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店舖(G-3)住宅(H-2)

2 工廠(C-2)

3 機房

4 圍牆

5 油庫

6 抽水機按裝室

7 倉庫(C-2)、住宅

8 住宅(H-2)、廚房

9 旅館(B-4)

10 浴室、蒸氣室

11 磚造圍牆

12 勞工住宅

13 辦公室(G-2)，倉庫(C-2)

14 內惟埤農民講習所

15 圍牆，警亭處

16 騎樓.廚房

17 教室，圍牆

18 工廠

19 廚房，廁所

20 住宅(H-2)幼稚園(F-3)

21 店舖(G-3)，住宅(H-2)

22 住宅(H-2)，教室

23 停仔腳

24 倉庫

25 警訊發射台

26 工作場

27 工廠(C-2)，辦公室(G-2)

28 辦公室(G-2)，店舖(G-3)

29 廚房、停子腳

30 住宅(H-2)，住宅(H-2)

31 磚造圍墻

32 解剖室

33 地舖

34 腳踏車放置場

35 事務所、廠房

36 發電機室

37 木料乾燥場

38 圖書館(D-2)

39 騎樓、廚房

40 看守房、棧房

41 工場住宅

42 拍賣場

43 住宅

44 鐵桶、幫浦間

45 教室、廁所

建、使造件數統計總數類別



46 集貨場

47 受電室

48 科學館、教室、宿舍

49 成品倉庫

50 軋輪工廠

51 住宅(H-2)，放置場

52 新電解廠

53 單身工人宿舍開水房

54 守衛室

55 材料放置場

56 傳達室

57 放置場及棧房

58 拋光工廠

59 辦公室、警　室、倉

60 活動中心教

61 住宅、車

62 店舖、集合住

63 事務所、工

64 住宅(公寓)

65 店舖、住宅、辦公

66 課後托育中心(D-5)

67 眷舍

68 合作社

69 公寓式宿舍

70 實習工廠

71 廠房(C-2)、住宅

72 本府檔案室

73 辦公大樓

74 店舖、住宅、旅社、餐

75 加油站、加油

76 醫院、住宅

77 廠房，住宅

78 特別教室.宿舍

79 其他

80 管理室

81 教室.辦公廳.廁所

82 校長宿舍

83 店舖、住宅、集合住

84 店舖(G-3)、旅館(B-4)

85 店舖、住宅

86 店舖(G-3)、戲院

87 店鋪及住宅

88 店舖,住宅

89 市場，店舖，住宅

90 管理員室.廁所

91 加工室.冷藏庫.變電室



92 工廠、辦公室

93 醫院。

94 集合住宅(H-2)、住宅

95 步道，店舖，住宅

96 公共廁所

97 體育館

98 冷凍加工

99 工廠(C-2)倉庫(C-2)辦公室

100 養護機構(H-1)住宅(H-2)

101 店舖、儲藏

102 變電所值班室

103 工廠，倉庫

104 集會

105 課後托育中心(D-5)補習班(D-5)

106 住宅(H-2)、公

107 商場、旅

108 店舖、倉庫

109 住宅，住宅

110 服務站

111 警亭.車棚

112 鐵路預誌房

113 旅社、餐廳

114 店舖、住宅、百貨商

115 廠房、辦公廳

116 辦公室，廠房，單身宿舍，技訓中心，休息室

117 防空避難室，廠房，辦公室，單身宿舍

118 停車場.餐廳

119 辦公室、銀行、餐廳、公寓

120 工廠(C-2)員工宿舍(H-1)辦

121 歌廳(A-1)訓練班(D-5)

122 餐廳  旅館

123 餐廳(B-3)旅社

124 辦公室 成品倉庫

125 餐廳(G-3)

126 影歌劇院

127 【店舖G3】，住宅

128 住宅H2，儲藏室

129 店舖(G-3)，公寓

130 辦公室、公寓、餐

131 警衛室、傳達室

132 店舖(G03)，住宅(H2)，儲藏室

133 店舖(G3)，住宅(H2)，倉庫

134 單身員工宿舍(H110)

135 店舖(G3)，住宅(2)，儲藏室

136 廟宇(E1)

137 店舖(G3)，住宅(H2)，行人道



138 廠房，倉庫

139 福利社，單身宿舍

140 避難室，辦公室，廠房，鍋爐室，守衛室

141 洗車庫

142 蓄電機房

143 倉庫.辦公用

144 道班房

145 列檢室

146 冷卻水塔

147 辦公室、銀行、證券交易

148 店舖住宅商場公寓

149 )工廠(C-2)

150 辦公室(G-2)、廠房

151 住宅、診

152 辦公室(G-2)廠房(C-2)宿舍(H-1)

153 公寓(H-2)補習班

154 店舖、住家

155 住宅，店舖(≧500㎡)

156 店舖(≧500㎡)

157 洗衣部

158 雨棚、站屋

159 辦公室.倉庫

160 游泳池.機械房

161 辦公室.廁所

162 敬老亭

163 警衛室.馬達室

164 汽車庫.腳踏車棚

165 驗車廠

166 住宅(H-2)、超級市場

167 辦公室(G-2)、加工場

168 工廠、守　室、辦公室

169 店舖、公寓、住

170 店舖(G-3)餐廳、辦公室

171 店舖,公寓

172 店舖(G-3)住宅(H-2)辦公室(G-2)

173 店舖.公寓.停車場

174 冷凍庫、加工場

175 倉庫、單身宿舍

176 店舖公寓

177 店舖，住宅，公寓

178 防空避難室，公寓

179 宿舍、辦公室

180 店舖，停車場，住宅

181 自用車輛洗車場

182 電腦中心

183 營業廳.辦公室



184 警衛室.車棚

185 辦公室(G-2)廠房

186 旅館,餐廳

187 店舖(G-3)集合住宅

188 商場、集合住

189 辦公室、公寓

190 商場(B-2)、店舖(G-3)

191 看台

192 避難室.餐廳.廚房.學生宿舍

193 避難室.教室.樓梯.廁所

194 游泳池、休息室、儲藏室、球場、看台

195 抽水站

196 店舖、餐廳、旅館、電影

197 辦公室、教室、體操館

198 公寓,店舖,住宅(1-2)

199  防空避難室，辦公室

200 店舖，住宅，停車空間，集合住宅

201 店舖，停車空間，集合住宅

202 防空避難，工廠，倉庫，辦公室，單身宿舍

203 店舖住宅集合住宅辦公室

204 養護機構(H-1)

205 辦公室、宿

206 室內球類運動場

207 住宅(H-2)、辦公廳

208 球員休息室，看台，辦公室、貴賓室

209 店舖，集合住宅，停車空間

210 辦公室(G-2)、銀

211 管制站,作業室,加封站,辦公室,通棧,倉庫,配電室

212 金融證券交易場所

213 教室，輔導室

214 診所、住宅

215 工廠(C-2)餐廳(B-3)

216 店舖(G-3)住宅(H-2)集合住宅(H-2)

217 體育場

218 員工宿舍(H-1)

219 貨棚

220 騎樓，店舖，住宅

221 辦公廳，作業廠房

222 店舖,住宅,停停車空間

223 辦公廳，廠房

224 戶政事務所，檔案室

225 職務宿舍

226 游泳池、休息室

227 辦公室、宿舍、警　室

228 運動健身中心(D-1)補習班(D-5)

229 托兒所(F-3)宿舍(H-1)



230 飲食店(G-3)

231 辦公室(G-2)、機房

232 辦公室、堆積

233 店舖、集合住宅、辨公室

234 住宅(H-2)托兒所(F-3)補習班(D-5)課後托育中心(D-5)

235 兒童托育中心、補習班

236 店舖、市場、倉庫

237 防空避難室，廠房，廁所

238 廠房，員工餐廳

239 醫院，住宅

240 走廊，教室

241 博物館

242 補習班(D-5)辦公室(G-2)

243 電子遊戲場(B1)

244 觀光按摩場所(B-1)

245 辦公室(G-2)、幼稚

246 補習班(D-5)課後托育中心(F-3)

247 廠房，辦公室，員工休息室

248 辦公室，廠房，物料室，倉庫，宿舍

249 辦公室，守衛室

250 廠房，辦公室，守衛室，配電室，單身宿舍

251 店舖、集合住宅、銀行、

252 住宅、辦公室、商

253 店舖、集合住宅、辦公室

254 課後托育中心(D-5)、廁所、樓梯間

255 店舖、國

256 加油亭、營業室

257 餐廳、銀行

258 證券交易場所(G-1)、補習班(D-5)

259 課後托育中心(F-3)

260 03-辦公室、宿舍、選手訓練室

261 店舖、住宅、飲食店

262 廠房，辦公室，員工休息室，單身員工宿舍

263 集合住宅、辦公室、銀行

264 工廠、辦公室、冷凍

265 辦公室、傳答室、單身宿

266 辦公室、加油

267 住宅、機車停車

268 銀行 辦公室 停車空間

269 倉庫、商場、辦公

270 避難室 電氣室 辦公室

271 避難室、辦公室、單身宿

272 騎樓、教堂、辦公室、住

273 旅館、門廳、騎樓、水

274 教室、辦公

275 法警休息室



276 包裝鋼帶場

277 辦公室 、員工宿

278 商場、住

279 店舖、廁

280 閱覽室、書庫、展示

281 騎樓、店鋪、住

282 停車空間、員工休息

283 病房、廁所、車棚、坡

284 銀行、辦公

285 活動場

286 辦公室、值日室、寢

287 辦公室、商場、變電

288 體育場用地

289 辦公室、店舖、集合住

290 停車空間，集合住宅

291 G1證券公司

292 教室、研究

293 廟宇、會議室、活動中

294 服務中

295 儲料棚

296 管理室、守　

297 公寓、住宅、店

298 休息室、焚化

299 店舖、住宅 、騎

300 廠房、休息

301 店舖、辦公室、騎

302 住宅、停車

303 門廊，工廠，倉庫，單身宿舍，辦公室

304 D5-補習班。

305 辦公室、商場、補習

306 辦公室、教

307 辦公室、唱廠

308 店舖、、辦公室

309 旅館、停車空

310 店舖、住宅、辦公室、餐

311 店舖展覽場

312 銀行、集合住

313 商場(B-2)餐廳(B-3)

314 銀行、店舖、辦公室、住

315 05-廠房

316 辦公室(G-2)、空壓機房

317 加油站、辦公室

318 廠房、服務中

319 宿舍附屬餐廳(B3)廁所

320 社區復建中心(F-2)

321 專科教室、特別教室



322 集合住宅，店舖

323 店舖，停車空間，辦公室

324 住宅，店舖，銀行

325 教室、宿

326 店舖、銀

327 冷卻庫

328 廠房 台電受電室

329 靶場蔽棚

330 管理員室.廁所.機房.水箱

331 廁所、機

332 養老院

333 牌樓,管理中心,納骨塔,受電室,焚金爐,鐘樓,

334 文理補習班(D-5)

335 圍牆、垃圾處理

336 老人養護機構兼護理之家

337 店舖(G-3)自用倉庫(C-2)

338 汽車商場、辦公室、住

339 視聽伴唱遊藝場所(B-1)觀光理容美容院(B- 1)

340 廠房、辦公室、員工宿

341 廢水處理場、機

342 辦公室、服務中

343 貯藏塔278.4㎡、圍牆47.35m

344 游泳池，辦公室，廁所，儲藏室

345 磷酸工場、控制

346 管理中

347 鄰里活動中心(活動中心)

348 機械室.休息中

349 機室

350 辦公室、廠房、儲

351 住宅、辦公室、停車空

352 護理之家、員工宿

353 集合住宅(H-2)、銀行

354 辦公室、守　室、車

355 六合截流站管理室

356 汽車修理廠

357 護理之

358 視聽伴唱遊藝場、宿

359 商場、自由倉

360 加油亭、營業室、機電

361 銀行，辦公室，集合住宅

362  污水池，機械室

363 廠房 ，辦公室，單身員工宿舍

364 銀行，店舖，住宅，集合住宅

365 住宅,工廠

366 住商用

367 立體停車塔



368 污水處理設施

369 遮雨棚

370 守　室、大門圍

371 托兒所、辦公

372 遊藝場、住宅、梯

373 廠房、作業

374 辦公室(G-2)廠房(C-2)

375 證券交易場所(G-1)、店

376 涼亭、廁

377 變壓站.油壓室.電氣室

378 廠房.辦公室.員工單身宿舍

379 店舖、儲藏室、辦公

380 住宅(H-2)遊藝場(B-1)

381 店舖、銀行、集合住宅

382 鐵塔架.煙囪.管橋支架

383 管理中心

384 商場、辦公室、餐

385 課後托育中心(D-5)、幼稚園(F-3)、走廊樓梯間

386 店鋪(G-3)

387 電氣室、辦公

388 教室(D-3)

389 郵局(G-1)

390 防空避難室兼停車場，俱樂部，集合住宅

391 廁所.儲藏室.福利社

392 教室等(如附表)

393 警　室、廁

394 辦公室.傳達室.升旗台

395 教室(D-3)辦公室(G-2)

396 廚房、電梯間(D-4)

397 廠房、變電

398 招待所(H-1)

399 截流站管理室

400 集會場所兼停車空間

401 綜合倉儲中心(C-2)

402 服務中心（辦公室、餐廳）

403 體育館(D-2)

404 紀念碑

405 管理員室

406 住宅(H-2)、車

407 商場、辦公室、倉

408 辦公室(G-2)教堂(E)

409 廠房(C-2)、電氣

410 電梯升降路

411 屋頂廣告牌

412 廣告招牌

413 商場(B-2)辦公室



414 廠房G-2

415 廚房(D-4)

416 公寓、餐廳、旅

417 大門、警　室

418 證券公司(G-1)

419 消防工具庫

420 餐廳(B-3)住宅(H-2)辦公室

421 一般零售商

422 辦公室、作業廠

423 雨棚(C-1)

424 、勵增設停車空間、住宅

425 2浸　G-3)住宅(H-2)

426 遮雨棚(C-2)

427 棚架、控制室

428 集合住宅(H-2)，集合住宅(H-2)

429 廠房(C2)辦公室(G2)宿舍

430 殘障福利機構

431 辦公室(G2)銀行(G1)集合住

432 廠房(C-2)、員工宿舍

433 童軍教育及訓練中

434 F3-托兒所兼托嬰中心

435 銀行(G-31)辦公室(G-2)

436 昇降機坑及設備

437 辦公室(G-2)、加油站(C-1)

438 托育中心(D-5)補習班(D-5)

439 廠房(C-2)機械設備

440 倉庫c-2

441 加油棚，辦公室

442 避難室、倉庫、辦公

443 空壓機房、廠房

444 店舖、住宅、商場

445 倉庫(C-2)、廁所、圍牆

446 連接走廊頂蓋

447 辦公室(G-2)儲藏室司令台

448 電氣室、電纜室、變壓站

449 店舖(G-3)、診所、住宅

450 車庫(H-2).客廳(H-2).臥室

451 消防蓄水池.消防火泵機房

452 養護中心(H-1)

453 煤氣分裝場

454 廠房、倉庫、宿舍

455 店舖(G-3)托兒所(F-3)

456 機械室、電梯間

457 教室、宿舍

458 商場(B-2)、餐廳(B-3)

459 G3-店舖、G2-辦公室、H2-集合住宅



460 廣告物

461 屋頂天線基座、碟型天線

462 招牌廣告

463 電扶梯

464 　星天線架設

465 廣告板

466 國際光觀旅館(門廳、自助式餐廳)

467 結構、立面變更

468 保健室

469 店舖G3，門廳，門廊，車道，集合住宅H2

470 活動中心，門廊，辦公室 G2

471 住宅(H-2)旅社(B-4)

472 辦公室(G-2).倉庫.工作間

473 店舖(G-3)住宅、辦公室

474 店舖(G-3)、機械房

475 辦公室及車棚

476 配水塔.受水池

477 基座、A管構架

478 店舖(G-3)身心障礙福利機構使用分類表中日間服務機構

479 辦公室、營業室、休息室、加油棚

480 車業廢棄物處理廠房

481 教室，陽台，瞭望台

482 辦公室，廠房，發電機房，廁所，污水槽

483 托兒所F-3

484 球場暨集會場

485 飲水間

486 倉庫(C-2)、遮雨棚

487 冷凍、冷藏、倉庫、加工廠

488 帶運機包封

489 電容氣室(C-2)、廠房

490 辦公室(G-2)、店舖(G-2)

491 托兒所、辦公室

492 教室、研究室

493 服務中心(其他喪葬設施)

494 研究室(D-4)

495 農機具室兼農產品集貨場

496 電信鐵塔.圍籬

497 廠房C2

498 冷凍庫(C-2)

499 壹層店舖(G-3)貳層住宅(H-2)

500 廠房C-2.廁所.蓄水池.辦公室G-2.發電機.機械室

501 壹層自用農舍

502 住宅(H-2)、店舖(G-3)、停車空間

503 農業設施(農機具倉庫)

504 店舖(G-3)住宅(H-2)教堂.門廳

505 店舖.騎樓.住宅



506 住宅，辦公室

507 1.2F自用農舍

508 農機具肥料倉庫

509 雜項工作物.儲槽構架

510 廠房C-2、守衛室、辦公室G-2

511 緊急發電機雨棚

512 圖書資訊視聽大樓

513 農業設施(堆肥舍)

514 員工宿舍.辦公室

515 遊藝場兼資訊服務業B-1，遊藝場B-1，資訊服務業B-1

516 工廠C-2.員工宿舍H-1

517 住宅、守　室、控制室

518 保養廠、站房

519 沈沙帶洪池、加壓站、矮擋牆兼排水溝、集水井

520 雜項工作物

521 煙囪設備.水儲槽設備.管架設備

522 臨時農業工具室

523 幼稚園(F-3)兒童托育中

524 辦公室(G-2)、托兒所(F-3)

525 辦公室(G-2)、寄宿舍

526 產品展示中

527 店舖(G3),住宅(H2)

528 辦公室,住宅

529 辦公室(G-2)，旅館(B-4)

530 服務中心、公廁

531 銜接走廊

532 店舖(G-3)集合住宅(H-2)，辦公室(G-2)

533 電梯間、昇降機

534 辦公室、文物交流展示室、集會交誼餐廳、托兒所、集會堂

535 店舖(G-3)、廁所

536 乙種工業區

537 G3店舖 H2住宅

538 辦公室,廠房

539 管理室及抽水機房及配電室

540 托兒所(F-3)、梯廳及走廊、辦公室(G-2)

541 廠房(C-2).辦公室(G-2).單身員工宿舍(H-1)

542 廠房(C-2).辦公室(G-2).倉庫(C-2)

543 豬舍.管理室.堆肥舍.其他畜牧設施.馬達機房(廢水處理用)

544 基座

545 辦公室.警衛室

546 倉庫C-2

547 畜牧設施(堆肥舍)

548 畜牧設施(倉儲設施.堆肥舍)

549 農產品包裝室.農具室

550 工具室

551 停車場.醫院(F-1)



552 農機具室(農業設施)

553 小學教室(D-4)

554 農機具室兼農產品集貨包裝場

555 農機具室.農產品包裝室

556 廠房(C-2)、倉庫(C-2)、辨公室(G-3)

557 住宅(H-2)、辨公室(G-2)

558 畜牧設施(飼料調配室)

559 住宅(H-2)、宗祠(E)

560 農業設施(集貨包裝處理場)

561 A.液化石油氣容器儲存室 B.守衛室

562 辨公室(G-2)、倉庫(C-2)

563 廢鐵.廢不銹鋼.廢儀電器材儲存場

564 (C-1)廠房

565 運動場主體結構及看

566 辦公室、房舍

567 儲藏室、菜瓜棚架

568 1.二甲苯儲槽2座 2.圍牆

569 蓄水池.排水溝

570 雜項工作物.基地台

571 店舖 住宅 停車空間

572 花房

573 商場辦公室自用倉庫

574 批發中心(供清潔用品批發)

575 汽車服務業(汽車產品展示中心)

576 住宅〈H-2〉

577 集合住宅 (H-2).停車空間

578 餐廳,辦公室

579 電氣室 (C-2)

580 瓣公室.福利社.教室

581 機房(C-1)

582 店鋪(G-3)，住宅(H-2)

583 停車空間、機房

584 廠房.倉庫.發電機房

585 (集合住宅)

586 門廊,住宅 (H-2)

587 住宅（H-2）

588 店舖(G-3)及集合住宅(H-2)

589 電氣室,遮雨棚

590 作業廠房C-2,店舖G-3,辦公室G-2

591 集合住宅(H--2)

592 (C-2)電氣室

593 加油站、辦公室(G-2)

594 廠房（C-2）

595 1.2F店舖G31F停車空間3-5F住宅H2

596 集合住宅.店舖

597 店鋪（G-3），集合住宅（H-2）



598 辦公室(G-2) 儲藏室

599 郵局、辦公室

600 住宅(h-2)

601 機械架台

602 加油亭 辦公室

603 集合住宅,店舖

604 壹層─店舖(G3)、貳層~肆層─住宅(H2)

605 壹層─店舖(G3)、貳層~參層─住宅(H2)

606  H-2 農 舍

607 H-2 店舖G-3

608 住宅H-2 停車空間

609 資材室

610 招牌廣告物

廣告招牌乙座

批發市場用地,B2盆花室

收容所F-4)

原煤儲倉、輸送帶

廠房、電纜室、電氣室

辦公室G-2住宅H-2

教室(D-4)、廚房

停車空間、集合住宅(H-2)

自產農產品集貨包裝室

農機具室及農作物栽培室

廠房(C-2)、機械室、台電配電場、廁所、茶水間

自產農產品集貨場及農機具室

運動設施(D-1)

加油站C-1

辦公室.電料室.工廠.倉庫

自用住宅(H-2)

廢棄物堆放棚架

屠宰場(B-2)，繫留場(B-2)

機房.辦公室(G-2).水箱

遊藝場(B-1).供資訊休閒服務場所(D-1)

畜牧設施豬舍.倉庫

辦公室(G-2).員工宿舍(H-1)

汽車機具室

發電機室.機械室

辦公室(G-2)、教室(D-3)

農業設施集貨場

倉庫C-2.廠房C-2

安親班.店舖(G-3)

辦公室(G-2).倉庫(C-2).多媒體室

停車空間.住宅(H-2).門廊

員工休息室(C-2)

天橋.展示館



辦公室(G-2)，電氣室，倉庫(C-2)

倉庫,守衛室,辦公室

餐廳 B-3

店舖住宅(H-2)

店舖(G-3)、一般辦公室

運轉室

一樓展覽場,儲藏室,店舖

超市、店鋪、停車空間

養護機構(H1)

G-3店舖 H-2住宅

店舖,辦公室 ,集合住宅

辦公室(G-2)幼稚園(F-3)補習班(D-5)

店舖  G-3  住宅 H-2

健身休閒設施(D1)辦公室(G-2)店舖(G-3)

店舖 (G-3),集合住宅(H-2)

壓縮機房(C-2)

幼稚園、住宅

托兒所(F-3),補習(訓練)班(D-5)

住宅(H-2 )

國中教室(D-4)

店鋪(G3) 住宅(H2)

靶場

1F:店舖 2~4F:住宅

門廳,機車停車棚(F-1)

出租別墅(B-4)

住宅(H-2)、店鋪(G-3)

店鋪(G3)住宅(H2)

 G-3店舖 H-2住宅

氧化爐

1F作業廠房,夾層辦公室廁所,2F辦公室

工廠,辦公室,廁所,梯間,儲藏室

A:自用農舍 B:廁所

一樓托嬰托兒所,二樓補習班

工廠(C-2)辦公室(G-2)宿舍(H-1)

游泳池.管理室.浴廁

養護中心(H1)

廢棄物暫存廠 辦公室

灌裝站

一樓交誼中心二樓補習班三樓補習班四樓樓梯間

加油站 辦公室

辦公室,工廠

E－1、Ｇ－３

冷凍庫C-2

壹樓店鋪貳樓住宅

操作構台

辨公室 廠房



壹、肆樓住宅

農業設施(育苗作業室)

工廠 C-2

廠房,辦公室,員工宿舍

停車空間.住宅(H-2).店舖(G-3)

工廠(C2),辦公室(G2)

辦公室(G-2),宿舍(H-1)

農業溫室

門廊 補習班   廁所

職務宿舍.研究辦公室

栽培育苗

熱風爐

廢酸處理桶槽、設備基礎

平台及設備基礎

作業廠房、店舖、辦公室

門廊，住宅，住宅

射擊區

自用農舍（國民住宅）

工廠(維護物料間)

曲圃溫室、辦公室(G-2)

餐飲博物館、教室

廠房電氣室

店舖)(G-3)住宅(H-2)自用倉庫(C-2)

變壓站、電氣室

旅館(B-4). 辦公室(G-2)

商店(G-3)住宅(H-2)

基礎

停車空間  集合住宅

農舍(國民住宅)

工廠(C-2)辦公室(G-2)單身員工宿舍(H-2)

