯 中山新邨 屯
606 嘉義縣 中埔鄉 中正新屯 中正新邨 屯
606 嘉義縣 中埔鄉 公館 公舘 館
606 嘉義縣 中埔鄉 公館農場 公舘農場 館
606 嘉義縣 中埔鄉 石弄 石硦 弄
606 嘉義縣 中埔鄉 和美村司公部 和美村司公廍 部
606 嘉義縣 中埔鄉 和睦村公館 和睦村公舘 館
606 嘉義縣 中埔鄉 和睦村司公部 和睦村司公廍 部
606 嘉義縣 中埔鄉 和興村公館 和興村公舘 館



606 嘉義縣 中埔鄉 官真閂 官真 閂
606 嘉義縣 中埔鄉 枋樹腳 枋樹脚 腳
606 嘉義縣 中埔鄉 松仔腳 松仔脚 腳
606 嘉義縣 中埔鄉 凍腳 凍脚 腳
606 嘉義縣 中埔鄉 凍子腳 凍子脚 腳
606 嘉義縣 中埔鄉 崁腳 崁脚 腳
606 嘉義縣 中埔鄉 糖部 糖廍 部
606 嘉義縣 中埔鄉 興化部 興化廍 部
606 嘉義縣 中埔鄉 龍山腳 龍山脚 腳
607 嘉義縣 大埔鄉 康榔埔 槺榔埔 康
607 嘉義縣 大埔鄉 雙溪 双溪 雙
607 嘉義縣 大埔鄉 三腳石 三脚石 腳
607 嘉義縣 大埔鄉 茄苳腳 茄苳脚 腳
608 嘉義縣 水上鄉 江竹仔腳 江竹仔脚 腳
611 嘉義縣 鹿草鄉 龜佛山 亀佛山 龜
611 嘉義縣 鹿草鄉 山子腳 山子脚 腳
611 嘉義縣 鹿草鄉 竹子腳 竹子脚 腳
612 嘉義縣 太保市 茄苳腳 茄苳脚 腳
612 嘉義縣 太保市 埤麻腳 埤麻脚 腳
612 嘉義縣 太保市 埤麻腳農場 埤麻脚農場 腳
612 嘉義縣 太保市 新部 新廍 部

𧃽613 嘉義縣 朴子市 應菜埔 菜埔 應
613 嘉義縣 朴子市 雙溪口 双溪口 雙
613 嘉義縣 朴子市 大館 大舘 館
613 嘉義縣 朴子市 大康榔 大槺榔 康
613 嘉義縣 朴子市 小康榔 小槺榔 康
613 嘉義縣 朴子市 小康榔一路 小槺榔一路 康
613 嘉義縣 朴子市 小康榔二路 小槺榔二路 康
613 嘉義縣 朴子市 小康榔五路 小槺榔五路 康
613 嘉義縣 朴子市 吳竹子腳 吳竹子脚 腳
614 嘉義縣 東石鄉 鹽田 塩田 鹽
614 嘉義縣 東石鄉 雙連潭 双連潭 雙
614 嘉義縣 東石鄉 下舊子埔 下欍子埔 舊
615 嘉義縣 六腳鄉 雙涵 双涵 雙
615 嘉義縣 六腳鄉 下雙溪 下双溪 雙
615 嘉義縣 六腳鄉 六腳 六脚 腳
615 嘉義縣 六腳鄉 竹子腳 竹子脚 腳
616 嘉義縣 新港鄉 中山路奉天大廈 中山路奉天大厦 廈
621 嘉義縣 民雄鄉 雙援 双援 雙
621 嘉義縣 民雄鄉 雙福 双福 雙
621 嘉義縣 民雄鄉 湳墘 坔墘 湳
621 嘉義縣 民雄鄉 大崎腳 大崎脚 腳
621 嘉義縣 民雄鄉 山腳 山脚 腳
621 嘉義縣 民雄鄉 山子腳 山子脚 腳
621 嘉義縣 民雄鄉 竹子腳 竹子脚 腳
621 嘉義縣 民雄鄉 松子腳 松子脚 腳
621 嘉義縣 民雄鄉 溪底部仔 溪底廍仔 部
621 嘉義縣 民雄鄉 劉竹仔腳 劉竹仔脚 腳
621 嘉義縣 民雄鄉 鴨母湳 鴨母坔 湳
623 嘉義縣 溪口鄉 柴林腳 柴林脚 腳
624 嘉義縣 義竹鄉 竿子寮 芉子寮 竿
624 嘉義縣 義竹鄉 康榔港 槺榔港 康
624 嘉義縣 義竹鄉 三腳貓 三脚猫 腳貓
624 嘉義縣 義竹鄉 瓦嗂 瓦磘 嗂
625 嘉義縣 布袋鎮 鹽地仔 塩地仔 鹽
625 嘉義縣 布袋鎮 菜舖部 菜舖廍 部
625 嘉義縣 布袋鎮 過溝廈厝 過溝厦厝 廈
630 雲林縣 斗南鎮 溫厝 温厝 溫



630 雲林縣 斗南鎮 紅嗂 紅磘 嗂
632 雲林縣 虎尾鎮 崁腳 崁脚 腳
633 雲林縣 土庫鎮 果圍 菓圍 果
636 雲林縣 臺西鄉 公館 公舘 館
637 雲林縣 崙背鄉 鹽園 塩園 鹽
638 雲林縣 麥寮鄉 瓦嗂 瓦磘 嗂
640 雲林縣 斗六市 科屯一路 科邨一路 屯
640 雲林縣 斗六市 科屯二路 科邨二路 屯
640 雲林縣 斗六市 榴屯一街 榴邨一街 屯
640 雲林縣 斗六市 榴屯七街 榴邨七街 屯
640 雲林縣 斗六市 榴屯二十街 榴邨二十街 屯
640 雲林縣 斗六市 榴屯二街 榴邨二街 屯
640 雲林縣 斗六市 榴屯八街 榴邨八街 屯
640 雲林縣 斗六市 榴屯十二街 榴邨十二街 屯
640 雲林縣 斗六市 榴屯十八街 榴邨十八街 屯
640 雲林縣 斗六市 榴屯十六街 榴邨十六街 屯
640 雲林縣 斗六市 榴屯十街 榴邨十街 屯
640 雲林縣 斗六市 榴屯五路 榴邨五路 屯
640 雲林縣 斗六市 榴屯六街 榴邨六街 屯
643 雲林縣 林內鄉 鹽讚 塩讚 鹽
646 雲林縣 古坑鄉 山峰 山峯 峰
646 雲林縣 古坑鄉 內館 內舘 館
648 雲林縣 西螺鎮 公館 公舘 館
649 雲林縣 二崙鄉 公館 公舘 館
649 雲林縣 二崙鄉 埤腳 埤脚 腳
651 雲林縣 北港鎮 館前街 舘前街 館
651 雲林縣 北港鎮 公館街 公舘街 館
652 雲林縣 水林鄉 尖山腳 尖山脚 腳
654 雲林縣 四湖鄉 箔子寮 萡子寮 箔
654 雲林縣 四湖鄉 鹽水街 塩水街 鹽
654 雲林縣 四湖鄉 砂崙腳路 砂崙脚路 腳
655 雲林縣 元長鄉 瓦嗂路 瓦磘路 嗂
702 臺南市 南區 鹽埕路 塩埕路 鹽
708 臺南市 安平區 效忠街 効忠街 效
709 臺南市 安南區 鹽田一街 塩田一街 鹽
709 臺南市 安南區 鹽田二街 塩田二街 鹽
709 臺南市 安南區 鹽田三街 塩田三街 鹽
709 臺南市 安南區 鹽田五街 塩田五街 鹽
709 臺南市 安南區 鹽田六街 塩田六街 鹽
709 臺南市 安南區 鹽田路 塩田路 鹽
709 臺南市 安南區 鹽安一街 塩安一街 鹽
709 臺南市 安南區 鹽安路 塩安路 鹽
710 臺南市 永康區 鹽平街 塩平街 鹽
710 臺南市 永康區 鹽行路 塩行路 鹽
710 臺南市 永康區 鹽和街 塩和街 鹽
710 臺南市 永康區 鹽忠街 塩忠街 鹽
710 臺南市 永康區 鹽信街 塩信街 鹽
710 臺南市 永康區 鹽洲一街 塩洲一街 鹽
710 臺南市 永康區 鹽洲二街 塩洲二街 鹽

𦰡712 臺南市 新化區 那拔林 拔林 那
712 臺南市 新化區 竹子腳 竹子脚 腳
712 臺南市 新化區 頂山腳 頂山脚 腳
714 臺南市 玉井區 焦吧哖西路 噍吧哖西路 焦
714 臺南市 玉井區 焦吧哖東路 噍吧哖東路 焦
714 臺南市 玉井區 公館 公舘 館