教室D3

宿舍，宿舍

教室(D-4)圖書館(D-2)辦公室(G-2)

倉庫 -2 宿舍H-1 辦公室G-2

廢料貯存場遮棚C-2

管理中心，廁所

裝配場.倉庫(C-2)

住宅店舖停車空間

倉庫 電氣室

佛寺

金.銀爐

停車棚、倉庫

廠房,餐廳,廚房,康樂室,倉庫,變電室,洗線室,消防水池

店舖  住宅  倉庫

旅館.停車空間.員工宿舍.機械室.辦公室

倉庫，工廠(C-2)



補習班D5,店鋪G3

飲食部

體育館(A1)商場(B2)餐飲(B3)健身休閒(D1)

國中教室(D4)

作業廠房(冷凍庫)辦公室

壹層店舖貳.參.肆層住宅

G-3店鋪

店舖(G-3)住宅(-2)

托兒所F-3辦公室G-2

工作棚（C-2）、電氣室（C-1）

工作場(水處理場)(C-2)辦公室(C-2)

空壓機房(C-2)

遊藝場(B-1).店舖(G-3)

店舖G-3.辦公室G-2.集合住宅H-2

自用倉庫(C-2)辦公室(G-2)

工廠(C-2)、辦公室(G-2)、守衛室

店舖G-2

堆肥舍,倉儲設施,豬舍,羊舍

農作產銷設施農具室

廠房，廠房附屬辦公室，廠房附屬員工宿舍

安親班(D-5)、補習班(D-5)

牛舍，倉儲設施，榨乳室，飼料調配室，堆肥舍

停車空間,辦公室

汽車修配場

(D-2)文教展示中心 (H-1)宿舍

加油雨棚.辦公室

辦公室(C-2)

店舖,住宅,停車空間

廠房C-2辦公室G-2

廠房、住宅

小型商店

壹樓店鋪貳、伍樓住宅

廠房(C-2)、雨遮

衛生所及宿舍

廠房、廠房附屬辦公室

C-1資源回收貯存場

寺廟(E1)辦公室(G2)店舖(G3)

圍牆大門

社區出入口

電氣室(C-2)、設備間

卸料站

辦公室(G-2).店鋪(G-3)商場(B-2)

守衛室、資源回收場、車棚

店舖(G-3)幼稚園(F-3)，店舖(G-3)幼稚園(F-3)

電纜間(C-2)、變壓器室(C-2)、電氣室(C-2)

變壓器場(C-2)、控制室(C-2)、電氣室(C-2)



辦公室〈G2〉、宿舍〈H1〉

教室,辦公室

廢酸處理桶槽，設備基礎

飲食店(B-3).儲藏室.門廳.辦公室(G-2)

機械房.變電室

駕駛人訓練班(教室,辦公室)

辦公室(廳)(G-2)，儲藏室

1-3樓住宅

景觀雕塑,造型牆

廠房C-2.辦公室G-2.餐廳C-2

資源回收棚.車棚.電氣室.倉庫

圍牆，擋土牆

廠房、辦公室、機械室

育苗作業室.管理室.花卉網室

1.2樓住宅

收發室

圍牆(C-2)

受電室.水塔

職員宿舍(H-2)

騎樓.門廊.店舖(G-3)

辦公室(G-2)、員工休息室、儲藏室

一層廠房.守衛室,二層單身宿舍

(A棟)辦公室,(B棟)機械室

(C-2)廠房(C-2)倉庫(C-2)停車空間

服務中心(E1)

診所(G-3),辦公室(G-2)

04 - 學校

(G-3)店舖,(H-2)集合住宅

B2商場

G2-資訊軟體業

壹層店舖

葬儀社(E)

教堂(E-1)

廠房(C-2)電氣室(C-2)

散裝倉(C-2)

冷凍庫(C-2)工作場(C-2)裝卸台(C-2)機電設備空間(C-2)

課後托育中心(D-5)兼托兒所(F-3)、補習班教室(D-5)

銀行G1店舖G3集合住宅H2

工廠(冰水機房) C-2

管理室.廁所

廠房、棚架

工場(廠)(C-1)

D-3風雨球場

工作場(C2)

涼亭(遮陽棚)

辦公室(G-2)、店舖(G-3)、住宅(H-2)



店舖(G-3)、辦公室(G-2)、住宅(H-2)

工作場(檢核室)(C-2)

課後托育中心(D5)

小學教室(D-3)、守衛室

一樓店舖G-3，二~三樓住宅H-2

汽車旅館B4

廠房(C-1).辦公室(G-2)

警員休息室(G-2)

廠房.消防機房.辦公室

農舍H-2

校舍(D-3)

農業設施(蘭花溫室栽培)

壹、貳樓自用農舍

)住宅(H-2)

門廊.廠房.發電機室.辦公室.員工宿舍.機房

G-3臨時攤販集中場

D-5補習班

自用農舍(H2)

C-2工廠辦公室

C-2(作業廠房,辦公室)

旅館〈B4〉

廠房(C-2)雨遮

採光罩遮雨棚

M棟-廠房.機械室.N棟-機械室.P棟-廠房

擋土排樁

設備架台

伸縮電動門、圍牆

霓虹看板、LED顯示看板

煙囪壹座

商場(B-2),正面式招牌,屋頂樹立招牌12座

工作場(C-2)、辦公室(G-2)

診所(H-2)住宅(G-3)停車空間

宗教設施(E-1):教室、教堂、辦公室(G-2)

幼稚園(F-3)、兒童托育中心(D-5)

店舖(G-3),住宅(H-2),辦公室(G-2)自用倉庫(C-2)

補習班(D-5)托兒所(F-3)課後托育中心(D-5)

店舖(G-3)、停車塔主體

冷凍空氣儲槽、維修平台

觀光旅遊及服務業(D-1)(供觀光旅遊觀景使用)

貨梯(昇降設備)

辦公室(G-2)單身員工宿舍(H-2)作業廠房(C-1)員工餐廳及廚房

集合住宅,防空避難室兼停車空間,托兒所,店舖

防溢堤

停車空間,店舖(G-3),住宅(H-2)

郵局，辦公室(G-2)

住宅-H2



旅館  辦公室

(C-2)倉庫

辦公室(G-2)，倉庫(C-2)，變電室(C-2)

社區(村里)活動中心(觀眾席＜200㎡)(D-2)

室內桌球館

處理槽，冷卻槽，工作架台

釣蝦場，遊藝場，視聽歌唱場所

設備構架，中間槽体

牌樓及花台

廢棄物資源回收貯存場(C-2)

辦公廳(G-2),宿舍(H-1),停車空間(00)

C2廠房，G2辦公室

辦公室宿舍

一般廠庫

觀景亭

圍牆、儲槽基座

醫院(F-1)、住宅(H-2)

儲槽(T-421)、水槽(T-202、T-213、T-222)

一、二樓住宅(H-2)

員工單身宿舍,玉米倉庫,麻袋倉庫,浴廁,防空避難室

店舖.住宅.涼棚.儲藏室

F-2 社會福利機構

F-3 --兒童福利機構

壹樓~四樓住宅

管理所

廠房(轉送塔)(C-2)廠房(C-2)

店舖-G3,辦公室- G2

店舖(G-3),辦公室(G-2),住宅(H-2),自用倉庫(C-2)

辦公室(G-2)員工文康室(G-2)材料倉庫(C-2)倉庫(C-2)地磅室(C-2)

住宅，住宅(H-2)

電氣室(C-2)廠房(C-2)電纜整理室(C-2)變電站(C-2)

機械房( C-2)

停車空間、備勤室

停車空間、備勤室(H-1)

加油氣(I-1)

教學大樓(D-3)

F4馴養中心

倉庫(貨運站附屬倉庫)(C-2)、貨運站(C-2)

店舖,辦公室,住宅

自用農舍.農業設施

工廠C2

文教設施(藝術館)(D-2)

農業設施-資材室

G-1金融證券交易場所

一樓騎樓.門廊.店舖,二.三.四樓住宅

H2-農舍



自用農用(H-2)

C-2廠房/G-2辦公室

廢棄物資源回收〈貯存場〉

主電氣室(C-1)

遊藝場(B-1);釣蝦場(D-1),視聽歌

學校體育館

H-2,住宅

B-1電子遊戲場B-1俱樂部

控制室(C-2)

昇降機一座

太陽能光電系統

煙囪.風車設備平台

室外停車空間

散裝倉、設備架台及管架(C-1)

冷卻水塔,儲槽,營業爐灶附屬構架

營業爐灶附屬槽体

辦公室(G-2)工廠(污泥脫水作業區)(C-2)

停車空間及其服務設施(C-2)

郵局(G-1)，辦公室(G-2)

店舖(G-3),集合住宅(H-2),辦公室G-2)

圍牆.廣告招牌

店舖(G-3)、住宅(H-2)，住宅(H-2)

寺院(E-1)

教室(D-3)活動中心、傳達室

辦公室(警衛室)(G-2)

冰水機房

工場(C-2)

手扶梯一座(B1~5F)、室內昇降機兩座

住宅H9-2)

工廠，守衛室

倉庫(C-2).辦公室(G-2)

宗教設施，店舖

守衛室，儲藏室

農業產銷設施(育苗作業室)

G3店舖，H2住宅，停車空間

G2辦公室，H2住宅

鋼棚(C-2)

工廠，辦公室，宿舍

市場(攤販集中場)

C2廠房、G2辦公室

D5才藝班、H2住宅

電氣室工作崗亭棚架儲存槽煙囪管路基座及露天機械生產設備

遮雨棚、檢核室

店舖(G3),住宅(G2)

燻蒸室

教室,廚房,資源回收室,儲藏室



工廠(C-2)變電室.配電室

ㄧ般咖啡館(B-3)商場百貨(B-2)

工作場(C-2).辦公室(G-2)

G3店舖F3幼稚園H2集合住宅

實驗室(C-2)

H2-住宅,G3-店舖

G3飲食店,G3店鋪

店舖(G-3),視聽歌唱場所(B-1)

G3店舖.H2集合住宅

C-2(廠房)

警衛室(G-2)

工場(C-2).消防機械室

郵局營業場所(G-1)、辦公場所(G-2)、百貨商場(B-2)

民眾活動中心

危險廠庫

迴廊.涼亭.廁所

電子遊戲場B1店舖G3

廠房,配電盤室(C-1)

店舖G-2住宅H-2

D2社區(村里)活動中心(觀眾席＜200㎡)

教室(D-4)、風雨球場(D-4)

E1(廟宇)

網室花房,栽培室

藝術中心

倉庫辦公室

D1-室內球類運動場

店舖/辦公室

(C-2)廠房(H-1)宿舍

D2活動中心.F3托兒所

工作棚(C-2)

簡易保養場

廠房.鐵棚

空壓機房,卸載遮棚

A自動包裝機械室

警衛室.機房

員工宿舍(H1)

自用倉庫C2

工作場、辦公室、宿舍

擋土牆及圍牆

電梯增建工程

工作台架

雜項工作物-煙囪

金融保險機構(G-1)辦公室(G-2)

店舖(G-3)、住宅(H-2)、辦公室(G-2)

備勤室(H-1)

G-3店鋪，H-2集合住宅



飲料店(G-3)辦公室(G-2)

 管理員室

C1儀表介面室，C1電氣開關盤室，儲藏室

農舍設施

高中教室

C1加油站

店舖(G-3),住宅（H-2)

F2老人福利機構、B3餐廳、G2辦公室

G2辦公室、H2住宅

00停車空間、H2集合住宅

E1教會，G2辦公室

G2辦公室，C2工廠

廠房，辦公室，停車空間

店鋪(G-3);住宅(H-2);(0-0)停車空間、樓梯間

C1機械設備構架

空氣中心(C-2)

變電所,辦公室

教室(D-4)、連接走廊

地下污水池

廠房、水塔、廁所、電氣室

廠房.守衛室.鍋爐間.配電室.管理室.變電室

倉庫(C-2)、第一次變電室、管理室

住宅(H-2) (未保存登記)

證券交易所(G-1)辦公室(G-2)

小學教室D3

冷凍庫.廠房.員工宿舍

冷凍機房(C-2)

廠房.倉庫辦公室

D-1高爾夫球練習場，門廊

礦泥堆置場(C-2)

托兒所(F-3)補習班(D-5)住宅(H-2)

等候空間,司令台

商場(B-2)餐飲服務(B-3)休閒運動設施(D-1)管理單位辦公場所(G-2)

D3游泳池、教室

工作間室內渣場

B4-觀光旅館

廠房(C-2)(使用電力及氣體燃料,小於三匹馬

D3-小學校舍類場所。傳達室

C1變電站、配水池

H2住宅。

店舖.廁所

04-學校(國中)

店舖住宅停車空間

G3店鋪H2住宅

空氣工廠(空壓機房C-1)

農業設施〈集貨及包裝處理場〉



社區活動中心.閱覽室

污水場處理廠機房

G3診所

倉儲批發業(B-2)，辦公室(G-2)，工廠(C-1)

一樓店舖,二.三樓自用倉庫住宅,四樓住宅

宿舍、多功能教室

供工廠使用

I1-加油站兼加氣站

設備架台,堆置場.設備遮棚,設備管架

(A棟)曬衣場,(B棟)鍋爐室

農作產銷設施(農產品加工室,擋土牆)

冷凍庫(儲藏)

C-2廠房,機械室及廁所

店舖,廁所

多功能民眾活動中心

01-住宅〈H2〉

操作中心、電氣室

G3-店舖。

農業設施(農業資材室,圍牆)

散裝倉、圍牆樓梯、內外圍牆

太陽光電版支撐架

污物處理設施

散裝倉設備架台

設備架台、防溢堤

基樁(填土)

管理室(G-2)管理室遮雨棚(G-2)

F3托兒所D5課後托育中心、補習班

銀行G1,店舖G3,集合住宅H2

F3托兒所、D5補習班、H2住宅

店舖(G-3)集合住宅(H-2)辦公室(G-2)B2商場兼G1金融證券交易場所

銀行(G-1)辦公室(G-2)集合住宅(H-2)

D4學校體育館(無觀眾席.舞台)

D2員工活動中心、H2員工單身宿舍

C2工作場、G2辦公室、H1宿舍

G2辦公室，C2廠房，C2倉庫

05-工廠，H1員工宿舍

C1電氣室，G2辦公室

G3店舖、G2辦公室

C1自動包裝機械室

C1汽電共生機房，鍋爐設備架台

農業設施(農業資料室)

C1預拌混凝土廠房

B3飲食店G2辦公室

辦公室.教室.體操館

綜合工廠

圍牆、鐵捲門、鐵造廣告牆



店鋪(G-3)、電影院(A-1)

01-住宅店鋪

雨棚、營業室、辦公室〈G2〉

01-住宅.自用停車場

05-廠房,管理室

營業爐灶附屬塔槽

浮頂式緩衝槽，煙囪，RTO本體設備

自用倉庫(C-2)、辦公室(G-2)、住宅(H-2)

F-3幼稚園\D-5課後托育中心

H-2住宅，住宅(H-2)

01-住宅(遷)

架空走道

展售場(B-2),餐廳(B-3),辦公室(G-2)

G2-辦公室G3-店鋪

外廊

機械設備空間

供一般門診、零售、日常服務之場所。

貨櫃修理廠(C-1)

倉庫、住宅

01-集合住宅.辦公室

D4-國中教室

住宅(H-2)A1戶

工廠(C-2):抽水站,貯存場

00-機械室

迴廊

農作產銷設施(農產運銷加工設施)

A1-活動中心。

店鋪(G-3)(一般零售及服務業)

一樓店舖.門廊,二~四樓住宅

教室.

G3-店鋪.H-2住宅

廠房.消防水池

採光罩.機車棚.儲藏室及水塔

G-3店鋪，H-2住宅

預拌混凝土廠

(C-1)機房

農作產銷設施〈集貨場〉

C-1實驗室

設備塔

店舖(G3)，住宅(H-2)

店鋪(日常用品零售及日常用品零售業)

店鋪(一般零售及服務業)

農業資材室及管理室

供曳船道使用(機房)

99-涼亭

99-廁所



(G-3)電器零售業、(H-2)住宅

曝氣池

污水處理及景觀池

SM3散裝倉及設備架台新建工程

主管架、設備架台A等雜項工作物

C1廠房(僅供機械修理使用)

集合住宅(H-2)、補習班(D-5)

D3國小校舍

超級市場、倉庫

G3(店舖),H2(住宅)

G-2集合住宅

C2廠房，G2辦公室，H1單身宿舍

辦公室G-2宿舍H-1

G-3店鋪、H-2住宅、0-0騎樓

店舖(G-3)、宿舍(H-1)

警衛室,遮雨棚

(E-1)教堂、廁所、門廊

冷凍廠.辦公室.員工休息室

加油棚、雨棚、車棚

店舖(G-3)停車場

辦公室、守衛室、倉庫、車庫福利社、變電室

教學場所(D-3)

冷凍廠

警衛室(門房)

辦公室(G-2)、證券交易所、遊藝場

辦公室、住宅、儲藏室

工廠,倉庫(C-2),辦公室(G-3),

05-廠房,住宅

熱鍋爐構架、煙囪

工廠.住宅

製造工廠及鍋爐室

桶槽,設備構台

供農業使用建築物

G3-店鋪H2-集合住宅

供低密度使用人口運動休閒之場所。

05-工廠、07-倉庫

商場(B-2)、辦公室(G-2)

昇降設備乙座

工廠(C2)辦公室(G2)

01-住宅，住宅(H-2)

VGI設備棚架及設備基礎〈C-2〉

集合住宅,辦公室

廠房、辦公室、單身員工宿舍、守衛室

(G-3)店舖,(G-2)辦公室

車道.門廊

02-店鋪



管理站(G-2)

停車空間、門廊、店舖(G-3)集合住宅(H-2)

03-店舖(G3)辦公室(G2)住宅(H2)

01-店舖住宅

C2-車道遮陽棚

店舖(G-3);辦公室(G-2)

廠房(C-2)店鋪(G-3)

變壓器室、電氣室、辦公室

C-1變電站

04-學校(D-4);演藝廳(A-1)

ISBL廠房

店鋪(G-3)、住宅(H-2)、停車空間

01-集合住宅,店舖

MRT設備構架平台

廠房(C1)及守衛室

H1-老人福利之養護機構

水池電氣室

垃圾暫存室

H1-寄宿舍

00-溫室附屬設施(蘭花溫控自動化設施)

店舖G-3;集合住宅

農業產銷設施-農業資材室

汙水處理設施

地下儲藏庫

控制室(不燃性六氟化硫氣體開關室)(C-1)

機房、消防水池

鍋爐.煙囪

農業設施(資料室)

自用加油站(I-1)

主變電站.電氣室

C1變電室、蓄水池、遮雨棚

污水處理設施，機房

D2陳列館

C2廠房，G3店舖，H2住宅

C2-作業廠房.倉庫.辦公室

展示廳

D2社區活動中心.D2多功能活動中心

餐廳、旅館、視聽伴唱遊藝場所

堆積場及廠房

E1-供宗教信徒聚會之場所。

執勤室,辦公室,倉庫,廁所,廠房,空氣調節室,防空避難室,消防用蓄

H2住宅，店舖(G-3)住宅(H-2)

冷卻水塔水處理槽

住宅(H-2)、車棚

泵浦試車場

雜項工作物-反應區



膠粉成型房、廠房

C-2廠房.辦公室

旅館(B-4),店舖(G-3)

D3【小學校舍類場所】

C-2立體停車場,00消防泵浦室

03-辦公室,H1-住宿,E-教堂

供儲存、包裝、製造、檢驗、研發、組裝及修理一般物品之場所。

店鋪(G-3).辦公室(G-2).自用倉庫(C-2).停車空間

長期照護機構附屬空間儲藏室(F1)

供宗教信徒聚會、殯葬之場所。

店舖G-3(一般零售及服務業).車庫

辦公室、電氣室

D4-體育訓練中心

住宅(H2)店舖(G-3)

供儲存、包裝、製造、檢驗、研發、組裝及修理工業物品，且具公害

室內水產養殖生產設施(室內循環水養殖設施)(0-0)

自用倉庫、工廠

C-2自用倉庫(使用電力及氣體燃料,不超過三匹馬力,電熱不超過三十

集合住宅-H2

廢棄物回收處理場(C-1)

農業設施〈資材室〉、溫室

廠房(C-1)員工宿舍(H-1)辦公室(G-2)

E1宗教設施(教會)

E1-寺院(宿舍)

蒸餾塔

店鋪、飲食店、門廊、辦公室

PR-C設備架台

STR-P設備架台

G-2里民辦公室

C2機房(無線電視台轉播站)

G2辦公室G2機房

店舖(G-3).辦公室G2

住宅(0-0)

01-集合住宅.停車空間

豬舍，管理室，倉儲設施，堆肥舍

停車空間住宅(H-2)

G1金融證券

廠房(C-2)G2辦公室

灌氣工廠、配電室

C-2工作場

廠房(C-2),辦公室(G-2).整修廠

育樂中心、會議室

M4工作場

電解工廠.焙燒工場.炭糊工場.瀝青儲倉.焦炭瓶倉等

倉庫(C-2)

辦公室



走廊

住宅(H-2)、店鋪

工作間

招待所、倉庫

屋架

停車場路面洗澡室廚房

車棚

工廠(C-2)，倉庫(C-2)，圍牆

工作棚

加油站

豬舍，雞舍，管理室廁所

涼亭

店舖(G-3)住宅(H-2)，事務所

廁所，磚造圍牆

住宅(H-2)，涼亭

廚房、廁所、磚造

廚房，浴室，廁所

警衛室  ,  豬舍

集合所  休息所  宿舍

修配廠

散裝倉庫

店舖(G-3)，公寓(H-2)，住宅(H-2)

倉庫，圍墻，教室

儲藏室

浴室、廚房、廁所

倉庫(C-2) 庫房

住宅(H-2)辦公室

旅舍

修理卡車場

住宅(H-2)倉庫

福利社、康樂室

教堂(E)

旋窯房屋

 國民住宅

住宅車庫

宿舍

康樂活動室

事務所住宅

講堂

鍋爐房.水塔

檢驗室

教室走廊

廚房廁所.傭人室

車庫浴室廁所

住宅辦公室

折出新槽泵房



住宅放置廠

教堂病床

教室、走

書房

化驗室，會議室

棧房、廁所、浴

服務心辦公室

辦公室、廠

工廠、倉庫、住

木業工廠

店舖、住宅、工

工廠、倉

教職員宿舍

公寓(H-2)旅社

店舖，住宅

販賣部

廠房(C-2)，廠房(C-2)

店鋪、住宅、餐廳、旅

公寓

舞廳（場）

公寓式國民住宅

公寓(H-2)

港務局招待所

補習班

倉庫、圍牆

住宅、公

電子遊戲場、店舖

倉庫(C-2)補習班(D-5)

店舖,辦公室

廠房(C-2).宿舍

辦公廳.拍賣場

店舖(G-3)、公寓

觀光(視聽)按摩場所(B-1)

農舍

餐廳、旅館

工廠、辦公室、員工宿舍

公寓(H-2)住宅

廠房，辦公室，宿舍

學校校舍

棧棚

店舖(G-3)員工宿舍

廠房(C-2)、倉

工業住宅

店舖、公

水泥散裝倉庫

廠房，辦公室



廠房，倉庫，辦公室

住宅，儲藏室

兒童交通公園

店舖(G-3)、旅館、住宅

補習班(D-5)餐廳(B-3)

店舖、店鋪

住宅，公寓

工廠，辦公室

店舖、集合住宅、辦公

辦公室(G-2)、宿舍

兒童遊藝場

店舖、商場、倉

餐廳，旅社

員工單身宿舍，倉庫，水塔，水池

加工處理室，餐廳

住宅(H-2)公寓

材料棚

餐廳.電影院

店舖、公寓、辦公

消防車庫、餐廳

店舖、集合住宅、餐

守衛室，守衛室

店舖、住宅)

防空避難室，廠房，辦公室

轉轍房

平交道看柵房

軍用運輸.軍官辦公室

兒童遊樂場

店舖、辦公室、集合住

店舖(G-3)、餐

【其他】，【其他】

工廠(C-2)、儲藏室

店舖(G-3)、公寓(H-2)

守　室、休息室

防空避難室，停車場(C212)，合作社(C113)，會議室，檔案室

【其他】爐灶房

工廠，材料儲藏室

蓄水塔

汽車庫

轉撤房

電焊工作間.發電機房

店舖(G-3)住宅(H-2公寓

工廠、辦公室、地磅

店舖.住宅.集合住宅

店舖、集合住宅、停車

辦公室、廠房、倉



公寓、店

店舖(G-3)、公寓、辦公室

倉庫，倉庫

電氣室，工廠，倉庫，圓槽

店舖，公寓，住宅

店舖、住宅、餐廳、辦公

涼亭.廁所

營業廳

辦公室.會客室

體育館.看臺.休息室

商場、辦公室、電影

禮堂、員工訓練教室

店舖、辦公

店舖(G-3)辦公室(G-2)公寓

店舖.辦公室.公寓.餐廳

廠房.倉庫.辦公室.守衛室

防空避難室，廠房，辦公室，受電室，單身宿舍

貴賓室.休息室.會議室.宿舍

小學教室(D-3)