𥕢719 臺南市 龍崎區 石槽 石  槽
719 臺南市 龍崎區 尖峰 尖峯 峰
720 臺南市 官田區 中協 中脇 協



720 臺南市 官田區 六雙 六双 雙
720 臺南市 官田區 瓦嗂 瓦磘 嗂
720 臺南市 官田區 南部 南廍 部
721 臺南市 麻豆區 蔥子寮 葱子寮 蔥
721 臺南市 麻豆區 部地 廍地 部
721 臺南市 麻豆區 關帝廟 関帝庙 關廟
721 臺南市 麻豆區 尫祖廟 尫祖庙 尫廟
721 臺南市 麻豆區 大山腳 大山脚 腳
721 臺南市 麻豆區 寮子部 寮子廍 部
722 臺南市 佳里區 下部 下廍 部
722 臺南市 佳里區 頂部 頂廍 部
722 臺南市 佳里區 萊竿寮 萊芉寮 竿
723 臺南市 西港區 檨子林     子林 檨
723 臺南市 西港區 雙張部 双張廍 雙部
723 臺南市 西港區 大塭寮 大    寮 塭
724 臺南市 七股區 康榔 槺榔 康
724 臺南市 七股區 鹽埕 塩埕 鹽
726 臺南市 學甲區 公館路 公舘路 館
727 臺南市 北門區 井子腳 井子脚 腳
727 臺南市 北門區 灰嗂港 灰磘港 嗂
730 臺南市 新營區 茄苳腳 茄苳脚 腳
730 臺南市 新營區 舊部 舊廍 部
731 臺南市 後壁區 後部 後廍 部
732 臺南市 白河區 山子腳 山子脚 腳
732 臺南市 白河區 瓦嗂子 瓦磘子 嗂
732 臺南市 白河區 頂山腳 頂山脚 腳
733 臺南市 東山區 凹子腳 凹子脚 腳
734 臺南市 六甲區 猴洞腳 猴洞脚 腳
736 臺南市 柳營區 大腳腿 大脚腿 腳
736 臺南市 柳營區 小腳腿 小脚腿 腳
736 臺南市 柳營區 山豬陷 山猪䧟 豬陷
736 臺南市 柳營區 山子腳 山子脚 腳
736 臺南市 柳營區 桶頭腳 桶頭脚 腳
737 臺南市 鹽水區 湳頭港 坔頭港 湳
737 臺南市 鹽水區 竹子腳 竹子脚 腳
737 臺南市 鹽水區 松子腳 松子脚 腳
737 臺南市 鹽水區 清泉路 清湶路 泉
737 臺南市 鹽水區 樹子腳 樹子脚 腳
737 臺南市 鹽水區 蔦松腳 蔦松脚 腳
743 臺南市 山上區 埔羌坑 埔羗坑 羌
743 臺南市 山上區 蚵殼潭 蚵壳潭 殼
745 臺南市 安定區 鼎財 鐤財 鼎
802 高雄市 苓雅區 廈門街 厦門街 廈
804 高雄市 鼓山區 伊犁街 伊犂街 犁
807 高雄市 三民區 喜峰街 喜峯街 峰
812 高雄市 小港區 山沓路 山畓路 沓
813 高雄市 左營區 部後街 廍後街 部
815 高雄市 大社區 鹽埕巷 塩埕巷 鹽
820 高雄市 岡山區 托子一街 拕子一街 托
820 高雄市 岡山區 托子二街 拕子二街 托
820 高雄市 岡山區 托子三街 拕子三街 托
820 高雄市 岡山區 托子中街 拕子中街 托
820 高雄市 岡山區 托子北街 拕子北街 托
820 高雄市 岡山區 托子南街 拕子南街 托
820 高雄市 岡山區 眾和巷 衆和巷 眾
820 高雄市 岡山區 鹽埔路 塩埔路 鹽