廚房.蓄水池

儲藏室.避難室.教室

車棚.特別教室

店舖(G-3)、辦公室、住宅

店舖公寓辦公廳住宅餐廳

避難室.傳達室

調車室

幼稚園(F-3)

公寓、公寓

加油站儲存機械材枓等貨棚

店舖(G-3)、國民住

辦公室，廠房，地磅室

店舖，攤位，倉庫

廠房，倉庫，辦公室，藥品室，化驗室，廁所

店舖、集合住宅、停車空

百貨商場(B-2)

G-1銀行

辦公室(G-2)、住宅

辦公室、銀行、餐

倉庫，廠房，辦公室

辦公室，守衛室，受電室，廠房

辦公室(G-2)、攤位、倉

變電站、辦公室

廠房，辦公室，儲貨棚

受電室，倉庫，廠房，辦公室

店舖、餐廳、集合住

店舖(G-3)國民住宅(H-2)



店舖(G-3)銀行(G-1)辦公室

住宅、餐

公寓(H-2)、店鋪

防空避難室，閱覽室

廠房.變電室.煉鋼廠.車棚

店舖(G-3)住宅、旅社

店舖、倉庫、辦公室、攤

廠房 辦公室 消防水池

店舖，住宅，自用倉庫

 農舍

店舖、攤位、倉

辦公廳、住宅

店舖(G-3)辦公室(G-2)健身房(D-1)

電解槽室

液態氯灌裝房.壓濾機房

商場(B-2)辦公室集合住宅

房廠(C-2)倉庫(C-2)辦公室(G-2)

辦公室，工廠，宿舍

廠房，品管室

辦公室、幼稚

店舖(G-3)辦公室

臨時停車棚

03-辦公室

証券交易場

廠房，員工單身宿舍

騎樓，店舖

店舖，零售市場，倉庫，理貨場，辦公室

辦公室、停車空

旅館(B-4)辦公室(G-2)

辦公室(G-2)、證券交易

鍋爐房、廠房、倉庫

辦公室(G-2)、儲藏室

辦公室、沖洗室

證券交易場所、辦公

店舖(G-3)集合住宅(H-2)集合住宅(H-2)

電影院(A-1)、辦公

H1養護機構

   建造類別 :

辦公室(G-2)金融機構(G-1)

辦公室、工廠、倉

騎樓，住宅

農產品集室，貯存，包裝室

廠房，辦公室，員工休息室及餐廳

店舖，辦公室

車棚，圍牆

商場、集合住宅、托兒



商場、遊藝場、辦公

店鋪銀行辦公室

住宅、店舖、餐

騎樓、店

騎樓、店舖、住宅、受電

隔間變更

商場(B-2)兼室內機械遊藝場(D-1)

辦公室、加油站

辦公室、廠房、員工宿

訓練班

溜冰場、休息室、辦公

教室、走廊、廁

機械室、辦公

調度室

工廠、倉庫、辦公

集合住宅、儲藏

避難室、辦公

銀行(G-1)、證券交易場所(G-1)

視聽歌唱場所(B-1)

圍、

污水處理場

辦公室、店舖、機械

辦公室.銀行.商場.門廳

辦公室、教室、圖書

蒸飯室，茶水間

廠房，辦公室，單身員工宿舍

冷藏室

農產品、集貨場

修理作業場

零售市場、辦公室、廁所

店舖、住宅、騎樓、起初

廠廠、辦公

餐廳(G-3)旅社(B-4)

首長勤務室

景觀

加油站用地

研究實驗室

教室、辦公室、寄宿

美容院(G-3)

水庫、機關、公園用

儲藏室、店舖、住

店舖、集合住宅、騎

檢核室

住宅、儲藏

店舖、住宅、機房、騎

店舖、集合住宅、機械



服務中心(老人活動中心)

辦公室、營業室、加油

集合住宅、停車

辦公室、補習班、店

商場、集合住宅、銀

淨水、機

淨水機房

店舖、住宅、 停車空間

餐廳(B-3)、辦公室

視聽歌唱場所兼觀光(視聽)理容場所

托兒所(F-3)、店鋪、住宅

辦公室、保齡球

課後托育中心、補習班(D-5)

兒童托育中心

辦公室，作業廠房

廠房，倉庫，配電室

店舖.集合住宅

商場、自用倉

教室、圖書

遮陽棚架

停車空間 集合住宅

辦公室、教堂、宿

單身員工宿舍

辦公室、營業廳等

辦公室 , 住宅

辦公室、柔道練習

辦公室、儲藏

單身工宿舍

旅館、辦公

涼

餐廳、辨公

教室、傳達室、司令

醫院、宿

集合住宅、辦公室

住宅(H-2)，店舖(G-3)銀行(G-1)

店舖、辦公室

廚房、昇降機

補習班(D-5)幼稚園(F-3)

廠房魯辦公室、員工宿

托兒所、托兒所兼托嬰中心

廠房，倉庫，員工單身宿舍

工商展覽中心、音樂

辦公室、 集會所

廠房、蓄水

營業廳.電信機械室.辦公室

住宅、補習



球息員休室

廠房、廁

辦公室、遊藝

派出所、選手休息

銀行G-1,店鋪G-3,辦公室G-2,集合住宅H-2

保警辦公室、變電

飲食店、店

腳踏車棚、管理員

總配電室

店舖(G-3)課後托育中心(D-5)托兒所(F-3)

行政辦公室、教

機關用地

工業廠房

瀝青儲倉

品管室.宿舍.廚房餐廳

機車棚、收費

辦公室、托兒

辦公室、補習班、住

郵件轉運站

廠房、單身員工宿

綜合教學大樓

辦公室、機械室、停車空

店舖、餐

辦公室、視聽伴唱遊藝場

04-學校

材料實驗室、辦公

商場、遊藝場、餐

補習班、公共浴室、飲食店、視聽室

兒童托育中心(六歲以上)(D-5)

證券交易場(G-1)

補習班(D-5)銀行(G-1)

寺廟(E)

辦公室，倉庫，車庫，廠房，單身宿舍，檔案室

店舖，集合住宅，

汽車棚

住宅(H-2)門廊

倉庫(C-2)商場

辦公室(G-2)、休息

有線電視播送室

加油站(C-1)

商場(B-2)、店舖(G-3)

崗亭、涼

辦公室(G-2)守　室

住宅(H-2)、補習班(D-5)

住宅(H-2)、診所(G-3)

銀行(G-1).辦公室(G-2).集合住宅(H-2)



圍牆、傳達室、校

消防水池、一般工廠、機械室、變電室

辦公室(G-2)、養護之

辦公室(G-2)、宿舍H-1

辦公室(G-2)加油站(C-1)

作業廠房(C-2)

演藝場(A-1)餐廳(B-3)

停車場(C-1)

室內游泳池(D-1)

服務中心(文康室)

A:集會堂 C:亭榭A:圖書室C:亭榭

店舖、飲食店、住宅

店舖G3，停車空間，住宅H2

店舖，集合住宅，辦公室

辦公室，超級市場，銀行，店舖，住宅，集合住宅

變電室、電解工

候車室、浴

宿舍自用(H-1)

店舖(G-3)儲藏室

廠房、辦公室、材料

辦公室、倉庫、餐廳、

辦公室(G-2)、餐廳(B-3)

昇降設備

H2集合住宅

店舖(G-3)集合住宅(H-2)補

倉儲批發

集合住宅(H-2)、門廊

教室、採光井

退火爐灶

屋頂上廣告招

鐵塔

屋頂廣告招牌

教室、辦公室、体育

收容6歲以上兒童之托育中心(D-5)

展示區(D-2)

管理室，倉庫，機械保養場

店舖G-3.集合住宅H-2

店舖G-3住宅H-2

圍牆(長190.19M高1.5M)

屋頂

鋁爐設備平台

昇降機、晒衣場

教室(D-3)、連接走廊

辦公室(G-2)、水泥圓庫

集合住宅(H-2).店舖.辦公

教室、傳達室



學生活動空間

捐血中心(G-3)

店舖(G-3)、零售市場

店舖 (G-3)集合住宅(H-2)

店舖(G-3)餐廳

店舖.集合住宅.辦公室

辦公室集合住宅

廣告物招牌

資訊休閒服務場所(D-1)

機房、辦公室、控制

店舖住宅H-2

教室D-3,廁所

運動設施

防空避難室，水處理機房，脫水廠房

學校(樓梯)

倉庫控制室

散裝穀類倉庫(C-2)

倉庫、車庫、消防器材室

屋頂浪板

銀行(G-1)、辦公室

儲藏室、設備

遊藝場、辦公室、撞球場

資源回收室

汽機房、控制室

機車棚,機械室

補習班(D-5)、住宅

辦公室、教室

公祠(E)

電氣室、廁所

廚房、門廊

店舖、住宅、儲藏室

學校宿舍(H-1)

機車棚、汽車棚

廟宇(E)、活動中

店舖(G-3)，店舖(G-3)辦公室(G-2)

寺廟(E)、門廊

汔車檢驗場(C-1)

辦公室(G-2)、廠房(C-2)

教室及辦公室

貯槽

室內機械遊樂場(D-1)遊藝場(B-1)

動物收容處所(G-3)

運動健身中心(D-1)餐廳(B-3)店舖(G-3)診所(G-3)

廠房(C-2)冷凍廠房(C-2)

校門

農業設施(集貨場及農機具室)



辦公室G-2.教室D-4.宿舍

教室(D-3).廁所.樓梯

農機具儲藏室

鐵塔.圍籬

辦公室.司令台.遮雨棚

辦公室.營業廳

店舖G3.住宅H2

停車空間.住宅

住宅.辦公室

廠房(C-2)、守衛室

幼稚園F-3.辦公室G-2

店舖(G-3)、集合住宅(H-2)

壹~參樓住宅

圖書室.辦公室

警衛室.公務車停車廠.機車立體停車場

騎樓.住宅H-2

廠房，倉庫，辦公室，機械室

廠房(C-2)、倉庫(C-2)、辨公室(G-2)

農產品集貨包裝處理場

電信機器室

廠房.辦公室.倉庫.員工宿舍

農業設施(倉庫)

作業廠房.單身宿舍

辨公室(G-2)

行政教學大樓(D-4).住宿大樓(B-1)

廠房.辦公室.倉庫.發電機是.消防泵浦室

廠房(C-2).辦公室(G-2).機械室

遊藝場兼資訊休閒服務業

集貨場(C-2)

農業設施(農具室及集貨場)

博物館.辦公室

壹.貳.參樓住宅

老人活動中心

店鋪G-3.集合住宅H-2

守　室、防空避難室

宿舍、教室、教具室

廠房(C-2)、變電室

管架 等

工作平台

電容器室

商場 餐廳 電影院 酒吧 小吃街

住宅H-2 門廊

停車空間、機房、浴廁

集合住宅(H-2)、停車空氣

廠房(C-2)、停車空間

加油亭、辦公室



補習訓練班教室(D-5)

自由加儲油站

小學教室

洩壓槽、液態乙烯儲槽

展示場(D-2)

辦公室(G-2)教堂(E)宿舍(H-1)

辦公室(G-2).車棚

辨公室G-2

銅節水池之機房

文教紀念堂(孔廟)

壹~參層住宅(H-2)

壹~參層自用農舍

實驗室.辦公室

臨時展展示場

• 畜牧設施(雞舍)

控制室.機房

飲食店(B-3).門廊

自動倉儲

遊戲場 B-1

補習班D-5.住宅H-2

教室.宿舍.連接走廊

店舖G-3(蔬菜集貨場).廁所

樓梯、廠房(C-2)、通廊

教室(D-4).辦公室(G-2)

住宅(H2)、停車空間

鍋爐.遮雨棚

店舖G-3.自用倉庫

辦公室G2

騎樓、門廊、住宅(H-2)

活動中心A1.辦公室G2

溫室花卉.組織栽培

辦公室(G-2)、加油棚(C-1)

自產農產品加工室

儲糟

辦公室.住宅.廠房

幼稚園、收容六歲以上兒童之托育中心、補習班

店舖(G-3)住宅(H-2)停車空

店舖(G-3)，商場(B-2)

籃球場,羽球場

詳建築物概要表

一.二樓G3店舖,三樓G2辦公室

住宅 (H-2)

住宅,辦公室

商場、自用倉庫、住宅

電子遊戲場&視聽伴唱&辦公室

車道棚架



店舖( G-3) 集合住宅H-2)

集合住宅 (H-2)

店舖(G-3);住宅(H-2)

店舖(G3).住宅(H2)

辦公室(G-2)‧集合住宅(H-2)

專科學校教室(D-4),體育館(場)(D-2),宿舍(H-1)

店鋪 住宅

店舖G-3 住宅H-2

店鋪（G-3)、住宅（H-2）

1F店舖2~5F住宅

集合住宅(H-2),停車空間(C-0)

電氣室,水池及附屬建物

店舖(G3) 、住宅(H-2)

宗教設施 (E-1)

變壓器場、電纜室、電氣室

廠房東C-2)

廠房(C-2)辦公室(G-2)餐廳(B-2)

防空避難室兼停車空間,店舖,集合住宅

店舖(G-3) 診所(F-1)

H-2集合住宅 . 停車空間

店舖(G3)集合住宅(H2)停車空間

體操館

(D5)補習班(H2)住宅

C-2廠房

店舖G3住宅H2

一~四樓住宅(H2)

自用倉庫(C-2),辦公室(G-2)

一~四樓住宅 (H2)

住宅H-2 店舖G-3

壹樓:店舖;貳樓:住宅

100人污水處理設施

專用污水下水道污水集中處理場

集合住宅  餐廳

店舖 停車空間 辦公室 雨遮

店舖(G-3)辦公室(G-2)住宅(H2)

教室(D-3)、辦公室(G-2)、圖書室(D-2)

其他，其他

餐飲服務空間(B-3)、詢問處、廁所

自用加油儲油站工程

儲存坑

機械室，機械室

診所、辦公室

重蒸脫氧槽作業塔、吸附槽作業塔

辦公室.控制室.配電室.機房

輸送塔

店舖(G-3)集合住 宅 (H-2)



辦公室(G-2)、店舖(G-3)、高爾夫練習場

集合住宅(H-2).停車空間

社區活動中心

農業設施集貨場、管理室、農機具室

混凝土預拌場(主控室、骨材庫)

農業設施(自產農產品農具室、集貨場)

餐廳(B-3)住宅(H-2)

農產品集貨包裝室及農機具室

門廊、店舖(G-3)、住宅(H-2)

店舖(G-3).遊藝場(B-1)

自用農舍 H2

旅館(B-4)，辦公室(G-2)

辦公室G-2.加油亭

住宅(H-2).門廊

辦公室.廠房.倉庫

住宅H2.樓梯間

廠房C2.辦公室G2

學校用教室樓梯(D-4)

畜牧設施(雞舍.堆肥.管理室)

農業設施(雞舍畜牧場)

停車空間，集合住宅(H-2)

店舖(G-3)、停車空間、集合住宅(H-2)

機車棚、雨遮

靶射擊區

警衛室、桌球室、倉庫、車棚

守衛室、提款機室、圍牆

汽車駕駛訓練場、圍牆

裝卸場(C-2)

餐飲、停車場

貨櫃集散站(C-2)

店舖(G-3)辦公室(G-2)自用倉庫(C-2)

店鋪(G-3) 住宅(H-2)

G-3店舖 H-2集合住宅

醫院(F-1)辦公室(G-2)

旅客服務中心

一層店鋪.自用倉庫.二層住宅

油壓室、電氣室

店舖(G-3)集合住宅(H-3)垃圾空間 門廊 管理委員會 車道 樓梯間

電纜整理室

店舖(G-3)瓣公室(G-2)

汽車修理場 C-1

集合住宅(H-2)店舖(G-3)

倉庫,冷凍庫,廠房,辦公室

管理服務中心

辦公室(G2),教室(D4)

店舖G3.辦公室G2



廁所.遮雨棚

店舖(G-3) 醫院(F-1)

展示埸,機房

展示廊道

包裝設備構架( C-2)

店舖,室內釣蝦(魚)場,視聽歌唱場所

(H-1)住宅

農資材室

廠房(C-2).倉庫(C-2)

壹至肆樓住宅

機械房(C-1)

小學教室.警衛室

農業設施(菇寮)

工作平台及放置桶槽之鋼構架

補習班(D-5),集合住宅(H-2)

店舖(G3)、住宅(H2)

連通道

C-2廢酸處理設備操作室

網室育苗栽培室

寺廟(E)淵

店舖G-3ˋ住宅H-2

作物栽培室.資材室

宿舍，辦公室，警衛室

店鋪 辦公室

醫院 F1

教室(D-4)、活動中心

托兒所，辦公室

教室.樓梯間.機械室.警(守)衛室

店舖;住宅

一層倉庫,二層辦公室

農業設施(網室)

店舖(G-3).集合住宅(H-2).停車空間

自用農舍.廁所

住 宅 H-2

廠房(c-2)

教學大樓

(A棟)店舖,(B棟)廁所

 菇類栽培場

店舖（G-3）住宅（H-2）

店舖(G-3)住宅（H-2）

廠房.員工宿舍.消防機房.倉庫

樹立廣告

桶槽

升降梯

店舖(G-3),集合住宅(H-2 )

集訓住宅(H-2)



文化中心(D2)

金融機構兼銀行(G-1)

客用電梯、貨物升降機、

補習班D-5

車輛保養場C-1

住宅第(H-2)

住宅H-2 停車空間 門廊

樓梯,採光罩

店舖、市場

農業設施倉庫

住宅H-2，店舖G-3

內店舖，停車空間，超市，辦公室，店舖

廣播電台

文物館

店舖 (G-3)住宅(H-2)

1~4樓 住宅(H-2)

店舖(-3)

住宅H-2,停車空間

商場，倉庫，倉庫

作業工廠(C-2),辦公室(G-2)

工場(廠)

果菜市場.辦公室(G-2).車棚.廁所

崗亭

油漆收發站(廠房)

辦公室、廚房

商店;住宅

H2-住宅

作業廠房(無生產線)(C-2)

店舖(G-3)辦公室(G-2)旅館(B-4)

看台,管理室,廁所,貯藏式

店舖(G-2)辦公室(g-2)集合住宅(H-2)

服務台,儲藏室D-1

作業廠房(冷凍庫),作業廠房,員工休息室及辦公室

辦公室(G-2)、電氣室

 住宅(H3)

樓梯間、機械室

店舖(G-3)辦公室,住宅(H-2)

集合住宅(H-2)銀行(G-1)辦公室(G-2)

托兒所及課後托育中心

辦公室(G-2)金融機構兼證券交易場所(G-1)

工業營運之專業辦公大樓（G-2）

無外牆風雨球場

咖啡館、辦公室

(D-5)補習班.(B-2)店舖.(G-2)辦公室

冷凍倉庫

辦公室(廳)(G-2)宿舍(H-1)



飲食店B3,辦公室G2

臨時物料存放室

停車空間,店舖,辦公室,住宅

一層住宅.停車空間,二.三.四層住宅

農業資材室,

 店舖(G-3)

辦公室(G-2),教室(D-4)

店舖(G3),住宅(H-2)

教室(D-4),活動中心

汽車修配廠

宿舍 H1

門廊,住宅

店舖(-3)住宅(H-2)

店舖.辦公室.停車空間

廠房(C-2)造水廠(C-2)鍋爐房(C-2)及廢水廠

釣蝦場,娛樂場所,視聽歌唱場所

釣蝦場、遊藝場、視聽歌唱場所

健身運動休閒場所

銀行,金融機構辦公室(G-1)

廠房,宿舍

店鋪G-3)住宅(H-2)

廢棄物資源回收貯存場

飼料調配、儲藏室

工廠.辦公室.員工宿舍

住宅 〈H-2〉

1.辦公室2.蒸餾塔區3.倉庫4.儲槽廠5.警衛室

廟宇E-1

機械室,水塔,鐘樓

老人福利機構(養護):機電設備室,守衛室

壹層作業廠房、研究室、消防機房、守衛室；貳層辦公室；地下壹層

風雨球場(D4)

廠房.走廊.儲藏室.貨櫃平台.警衛室

貨梯

爐下渣處理設備、擋土牆

醋酸攪拌槽及基座

聚酯粒儲槽構架

住宅(H-2)H-2)

店舖(G-3)住宅(H-2)集合住宅

教室(D-3)、資源回收場

課後托育中心(D-5)補習班(D-5)住宅(H-2)

空調設備

店舖G3辦公室G2

防火門位置與隔間牆變更

辦公室(G-2)飲食店(G-3)

結構變更

店舖(G-3)住宅(h-2)



補習班住宅

G3-診所

管架台

農業資材室、網室

馬舍.馬匹小型運動場

A.廠房及辦公室 B.腳踏車棚

廠房(C-2)、派出所、腳踏車車棚、傳達室、崗亭

變電室、發電機庫

遊藝場(B-1)自用倉庫(C-2)保齡球館(B-1)辦公室(G-2)

住宅(H-2)自用車庫(C-2)

養護機構兼護理之家

教室、電梯

店舖(G-3)門廊、廁所

倉庫(C-2)、辦公室(G-2)、電解場房(詳樓層附表)

車棚、鍋爐房

放映室(拆除部份三樓夾層)

C2(廠房)

倉車.車棚

店舖(G-3),住宅(H-2),辦公室(G-2),停車空間(C-2)

店舖(G-3)停車塔

1樓店舖.2-5樓住宅

辦公室,銀行

管架工程

汽車修理場(C-1)

汽車保養場(C-1)

工廠(C-2)，警衛室(G-2)

飲食店(B-3)住宅(H-2)

店舖(G-3)、自用倉庫、集合住宅(H-2)

廠房(C-2)辦公室(G-2)員工單身宿舍(H-1)

店舖(G3) 集合住宅(H2)

作業廠房(C-2)辦公室(G-2)

G-3店舖.G-2辦公室

辦公室(G-2)工業營運之專業辦公大樓

儲料倉2(C-2)設備平台(C-2)儲料倉1(C-2)

G-2辦公室,B-3餐廳,D-5補習班

廠房 棚架

工廠(變電室)C-2

住宅-(H2)

射擊訓練中心(D-5)

店鋪(G-3)辦公室(G-2)

儲藏室(C-2)

教室、守衛室

廠房 辦公室 交誼室 防空避難室兼停車空間

廠房.辦公室.交誼室

商場.店舖.餐廳

室內釣蝦場.遊藝場.KTV



店舖(G-3),飲食店(B-2),辦公室(G-2)

行政大樓、污水機械室

廠房(C-2)辦公室(G-2)消防機房

昇降機及走廊

一樓店鋪二~四樓住宅

G2-辦公室

寺廟(E1)

補習班D5

店舖G3住H2

廣播電台發射機室(G-2)

廠房(C-2)、消防機房、配電室、辦公室(G-2)

農業設施(A:育苗作業室.B:農業資材室)

校舍(D-4)

(C2)廠房

廠房,辦公室,停車空間

辦公室(G-3)

辦公室、防空避難室兼停車空間

樓梯昇降機.架空走廊

牌樓

煙囪、風車設備平台、輸送管支撐構架等

通訊鐵塔

改良樁

冷卻水塔壹座

DME灌裝區

蓄水池、加油棚、站屋

煙囪、維修平台

廠房(C-2)工作平台(C-2)

安養機構(H-1)集合住宅(H-2)

冷藏庫倉儲場(C-2)

工作棚(C-2)、電氣室(C-1)

廣告鋼架

商場餐廳電影院

店舖(G3),集合住宅(H-2)

倉庫C2守衛室

寺院(E-1)辦公室(G-2)宿舍(H-1)

辦公室，處理場

BPA桶槽

 自產農產品加工室，農業資材室

上置鋼製桶槽，圍堤

農業設施(水稻育苗場)

C2倉庫(廢五金堆置場)

住宅﹝H-2﹞

學生餐廳.體育場.教室.展示廳

G3店鋪、H2住宅

廠房，進貨棚

00農業設施(花卉育苗培育室)



00農業資材室

店舖(G-3)，倉庫(C-2)

高爾夫球練習場(D-1)

連接天橋

辦公室(G-2)宿舍

計程車招呼站停車場

廣告招牌一式，住宅(H-2)

生料圓庫

汽機房

廠房.倉庫.辦公室.宿舍.其他

辦公室(廳)(G-2)

店舖(＜500㎡)(G-3)

店舖G-3辦公室G-2住宅H-2

銀行分支機構、工業營運之專業辦公室

廠房、 工作場、 轉運塔

工廠(C-1),冷凍倉庫(C-1)

\舖(G-3)集合住宅(H-2)

店舖G-3,集合住宅H-2,辦公室G-2

店舖(G3),辦公室(G2)

辦公室,員工文康室,倉庫,材料倉庫,地磅室

停車空間,集合住宅

集合住宅(A1~A3)

店舖 G-3 辦公室G-2

店鋪(G-3) 辦公室( G-2) 集合住宅(H-2)

辦公室(G-2)，餐廳(B-3)

G3店舖(＜500㎡)G2辦公室H2住宅

管道間

店鋪、診所

廠房、辦公室、單身宿舍

辦公室(G2)旅館(B4)鍋爐室.儲藏室.機房

壹樓店鋪貳參肆樓住宅

臨時物料存放室.鍋爐室

(D-2)陳列館(文物展覽館)

店鋪住宅G-3H-2

廠房(C-1)(C-2)

市場、集貨場

儀表介面室,電氣開關盤室,儲藏室(C-1)

工廠(C-2)、宿舍(H-1)、停車空間、發電機室

開關盤室(C-1)電纜整理室(C-1)

開關盤室(C-1),電纜整理室(C-1)

A棟:地磅室(G-2)B棟:69KV變電所(C-1)

衛生室.宿舍

農業設施(集貨及包裝場)

廠房(C2)機房.辦公室(G2)單身員工宿舍(H1)

H2-住宅G3店鋪

C-1廠房(實驗室)



昇降機.樓梯間

檢測站,辦公室

(G3)店舖(H2)住宅

倉庫〈C-2〉

(B-2)市場

住宅,店舖

倉庫(C-2)、配電盤控制室

廠房〈C-2〉

儲槽桶

儲槽,圍牆,營業爐灶附屬塔槽,營業爐灶附屬構架

冷卻水塔,儲槽

電氣室(C-2)空氣過濾房(C-2)電容器室(C-2)

廠房(C-2)、保養廠(C-2)

教堂(E-1)機械室辦公室(G-2)

學生活動中心(D-3)、儲藏室、機械室

防空避難室兼停車空間、發電機室、機械室

休閒農場新建

廠房(C-2)，機械室及地下管道間等

博物館(D-2),展示廳(D-2)監控室

課後育托中心(D-5)

住宅(G-3)

1樓店舖

廁所、花架、機房、造型牆

廠房，，辦公室，宿舍

室內釣蝦場，電子遊戲場，視聽歌唱場所

體育館、活動中心、警衛室

1樓倉庫.員工休息室.2樓員工宿舍.