𨻶820 高雄市 岡山區 山隙路 山 路 隙
823 高雄市 田寮區 鹽水 塩水 鹽



823 高雄市 田寮區 公館 公舘 館
823 高雄市 田寮區 西德路山腳巷 西德路山脚巷 腳
823 高雄市 田寮區 西德路新部巷 西德路新廍巷 部
823 高雄市 田寮區 秀峰 秀峯 峰
823 高雄市 田寮區 松子腳 松子脚 腳
824 高雄市 燕巢區 臥牛巷 卧牛巷 臥
824 高雄市 燕巢區 海峰路 海峯路 峰
825 高雄市 橋頭區 鹽田路 塩田路 鹽
825 高雄市 橋頭區 鹽田路建豐巷 塩田路建豐巷 鹽
825 高雄市 橋頭區 鹽田路通典巷 塩田路通典巷 鹽
825 高雄市 橋頭區 鹽田路通德巷 塩田路通德巷 鹽
825 高雄市 橋頭區 鹽南路 塩南路 鹽
825 高雄市 橋頭區 鹽南路建昌巷 塩南路建昌巷 鹽
825 高雄市 橋頭區 仕隆路公館一巷 仕隆路公舘一巷 館
825 高雄市 橋頭區 仕隆路公館二巷 仕隆路公舘二巷 館
825 高雄市 橋頭區 北界西路 北堺西路 界
825 高雄市 橋頭區 海峰路 海峯路 峰
826 高雄市 梓官區 公館路 公舘路 館
827 高雄市 彌陀區 山霸田路 山霸畑路 田
830 高雄市 鳳山區 武營路台鹼新村 武營路台碱新村 鹼
832 高雄市 林園區 下嗂溝 下磘溝 嗂
832 高雄市 林園區 半部路 半廍路 部
832 高雄市 林園區 頂嗂溝 頂磘溝 嗂
833 高雄市 鳥松區 湳埔路 坔埔路 湳
833 高雄市 鳥松區 本館路 本舘路 館
833 高雄市 鳥松區 本館路文昌巷 本舘路文昌巷 館
833 高雄市 鳥松區 本館路文明巷 本舘路文明巷 館
833 高雄市 鳥松區 本館路立人巷 本舘路立人巷 館
833 高雄市 鳥松區 本館路立志巷 本舘路立志巷 館
833 高雄市 鳥松區 本館路立言巷 本舘路立言巷 館
833 高雄市 鳥松區 本館路立德巷 本舘路立德巷 館
833 高雄市 鳥松區 本館路橫巷 本舘路橫巷 館
842 高雄市 旗山區 六張犁巷 六張犂巷 犁
843 高雄市 美濃區 雙峰街 双峰街 雙
843 高雄市 美濃區 雙溪 双溪 雙
844 高雄市 六龜區 土壟 土壠 壟
845 高雄市 內門區 腳帛寮 脚帛寮 腳
845 高雄市 內門區 寶林 寳林 寶
845 高雄市 內門區 墩子腳 墩子脚 腳
845 高雄市 內門區 檨子腳     子脚 檨腳
880 澎湖縣 馬公市 雞母塢 鷄母塢 雞
880 澎湖縣 馬公市 時裡 嵵裡 時
880 澎湖縣 馬公市 雙頭掛 双頭掛 雙
880 澎湖縣 馬公市 宅腳嶼 宅脚嶼 腳
881 澎湖縣 西嶼鄉 大果葉 大菓葉 果

𩵺883 澎湖縣 七美鄉 月崎頭 崎頭 月
883 澎湖縣 七美鄉 山腳仔 山脚仔 腳
883 澎湖縣 七美鄉 尖山腳 尖山脚 腳
885 澎湖縣 湖西鄉 果葉 菓葉 果

𦋐885 澎湖縣 湖西鄉 紅羅罩 紅羅  罩
890 金門縣 金沙鎮 忠孝新屯 忠孝新邨 屯
891 金門縣 金湖鎮 峰上 峯上 峰
891 金門縣 金湖鎮 后壟 后壠 壟
891 金門縣 金湖鎮 后壟農場 后壠農場 壟
891 金門縣 金湖鎮 後峰 後峯 峰
892 金門縣 金寧鄉 仁愛新屯 仁愛新邨 屯
894 金門縣 烈嶼鄉 雙口 双口 雙
902 屏東縣 霧臺鄉 岩板巷 岩坂巷 板