汽電共生機房(C-2)

G3店舖、H2住宅，停車空間

C1工場(廠)，G2辦公室(廳)，H1宿舍

G3店舖，G2辦公室，H2集合住宅

屠宰場

停車空間,餐飲店

廠房，機械房

G2辦公室，D4教室

設備價台及K62散裝倉

農業設施(管理室)

臨時物料存放室，鍋爐室

廠房，保養場，辦公室

B1遊藝場，D1釣蝦場，B1視聽歌唱場所

工場(廠)，辦公室

辦公室(G-2).工廠(C-2).機房.廁所.棚架.倉庫(C-2).守衛室

騎樓、餐廳、辦公室

執勤室、辦公室

辦公室、員工休息室、作業廠房

門廊.騎樓



醫院(F1)

保養廠(C-1)、料件庫(C-2)、遮雨棚

C2機房、C2電纜間

教學大樓(D-4)

住宅(H-2)  店鋪(G-3)

汽車修理場(C-1),廠房(C-1)

C2工場(廠)

公共廁所(G-3)、裝飾塔

機房、廠房附屬空間辦公室

運動場

店鋪〈G3〉、住宅〈H2〉

生產線廠房.鋼構架台(C-2)

店鋪G3

電纜室、空調室、配電室、控制室

電纜室.空調室.配電室.控制室

03-堆置場,辦公室

堆置場.辦公室

宿舍,門廊

01-店舖

住宿安養

劇院.店舖.展覽場.辦公室

電氣室(C-1)辦公室(G-2)

E1-供宗教信徒聚會

林業資材室

03-辦公室(G-2)

納骨堂、管理室

A1-體育館

G3-店舖G2-辦公室。

空壓機房(C-1),卸載遮棚(C-2)

守衛室.滯洪沉砂池,圍籬(砂石場)

廠房(C1)(C2)

校門及圍牆

設備架台、散裝倉、管架

營業爐灶附屬中間儲槽

冷卻水塔,設備架構

農業設施(擋土牆)

消防水池,機房,配電室，工廠(C-2)

辦公室(G-2)、自用倉庫(C-2)

住宅(H-2)廠房

機械室 (C-2)

電氣室(C-2)、電纜間(C-2)

B3ㄧ般咖啡館B2百貨商場

戶外運動及表演場(D-2)、餐廳(B-3)

養護機構(H-1)、課後托育中心(D-5)

D1室內體育場所(攀岩運動場)

(店舖G-3)(住宅H-2)



H1宿舍

公共廁所，涼亭

門廊，店舖，住宅

農業資材室，育苗作業室

辦公室，工作場，機房

防空避難室兼停車空間，維修工廠

4節拉線式塔架

G2辦公室、H1宿舍

G2備勤室

F1衛生室，H1宿舍

G2鐘鼓樓

教堂(E-1)宿舍(H-1)

特別教室(D-4)

環氧乙烷及碳酸液儲槽

A棟電氣室(C-2),B棟工作場(C-2)

A區電氣室(C-2),B區工作場(C-2)

百貨商場、餐廳

1F店鋪,MF,2F~4F住宅,R1樓梯間

廠房(C2)、辦公室(G2)

06-醫院(F-1)

B4-旅館

G-3公共廁所

辦公室(G-2),店鋪(G-3),飲食店(G-3)

廠房.地下消防水池

G2:辦公室

自用農舍(H-1)

砂石場(C-2)控制室.滯洪沉砂池,圍籬,破碎機

砂石場(C-2)控制室.滯洪沉砂池,圍籬.破碎機

店舖、飲食店、集合住宅

C1-廠房,辦公室

(C-1)汽車修理場，汽車修理場，汽車修理場

警衛室;遮雨棚

01-住宅店舖

店鋪(G-3)餐廳(B-3)

廠房C2,辦公室G2,單身宿舍H1

1F店舖G-3、2F補習班D-5、3.4F住宅H-2

視聽歌唱場所

(C-2)工廠、(G-2)辦公室

店鋪G-3.住宅H-2

00-畜牧設施(雞舍)

廠房、辦公室、員工餐廳、員工宿舍、守衛室

大門圍牆,污物處理設施

汽電共生系統雜項工作物

煙囪煙囪、風車設備平台

C2倉庫(貨運站附屬倉庫)、C2貨運站

辦公室(G-2).集合住宅(H-2)



G2管理員辦公室

店舖(G-3)、餐廳(G-3)

G2辦公室(僅供漁網具加工使用)、C2廠房(僅供漁網具加工使用)

C2工廠H2住宅

G3飲食店、G2辦公室、G3店舖

C2廠房、H1單身員工宿舍

(H-2)住宅，(0-0)停車空間、樓梯間

F1復建室，儲藏室

G2店鋪，H2集合住宅

羽球場，球員休息室

D1舞台，儲藏室，涼亭

污水處理廠機房

D2展示廳、C1廢棄物處理場

H1員工餐廳，H1員工宿舍

農作產銷設施(農產品加工室)

G3診所、H2住宅

材料堆置場(C-2)

車庫、管理室

五金倉庫

修護工廠、教室

防空避難室、受電室、守衛室

昇降電梯

D1-運動休閒管理中心,球員休息亭

(C-1)廠房、(H-2)住宅

店鋪(G-3)、辦公室(G-2)、集合住宅(H-2)

一般零售場所(G-3),辦公室(G-2)

H-2住宅G-3店舖

01-住宅H-2

G3-店舖、H2-住宅。

G-3店舖G-2辦公室H-2住宅

(C-2)廠房(3匹馬力以下)、(H-2)住宅

店鋪住宅(G-3)

D-5補習班,H-2住宅

垃圾存放場

G3-店舖,G2-辦公室

廠房油壓室幫浦室

G2-服務中心

店舖(G-3)(一般零售及服務業)

G2辦公室H2集合住宅

G2-辦公室,倉庫

管理室,污物處理設施,滯洪沈沙池

A1-供集會、表演

辦公室(G-2)；工廠(C-2)

自用農舍F-2

C2廠房.消防水池

停車棚、涼亭



D4-校舍

E1-寺院

行政管理中心,員工宿舍

D4教具室

集貨棚

農業集貨場

廟寺

里民辦公室(G-2)

屠宰場〈C1〉、辦公室〈G2〉

G1金融機構.G2辦公室

C2-倉庫

桶槽,防溢堤及樓梯

油水分離池

設備架構

鍋爐及煙囪

設備架台及管架

M-489A/B活性炭吸附塔

電氣室(C-2)、工作場(C-2)

G1銀行G2票券金融機構辦公室

微波電線機房

H-2集合住宅、(0-0)停車空間、陽台、樓梯間

倉庫，辦公室，廁所

C-1廠房，廁所，穿堂

辦公室,餐廳,員工宿舍

辦公室　廠房等

複層式屋頂(遮雨棚)

(H-2)集合住宅、(0-0)門廊、停車空間、陽台

G3店舖.G2辦公室.H2住宅

宗祠(E-1)

補習班(D-5))

店舖.飲食店.辦公室

(H2)集合住宅，(00)陽台、外廊

B3餐廳

G-3店鋪(一般零售及服務業)

(H2)住宅、(00)門廳、陽台

C1作業廠房、廠房附屬辦公室

C2廠房，H1單身員工宿舍

景觀迴廊、雨遮、戶外舞台

倉庫.廢氣焚化爐設備基座

B2-店舖H-2住宅

廁所、宿舍、浴室

(D-4)禮堂,教室,福利社

國小校舍、宿舍、司令台

車庫、廠房

#1蒸發器等等

廢水緩衝槽



停車場附屬辦公室G-2

守衛室(廠房附屬空間)C-2

守衛室、變電室(廠房附屬空間)C-2

自用倉庫(C2)

店鋪(G3)、辦公室(G2)、住宅(H2)

變電室(C-1)

污水處理槽、機房

加油、加氣站

廠房(C-2)、辦公室(G-3)

公廁、廊道、涼亭

教室、宿舍、室內體育場所、室內球類運動場、機車棚

D2-供參觀、閱覽、會議、且無舞台設備之場所。

機械室.電梯

(A1)多功能活動中心

店舖(G3-1)

D2-多功能活動中心

畜牧設施(羊舍,堆肥舍)

托兒所、托育中心(F-3,＜6歲以下兒童）

一般旅社

教室、辦公室、研究室（D-4）

C-2廠房G-3店舖

07-自用倉庫停車空間辦公室

05-工廠及工廠附屬空間員工餐廳、員工休閒中心

G2-辦公室、H1-宿舍

C-1機械室

E-供宗教信徒聚會、殯葬之場所。

E1-教堂、D5托兒所、G3商店、G2辦公室

E1-教堂、F3托兒所、G3商店、G2辦公室

國小校舍(D-3)、宿舍(H-1)

教室(D-4)、活動中心(D-2)

行動不便者電梯

廠房(C-1),消防機房

辦公室G-2,批發市場B-2

國小校舍(戶外連通走廊)

工廠(C-1)，倉庫(C-1)

M3403/3404散裝槽設備架台

貨櫃屋(機房)

P-6521C設備基座

儲槽,防溢堤,戶外鋼梯

墳墓用地

紀念牆

土地改良基樁

儲槽、地下儲槽區設備基礎

圍網

觀光旅館(B-4)

辦公室守衛室



店舖(G-3).辦公室

生活照護F-1

C2抽水站(進流抽水站)(增建)

店鋪G3，住宅H2

外管架、水槽基礎、幫浦基座

G2管理站

C1機房

農業管理設施(農業資材室)

00-自用車庫

檢查站

店舖(G-2)、住宅(H-2)

01-店舖及住宅

辦公室.廠房.物料室.倉庫.宿舍

02-商店、集合住宅

C-2廠房,電氣室C-1

貨棚.機房.防空避難室.煙囪.廁所.緊急避難出口.爐灶房

宗祠E1

電氣室變壓器場

C2-預拌場

店鋪(G3)，住宅(H2)

其他(廢棄物處理區)

H1-長期照顧機構(養護中心)

應回收廢棄物資源回收儲存場(C-1)

(G-3)店鋪(H-2)集合住宅

店舖(G-3),運動健身中心(D-1),訓練班(D-5)

廠房辦公室消防泵浦室及發電機室

05-工廠,辦公室,單身宿舍

I1-加油站

廢棄物堆置場,貨櫃屋儲藏室倉庫

H2住宅，住宅(H-2)

土地改良PC基樁

工作架台,設備,冷卻水塔

C1電氣設備室

H1-供特定人短期住宿之場所

D3冰球場附屬相關設施-教練及球員休息室

托兒所.托育中心(F-3,<6歲以下兒童)

C1作業廠房，車棚

03-辦公室(轉運設施)

D4高中教室(電梯)

C1倉庫

B4旅館

神明祭拜廳

灌氣工廠、

辦公室.實驗室.倉庫.宿舍.廚房.住宅.防空洞

兒童及少年照護之場所。

H2住宅H2集合住宅



臨時攤販

店鋪住宅

糧食置場

廠房(C-2)

事務所倉庫工場

住宅(H-2)、店舖

辦公室(G-2)、倉庫

儲藏室、木造平房、倉庫

廁所、浴室

旅社

汽車放置廠

騎樓

圖書室

停子腳

住宅(H-2)、工廠、辦公室

廣間

冷藏庫

涼台

營業站

廠房廁所

無線電台

住宅(H-2)，

浴室，廚房

店舖，棧房

辦公室、圍墻

附屬房屋

消防用水塔

住宅(H-2)，辦公室(G-2)，工廠(C-2)

食堂

營房

其他  廚房

辦公室、值日室

住宅(H-2)、停子腳

碉堡

教室、走廊、廁所

配電室

國民住宅

佣人室

倉庫廁所

店舖住宅

住宅店鋪

工廠、住

補習班(D-5)

辦公室、試驗

其他  宿舍

鑄鋼工廠



警衛室

圖書館及特別教室

招待所(家畜市場貨主)

製冰冷凍廠

店舖、住宅、倉

宿舍、腳踏車

檔案室

集合住宅(H-2)

公寓、旅

倉庫、住

店鋪、旅社、餐

店舖(G-3)、旅社、餐廳

沖洗室

住宅及國民住宅

機車庫

廠房(C-2)倉庫(C-2)辦公室(G-2)

傳達室.教室.宿舍

07-倉庫

工廠(C-2)、倉庫

托兒所(F-3)兼課後托育中心(D-5)

電子遊戲場(B-1)室內兒童樂園(D-1)

禮拜堂

餐廳(B-3)、旅社

G3店舖，H2住宅

公寓(H-2)、車庫

住宅、集合住

市場外店舖，住宅

 店舖，住宅

銀行(G-1)、證券交易場所(G-1)辦公室(G-2)

廠房、辦公

店舖、電子遊戲場

店舖  住宅

辦公室，住宅

材料堆積場

廠房、單身宿

廠房、倉庫、員工宿舍

托兒所(F-3)

百貨商場(B-2)、餐廳(B-3)

辦公室木工場冷作工場倉庫

辦公室.女子單身宿舍.車棚

店舖、辦公廳、市

倉庫、辦公室

公寓(H-2)、住宅

住宅(H-2)集合住宅(H-2)

教室，廁所，傳達室，教室

市場，店舖



配電盤室

冷凍

辦公室、廠房、單身宿舍

店舖、集合住宅

店舖、倉庫、儲藏室

店舖，住宅，貯藏室

店舖，集合住宅

課後托育中心(D-5)托兒所(F-3)

課後托育中心

酒家、視廳伴唱遊藝場所

店舖(G-3)住宅(H-2)餐廳(B

大門

果菜市場

集合住宅、旅

避難室、倉庫

辦公室(G-2)、廠

辦公室、商場、餐

店舖、公寓、餐

廠房、倉庫

廠房，辦公室，倉庫，機械房

吊車庫

辦公室(G-2)倉庫(C-2)危險物貯藏庫(I-1)

自用倉庫

續電機室.值班室

列檢人員休息室

城門樓

玻璃網空

【店舖】住宅

店舖(G-3)、店鋪

【店舖G3】，住宅，儲藏室

店舖、餐廳、辦公

店舖、住宅、集合住宅

店舖(G3)，住宅，儲藏室

店舖(G2)，住宅(H2)，儲藏室

廠房辦公室

避難室，店舖，住宅

店舖(G3)，住宅(2H2)

店舖，辦公室，檢驗室，停車場

營業廳.電訊機房

店舖、住宅、住

店舖、公寓、集合住

補習班(D-5)托兒所(F-3)

廠房、車棚

店舖、公寓、餐廳、辦公室

工廠、宿

店舖(G-3)集合住宅.住宅



店舖，公寓住宅

閱覽室.書庫.會議室

餐廳.廠房

空壓機房.變電室

試驗室

消防水池兼游泳池

店舖.公寓

托兒所

美容補習班

店舖(G-3)視聽歌唱場所(B-1)餐廳(B-3)

店舖(G-3)公寓(H-2)辦公室

廠房(C-2)、宿

店舖(G-3)住宅(H-2、公寓

廠房，辦公室，倉庫

防空避難室，店舖，公寓

辦公室，工廠，倉庫

辦公室，宿舍

店舖，住宅，攤位，停車空間，倉庫

車棚.會客室.傳達室

大門及警衛室

辦公室.清潔停車場

蒸飯室

司令台.教室

廚房.餐廳

受電站、配電站

店舖(G-3)餐廳(B-3)

店舖、餐廳

店舖(G-3)、國

工廠、辦公室、單身宿

店舖、公寓、餐廳

辦公室、銀

住宅，集合住宅，儲藏室

會議室.實驗室.教室

辦公室.診所

國宅

店舖、停車空間、集合住

非升學補習班

辦公室、加工廠倉

集合住宅、辦公室、商

美容院

旅社(B-4)

托兒所(F-3)、幼稚園(F-3)

店舖(G-3)公寓、辦公廳

避難室、廠房.工作室.倉庫.管理室.材料室

集合住宅，住宅，店舖

市政辦公室



集貨場，廁所

集合住宅，停車空間

店舖.集合住宅.旅社社社

集合住宅(H-2)、辦公

辦公室.住宅.集合住宅

廠房(C-2)儲藏室

市場、里民活動中

廠房，貨棚，廁所

課後托育中心兼補習(D-5)

H-1護理之家

辦公室、廠房、冷凍室

里辦公室、會議室

里辦公室

店舖，住宅，客廳，停車空間，自用倉庫

供特定人短期住宿之場所。

實驗工廠，警衛室，倉庫

集合住宅、銀

空氣氫氣氯氣壓縮機室.鍋爐室.休息室

住宅區

窯廠，員工宿舍

廠房，員工宿舍

辦公室，勤務寢室，會議室

證券交易場所

店舖(G-3)辦公室(G-2)商場(B-2)

商場、電影院、辦公室

B5F防空避難室兼停車空間

辦公室(G-2)、集合住宅

訓練班教室

電子遊戲場(B-1)

住宅，店舖，市場，餐廳

堆積場

廠房，堆積場

堆積場，員工休息室，員工餐廳

商場，店舖，辦公室，住宅

收塵機電氣室，水處理電氣室，氧氣設備電氣室

辦公室、銀行、集合住

托嬰中心(F-3)

辦公室(G-2)補習班(D-5)

加油站、營業

辦公室、倉庫、廠

店舖(G-3)證券交易場所(G-1)

供短期職業訓練、各類補習教育及課後輔導之場所。

長期照護機構(H1)

商場、辦公室、銀

旅社大廳、餐廳、旅社

工廠(C-1)推廣教育中心(D-5)



店舖(G-3)銀行(G-1)

廠房，廁所

辦公室，証券交易場所

商場、集合住宅、辦公

騎樓 住宅、樓梯

避難室 住宅 樓梯間

店舖、住宅、停車空

店舖.住宅.騎樓

公共空間.集合住宅

避難室、騎樓、住

店舖、住宅、辦公室

避難室、集合住宅、樓梯

站房、辦公室、洗車

觀禮台、安全擋牆

店舖、停車空間、辦公

教室、廁

樓梯間、廚

訓練班(D-5)

飲食店、辦公

集合住宅、非升學用補習

貨櫃停車場

廁所、寺

園藝室

辦公室、門廊、廠房、倉

辦公室、看台、儲藏

集合住宅、店舖、門

值班室

廠房，辦公室，停車場

工廠、辦公室、停車空

補習班、辦公室、餐

辦公室、商

停車空間、旅

苗圃管理房

兒童課後托育中心

樓梯間、食品加工

辦公室、住宅、店

風雨走廊、蓄水

電梯

辦公室、證券交易場

店舖、辦公室、騎樓、儲

餐廳、廚房、騎

辦公室、店舖、自用倉

辦公室、停車

視聽教室、普通教

合作社，住宅

辦公室，潛裝台，泵浦室，宿舍



店舖、辦公室、停車空

住宅、集合住宅、銀

店舖G3辦公室G2集合住宅H2

商場、店舖、辦公

工廠、辦公室、員工宿

辦公室、管制

住宅 儲藏室

店舖(G-3)辦公室、飲食店

旅館(B-4)辦公室(G-3)

店舖、銀行、醫院

證券交易場所銀行辦公

游泳池(D-1)戶外廣場

店舖(G-3)辦公室(G-2)住集合住宅(H-2)

(B3)餐廳

店舖,集合住宅

廠房，辦公廳，單身員工宿舍

集合住宅.住宅.停車空間

郵局

玄關、教

店舖、住宅、辦公室、診

店舖、遮雨

商場、辦公室、門廳、走

有線電視節目播送台

辦公室 教室

辦公室、備勤

自用車庫、倉

教室等

店舖、自用倉

補習班、辦公

昇降機

牌樓、燒金

商場、店舖、集合住

電子遊戲場兼餐廳、室內球類運動場

店舖、門

行政大樓、教

電梯間、廚

視聽伴唱遊藝場

輸配電室

舞台、觀眾

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H-1)

辦公室(G-2)、老人管理中心(G-2)

廠房，辦公室，守衛室，單身員工宿舍

水輛機室、尾水庭、裝機室

 教室，消費合作社，特別教室

工場

車庫、車



集會所

住宅、托兒

機械房、辦公

視聽伴唱遊藝場所

騎樓、店鋪、住宅、樓梯

機房、收費

廚房、玄

儲槽矮堤

廠房.單身員工宿舍.辦公室

舞台、體育場、觀眾席、辦公室、研習室、展覽室

店舖(G-3)辦公室(G-2)辦公室(G-2)

教養訓練中心

有線電視播送室、辦公室

店舖、銀行、辦公室

廠房，廁所，辦公室，生產實驗室

托兒所，員工單身宿舍

住宅、走

機車車棚

LPG鋼構工程灌裝場

展覽區、廁所、污水

遊藝場、舞

廠房、辦公室、控制

遊藝場、飲食

灌裝場

廠房、辦公室、宿

住宅、工

值班室、會議

教學器材室

煙囪、鐵塔架、管橋支

營業廳、辦公

簡易駕駛訓練場之辦公

店舖、停車空間、住

餐廳(B-3)辦公室(G-2)

托兒所、住宅

停車場，室內遊憩設施，餐廳

住宅、倉

硫磺倉庫

店舖(G-3)住宅(H-2)補習班

廠房(C-2)、辦公室(G-2)

冷凍室、寄棺

店舖(G-3)集合住宅(H-2)餐

廠房(C-2)梯間

辦公室、托兒所(F-3)

資源回收場

廠房(C-2)、員工宿

辦公室(G-2)加油站



停車棚

倉庫(C-2

廣告塔

鍋爐

鍋爐基礎

販賣部(G-3)

涼亭(D-1)

供不特定人士休息住宿之場所。

辦公室(G-2)營業室(G-2)

視聽伴唱室(B-1)

電氣室(C-2)

加油亭，營業室

自動倉庫

傢俱間

司令台、升旗台、音樂教

店舖(G-3)涼棚、儲藏

廠房(C-2)磷鈉工廠廠房

工廠(C-2)辦公室(G-2)

腳踏車車棚

漁業電台

店鋪(G-3)辦公室(G-2)集合住宅(H-2)

門廊、貨

住宅.店舖

辦公室(G-2)會議室

涼亭、船筏停放棚

辦公室(G-2)管制室、倉庫

辦公室(G-2)、美容院

昇降梯

昇降機坑道

托兒所(F-3).兒童托育中

店舖G3、集合住宅H2

隔音牆

廣告招牌長28.12m,寬4.2m,高22m面積118.1平方公尺

看板

電子遊戲場、室內機械遊樂場、餐廳

商場兼超級市場(B-2)

住宅H2

防空避難室，廠房，辦公室，機房

廟宇(E)、住

汽車修護廠

自用倉庫(C-2)廁所

店舖、住宅、辦公室、餐廳

住宅(H-2)、停車棚

辦公室(G-2)、試驗室

停車空間、旅館

圍牆、涼棚



住宅(H-2)　儲藏室

員工宿舍(H-1)、曬衣場

證券交易場所(G1)銀行旅館

銀行兼證券交易場所(G-1)

辦公室(G-2)、工場

教室、廚房

托兒所(F-3)、辦公室

梯間

辦公室,店舖,集合住宅

屋頂廣告物

屋頂冷卻水塔

試車場

辦公室、商場

國際觀光旅館(餐廳)B-4)、商場.門廳(B-2)

旅館。

門廊、貨梯

遊藝場(B-1)室內機械遊樂場(D-1)兼室內兒童樂園(D-1)

活動中心,水產加工廠

宿舍、儲藏室

遮雨棚、圍牆

市場(B-2)

高爾夫練習場

文康活動中心、辦公室

教室、活動中

辦公室(G-2)候船室

辦公室(G-2)、遊藝場

店舖(G-3、遊藝場

機械室.防空避難室.教室.辦公室

冷卻水

圍牆、管架、設備基礎基座

變電所機房

店舖(G-3)、補習班(D-5)

F2-供身心障礙者教養、醫療、復健、重健、訓練、輔導、服務之場

廠房，辨公室

騎樓，店舖，停車空間，市場，住宅，辦公室

微波站機房

辦公室、廁所

辦公室、控制室、配電室、機房、變電室

幼稚園(F-3)、住宅

室內停車空間(C-1)

營業室 等

倉庫(C-2)、廠房

寺廟(E-1)

辦公室(G-2)、寺院

廠房(C-2)、倉庫(C-2)

暴雨截流儲槽



屋頂廣告架

輸送帶、轉送塔

輸送帶

辦公室(G-2).自用倉庫

地下室防空避難室兼停車場，一層零售市場、二、三層超級市場

市民集會室

營運管理中心(辨公室)G-2

川堂

教室.廁所.樓梯.川堂

加油站.營業廳

店舖(G-3).住宅(H-2)

店舖G-3.住宅H-2

辦公室(G-2).廠房(C-2)

梯廳.樓梯.護理之家.機電設備

住宅(H-2).停車空間

1.農機具室 2.農產品集貨包裝廠

養殖設施

整壓加臭站(控制室)

住宅(H-2).辦公室(G-2)

遊藝場B-1.車庫

幼稚園F-3

佛堂.講經堂.禪房(E)

農產品集貨場

養護中心

餐廳B-3.住宅H-2

辨公室(G-2)、寄宿舍(H-1)

壹層檢驗室及資料室.檢疫室

騎樓.停車空間.住宅(H-2).店舖(G-3)

G3店舖，G2辦公室

桶槽區.污水槽

店舖 G3

壹樓車庫.貳樓辦公室.會議室.儲藏室.廁所

餐廳(B-3)、消防車庫

行動電話基地台

基地台

7S-2。8C 基礎15支

儲槽基座

餐飲服務空間詢問處

警衛室、機車停車場

垃圾存放室

店舖(G3)，集合住宅(H2)

文物陳列館

身心殘障福利機構

店舖(G-3)、廠房、辦公室

集合住宅（H-2）

視聽歌唱唱所(B-1)



店舖(G-3)住宅(H-2)，住宅(H-2)

衛生所(G-3)

老人養護中心

屋頂樹立廣告物

沉砂池

市場.辦公室.店舖.住宅

店鋪(G-3),住宅(H-2)

司令台.涼棚

活動中心.學生宿舍

農產品包裝處理場.農機具室

店舖(G-3)、停車空間

辦公室(G-2)、宿舍(H-1)

社區活動中心(集會台.展覽廳)

農產品集貨包裝廠及機具室

超級市場.住宅

騎樓 店舖 住宅

農機具室.幫浦室

機械室.簡報室.會議室

機車停車棚

守衛室.機房.教室

A.農機具室 B.管理室

工廠、儲糟、廁所

門廊、住宅(H-2)

開闢室

農機具室及農產品集貨包裝場

教室(D-3).連接走廊

國民住宅(H-2)

辦公室(G-2)、圖書室

畜牧設施(豬舍.飼料倉庫)

畜牧設施(豬舍.堆肥舍.管理室.倉庫.倉儲設施.污水池)

檢驗場

集貨場C2

農業設施(農具室.集貨包裝室)

辦公室.守衛室.儲藏室

店舖(G-3).住宅(H-2).門廊

F3幼稚園

倉庫、寺廟、金爐、圍牆

樓梯間.廁所.雨遮.圍牆

舞廳、遊藝場、撞球場

電影院(A-1)店舖(G-3)

防空避難室、辦公室

教室、廁所、樓梯、器材室、警衛室、資源回收室

店舖 (G-3) 住宅(H-2)

教室、傳達室、垃圾場

廠房(C-2).守衛室

補習班、住宅



店舖(G-3)  住宅(H-2)

教室(D-4)辦公室(G-2)演講堂(A-1)

教室(D-4)辦公室(G-2)

寺廟,廁所,發電機室

金融機構、辦公室、集合住宅(H-2)

店鋪住宅用途

(幫浦室及CO2儲存室)

甲種汽車修理廠

一般工廠(C-2)

辦公室(G-2)住宅(H-2)

診所(G-3)辦公室(G-2)

診所，集合住宅

店舖(G-3)集合住宅(H-2)、診所

店舖,診所

宗教設施(E-1):教室、教堂、辦公室

醫院.停車塔

集合住宅 (H-2) . 停車空間

電腦室

店鋪G-3 住宅 H-2

廁所,辦公室

1-4F住宅,

冷打線材球化工場廠房(C-2)

H-2住宅區

飯廳(B-3)

 農業設施〈農業資材室〉

工廠(C-2)宿舍(H-1)辦公室(G-2)

廠房(c-2)；辦公室(G-2)

幼稚園 F3

住宅(H2),停車空間

活動中心(D-1),教室(D-4)

廠房(C-2)、辦公室(G-2)、守衛室

停車空間、店舖、集合住宅

壹樓店舖;貳,參樓住宅

作物栽培室

農業資材室

儲槽

補習(訓練)班教室

店舖    住宅

店鋪(G-3)辦公室(G-2)住宅(H-2)

福利社、教室、咨商室、辦公室、研究室

店舖.停車空間

工廠(C-2)、辦公室(G-2)，宿舍(H-2)

升降設備

辦公室、汽車駕駛人訓練班教室

工廠(C-2)、倉庫(C-2)

司令台(D-4)



A棟寺廟(E)、B棟廁所、C棟發電機室

工廠C-2

農產品集貨場.管理室

托兒所(F-3)住宅(H-2)

菇舍

自產農產品集貨包裝場及農機具室

車庫.車棚

農業設施農產品加工室

蔬菜育苗室

農業設施(冷凍庫)

變電設備

管理辦公室，變電站，自來水加壓站

污水處理管理辦公室.自來水池.自來水加壓站.變電站.消防水池

廠房(C-2)，宿舍

走廊(D-3)

屠宰場.雨遮.繫留場.更衣室

農業設施(蔬菜包裝作業室)

蔬菜包裝場.農機具室

宗教設施(E)辦公室(G-2)牧師宿舍(H-2)

農業設施自產農品加工室.農機具室

宿舍H-1

廠房(C-2)，倉庫(C-2)

航空貨運站

辦公廳.倉庫.電料室.工廠

電氣室,冷卻水塔

辦公室(G-2)集合住宅(H-2)

店鋪(G-3)、集合住宅(H-2)

店鋪補習班

課後託育中心D5

店舖G-3辦公室G-2

雞舍.倉儲設施.飼料桶

店鋪(G-3),辦公室(G-2),集合住宅(H-2)

幼稚園、辦公室、補習班

旅館(B-3)

一樓店舖(G3)二~四樓(H2)住宅

住宅(H2)店舖(G3)

辦公室(G-2)，集合住宅(H-2)

乙種工業區容許之批發業B-2,批發業附屬之辦公室G-2

店鋪（G-3）住宅（H-2）

店舖(G-3)及集合住宅(H-2),停車空間,門廊

補習(訓練)班(D-5)幼稚園(F-3)

集合住宅(H-2),店舖(G-3)

看台,管理室,浴廁,貯藏式

車站(A-2)，店舖(G-3)

工廠(空壓機房)生產線部份(C-2)

住宅,停車空間



店舖(G-3)室內釣蝦(魚)場(D-1)

壹層作業廠房.機房,貳層機房

市場,店舖,辦公室

一樓店舖(G-3)二~四樓住宅(H-2)

鋼構管架台

壹樓店舖,貳至肆樓住宅

機械房（C-1）

(G-3)店鋪 (H-2)住宅

室內游泳池

汽車配修廠

店鋪,車庫,住宅

風雨操場

宗教設施.補習班

廠房,工作遮棚(C-2)

補習班(D-5),住宅(H-2)

壹貳樓農舍

功亭.金爐.花架.

A棟含辦公室、宿舍、樓梯間，B棟含廠房，C棟機械室，D棟倉庫

住宅 .門廊

資源回收棚,車棚,停車空間,電氣室,倉庫,冷漿管槽

(廢五金/馬達儲藏室)

(廢五金儲藏室)

藝文中心(含簡易餐飲使用)

廠房(C-2)、員工宿舍(H-1)

 自用農舍

E1-教堂

巨大廢棄物回收再利用處理

一層,一夾及二層辦公室;三層住宅

B2肉品市場

展覽館

展示區,餐廳,辦公室,風雨棚,六角組合涼亭

金融證券(G-1)、辦公室(G-2)

1F:店舖2F~4F:住宅

育幼院

幼稚園(F-3)及補習班(D-5)

壹樓住宅

連續壁

模型小火車軌道

店舖(G-3)，倉庫

金融保險機構

機房及儲水池

教室.守衛室.網球場休息室

店舖(G-3)倉庫(C-1)

遮陽棚，遮陽棚

教室(D-3)、體育館(D-1)

教室、會議廳、研究室



安親班.托兒所.補習班

廠房(c-2),辦公室(G-2)

廠房C2辦公室G2

國民住宅H2

訓練塔

車庫.住宅(H-2)

廠房(C-2)，倉庫(C-2)，機房(C-2)

集合住宅(H-2)，店鋪(G-3)，停車空間

小學校舍類場所

DTBP製程區，儲槽

住宅(H-2)車庫

廚房、涼亭

倉庫,廠房,廁所,變電所

廠房(無生產線)

廠房(c-1)

馴養中心

集合住宅 H-2

教室、辦公室、多用途空間

店舖(G-3) , 住宅(H-2)

涼亭及廁所

壹.貳.參.肆.層住宅

H-2 集合住宅

機車檢驗處

集合住宅(H2)、店鋪(G3)

廁所、涼亭

住宅(H-2)及辦公室(G-2),停車空間,走廊

住宅(H-2)及辦公室(G-2)

A棟廠房(C-2),B棟辦公室(G-2)

 連接走廊

修理場(C-1)

店舖,辦公室,管理員室,集合住宅

一層店舖,二三層住宅

室內球類運動場(D-1)

G-3 H-2

G3店舖.G2辦公室.H2集合住宅

客服中心及外廊

工廠及辦公室

銀行(G-1)、金融保險機構(G-1)

變壓站,電氣室(C-2)

03 - 辦公室

住宅(G-2)

駕駛人訓練班〈教室、辦公室〉

工廠C-2,辦公室G-2

廁所　涼亭

電力開關室、SILO儲槽

G3-店舖



護理之家〈F1〉

  菇類栽培場

農業設施(花卉育苗作業室)

壹.貳.參.肆層住宅

停車空間、住宅

停車空間、店舖、住宅

物料倉庫(C-2)

管理室  控制室

檔土牆

1.自產農產品加工室2.農業資材室

加油站兼加氣站使用

宿舍.教室

宿舍.教室.住宅

M棟-廠房.機械室.N棟-機械室

廠房(C-2/)

(A棟)廠房,(B棟)守衛室

汽機車環保回收場

集貨包裝場及圍牆

辦公室.會議室

自用農舍〈H-2〉

金融證 (G-1)

集合住宅(H-2)集合住宅(H-2)

貨運站(C-2)

)集合住宅(H-2)

訓練塔(D-5)、閃燃實驗室

店舖(G-3)辦公室(G-2)住宅

樓梯間、機械室

機房(1-2層)

廠房辦公室遮棚

集合住宅(-2)

教堂，住宅，辦公室

農業設施(資材室.農具室.管理室)

教室(D4)

圖書館.電算中心.機械室

壹層作業廠房.機房 貳層機房

店鋪(G-3).住宅(H-2)

液體燃料廠

污水處理廠-辦公室(G-2)

加油站，辦公室

工廠(C-2).宿舍(H-1).辦公室(G-2)

空管架

停車空間.住宅(H-2)店舖(G-3)

金融證券，辦公室

沈砂池

小學教室，機械室，警衛室，樓梯間，樓梯間

農業資材室,管理室,育苗作業室,網室



農業設施(栽培室)

散裝倉及輸送帶

小學教室(D-3)、川堂

守衛室.車棚

實驗室及辦公室

辦公室,倉庫

店舖(G-3).辦公室(H-2)

B2商場C2辦公室

店舖(G-3)集合住宅(H-2))

作業廠房(C-1),辦公室(G-2),單身員工宿舍(H-2)

視聽伴唱遊藝場 B-1

守衛室(G-2),電氣室(C-2),地磅室(G-2),輸送機等(C-2)

課後托育中心(D-5),托兒所(F-3)

電器室

冷藏倉庫(C-2)

冷藏倉庫(C-1)倉庫(C-1)冷凍機房、消防機房、電氣機房

(D-2)藝文服務中心

電影院(A-1)放映室(A-1)

店舖(G2) 集合住宅(H2)

辦公室(廳)(G-2)單身員工宿舍(H-1)

辦公室(警衛室)(G-2)工廠(C-2)

(G-3)店舖(G-2)辦公室

辦公室(G-2)、餐廳(B-3)

國中教室(D-4)活動中心(D-2)

宿舍,辦公室,教室

宿舍(H-1),宿舍附屬餐廳(B-3)

加油站(I-1)辦公室(G-2)

才藝班(D-5)

店舖．住宅．停車空間

農業設施(花卉育苗室)

(G-3)店舖

候考亭.車棚.辦公室.資料室

貨物集貨場

(C-2)廠房(G-2)辦公室

一樓店舖G-3，二、三樓住宅H-2

自用農舍〈H2〉

廠房C-2(動力含電熱不得超過11.25千瓦)

宿舍,教堂,鐘樓,會議廳及餐廳

一樓活動中心(D-2)，辦公室(G-2)，門廊

廠房(C-2)、雨遮、辦公室(G-2)員工宿舍(H-1)露台

店舖(G-3)、門廊、住宅(H-2)

守衛室宿舍車棚

H1

一樓店舖(G3)二~四住宅(H-2)

活動中心,廁所

農作產銷設施(育苗作業室)



廠房(C-2)、辦公室(G-2)、員工宿舍(H-1)

店鋪G3.住宅H2

工廠(C-1).辦公室(G-2).員工單身宿舍(H-1)

農業資材室、溫室

D-2社區(村里)活動中心

一般零售及服務業.住宅

農業設施(花卉育苗作業室

廠房、辦公室、停車空間

壹.貳樓廠房.冷藏庫(C1.C2),辦公室(G2)

電氣機房

辦公室G2,拆解區C-1

診所住宅

集塵設備

圍牆、停車空間

樹立廣告一座

污水池

煙囪、管架

候船室、辦公室(G-2)、室內木棧道

教室(D-4)守衛室

線材倉庫(C-2)

沉殿池

輸送帶、轉送塔、配重設備、圍牆

醫院(F-1)店舖(G-3)

店舖(G-3)辦公室(廳)(G-2)

連接走廊(D-4)

辦公室,集合住宅

集合住宅、店鋪

室內球類運動場(D-1)儲藏室

值班室,辦公室(G-2)電氣室(C-2)更衣室

特殊教室  升降機間

海水冷卻器機房

儲藏室.機械房

店舖，辦公室，停車空間

教室.走廊

廠房(C-1)，辦公室(G-2)

圍牆;集水池

服務中心，公廁

辦公室(G-2)單身宿舍(H-1)

停車空間，辦公室

室內游泳池(D-1)，社區活動中心(A-1)

工廠宿舍

自動倉儲，消防機房

管架，圍牆(含排水溝)

BU3蒸餾共費露天設施

 農業資材室

廠房宿舍



教室D4〈C棟〉

工廠 辦公室 單身員工宿舍

作業室

入口大門,採光罩

車棚、圍牆

小學教室(D-3)、廚房

微波電塔

廠房,堆積場,車棚,倉庫

工廠.員工宿舍.交誼廳

避難室,廠房,梯間

A2-車站

棒球休閒場

一~三樓住宅(H-2)

店舖G-3辦公室G-2集合住宅H-2

店舖(G-3),辦公室(G-2),住宅(H-2)

消防水池、機房.配電室、工廠(C-2)

店舖(G-3),辦公室(G-2),住宅(H-2),自用倉庫(C-2),機械式停車塔

01 - 住宅

店舖G3.辦公室G2.集合住宅H2

集合住宅(A8~A11)

 廠房C-2電氣室

D-5補習班  H-2住宅

店舖(G3),辦公室(G2),集合住宅(H2)

醫院附屬機房(C-2),醫院附屬倉庫(C-2)

辦公室(G-2)消防機房

辦公室(G-2).泵浦房.空壓站(C-1)

辦公室(G-2)員工宿舍(H-1)員工餐廳(B-3)

店舖(G-3)住宅(H-2)辦公室(G-3)

辦公室G-2,集合住宅H-2

廠房(C-2)廠房附屬辦公室(C-2)

室內桌球館、販賣部

危險物倉庫,倉庫,裝卸平台,消防受訊室,機房

店鋪/集合住宅

自用堆肥舍

01-住宅、停車空間、門廊

H2自用農舍

文康中心(D-2)辦公室(G-2)

地下室:廢水池,壹樓:作業廠房(C2),貳樓:辦公室(G2).作業廠房(C2)

廢水池,作業廠房,辦公室.

廠房辦公室單身員工宿舍餐廳

農業設施(集貨及包裝處理)

廠房C-1

店舖（G-3)住宅（H-2）

廠房(C-2)、員工宿舍(C-2)

工廠,廁所,消防泵室

廁所及涼亭新建工程



廠房倉庫機電室

水產養殖運銷設施

廠房(C-2)、辦公室(C-2)

店舖(G-3).補習班(D-5).住宅(H-2)

複合式屋頂

門廊、停車空間、集合住宅(H-2)

畜牧設施(雞舍)

散裝倉、設備架台及管架(c-1)

正面招牌廣告

營業爐灶附屬槽體

工作架台

工作場(C-2)、倉庫(C-2)

傳達室(D-4)

銀行(G-1),辦公室(G-2)集合住宅(H-2)

倉庫(C-1)辦公室(G-2)冷凍庫(C-1)警衛室

連續壁、試樁、地中壁、扶壁施作

不銹鋼水塔

C2工廠G2辦公室

老人養護機構(養護)，電機設備室，守衛室，員工宿舍

辦公室廠房宿舍

廣播電台發射機械

散裝倉，圍牆

V491桶槽(散裝倉)

守衛室，涼亭

蒸餾塔區，倉庫，儲槽場，警衛室

A1活動中心

守衛室，車棚

G2店舖，H2住宅

C2工廠

 廠房冷凍庫，辦公室

G2辦公室、00門廊、00儲藏室

門廊.住宅

廠房，台電配電室

加油亭(C-1)營業室、儲藏室

冷凍室

電氣室(C-1)廢酸回收廠(C-1)

圍牆.招牌.遮雨硼

公共浴室、機房、涼亭

教學大樓D3

發貨室

樓梯間(部份)

貨物運輸裝卸場、機車棚

A棟:教室.辦公廳.騎樓.浴室.B棟:餐廳.宿舍

公用室、控制室、分析化驗室

學校游泳池.球場運動室.資源回收室

G-3店舖.H-2集合住宅.



C2電氣室C2電纜室C2控制室C2吊物平台

G2 - 辦公室, C2- 工廠

C2辦公室

01-集合住宅

H2 - 集合住宅

店舖G-3,辦公室G-2,集合住宅H-2

D-2圖書館、活動中心

(G-2)資訊軟體業

變電站(C-2).電氣室(C-2)

01-集合住宅H-2

機房(C-2)、辦公室(G-2)

店舖(G-3)辦公室(G-2)、G1銀行

1F店舖(G-3)，2F.3F住宅(H-2)

01-住宅.停車空間

01-店鋪住宅

D2-圖書館

球員休息室看台D-1

多功能球場(D-1)

高壓氣體鋼瓶室、材料倉庫、辦公室、機房

一樓店鋪二樓住宅

C-1廠房,機械室

商場B2住宅H2自用倉庫C2

廠房(鐵棚.儲槽基礎)

店鋪,集合住宅

D4-供國中以上各級

店舖(G3)(一般零售及服務業)

工作場.儲水池

[H-2]住宅

廠房（Ｃ－１）

作業廠房及附屬空間

納骨塔、機房使用

店舖(G-3);集合住宅(H-2)

G3店舖(一般零售及服務業)

納骨塔,管理室

D-1室內游泳池

納骨堂(E1),辦公室(G-2)

變電所.備勤室

電梯間.樓梯間及機械室

維修平台及圍牆

廣告物(樹立廣告)乙座

樹立屋頂廣告架,正面招牌廣告架

屋頂招牌

昇降機設備一座

陶壁

TK2-303B儲槽

煙囪等



營業爐灶附屬槽体---等

滯洪沉砂池,圍籬

營業爐灶附屬管架

一層店鋪.集合住宅,二層至五層集合住宅

樹立屋頂廣告、正面招牌廣告

警衛室、走廊、圍牆

體育館(A-1)健身休閒(D-1)

停車場附屬辦公室(G-2)

C2廠房、G2辦公室、H1員工宿舍

廠房，員工餐廳，辦公室

C2工場，G2辦公室

檢測站，辦公室

E1教堂、H1單身宿舍，G2辦公室

C2廠房，C2員工宿舍

加油站雨棚，辦公室

汽車檢驗廠，辦公室

冷藏庫，辦公室，店舖

香客大樓

環氧乙烷儲槽及碳酸液儲槽

C2廠房，G2辦公室，H2住宅

守衛室，滯洪沉砂池，圍籬

冷卻水塔，設備架構

C1廠房，G2辦公室

旅館、停車空間

07 - 倉庫

店舖(G-3)住宅(H-2)旅社(B-4)屋頂層廣告架

員工宿舍(H-1)辦公室(G-2)

店鋪、銀行、營業廳、辦公室、住宅

臨時行宮

倉庫,廠房,餐廳及材料庫房等

一樓05-工廠二樓01-住宅

桶槽灌裝區(雜項工作物)

罐裝房

車棚、教室、資源回收室

維修辦公室(G-2)

C2自用倉庫

店鋪(G-3).辦公室(G-2).訓練班D-5).集合住宅(H-2)

G2辦公室、D2展示廳

作業廠房(C2)

微波天線電塔機房

C1-廠房

廟宇(E-1)、辦公室(G-2)

C-1廠房.戶外維修梯

C2室內渣場

02-店舖

H2-住宅。



警衛室、圍牆

H-1養護機構

C2-自用倉庫

門廊、辦公室

門廊、辦公室、社區復健中心

變電站、配水池

停車場車棚、B棟宿舍廚房增建、BC棟間走廊

廠房(冷藏倉庫C-1)

1F-店鋪(G3)，2-4F-住宅(H2)

辦公室(G2),材料倉庫(C2)

M棟遮雨棚

砂石場(C-2).破碎機守衛室.滯洪沉砂池,圍籬

員工休閒中心、員工單身宿舍

營業服務管理室.餐廳

社區活動中心、閱覽室

控制室(C-2)、存放場(C-2)

集貨及包裝處理場、育苗作業室

廠房、辦公室、單身員工宿舍

(C-1)汽車修理場

廠房C2,辦公室G2,單身宿舍

店鋪(G3)、宿舍(H1)

機電設備鋼棚

住宅(H2)門廊(00)

溫室及農業資材室

C-2廠房.集貨棚.廁所

辦公室(G2).住宅(H2)

G3店舖,H2住宅

C2-警衛室,會客室,儲藏室

集貨及包裝場

工廠(C-2)店舖(G-3)

屋頂拉線鐵塔

通信鐵塔

整地工程

C2廠房、C2控制室

馴養中心(F-4)、辦公室(G-2)、備勤室(H-1)

其他(交通用地車站專用區)

公共廁所(G-3)、敬老亭、涼亭

社會福利機構(F-3)

貯存棚(C-2)

F1醫院

員工宿舍H-1

保養廠、料件庫、遮陽棚

送貨梯昇降設備一座

G2辦公室、H1員工宿舍、G3員工餐廳

廠房(C-2)水池(C-2)

B2商場、B3餐飲業、G2一般事務所



屋頂樹立廣告招牌

C2貨物輸配所

等候空間、司令台

G2辦公室、G3店舖

G2儲藏室，G2辦公室

G2辦公室、D2社區活動中心、00機房

雨遮，陽台，機械室

H1備勤室

D4國中教室，G2辦公室

遊客服務中心、男廁、女廁

04-教室

電氣室(C-2);硫磺坑基礎及電液設施;管架RC構架(雜項工作物)

教室、車棚、洗車場

 煙囪

營業爐灶附屬構架，營業爐灶附屬管架，儲槽，圍牆

汽電共生系統

H2-集合住宅。

E1宗教設施

工廠附屬辦公室

屠宰場(C-1)、污水機房

電氣設備室倉庫

值班室.發電室

商店

店鋪.住宅.