903 屏東縣 瑪家鄉 涼山 凉山 涼
906 屏東縣 高樹鄉 雙興路 双興路 雙
907 屏東縣 鹽埔鄉 鹽北路 塩北路 鹽
912 屏東縣 內埔鄉 龍真路 龍眞路 真
913 屏東縣 萬丹鄉 下部路 下廍路 部
913 屏東縣 萬丹鄉 興化部路 興化廍路 部
924 屏東縣 崁頂鄉 鹽館路 塩舘路 鹽館
924 屏東縣 崁頂鄉 瓦嗂路 瓦磘路 嗂
924 屏東縣 崁頂鄉 後部路 後廍路 部
928 屏東縣 東港鎮 下部路 下廍路 部
931 屏東縣 佳冬鄉 羌光路 羗光路 羌
931 屏東縣 佳冬鄉 內館路 內舘路 館
932 屏東縣 新園鄉 鹽光路 塩光路 鹽
932 屏東縣 新園鄉 鹽洲路 塩洲路 鹽
932 屏東縣 新園鄉 鹽港路 塩港路 鹽
932 屏東縣 新園鄉 鹽新路 塩新路 鹽
932 屏東縣 新園鄉 鹽龍路 塩龍路 鹽
940 屏東縣 枋寮鄉 瓦嗂一路 瓦磘一路 嗂
940 屏東縣 枋寮鄉 瓦嗂二路 瓦磘二路 嗂
940 屏東縣 枋寮鄉 瓦嗂三路 瓦磘三路 嗂
940 屏東縣 枋寮鄉 瓦嗂五路 瓦磘五路 嗂
940 屏東縣 枋寮鄉 瓦嗂六路 瓦磘六路 嗂
940 屏東縣 枋寮鄉 瓦嗂路 瓦磘路 嗂
941 屏東縣 枋山鄉 糖部路 糖廍路 部

𡶛943 屏東縣 獅子鄉 壽卡路 壽 路 卡
944 屏東縣 車城鄉 山腳路 山脚路 腳
946 屏東縣 恆春鎮 康林北路 槺林北路 康
946 屏東縣 恆春鎮 康林南路 槺林南路 康
946 屏東縣 恆春鎮 檳榔路 梹榔路 檳
946 屏東縣 恆春鎮 三溝路麥田巷 三溝路麥畑巷 田
946 屏東縣 恆春鎮 山腳路 山脚路 腳
947 屏東縣 滿州鄉 公館路 公舘路 館
950 臺東縣 臺東市 東峰街 東峯街 峰
951 臺東縣 綠島鄉 公館 公舘 館
958 臺東縣 池上鄉 東欣三屯 東欣三邨 屯
958 臺東縣 池上鄉 東欣四屯 東欣四邨 屯
959 臺東縣 東河鄉 麻竹林 蔴竹林 麻
959 臺東縣 東河鄉 銅礦 銅鑛 礦
959 臺東縣 東河鄉 舊部 舊廍 部
961 臺東縣 成功鎮 鹽濱路 塩濱路 鹽
962 臺東縣 長濱鄉 膽曼 胆 膽曼
962 臺東縣 長濱鄉 大峰峰 大峯峯 峰
962 臺東縣 長濱鄉 崎腳 崎脚 腳
963 臺東縣 太麻里鄉 麻利霧 蔴利霧 麻
963 臺東縣 太麻里鄉 溫泉 温泉 溫
963 臺東縣 太麻里鄉 山腳 山脚 腳
966 臺東縣 達仁鄉 土板 土坂 板
966 臺東縣 達仁鄉 土板路 土坂路 板
966 臺東縣 達仁鄉 台板 台坂 板
966 臺東縣 達仁鄉 台板路 台坂路 板

𡶛966 臺東縣 達仁鄉 壽卡 壽  卡
973 花蓮縣 吉安鄉 海濱 海浜 濱
974 花蓮縣 壽豐鄉 鹽寮 塩寮 鹽
974 花蓮縣 壽豐鄉 大樹腳 大樹脚 腳
974 花蓮縣 壽豐鄉 中正一屯 中正一邨 屯
974 花蓮縣 壽豐鄉 志學新屯 志學新邨 屯
974 花蓮縣 壽豐鄉 居南屯 居南邨 屯
974 花蓮縣 壽豐鄉 素心屯 素心邨 屯



974 花蓮縣 壽豐鄉 橄樹腳 橄樹脚 腳
977 花蓮縣 豐濱鄉 新峰 新峯 峰
978 花蓮縣 瑞穗鄉 溫泉一街 温泉一街 溫
978 花蓮縣 瑞穗鄉 溫泉路一段 温泉路一段 溫
978 花蓮縣 瑞穗鄉 溫泉路二段 温泉路二段 溫
978 花蓮縣 瑞穗鄉 溫泉路三段 温泉路三段 溫
說明：替代字欄標註為紅色者，表示該字無Unicode字型(或無法正確顯示)，暫以字型圖檔
替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