03-辦公室G-2住宅H-2

警衛亭(G-2)

鐵路附屬相關設施之G2-辦公場所

07-自用倉庫(走私查緝保安設施)

02-店舖.住宅

A1-供集會、辦公之場所。

H2-住宅,G3-店鋪。

05-工廠(C-1)警衛室

廠房(C-2)、倉庫(C-2)、辦公室(G-2)

E1-納骨堂

C-1倉儲,G-2辦公室

門廊.社區遊憩設施(社區活動中心D-2)

機械架台〈C-1〉

陳列館D-2

(C-2)廠房、(H-2)住宅

屋頂遮陽棚

機棚(C-2)

D4學院教室

辦公管理、存放器具

傳達室(D-3)

店舖(日常用品零售及日常用品零售業)

I-加油站



廠房(C-1),辦公室(G-2)

電子遊戲場B1

廠房,門廊

資源回收站(不得做為營業使用)

雨遮棚

自用農舍意(H-2)

社區(村里)活動中心

自用農舍(B-1)

設備機座、設備架台

圍牆00

散裝塔

基礎座水池

屋頂微波鐵塔

E廟宇

廁所、工具室/器材室

B2零售市場

C1貯存場、G2辦公室

生物沉澱池，脫水機房，機械室

高壓氣體鋼瓶材料倉庫.辦公室.監控室

C-1廠房G-2辦公室

廠房(G-2).廁所

(H-2)集合住宅，(0-0)停車空間、陽台、雨遮

(H-2)集合住宅，(0-0)停車空間、雨遮、陽台

A1社區活動中心

R82儀錶空氣乾燥機工作棚

警衛室、廁所

住宅(H-2)、教堂

辦公室.車庫

(G3)店鋪、(H2)住宅

一樓住宅

乙苯回收塔再沸器

住宅、停車空間

店鋪+集合住宅

營業爐灶附屬管橋

門廳、走廊、遮陽棚、消防機房、消防水塔

(C-2)廠房、(G-3)店鋪、(H-2)住宅

C1-廠房。

器具儲藏室

多功能活動中心(A1)

G-3店舖,G-2辦公室

屠宰場,辦公室

電氣室,辦公室,樓梯間

02-店鋪G3

廠房(C-2)<A棟>員工餐廳;<B棟>機房

托兒所(F-3)、托育中心(F-3)

01住宅



01-住宅,店舖

G3-店鋪,外廊

農舍(H2)

雨遮(計入樓地板面積)(C-1)

作業廠房(C-1),變電站(C-1)

G2-辦公室、G3-店舖、H2-集合住宅

倉庫、辦公處所

水稻育苗作業室

店舖(G-3)、住宅(H-2)、集合住宅(H-1)

C2變電器室

工廠C-2;廁所00

D5-課後托育中心。H2-住宅

C-2農產品加工室

集合住宅-(H-2)

店舖(G3)、辦公室(G2)、住宅(H2)

洗車場C2

雨遮型太陽能發電設施

電氣室,泵浦室(C1)

05-工廠,汽車商場

行政中心

C-1廢水暫存槽

圍牆A段

防塵圍籬

冷凝槽

管理室.污物處理設施.滯洪沈沙池

國小校舍

辦公室(G-2)、教室(D-4)

C1汽車修理場兼辦小型車定期檢驗場所

廠房(C-2).住宅(H-2)

住宅(B-2)

C1工作場

滯洪池

廠房及附屬辦公室

店舖(G-3)辦公室(G-2)、飲食店

C2廠房、H2住宅

生活蓄水池兼消防水池

門廊、遊憩設施〈活動中心D-2〉

H1-宿舍

職員單身宿舍

司令台、廚房、守衛室

守衛室、眺望塔

工廠/材料堆置場/宿舍

既有圍牆部分拆除

作業室,辦公室

A1-供集會、表演、社交，且具觀眾席及舞臺之場所。

守衛室;圍牆(雜項工作物)



補習班、店鋪、住宅

國喬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車棚拆除工程

圍牆、雨遮、造型板、門廊、欄杆

01-自用住宅

工廠(生產線包裝場)

工廠(G-3)

托兒所(F3)集合住宅(H-2)

C2-農產品加工室

一般旅館（B-4）

機房;G-2辦公室;H-1宿舍

店舖-(G-3)辦公室-G-2)

集合住宅H-2店舖G-3

商場(B-2),店舖(G-3)

H1-養護機構

00-農業管理設施(農業資材室)

C-1倉庫

農作產銷設施〈集貨及包裝處理場〉

A2-供旅客等候運輸工具之場所-隔音牆

儲槽〈基座〉、防溢堤、樓梯

隔離牆

散貨裝卸設備工程

太陽光電發電設施

餐廳(B-3)，辦公室(G-2)

D3-博物館

C2電氣室C2空壓機房

D5課後托育中心

C1變壓器台工作棚

C-2廚餘處理廠

D1休閒運動設施(健身房)

D1風雨球場

C2卸貨場、C2倉庫

C2機械房

LPG鋼瓶儲存室

G-2辦公室H-1宿舍

室內高爾夫球練習場(D-1)

店舖(G-3)

蓄水池，住宅(H-2)

廠房

店舖(G-3)住宅(H-2)，店舖(G-3)住宅(H-2)

廁所

廁所，事務所

事務所、倉庫

軍中樂園

夾板工廠

廚房、廁所

住宅(H-2)、廁所



看守所

教職員眷屬宿舍

車庫.守衛室

棧房

磚造圍牆，棧房

磚造圍牆，廚房

倉庫(C-2)  雨棚

教會

停子腳、廚房

製水廠用

福利社

辦公室(G-2)，工廠(C-2)

廚房、浴室、廁所

住宅(H-2)  廁所

廚房、浴室、客廳

閱覽室

廠房，化驗室，浴室，廁所

集會所、腳踏車房

住宅廁所

住宅(H-2)，騎樓

電解廠廁所

帶違機支架及廊道工程

幼稚園

 店鋪住宅

水泥庫及旋梯

客車洗車操縱室

事務所住宅木材放置場

辦公室及實驗室

倉庫煤庫

倉庫、辦公

置料雨棚

拍賣場辦公室

辦公室、工

餐廳、廚

倉庫 烘房

大門車庫

餐室  廚房  浴室  廁所

教玩具庫

事務所、工廠、住

店鋪、住宅

診所(G-3)

安養中心(H-1)門廳、樓梯間

旅社、店

辦公廳、倉庫、工

店鋪,住宅

店舖(G-3)住宅(H-2)公寓



防空避難室(台電受電室)

廳舍

集合住宅

宿舍(H-1)

高雄市立醫院

禮堂.教室

廠房(C-2)、辦公室

廠房，辦公廳

休息室、看守室、辦公室

銀行(G-1)、住宅

工廠、辨公室

餐廳、旅

店舖(G-3)、倉庫

店舖，公寓

05-工廠

倉庫，辦公室，守衛室，浴廁，配電室

監工房

美容院(B-1)梯間

01-住宅

店舖、廟

兒童遊藝場(B-1)

守衛室，倉庫

候船室

公寓住宅

住宅公寓

警衛室、廠房、受電室、廁所

工廠.倉庫.辦公室.宿舍

店舖(G-3)、住宅

原木堆積製材廠、變電冷凍室

運動場所，觀眾席

供醫療照護之場所。

廠房，廁所，煙窗

鐵路電訊房

診療室、病房

教室.廁所

廚房.學生宿舍

機具保養廠

餐廳.宿舍

兒童遊藝場、餐

工廠(C-2)、宿舍

【店舖】，住宅

店舖(G-3)、旅館

店舖(G-3)補習班(D-5)

店舖(G3)，住宅(H2)，儲藏室

店舖(G3)，住宅

店舖(G3)，住宅(H2)，防空避難室



住宅(H2)

店舖G3)，住宅(H2)

避難室，廠房，辦公廳，餐廳

辦公廳舍

作車棚用

醫務.餐廳.保警室.集合場.辦公室.宿舍

公寓(H-2)、店舖

廠房、拌合

集合住宅、銀行、餐

維護室

辦公廳、餐廳

廠房、員工宿

廠房(C-2)機械間

餐廳 停車場 旅館

員工宿舍.營業室.會議室

店舖，住宅，住宅

防空避難室，店舖，住宅

辦公室，單身宿舍

店舖.住宅

餐廳.會客室.傳達室.宿舍

餐廳(B-3)、住

店舖(G-3)住宅、集合住宅

商店，住宅，管理中心

樓梯間

大門牌樓

一般工廠(C-2)、一般辦公室(G-2)、電腦中心(C-2)

辦公室.宿舍

辦公室.發音室.宿舍

辦公室.宿舍.地磅室.車庫

管理大樓.抽水站機房.消化槽.操作室

室內兒童遊戲場

店舖(G-3)、住宅、辦公室

住宅(H-2)、集合住宅

辦公室(G-2)集合住宅

辦公室 集合住宅 餐廳

攤位，店舖，廁所，辦公室，檢驗室

配電廠，製造工廠，倉庫，製品倉庫

管制站及地磅

教室.樓梯間

避難室.辦公室

教室 傳達室

托兒所(F-3)、課後托育中心(D-5)

百貨商店、辦公

工廠，倉庫，辦公室，單身宿舍

1加工處理室.2餐廳.3會客室

辦公室，廠房，倉庫



辦公室，國民住宅

店舖.住宅.旅館

員工宿舍、材料庫

集合住宅(H-2)補習班(D-5)

室內機械遊樂場

辦公室、閱覽室、大禮

避難室，廠房，辦公室

停車棚、保養間

醫院(F-1)、住宅

商場(B-2)、集合住宅

住宅(H-2)辦公廳(G-2)

課後托育中心兼補習班

儲藏室，乾燥機房，飼料，調配室，雞舍，農舍

廠房，貨棚，辦公室

廠房，辦公室，廁所

集合住宅、商

員工餐廳(B-3)

店舖 住宅 集合住宅

店舖.住宅.停車空間

工藝教室

住宅(H-2)、公寓、停車場

買菸場，辦公室，車棚，廁所

店舖(G-3)、公寓、車庫

老人福利機構(養護機構)

防空避難室兼停車空間

教室，樓梯，走廊

辦公室(G-2)視聽歌唱場所(B-1)餐廳(B-3)酒家(B-1)

廠房(C-2)、樓梯間

超級市場

店舖(G-3)住宅(H-2)補習班(D-5)

B1-供娛樂消費之場所。

集合住宅、旅館、餐

辦公室，倉庫，棚架(走廊)，員工宿舍

廠房，員工宿舍，辦公室

住宅 辦公室 商場

商場、電影院、辦公

店舖(G-3)診所(G-3)

廚房、升降機間

冷凍庫處理場、控制室

服務中心(G-2)

店舖、旅館、集合住

冷藏室、預冷室、通道

營業室休息室值夜室盥洗室

證券交易場所(G-1)辦公室(G-2)

職業訓練班(D-5)

洗車場



收容6歲以上兒童之托育中心、補習班

住宅，公寓，店鋪

作業廠房，原料堆積廠，變電室

商場、辦公室、銀行

樓梯間、機械室、水箱

銀行(G-1)辦公室(G-2)

工廠(C-1)

店舖，電影院，室內遊藝場，旅館，舞廳，餐廳

店舖，住宅，辦公室

廠房，辦公廳，員工宿舍，餐廳

棒球練習場

商場(B-2)遊藝場(B-1)

廠房、辦公室、倉庫、浴

辦公室、廠房、儲藏

店舖、住宅、騎

店舖 停車空間 集合住宅

廠房 倉庫 辦公室

騎樓、店舖、倉庫、住

店舖、住宅、騎樓、樓梯

樓梯、住宅、店

住宅、店舖、騎

騎樓、住宅、辦公室、餐

店舖、騎樓、集合住

儲藏室、住宅、樓梯

店舖、住宅、騎樓、水

警　室

住宅、店

辦公室、汽車保養場

補習班(D-5)課後托育中心(D-5)

辦公室、員工宿舍、廠

辦公室、騎樓、銀

辦公室、證券交易

視廳教室、辦公

加油站、員工休息

冷涷庫、廠

備勤、單身宿

集合住宅、辦公室、店

辦公室、餐廳、宿

集合住宅、店

商場(B-2)辦公室(G-2)

電子遊戲場(B-1)、店舖

辦公室、守　室、大

集合住宅，集合住宅

廠房，單身員工宿舍，餐廳

集合住宅、超級市

商場(B-2)辦公室(G_@)gg_@



集合住宅、停車空

停車空間、集合住

健身休閒中心(D-1)

廚房、儲藏

游泳池

焚化爐

機械室、水池、控制

托兒所(F3)補習班(D5)住宅(H2)

梯間、旅社、住

教室、辦公室、會議

旅館、門廳、儲藏

汽車修理廠、辦公

高爾夫球練習場

單身教職員宿舍

作業廠房

辦公室、骨材庫、伴合

店舖、住宅、騎樓、倉

機車停車場，辦公室，廁所，混合槽工作台

廠房，配電室，辦公室

廠房，堆積場，辦公室

廠房，單身員工宿舍

店舖、集合住宅、幼稚

店舖、集合住宅、公共設施

店舖(G-3),集合住宅(H-2)

商場(B-2)集合住宅(H-2)銀

商場、餐

店鋪 樓梯間 辦公室

加壓站、加氯機

加油

辦公室、變電

辦公室、機械室、樓梯

酒家(B-1)兼餐廳(B-1)

保齡球館、辦公

店舖、保齡球場

補習班、辦公室

店舖 辦公室

宿舍附屬餐廳(B－3)、宿舍附屬康樂室(H－1)

店舖、飲食店

辦公室，廠房，員工餐廳，員工單身宿舍

辦公室，廠房，倉庫，單身員工宿舍

辦公室 教室等

停車空間 住宅

住宅、集合住宅、儲藏

傳達室、圍

店舖.住宅.幼稚園.辦公室

店舖、辦公廳、集合住



辦公室、變電室、守　室

科學博物館(D-2)

餐廳、保齡球

辦公室、展示室、機械

自用停車場

增壓室

花棚

簡易汽車駕駛訓練班

連接走廊

F3-托兒所

廠房，守衛室，辦公室，單身員工宿舍

文化中心

水處理廠

旅社、餐

教室、活動中

教室、連接走

遊藝場、證券交易

遊藝場、證券交易場

廚房及電梯間

警　室、活動中

自用倉庫、圍

托兒所、儲藏

停車空間、住宅、儲藏

補習班、幼稚

住宅 停車空間

實習教室

辦公室、住

廢水處理

高壓氣體儲槽

觀日平台

廠房.辦公室.單身員工宿舍

拉圾分類場、車

防空避難室、羈押

傳達室及圍牆

店舖、集合住宅、辦公室、銀行

廠房，員工餐廳，辦公室，文康室

住宅，集合住宅

實習工場

車庫、圍

廠房(C-3)、辦公室(G-2)

加油棚、營業

住宅(H-2)托兒所(F-3)

辦公室(G-2)圖書館(D-2)

基礎設備

G1銀行G2辦公室H-2集合住宅

辦公室、汽車旅館



地下停車

托兒所得(F-3)課後托育中心(D-5)

教室、檢驗室

幼兒園，補習班，住宅

車庫，住宅，瞭望室

辦公室，店舖，住宅，集合住宅

加油雨棚，營業室，員工休息室

製油廠

住宅(H-2)診所(G-3)

兒童托育中心(F-3)

展示場

集合住宅(H-2)停車空間

店舖(G-3)辦公室(G-2)餐

蓄水池管理室

辦公室(G-2)汽車檢驗場

店舖(G-3).辦公室(G-2).集合住宅(H-2)

辦公室(G-2)、汽車商

飲食店(B-3)

電氣室、機房(C-2)

廠房(C-2)辦公室

服務中心

店舖，廁所

店舖G-3，住宅H-2

教室，辦公室

停車場管理室

倉庫(C-2)辦公室

倉庫(C-2)、機械

店舖(G-3)、儲藏

住宅(H-2)、補習班(D-5)

廠房(C-2)、辦公室、宿舍

涼亭、廁所、機房

辦公室(G-2)商場(B-2)

棚架

水箱、廁所、涼

廟宇及廟宇附屬建物

粗糖原料廠房

廣告看板

水處理設備、管架

店舖(G-3)兼辦公室(G-2)

托兒室、辦公室G2、廁所、樓梯

診所，辦公室，住宅

農產品集貨包裝場

店舖、集合住宅H-2

鐵棚

醫院、宿舍、辦公室

屋頂突出物



辦公室(G-2)、展覽場

辦公室(G-2)、車庫(C-1)、

店舖(G-3)住宅(H-2)、騎樓

民眾活動中

店鋪(G-3)住宅(H-2)

廢棄污泥處理室、維修室

餐廳(B-3)、辦公室(G-2)

養護機構兼護理之家(F-1)

管制站(G-2)

集合住宅H-2

店舖G-3,集合住宅H-2

樹立招牌

魔宮探險.回旋戰場.震撼影

招牌廣告物

微波電信鐵塔

榮民宿舍

捷運使用

老人福利機構之長期照護機構(F-1)

幼稚園教室(F-3)

辦公室G-2，單身宿舍H-1

店舖G-3.辦公室G-2

廠房C-2，員工餐廳B-3，辦公室G-2

C2倉庫

車庫、屋頂平台

音樂教室、軍械庫

修配廠.油原室.濾油室.

住宅、廁所

修護棚

宿舍、福利室

更衣室.廁所.服務中心.

商場.辦公室.自用倉庫.

商場、辦公室、自用倉庫

店舖(G-3)住宅(H-2、診所

辦公室(G-2)、車庫

倉儲、辦公室

辦公室(G-2)、店舖

魚產品直銷中

養護中心H-1

行政教學大樓.教室.視廳室.宿舍

管構造、基座

冷卻水塔、排放槽

托育中心(D-5)

店舖(G-3)，住宅(H-2)，補習班D-5

店舖.國民住宅

店舖、視聽伴唱遊藝場

發電廠、辦公室



倉庫、防空壕

警　室、公共廁所

廠房、倉庫(C-2)

公共廁所(D-1)

壓縮機房

店舖、餐廳、辦公室、會議室、寄宿舍

集合住宅、店舖

地下一,二樓停車空間,庫房,地上一至十二樓醫院

塔台

緩衝倉

小學教室附設儲藏室(D-3)

PUB(B-1)

商場(B-2)、餐廳(B-3)、緩衝區、其他(機電、辦公室、車道...等)

管構架、基座

店舖、住宅、停車空間

住宅(H-2)、店舖(G-3)

補習班.托兒所.住宅

住宅H-2店舖G-3

廠房.辨公室

壹貳參層自用農舍

餐廳(B-3)電氣室(C-2)

08-農舍

廠房.辦公室.員工宿舍

作業廠房.辦公室

農業設施(包裝場)

配料室(機械室)(C-2)

寺廟E

壹.貳.參層住宅

守衛室(D-4)

農業設施(工具室)

辨公室(G-2)、廠房(C-2)、單身員工宿舍(H-1)

作業廠房.辦公室.餐廳

打擊練習場.汽車修護訓練場.辦公室(G-2).宿舍(H-1)

晒衣場.宿舍(H-1)

壹~貳層住宅(H-2)

農機具儲藏室.農產品包裝處理場

垃圾分類場

農機具室及農產品集貨室

壹樓 A.外店舖.辦公室 B.攤位 C.廁所

儲藏室.廁所

守衛室.辦公室

臨時攤販集中場

廠房(C-2)倉庫(C-2)

控制室.灌裝平台

辦公室倉庫保養廠管制塔等

加油棚、辦公室



禮拜堂(E)(部份拆除)

辦公室、候工室

通信用基地台鐵塔

圍牆.排水溝.變電器基礎台

大門及花台欄杆

桶槽.儲槽.消防水池等

FR-636

什項

桶槽 等

停車場、辦公室(G-2)

寺院(E)

店舖(G-3)，集合住宅(H-2)

教室、體育館

商場(B-2)小吃街(B-3)辦公室(G-2)健身休閒中心(D-1)

店舖(G-3)、自用倉庫

機房、廁所、外廊

飲食製造業

餐廳〈B-3〉

火化場

廠房 C-2

管理所辦公室(G-2)，機械室,廁所

店舖G-3,住宅H-2

自用加油儲油站

教室D-4

訓練教室(D-4)、視聽室(D-4)、室內球類運動場(D-1)

F3幼稚園，G2辦公室

電子遊藝場

川堂.教室

污泥脫水設備機房

自用農舍.堆肥舍

臨時停車場

托兒所.補習班

農業設施(作物栽培室)

1.農業產銷設施 2.農產品集貨包裝處理場

貨櫃屋.機房

畜牧設施(管理室.堆肥舍.豬舍.污水處理池.蓄水池)

農機具儲藏室(農業設施)

住宅(H-3)

寺廟(E).紀念室(E)

行政辦公室

住宅(H-2).補習班(D-5)

LPG 鋼瓶儲存室

自產農產品集貨包裝場.農機具室

教室D4.川堂

辦公室G3.加油亭C-1

鋼瓶維修場.丙酮儲存區



騎樓.店舖(G-3)住宅(H-2)

店舖(G-3)住宅(H-2)、停車空

農機具室及自產農產品集貨包裝場

店舖兼住宅

活動空間.連絡走廊.教室

農機具室.自產農產品集貨包裝室

廠房(C-2)、變電站

收費站

廠房、辦公室

雜項工作物.儲樓

擋土設施

幼稚園(F-3)兒童課後托育中心(D-5)

辦公室(G-2)，停車空間

廠房.門廊.

陳列館

教室(D-4)一般辦公室(G-2)

店舖(G  -3)  瓣公室

D棟為1樓辦公室. 2-4樓員工宿舍

住宅門廳

店舖 G3   住宅H2

店舖G-3住宅H-2，店舖(G-3)住宅(H-2)

店舖( G-3) 集合住宅(H-2)

廠房(C-2)(換胎洗車場)

店舖(G-3)住宅(H-2)宿舍(H-1)

辦公室(G-2),住宅(H-2)

教室,辦公室,體育館,宿舍

店鋪  住宅

店舖(G-3)集合住宅 (H-2)

店舖(G3)、住宅(H-2)

射擊區、計分室、控制室、機電室、廁所

店舖(G-2)

守衛室、提款機室

店鋪（G-3），住宅（H-2）

店舖及集合住宅

(H-2)住宅

店舖(G-3)住宅(H-

車棚  倉庫

H-2住宅

12棚架C-2,13置物室C-2

研究室.辦公室.實驗室

管理室,廁所

樓梯.採光罩

G-3衛生所

農業設施資材室

倉庫(C-2),電氣室(C-2)

店舖(G-2)住宅(H-2)



店舖   住宅

廢水處理池

加油棚.辦公室(G-2)

停車場(C-1)、辦公室(G-2)

住宅(H-2)補習(訓練)班教室(D-5)

批發場所

儲藏室，儲藏室

門廊 ，店舖， 住宅H-2

守衛室、機房、垃圾處理場

農產品批發零售場

廠房(C-2)，辦公室(G-2)

自用農舍(國民住宿)

辦公室(G-2)連接走廊

自產農品加工室

農業設施(自產農產品集貨場及農機具室)

變壓器控制室

農產品展售場(B-2)辦公室(G-2)

農業設施(農機具室.集貨場)

廠房.倉庫.車棚.守衛室

工廠.倉庫.廁所

控制室(G-2)

無人機房

住宅舍H-2

廠房，辦公室，員工餐廳

自產農產品集貨包裝場

廠房(C-2).員工餐廳.辦公室(C-2)

托兒所F-3.雨棚

C電氣室D發電機是M幫浦室

水池.鼓風機室

診所G3

農業設施(儲藏室)

農機具室.管理員室

系學辦公室.教室.會議室

廠房.倉庫C-2

廠房(C-3)

傳達室.停車棚.司令台

倉庫、廠房

煙囪、鐵爬梯、工作平台

店舖(G-3)涼棚

機房(攔汙柵房)、雜項工作物(沈砂池)

教室、司令台、廁所

店鋪-住宅

圍牆(鏤空鋼架)

超市,店舖,停車空間

補習班D5.住宅H-2

W3 S4+5連鑄機北側E-F BAY廠房



旅館(B-4)，旅館(B-4)

餐廳〈B-3〉、門廊

幼稚園(F-3)，幼稚園(F-3)

住宅〈H-2

住宅((H-2)

辦公室(G-2)餐廳(G-3)

店鋪+住宅

店舖(G-3) 集合住宅(H-2) 停車空間

作業廠房.辦公室.單身員工宿舍

線材倉庫

1-4層住宅

液化燃料廠

廠房(C-2),辦公室(G-2),宿舍(H-1)

畜牧設施  雞舍

店舖(G-3)　住宅(H-2)

(G-3)店鋪 　(H-2)住宅

停車　(H-2)住宅

農業設施〈資材室〉

花卉生產用網室

拖兒所

老人養護中心(H-1)

E1

販賣部(臨時建築物)

H-2 住宅 G-3店鋪

PR-001管架及工作平台

店舖(G-3),住宅(H-3)

油槽.管路間.守衛室

住宅H-2店舖(G-3)

機械室，游泳池，閱覽室，活動中心

倉庫,廠房

休息室,貯存場,停車場

宿舍,辦公室,警衛室

廢五金/馬達堆置場

雞舍.倉儲設施

空氣中心.冰水機房.燃燒塔控制站等.

農牧用地

廠房(C1)

國小校舍新建

廠房附屬空間(C-2)

G-3店舖  H-2住宅

展示區,餐廳,辦公室,研究實驗室,

觀光飯店.集合住宅

住宅〈H2〉

店舖(G-3)，住宅（H-2）

汽車檢驗場

廠房.員工宿舍.辦公室



交通服務辦公室(G-2)

補習班D-5 住宅H-2

FRP儲水槽

廣播電台三角拉線鐵塔

顯示板

管橋

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

教室、辦公室、球場

住宅(H-2)旅館(B-4)

店舖(G-3)倉庫(C-2)辦公室(G-2)

貨櫃集散站

旅館(B-4),辦公室(G-2)

自產農產品加工室.農業資材儲存室.管理原室.水平遮蔭棚架

農業設施(蘭花栽培溫室)

 托兒所

加油棚.營業室.辨公室G-2

住宅 (h-2)店舖(G-3)

店舖 .住宅

住宅(H-2) 店舖(G-3)

停車空間 集合住宅H-2  門廊

集會堂A-1

原料推置場

辦公室(G-2),工廠(C-2)

集合住宅(H-2)，店舖(G-3)，停車空間

包裝設備架構(C-2)

廠房(C2)

廣播機房

住宅.洗車場

住宅H-2,工廠C-2

教室、動物園、儲藏室、垃圾場、司令台

守衛室及圍牆.棚架.宿舍

遊泳池看台

廚房、餐廳

倉儲設施

教堂.樓梯間.雨棚

 騎樓店鋪住宅

辦公室.更衣室.廁所

零售市場

辦公室，防空避難室

加強磚造

1~2樓店舖,3~5樓住宅

醫院(F-1)、住宅(H-2)、店舖(G-3)

店舖(G-3)集合住宅H-2

生產線廠房、倉庫、電氣室

廠房,機械室及地下管道間等(C-2)

餐廳(B-3)、店舖(G-3)、辦公室(G-2)



店舖(G-2)集合住宅(H-2)

雨遮

辦公室〈G-2〉

辦公室G2集合住宅H2

國中教室(D-4)辦公室(G-2)

一層廠房

1樓-4樓住宅

機車檢驗廠

裝倉及倉庫(C-2)

店舖.辦公室

托兒所(F-3)辦公室(G-2)

A.水處理室 B.分析室

航空站(航管作業大樓)(A-2)

停車空間,店舖,辦公室,管理員室,游泳池,集合住宅

辦公室(G-2)住宅(H-2)自用倉庫

室內球場教室,停車空間,儲藏室

集合住宅(H-2),店舖(G-3),停車空間

店舖(G-3),辦公室(G-2)集合住宅(H-2)

1F-5F=住宅(H-2)

工業營運之專業辦公大樓(G-2)

工廠(C-2)辦公室(廳)(G-2)員工單身宿舍

(G-3)店鋪(H-2)住宅

醫院附屬客服中心、外廊

商場B-2

廠房(C-2)雨遮、門廳

服務中心(附設簡易餐飲)

廢棄物資源回收貯存場.辦公室

C-2貨運站

店舖G3,集合住宅H2

農業設施〈栽培室〉

廠房C-2.集貨棚

飯店

住宅(國民住宅)

配電器材置放棚

辦公室(G-2)倉庫(C-2)

牛舍，堆肥舍，倉儲設施，飼料調配室，榨乳室

教堂.托兒所

農 舍

(D-2)陳列館(D-5)訓練班 (H-1)宿舍

廠房.辦公室.員工餐廳

店舖(G-3)住宅()H-2

托兒所F-3.補習班D-5

廠房(C-2)辦公室(G-2)員工宿舍(H-1)變電室、陽台、雨遮、消防發

教室.住宅

銀行(G-1) 辦公室(H-2)

育苗作業室、農業資材室



D-1室內高爾夫球練習場

農業設施(花卉栽培設施)

自用停車場(c-2)

店舖(G-3)  集合住宅(H-2)

廠房，廠房附屬辦公室

       集貨包裝場及圍牆

圍籬

露天物料存放區圍牆

看台、管理室、浴廁、貯藏式

水池，擋土牆

住宅(H-

工廠C2，員工宿舍

店鋪,辦公室

管理室、儲藏室

一樓店舖(G3)二~四住宅(H2)

安親班(D-5),補習班(D-5)

F3-兒童及少年照護之場所。

小學教室D-3

預鑄式儲桶,鍍鋅鋼板格柵步道及混凝土基座

店舖(G-3),住宅(-2)

農業設施(花卉育苗培養室)

作業廠房，辦公室，員工餐廳

店舖(G3).辦公室(G2)

保齡球館(D-1)遊藝場兼撞球場(D-1)視聽伴唱遊藝場(B-1)

衛生所、宿舍

工棚

辦公室,車棚

教室、活動中心、傳達室

店舖(G-3) 辦公室(G-2)

壓縮機房(C-1),電氣室(C-1)

辦公室(G-2)電氣室

商場(B-2)、停車空間

停車空間,涼棚

G-3 店舖 H-2集合住宅

店舖(G-3)辦公室(G-2) 住宅(H-2)

店舖(G-3).自用倉庫.集合住宅(H-2)

停車塔

店舖(G-3),集合住宅((H-2)

托兒所(F-3)課後托育中心(D-5)補習班(D-5)

店鋪/集合住宅/停車空間

辦公室 (G-2)

店舖(G-3)、辦公室(G-3)、集合住宅(H-2)

洗車場(C-2)

廠房(C-2)、設備平台、電器室

店舖(G-3) 住宅 (H-2)

銀行(G-1)、辦公室(G-2)、住宅(H-2)



托兒所(F3).課後托育中心(D5)

一至四層住宅

農業設施〈菇類栽培場〉

機械設備構架(C1)

G-3店舖,H-2住宅

一樓店舖G-3，二,三樓住宅H-2

店舖(限日用品零售及日常服務業)

豬舍，飼料調配室，堆肥舍

工廠附設倉庫

住宅(H-2)、停車空間、門廊

集合住宅(H-2)、停車空間、門廊、門廳

廠房.消防機房.單身員工宿舍.辦公室

公共廁所、涼亭

門廊,廠房,辦公室,變電室

(住宅)

一樓~四樓住宅

壹樓店鋪

農業設施(花卉育苗培育室)

作業廠房,辦公室,員工餐廳

農產品加工室(C-2)

廠房(C-2)消防機房.配電室.辦公室(G-2)

辦公室G2住宅H2

G2政府機關

教堂、教室、單身宿舍、辦公室

工廠(C2)、工廠(C1)、守衛室

店舖G3、住宅H2

店鋪.冷藏室

汽電共生機房（C-2）

集塵設備及煙囪

PC基椿

造型牆

C4提純雜項工作物

滯洪沉砂壩,排水溝,陰井,圍籬

辦公室(C-2)作業廠房(冷凍庫)(C-2)員工休息室(C-2)

廠房(C-1)(C-2)變電室(C-1)包裝室(C-2)工作場(C-2)

商場(B-2)兼餐廳(B-3)

店鋪(G-3), 集合住宅(H-2)

客用昇降機

商場(B-2)小吃街(B-3)辦公室(G-2)餐廳(B-3)

門廳、機車停車棚

煙囪、風車設備平台、集塵器設備基礎、散裝倉(集塵筒倉)

升降機設備

升降梯，廁所

廠房，電氣室

辦公室，警衛室

教室，發電機室，儲藏室



大學教室

工廠(C-2)，辦公室(G-2)，員工宿舍(H-1)

店舖集合住宅(H-2)

工廠，辦公室，員工宿舍

00農業設施(育苗作業室)

店鋪(G-3),辦公室(G-2)

自動倉儲.廠房C-2

冷凍庫、操作場

避難室、廠房、廁所、守衛室

加油站(甲坡道車道)

車站(A-2)倉庫(C-2)

辦公室(G-2)鍋爐房

預熱機房

G-3店舖 H-2 住宅

司令台.遮陽棚

門廊,高中教室(D-4)展示廳(D-2)

住宅 (H2)

小學(D-3)、國中(D-4)教室、辦公室、守衛室

G2辦公室G2員工文康室C2倉庫C2材料倉庫C2地磅室

D3-供國小學童教學使用之相關場所

辦公室(G-2)加油棚(I-1)

店鋪(G-3)健身中心(D-1)

乙種汽車修理場(C-1)

工廠 C-1

C-1作業廠房

服務中心(辦公室)(G-2)

室內體育場所

加油站(I-1)

原料堆置場(C-2)

商場、超級市場(B-2)小吃店、餐廳(B-3)展示

(G-3)店鋪

廠房.廁所

香客大樓(E)

C-1工廠(動力>15匹馬力或電熱>60千瓦)

補習班.住宅

廁所,遮陽棚

工廠(C-2)、宿舍(H-1)、停車空間、發電機室兼消防PUMP室

1F-停車空間,2F-G3餐飲店

農業設施(盆栽育苗作業室)

廠房(C-2)、辦公室(G-2)、住宅(H-2)

防空避難室兼停車空間,維修工廠,停車空間,配電盤室

I.危險廠庫C2.一般廠庫

詳備註欄

汽車修理場C1.一般零售業B2.辦公室G2.一般事務所G2.健身休閒D1

教室，圖書館，圖書館

F3-兒童福利設施



店舖(G-3)、集合住宅(H-2)、補習班(D-5)

農業設施〈育苗作業室〉

原料倉庫〈C-2〉

H-2農舍

辦公室住宅

ㄧ樓店舖二~五樓住宅

01-住宅(H2)

廣告牌塔

電梯昇降設備

廢水處理設施

雜項工作物-冷卻水塔

,住宅(H-2)

電器室(C-2)辦公室(G-2)空調機房(C-2)機房(C-2)

收費亭

加油站(C1)辦公室(G2)

電器室(C-2)電纜室(C-2)變壓器場(C-2)

課後托育中心兼補習班(D-5)

升降機及走廊

C2廠房、G2辦公室，H1員工宿舍

00農業資材室、00溫室

店舖(G-3).住宅(H-2).停車空間

聚酯粒儲槽構架，鋼製儲槽

 農業設施(花卉育苗室)

廠房(C1)辦公室(G2)守衛室.電氣室

水溝，道路

設備架構，中間槽體

C1工場

高中教室辦公室

 工廠

H2住宅，G3店舖

純水機室

工廠(C-2) 倉房(C-2)

電機室、控制室、鍋爐房

解剖室(G-2)、糞便處理場

機踏車棚(C-2)

廠房.控制室

氯氣室

廁所及變電室、雨遮

冷凍庫(C-2);住宅(H-2)

D1-運動健身中心

G3 - 飲食店.辦公室

辦公室(G-2),集合住宅(H-2)

轉運站,商場(B-2)

G3-店鋪，H2-集合住宅

C2工作場C2工作場(附設管道孔)

守衛室.管理室G-2



室內體育場所(D-1)

、

G3(店鋪),G2(辦公室)

貯存棚(C-2)、廠房(C-2)

學校附屬廚房

G3-店舖、H2-住宅

01 - 集合住宅(H-2)

店鋪G-2,住宅H-2

資材室(農業設施)

店鋪（G-3）辦公室(G-2)集合住宅（H-2）

(H-2)自用農舍

浴室、廁所

鍋爐房(C-1)空壓機房(C-1)化驗室(C-1)

日常用品零售業、集合住宅

涼亭.門廊及飲食販賣部.膜構風帆亭

訓練教室、機房、工廠、辦公室

羽球場.球員休息室

農業設施-溫室

校舍D4

廠房(C-2),機械室

店舖(G-3)日常用品零售及日常服務業

宗教設施(E)、辦公室(G-2)

(H-2)農舍

一.二.三.四層住宅

昇降機間(H2)

畜牧設施(管理室、牛舍、倉儲設施)

室內地下水池

污水處理池(1)

設備架構、儲槽設備基礎

店鋪(G-3).集合住宅(H-2).停車空間

門廳、托兒所(F-3)

屋頂樹立廣告、正面式招牌廣告

加氣站(辦公室使用)(I-1)

集塵設備、設備基礎座

樓梯昇降機，架空走廊

G3店舖,H2集合住宅

00門廊，H2住宅，C2工場(廠)

廁所，涼亭

店鋪(G3)、集合住宅(H2)

店鋪.集合住宅.停車空間

農業包裝室，農業資材室

店鋪(G3),集合住宅(H2)

H1浴室，H1廁所

H1老人養護機構

調度室及圍牆

餐廳(B-3)、辦公室(G-2)、電信機器室(C-2)



倉庫(C2)

看台(A1)、廁所、機房

運動場看台

構架，管架，防溢堤，貯槽

 店舖(G-3)集合住宅(H-2)

圖書館,門廊,發電機室

電氣控制室(C-1).工作棚(C-2)

辦公場所、店舖

D4大學教室

C1變電所

C2工廠.守衛室.地下消防水池

管制站.變電站.蓄水池

廁所,工具室/器材室

00-廁所

廠房(C-2)、廁所

05-工廠,辦公室

02-店舖(一般零售及服務業)

泡沬槽,消防幫浦房,壓縮機房

機械設備室(C-2)

堆置場(C-2)

遊藝場、資訊休閒服務場所

01-店舖.集合住宅

G2-辦公室。

01-住宅,門廊,樓梯間

廠房附屬辦公室、廠房附屬員工宿舍

D3-小學教室

診所(G-3);住宅(H-2)

管架、設備架台、桶槽、儲槽、泵浦、油水分離池

節目傳送系統用鐵塔

廣播塔

(C-2)砂石碎解洗選場

太陽能自用發電支架工程

宿舍(H-1)、門廊

(G-3)店舖、(G-2)辦公室、(H-2)集合住宅

文康中心，辦公室

店舖(G-3),住宅(H-2),機械室

兼停車空間

C2工廠，G2辦公室

H2農舍，集貨包裝場，水塔

D2文教設施(藝術館)

G2辦公室、C2廠房

(H-2)集合住宅，(0-0)停車空間、樓梯間

觀光遊憩管理服務設施(其他遊憩服務及管理設施)

G3店舖；H2住宅

E1寺廟

住宅(H-2)、廟宇



車庫\機房\水池

住宅、倉庫

D3小學教室、車棚、圍牆

煙囪、車棚

廠房、辦公室、防空避難室

C2污物處理設施，大門圍牆

砂石碎解洗選場

A煙囪

辦公室.餐廳.員工宿舍

停車空間,防空避難室,台電配電場所,集合住宅

02-店舖、住宅

辦公室、加油亭

地下層連接空間

資料館(D-2)

店鋪(G-3)、辦公室(G-2)

09-旅館

店舖(兼飲食店)(G-3)

G3-店鋪。H2-集合住宅

警衛室雨棚

C-1廠房,廁所

02-店舖,住宅

自用加油站

涼亭、迴廊

店鋪(日常用品零售及日常服務業)，住宅

D2-圖書館、辦公室、教室

D1-健身服務場所，G3-公共廁所

B2:店舖E1-寺院(供宗教信徒聚會之場所)

C1-工廠

農舍、農業設施(農業資材室)

廟宇E1

(E1)宗教設施(牌樓)(G3)公共廁所

集合住宅H-2停車空間

(C2)廠房.消防水池

幼稚園(F-3)課後托育中心(D-5)

住宅(H-02)

電子遊戲場、資訊休閒服務業、視聽歌唱場所

遮雨棚、祭祀棚

畜牧設施(鴨舍)

C1-供儲存、包裝、製造、檢驗、研發、組裝及修理工業物品，且具、

07-倉庫、辦公室

癌治療醫院(F-1).店舖(B-2)

A棟營業爐灶附屬構架

4D動感劇院--身歷其境

G3-店舖H2-住宅

辦公室(G-2)、檢查哨站(C-2)、貨櫃集中倉棧(C-2)

B1視聽歌唱場所



D2參訪教學中心

冰存館.靈堂.禮堂

(E1)宗教設施

農業資材室(H-2)

農作產銷設施(集貨場)

03-辦公室工廠

兒童福利設施F-3

D1-健身服務場所、G3-公共廁所

作業廠房、辦公室

E1服務中心

辦公室(G-2)、證券交易場所(G-1)

國小教室、司令台、車棚

02-工廠,住宅

主控室,骨材庫

工廠.辦公室.員工宿舍.警衛室

儲藏室、戲台

太陽光電發電設備

D-1健身休閒中心

臨時自用住宅

F3-幼稚園。

D-2體育館,D-3教室

F-2啟智學校(風雨球場)

D-5課後托育中心

變電室、蓄水池

一般室內養殖設施

旅社.視廳歌唱場所

店舖G-3(一般零售及服務業)

倉庫電氣室

停車空間,防空避難室,集合住宅

01-住宅、03-辦公室

D1-供低密度使用人口運動休閒之場所。

(G-2)辦公室、(H-2)集合住宅

C-2-工廠

守衛室00

H3:店鋪H2:住宅

冷凍庫(C-1)

H-2-住宅，住宅(H-2)

1F：幼稚園(F-3)2F：補習班(D-5)

B-2展覽場(館)

學校(羽球館)

03-辦公室00-育苗室(花室)

住集合宅(H-2)

(H-1)養護中心

01-店舖.住宅

01-住宅(H-2)店舖(G-3)

一般旅社(B-4)住宅(H-2)



水池遮雨棚電氣室

作業廠房、空壓機房(C-1)

99-農業資材室

棚架(00)

C2-廚餘處理廠

自來水配水池

管構架

資訊軟體業G2

E1宗教設施(活動中心)

店舖(G-3)住宅(H-2)、辦公室(G-2)

(H-2)住宅，(00)門廊、陽台

店舖G3辦公室G2住宅H2

水池、基座及設備平台

G2店鋪

C2機械室

儲槽(石油醚)

D社區活動中心

殯儀館.納骨塔

住宅(H-2);停車空間(00)

集貨運銷處理室(C-2)

推廣教室(D-5)

倉庫(C-2)、機械房

銀行、辦公室、住宅

住宅，店舖(G-3)

D3-國小教室

臨時建築權利人之自用住宅

托兒所、托嬰中心、課後托育中心

店鋪Ｇ－３住宅H-2

工作場(灌充站)

C2-農產品加工室。

辦公室,H1-住宿,E-教堂

H-1宿舍;00機房及室內停車場;G-3衛生所;G-2辦公室

舖(G-3)

F-3幼稚園

低密度住宅(H-2)

辦公室(G-2)頭端機房(C-2)

F1-護理之家

長期照顧機構(F1)

日常用品零售及日常服務業

門廳，走廊，遮陽棚，消防機房，消防水塔

營業爐灶附屬構架，中間儲槽

反應區設備架台

C2廠房，G2辦公室，H1單身員工宿舍

I1加油棚，公共廁所

機械室。卸貨區

廠房(C-2)、電氣室(C-2)



辦公室〈G2〉、備勤室〈H1〉

維修樓梯、機械室

一般農業區蓄牧用地

登記站、車棚

廢水暫存池

(A棟)住宅(H2)(B棟)廠房(C2)

作業室、溫網室

校史館.倉庫

倉庫,避難室

辦公室(G-2)、候車室

C2工作場

雜項工作物(汙水處理池)

#47成品倉庫

G2-辦公室、防空避難室

H-2自用住宅

辦公室(G-2)

教室

抽水機房

廚房、倉庫

廁所樓梯

地下秤

住宅(H-2)，圍牆

豬舍及牛舍

物置

增建騎樓

看臺

化驗室汽車庫、工廠廁所、排水溝

煙筒

碎水塔

餐棚

木造圍牆

置場

店舖(G-3

宅(H-2)

停子腳  涼棚

教室住宅

變電所

住宅(H-2)，倉庫

值日室

廁所浴室

集合住宅(H-2)銀行(G-1)

浴室廁所

集合住宅(H-2)辦公室(G-2)

公館

腳踏車停車房

住宅(H-2)，，店舖(G-3)



倉庫班公室

辦公室、倉庫

事務所、倉庫、工廠、水塔

住宅(H-2)辦公室(G-2)

機械室

乳化重合室

泥漿水庫

生料庫

教室.工廠 . 倉庫

磨房

水汞室

辦公室 . 警衛室 . 倉庫

事務所店鋪

0

所房

工廠及廁所

活動中心教室

店舖、住宅、廠

辦公室  工廠  倉庫

特別教室

加油站、辦公室、服務

工廠、辦公

兵舍

服務部

眷屬宿舍

護理之家

國民宅住

店舖、旅社、餐廳

辦公廳(G-2)、營業

號誌樓、看柵

號誌、繼電

店舖(G-3)宿舍(H-2)

飯店、旅社

太平梯

(G-3)診所

職員宿舍，女工宿舍，水塔

倉庫.宿舍

教室.辦公室

電子遊戲場、遊藝場、店舖、門廳、歌廳、保齡球館歌廳

工廠、倉庫

辦公室、工廠、倉庫

停車空間

廚房.餐廳.廁所

G3-供一般門診、零售、日常服務之場所。，店舖(G-3)

工廠(C-2)、廁所

店舖， 住宅



辦公廳.水塔.車棚

管理員辦公室

走廊、宿舍

辦公、倉庫、車

倉庫、員工宿舍

工廠、辦公廳、單身宿

工廠、倉庫、員工宿

辦公室(G-2、廠房

店舖及市場，辦公廳，住宅，檢驗室

辦公

住宅(H-2)、儲藏室

廠房(C-2)、倉庫

配料室.冷卻機房

碎石機房.水泥磨房

試驗工廠

守衛室、變電室

守　室

廠房，倉庫，鍋爐房，守衛室

浴廁

辦公用

病房

司令台

廠房(C-2)、單身宿舍

店舖(G-3) 住宅(H-2)

辦公室、集合住宅

店舖(G-3)公寓    )

店舖(G-3)公寓(h-2)

美容瘦身中心(D-1)

辦公室、倉

游泳池，觀眾台

修女宿舍

店鋪.住宅

消防車庫.宿舍.辦公室

餐廳、電影院

銀行、宿舍

視聽歌唱場所(B-1)兼店舖(G-3)、辦公室(G-3)

補習班(D－5)

托兒所、課後托育中心

住宅、旅社、服務

廠房，倉庫，衛生設備

倉庫 辦公室

電聯車庫

散裝谷倉

店舖 住宅 公寓

辦公室(G_2)

商場、戲院、餐



旅館(B-4)、視聽伴唱遊藝場所

店舖(G-3)、公

店舖、辦公室、公寓

PUB

店舖(G3)，住宅(H2)

住宅(H2)，店舖(G3)

防空避難、辦公廳

店舖，住宅，儲藏室

隧道窯，廠房，工務室廁所

緊急照明發電機室

地磅用

倉庫.辦公室

運轉辦公室

公用涼亭

店舖 辦公室 餐廳 公寓

店舖(G-3)、辦公室

單身員工宿舍(H-1)

公寓、店舖

補習班(D-5)、辦公室(G-2)

【店舖公寓住宅

活動中

辦公室、展覽場、藝文服務中心、交誼廳

自動機房

槽體操作間

機車棚

農舍，農舍

公寓、辦公

兒童托育中心(D-5)

店舖(G-3)遊戲場(B-1)

辦公室、冷作

辦公室、廠房、單身宿

辦公室、廠房

店舖，國民住宅

住宅，停車空間，集合住宅

散裝榖類倉庫

保養廠.值日室.辦公室

機械倉庫

醫院

教室.樓梯

辦公室(G-2)、單身宿舍

店舖、國宅

防空避難室，倉庫，單身員工宿舍

店舖，攤位，辦公室，檢驗室

研究生宿舍

避難室.倉庫

車庫.浴廁.儲藏室.員工餐廳



校舍.辦公室

店鋪、集合住宅

店舖(G-3)、公寓、住宅

加油站營業站屋(辦公室G-2)

店舖住宅、集合住宅

店舖.住宅.公寓

餐廳(B-3).店舖

集合住宅、辦公室

02-商店

管理室，倉庫

辦公廳,教室

市場(B-2)民眾活動中心(D-2)

幼稚園教室、活動

店舖(G-3)、市場、倉

店舖.停車空間.公寓

辦公室，活動中心

守衛室，廠房，辦公室，會議室，單身員工宿舍

倉庫，工廠，守衛室，停車蓬，廁所

管理房舍

住宅、辦公室、廠房

店舖、集合住宅、門廳

吸塵變電室

辦公廳，中山堂

課後托育中心兼補習班(D－5)

店舖、餐廳、自用商品倉庫

電影院、放映室、室內遊藝場、商場

電影院(A-1)

1浸　G-3)辦公室(G-2)

防空避難室、旅館、美容院、樓梯間

辦公室(G-2)教室

辦公廳，冷凍庫，調理室

店舖(G-3)集合住宅(H-2)，店舖(G-3)集合住宅(H-2)

集合住宅(H-2)住宅

倉庫,變電室、辦公室、警衛室、控制室

加封站

作業室、辦公室

辦公室，廠房，員工單身宿舍

工廠，辦公室，機械室

集合住宅、辦公室、銀

商場、辦公

店舖、商場、集合住宅

教室、樓梯

金融機構(G1)、門廳及梯間

餐廳、住

小型社區復健中心(H-2)

材料堆置場



廠房.倉庫.辦公室

寺廟

教室、實習工廠

電子遊戲場(B-1)住宅(H-2)

托嬰中心

廚房、特別教

診所(G-1)

商場(B-2)辦公室、銀行

店舖、文理補習班、住

堆貯場

店舖、商場、餐廳

員工宿舍、辦公室、加油

美容院(B-1)美容瘦身中心(D-1)

避難室 辦公室 樓梯間

店舖 住宅 樓梯間 儲藏室

住宅 門廊

廠房 辦公室

避難室、辦公室、樓梯

騎樓.住宅.店舖

輪渡站

門廊、住宅

瀘渣堆積棚

住宅、騎樓、店

停車空間、店舖、辦公

室內兒童樂園(D-1)

集合住宅、

避難室、店舖、辦公

避難室、辦公室、廠

防空避難室、廠

管理房、樓梯

騎樓、門廳、旅

店舖、集合住宅、住

辦公室廠房材料堆置場倉庫

店舖、辦公室、宿

教室連接走廊

鋼料儲藏室及保養室

餐廳、辦公室、視聽教

員工休息室

油漕基礎

倉庫、休息

住宅、辦公室、幼稚

辦公室、自用倉

電子遊戲場、室內兒童樂園

百貨商場(B-2)補習班(D-5)

教室、玄

公寓、店舖、住



辦公室、門廊、廠

加油棚

學校用地

店舖、集合住宅、旅

集合住宅、住宅、店

辦公室、電氣

車棚、物品升降

辦公室、儲藏室、商

補習班、儲藏

教室，特別教室

店舖、集合住宅、停車空

集合住宅、補習

辦公室、證券交易所、銀

幼稚園(F-3).辦公室

機車棚、站屋、員工休息

保齡球館

旅館、辦公室、店

電氣室、控制

辦公室、集合住宅、商

氯氣室、空壓機房、幫浦

辦公室、康樂

撞球場

住宅、店舖、騎樓、樓梯

醫院、住

住宅、浴

集合住宅、店舖、騎

宿舍(H-1)辦公室(G-2)

觀光遊憩管理服務設施

門廊，工廠，倉庫，單身宿舍

工廠，倉庫，單身宿舍

消防訓練塔、車輛維修

住宅、停車空

店鋪、住宅、集合住

店鋪(G-3),集合住宅(H-2)

店舖、銀行、集合住

柴油車庫

餐廳、儲藏室、辦公

店舖、住宅、補習

   建築管理資訊系統

辦公室、法庭

騎樓、幼稚園

商場、餐廳、倉庫、停

辦公室 機械室 器材室

演藝、體育場、研習

集合住宅(H-2)超級市場

辦公室、冷藏室、倉



09-旅館(B-4)

遊藝場自用倉庫保齡球館

辦公室(G-2)、化驗室

證券交易場所、辦公室(G-2)、集合住宅(H-2)

辦公室、餐廳、住

餐廳集合住宅辦公室店舖

店舖、辦公室、零售市

污水處理池，廠房，半成品倉庫，辦公室

(G3)醫院

店舖，零售市場，倉庫

配電室，廠房，倉庫，單身員工宿舍

辦公室、視聽伴唱遊藝

店舖、銀行、辦公室、住

餐廳、福利

昇降機管道間

銀行 辦公室

店舖、住宅、幼稚

餐廳.辦公室

警　室兼會客室

原料庫材料庫

辦公室、咖啡廳

商場、銀行、集合住

証券交易場所、辦公

研究室

廠房、宿舍、辦公

商場，集合住宅

商場、俱樂部、餐廳

商場，停車場

連接走廊(玄關)

臨時攤販市場

證券交易場

托兒所、補習

遊藝場、住

車棚、圍

貨櫃倉庫、發電機

汙水處理場

抽水站、機械室

鋼構管架、操作平

室外多用途空間

補習班(D-5)、證券交易場所(G-1)

辦公室、銀行

視聽伴唱遊藝場所兼餐廳

店舖，停車空間，住宅

儲藏室.宿舍.倉庫.服務所

咖啡廳、辦公

受電室、變電



停車空間、倉

辦公室、單身宿

辦公室、活動中

軟瀝青儲槽

幼稚園、辦公

工廠、員工宿舍、辦公

倉庫、機械

住宅、護理之

視聽伴唱室

店舖(G3)、集合住宅(H2)、辦公室(G2)

G3店舖

會議室(D-2)餐廳(B-3)

辦公室 ，廠房

店舖，住宅，國民住宅

自用倉庫(C-2)

納骨塔

辦公室(G-2)作業廠房(C-2)

熱軋成豬倉庫(C-2)

警　宿舍及崗

辦公室、守　室(G-2)

托兒所(F-3)辦公室

污水處理廠

辦公室(G-2)飲食店(B-3)

辦公室(G-2)、機房、門

漁業專用辦公大樓

辦公室(G-2)、補習

飲食店(B-3)店鋪、辦公

儲存槽、冷怯水池、廢水

辦公室、漁民招待

店舖(G-3)集合住宅(H-2)

托兒所，住宅

H2住宅

廠房C-2，辦公室G-2

店舖(G-3)住宅(H-2)儲藏室

渡船站、司機休息

圍牆、校

辦公室(G-2)、餐

住宅(H-2)、停車空

警　室、儲藏

辦公室、儲藏室、機械

辦公室(G-2)美容室(G-3)

集合住宅(H-2)補習班

辦公室(G-2)電信機房

機場用地

擋土牆、花架

　星天線接收站



設備基礎、圍

活動中心,辦公室,廁所

停車場 C-2

教室(D-4)

托兒所(F-3)課後托育中心(D-5)

廠房(C-2)控制室(C-2)變電站(C-1)

短期訓練中心(D-5)

店舖，集合住宅，社區中心

工務所

工業用

住宅、防空避難室

醫院(F-1)、停車塔

銀行-証卷交易所-辦公室

電氣室(C-1)

電氣室、電纜間

門廊

廠房(C-2)、電氣室

飲食店、辦公室

補習班(D-5)、集合住宅

辦公室(G-2)、加油站

分析室

店舖(G-3)、浴廁

商場(B-2)辨公室(G-2)

植栽管理室

G-3診所

店舖G-3，集合住宅H-2

直銷展售中心，涼亭，走廊，遊客服務中心，客廳

廠房、辦公室、倉庫

辦公室(G-2)、廁所、車棚

機房、水池

辦公室(G-2).倉庫

台電配電室

車棚、魚池

陽台

升旗台

昇降機間

學校活動室、消防水池

魚貨處理場

廁所、車棚

辦公室(G-2)托兒所(F-3)

寄宿舍

水產品展售攤位

辦公室(G-2)、場房

設備平台

遊藝場(B-1)兼店舖(G-3)

店舖(G3)住宅(H2)



L管構架、基座

辦公室G-2

店舖，集合住宅，國民住宅

幼稚園(F-3)，課後托育中心(D-5)

警察局

勤務宿舍、餐廳

店舖(G-3)、住宅(H-2)

倉庫(C-2)廁所(C-2)

店舖.餐廳.辦公室.會議室.寄宿舍

金融保險機構(G-1)

廠房(C-2)、散裝倉

電子遊戲場、室內機械遊樂場

C2廠房

農產品集貨場及農機具室

廠房C-2、辨公室G-2

停車場C-1

加油棚 站屋

農業設施(農產品集貨包裝室)

農業設施(集貨場)

加油亭.辨公室

廁所(公二使用)

壹層農產品集貨包裝室

教室.川堂.廁所.樓梯間

廠房(C-2).廁所

遊藝場B-1

廠房.守衛室

飼料倉庫.倉儲設施.豬舍.堆肥倉庫.污水處理廠

畜牧設施

畜牧設施(豬舍)

育苗中心作業室

店舖.旅社.住宅

辦公室.廠房

店舖(G-3)、住宅(H-2)、停車空間

遊藝場B1(資訊休閒服務業)

臨時工作房兼昌庫

壹層農機具室.乾燥室

廠房(C-2)、守衛室、機械式

壹貳層自用農舍

住宅H-2.店舖

貯(冷)藏場(庫)(農業設施)

停車場(C-1).停車場管理員室

店舖、住宅、倉庫

通信用基地台

停車場(甲區)

管架.排水溝

基座及原料儲槽



批發市場

辦公室(G-2)、運動區

教室(D-3)體育館(D-1)

教室、辦公室、室內游泳池、室內球類運動

商場 餐廳 電影院 停車空間

真空泵浦室

餐廳、辦公室、住宅

店鋪（G-3）、住宅（H-2）

店舖(G-3)，辦公室(G-2)，住宅(H-2)

(H-2)

店舖(G-3)辦公室(G-2)餐廳

輸送帶包封

廠房(C-2).帶運機包封

廠房.發電機室

自用農舍.貯冷藏室

店舖(G-3)住宅(H-2)、停車空間

停車空間、店舖(G-3)住宅(H-2)

遊藝場及資訊休閒服務業(B-1).住宅(H-2)

臨時展示場

農機具室及農產品集貨場

自用農舍 H-2

壹層住宅(H-2)

畜牧設施(倉儲設施)

住宅.店舖.補習班

畜牧設施(倉庫設施)

教堂 E

儲藏室.休息室.準備室.戶外戲場

加油棚.站屋

農產品包裝室及農機具室

住宅(H-2)、門廊

農具室.水塔

集合住宅、停車空間

廠房C2.辦公室G2.員工單身宿舍

(H棟：門廊.辦公室(G-2).停車空間.樓梯間.機械室) (I棟：守衛室)

石油氣容器儲存室

G2辦公室，圖書室

機房.中水池

營業室.加油亭

門廊.住宅(H-2)

農業設施(農機具室及包裝室)

遊藝場 B-1

維修車庫

休息室.儲藏室.游泳池

住宅、飲食店

店舖、車庫

儲槽、壓縮機房



設備管架

電信鐵塔

設備主鋼架

店舖  集合住宅

教室(D-4)、廁所、樓梯、器材室、警衛室、資源回收室

店舖(G-3)住宅(H-2)停車空間

店舖(G-3)住宅(H-2)教堂

幼稚園(F-3)兒童課後托育中心(D-5)補習班

騎樓門廊辦公室旅館儲藏室機械室

佛教文物陳列館

廟(E1)

金融機構辦公室集合住宅(H-2)

電氣室   辦公室

D棟為1樓辦公室. 2樓單身員工宿舍3-4樓工廠

G3店舖  H2住宅

工作場C-2

餐廳 (B-3)辦公室(G-2)

加油(氣)站

廁所、遮陽棚、機車棚

店舖(G-3)補習班(D-5)住宅(H-2)

養護機構  (H-1)

備品室 電氣室

葬儀社、梯廳

旅館、辦公室

店舖 G-3  住宅 H-2

店舖(G-3)、住宅(H-2)、集合住宅(H-2)

店舖(G3)住宅(H-2)

自用倉庫(C-1)

醫院+店舖+宿舍

一般辦公室(G-2)

住宅 (H-2).門廊

(G-3)店舖(H-2)住宅

集會堂(A-1)

廠房(C-2)；辦公室(G-2)

住宅(h--2)

集合住宅(H-2)  停車空間

廠房.車棚

店舖  G-3

一樓住宅(H-2)二樓住宅(H-2)

店舖(G3)、集合住宅(H-2)

廣告招牌設立

希望之塔

店舖(G-3)住宅(H-2)外廊

大門、圍牆

店舖(G-3)倉庫(C-2)集合住宅(H-2)

配電盤室(C-2)



汽車修理廠(C-1)

店舖(G-3))

辦公室、作業廠房

D5-課後托育中心、補習班

兒童遊戲場 (D-1) 店舖 (G-3)

大專

高中(D-4).附屬升降梯

診所G-3、住宅H-2

候車亭

廠房(C-2)辦公室(G-2)員工宿舍(H-1)

農機具室及自產農產品包裝室

自月農舍

廠房(C-2)住宅(H-2)

店舖(G-3)、停車空間、住宅(H-2)

警衛室.車棚.雨棚

門廊G-2

廠房C2.辨公室G2

污水處理之機房.垃圾回收區

店鋪(G-3)，集合住宅(H-2)

農產品展售場(B-2)，辦公室(G-2)

資訊休閒服務場所(D-1)，遊藝場(B-1)

農具機室

自用農舍(H-2)

住宅H-2、停車空間、門廊

廠房(C-2).辦公室.員工單身宿舍

廠房.辦公室.機械室.水塔

農業設施(農業資材室)

廟宇(E)，住宅(H-2)

餐廳(B-3)，電影院(A-1)

宿舍(H-2)

隔離牛舍室.檢疫操作場

供行動不便者使用之坡度道

工廠,辦公室,倉庫

沉砂池、擋土牆

1F店舖G3.2-5F住宅H2

辦公室(G-2)、集合住宅(H-2)

旅館,辦公室

一樓店舖二三四樓住宅

住宅；店舖

店舖(G3)、集合住宅(H2)

補習班D-5幼稚園F-3

倉庫,辦公室

店鋪G-3 住宅H-2

儲藏室.

集合住宅(H-2),辦公室(G-2)

 住宅(H-2)



倉庫(C-2)，倉庫(C-2)

1F:店舖2~4F:住宅

一層店鋪.二~四層住宅

守衛室(C-2)

教室,防空避難室,消防泵浦室,垃圾場,樓梯間

訓練塔.閃燃實驗室

坐牢

社區出入口.燈柱

幼稚園(F-3)補習班(D-5)

 集合住宅(H-2)

教室(D-4),活動中心(D-4)

店舖（G-3）,住宅（H-2）

集合住宅,店舖,停車空間

自用加儲油設施(遮雨棚)

廠房C-2,辦公室G-2

農業材料室

資源回收室(D-3)

店舖 門廊 廁所

原料堆置場

停車場管理室，倉儲水塔

廠房,倉庫,機房

一樓店舖(G3)二~四樓住宅(H2)

廠房,工作遮棚

G3店舖H2住宅

H-2住宅 G-3店舖

污水處理(C-1)廠變電站(C-1)

農業設施(溫室)

豬 舍

 住宅H-2

農業設施(花卉栽培室)

停車空間、住宅(H-2)

 店舖.住宅

C2-工廠

G3-店舖、H2-集合住宅

商場,倉庫

店鋪   住宅

住宅(H-2)　店鋪(G-3)

警衛室、儲藏室、校門牌樓

D-2(社區活動中心)

遮棚

巨大廢棄物處理廠

飲食店.儲藏室.門廳.辦公室

店舖 G-3  住宅H-2

教室,機械室,變電室

廠房.辦公室.倉庫

集合住宅 停車空間



店舖,停車空間,住宅

店舖 集合住宅 停車空間

機械房,變電室(D-4)

辦公室,更衣室,廁所,販賣部

一般住宅

展示區,餐廳,辦公室

農業設施〈資材室、農具室、管理室〉

商品藝文展覽及農漁特產風味餐廳展示場

雨 棚(機電設備空間)

雨棚(機電設備空間)

屠宰場、辦公室、繫留場、廁所

屠宰場C1

店舖(G-3),住宅(H-2),停車空間

農舍(H-2)

BU3蒸餾共沸露天設施

E-納骨堂,00-管理室,公共廁所,機械室

住宅(H-2)，診所

廠房.員工宿舍.消防機房

補習班 住宅

戶外廣告板

管架

辦公室(G-2)，住宅

托兒所、補習班

廠房、守衛室、蓄水池

店鋪集合住宅

住宅(H-2)2)

集合住宅 店舖 停車空間

一二樓住宅(補領使用執照)明

廠房、辦公室、員工單身宿舍

活動中心,體育館

辦公室，儲藏室

加油亭,辦公室G-2

廠房C-2，辦公室G-2，寄宿舍H-1

集合住宅(H-2).店鋪(G-3)

加油亭

農業設施(農業資材室及果苗栽培室)

農產品分裝室

倉庫(C-2),辦公室(G-2)

 集合住宅

工廠.材料堆積場.儲藏室.配電室.生產構架

集合住宅(H-2)，停車空間

1.2.3.4樓住宅

廠房C1

鐵塔，組合式機櫃，圍籬

污水處理池

辦公室(G-2)視聽伴唱遊藝場所(B-1)



攤販

C棟:拌合場 D棟:水泥儲槽   E棟:儲料庫

旅館(B-4)、辦公室(G-2)、員工宿舍(H-1)

(A)涼亭、(B)(C)廁所、(D)收費亭

 店舖(G-3)住宅(H-2)

體育館(A-1)、商場(B-2)、餐飲場所(B-3)、健身休閒中心(D-1)

體育館(A1)綜合零售(B2)餐飲B3)健身休閒D1)

店舖G3集合住宅H2

G-3店舖，H-2住宅

教室、儲藏室

住宅〈H-3〉

店舖 (G-3).集合住宅 (H-2)

金融機構兼證券交易場所(G-1)

電氣室 空氣過濾房

店舖G-3  住宅H-2

1-4樓住宅

教會(E-1)

店舖(G-3)，遊藝場(B-1)

餐廳(B-3),辦公室(G-2)

一層店舖二 ~四層住宅

銀行、金融保險機構

商場(B-2)補習班(D-5)辦公室(G-2)

工廠及員工單身宿舍

廠房(C-2),員工休息室,機車停車棚

廠房﹝C-2﹞、辦公室﹝G-2﹞、雨遮

農業設施(網室栽培)

育苗作業室,管理室,花卉網室

 店舖(G-3),住宅(H-2)

汽車修理場廠房

農業設施〈花卉育苗培養室〉

圍牆及農業資材室

一樓店鋪

運動設施及機電空間

廠房.電氣室

(H-2)自用住宅

(G-3) 店舖

住宿(H-1).辦公室(G-2 )

D-5實習教室

1.2.3.樓住宅

雞舍，堆肥舍，倉儲設施

壹、貳樓住宅

儲藏室、廁所

雨庇,電梯間

農作產銷設施〈菇寮〉

教室.通廊

(A)工廠(B)工廠



作業廠房(C-1)

D-4學院教室

服務中心.公廁

廠房.店舖

(C1)工廠

教學展示館(D-4)

壹樓店鋪 貳、肆樓住宅

1.辦公室2.蒸餾塔區3.電氣室4.儲槽廠5.警衛室

C-1資源回收儲存場

廟宇E-1，廟宇，廟宇

辦公室〈G2〉、廠房〈C2〉、發電機室

設備構架,中間槽体

辦公室(G-2)集會所(D-2)

熱風爐(C-2)

控制室(G-2)電氣室(C-2)辦公室(G-2)變壓氣室(C-2)

餐飲(B-3)辦公室(G-2)

補習班，集合住宅

店舖(G-2),住宅(H-2)

交誼中心、補習班

店舖(G3) 住宅(H2)

集合住宅〈H2〉

游泳池，管理室，浴廁

農業設施(花卉非栽培室)

雞舍、倉儲設施、飼料桶、水塔

店舖(G-3),住宅 (H-2)

資源回收棚.停車空間.冷漿管槽

辦公室〈G2〉

店舖(B-2)住宅(H-2)

辦公室.加油亭

資材室 管理室

店鋪.集合住宅

店舖(G-3)辦公室(G-2)餐廳(B-3)

辦公室(G-2)工廠(C-1)

防空避難室、樓梯間

倉庫(C-2)廠房

住宅(H-2)遮雨棚

教室,廚房,雨棚

G棟-.機械室.G1棟-水處理廠

店舖(G-3),住宅(H-2),辦公室(G-2),自用倉庫(C-2)

機房.倉庫.工作場

保養場(C-2)教室(D-5)辦公室(G-2)

 店鋪、集合住宅

辦公室(G-2)、銀行(G-1)

B2商場 B3餐飲場所

冷藏倉庫(C-1)辦公室(G-2)

資訊軟體業(G-2)



壹層住宅

G-2辦公室,C-2廠房

值班室、電氣室(C-2)、、更衣室、辦公室(G-2)

守衛室(G-2),電氣室(C-2),地磅室(G-2)

店鋪.辦公室.住宅

機房(C-2),倉庫(C-2)

農業設施(水產養殖設施)

機房(C-1).單身宿舍(C-1).消防機房(C-1).電氣室(C-1)警衛室

辦公室(G-2)加油站(I-1)

閱覽室(D-3)活動中心(D-3)機房(D-3)

店舖(G-3).自用倉庫.集合住宅

自用倉庫(C-2),店舖(G-3),住宅(H-2)

一樓店舖,二樓住宅

辦公室(G-2)(工業營運之專業辦公大樓)

樓梯間及電梯

工廠(變電室)

倉庫(C-2),廠房(C-2)

壹樓店鋪二~四樓住宅

店舖G-3,住宅 H-2

甲幢C-2(空壓站房)、乙幢C-2(電氣室)

工作場(C2),設備基座,管架及雜項工作物

H2 - 住宅

住宅(H-20

農業產銷設施

臨時住宅

候考亭.車棚.辦公室

集貨及包裝處理場

農業設施(農業資材室.網室)圍牆

電子遊藝場、視聽歌唱場所、飲食店、店舖

H-1宿舍

工廠(動力<15匹馬力且或電熱<60千瓦)

記者招待所

農作產銷設施

廠房(C-2),辦公室(G-2),發電機房

農業設施(農業資材室),擋土牆

停車空間、店舖(G-3)、住宅(H-2)

停車空間、集合住宅(H-2)、門廊

自動倉儲(C-2)

農業設施(水耕溫室)

空壓機房(C-2)、工作樓梯(C-2)

一樓店舖(G-3),二樓住宅(H-2)

才藝班(D5).住宅(H2)

廠房(C-2)消防機房.辦公室(G-2)

工廠C-1,員工宿舍H-1

工廠(C2)、辦公室(G2)、宿舍(H1)

教會(E-1);辦公室(G-2)



樹立廣告招牌

C-2管架

醫院(≧10床)(F-1)

補習班兼課後托育中心

教室(D-4)辦公室(G-2)福利社(D-4)

住宿H-1辦公室G-2

壹~貳樓住宅

店舖(Ｇ-3),住宅(Ｈ-2)

托兒所(F-3)，補習班(D-5)

納骨堂(E-1)，管理室，公共廁所

廠房C-2、辦公室G-2

C1工廠

展示廳宿舍

學院教室

廠房，品管室，發電機室

滯洪沉砂池

政府機關

電子遊戲場，視聽歌唱場所，飲食店

員工宿舍(H-2)

辦公室、宿舍、車棚、遮雨棚

倉庫、辦公室、會議室

空調室(冷氣室)(C-2)

餐廳(B-3)旅社(B-4)住宅(H-2)

#3石灰大倉

#4石灰大倉

生料,熟料圓庫

吸塵機基座

廠房,倉庫,辦公室,單身員工宿舍

生料,水泥磨房

廠房(C-2)辦公室(G-2)浴廁

高中教室(D-4)展示廳(D-2)

遊藝場住宅

變電所(C-1)警衛室(G-2)辦公室(廳)(G-2)

(G3)店舖 (H-2)住宅

車輛維修訓練廠,模擬訓練屋,訓練架

G3:店舖,H2:住宅

自來水廠(含機房及水池)

廠房(C-2)廠房附設辦公室(C-2)

飲食店(B-3)店舖(G-3)辦公室(G-2)

店舖(G-3).飲食店(G-3).辦公室(G-2).集合住宅(H-2)

 店舖G-3 辦公室G-2

店鋪G-3辦公室G-2集合住宅H-2

集合住宅(H-2),

H2：住宅

集合住宅H-2,補習班D-5,辦公室G-2,店舖G-3

(G3)店舖 (H2)住宅



工廠附屬辦公室、餐廳(C-2)

小學教室(D-3)、傳達室

電氣室,廠房(C-2)

停車空間,防空避難室,騎樓,集合住宅

D4國中教室

G3店舖G3診所

生產線廠房(C-2)、廁所(C-2)

廠房(C2),辦公室(G2)

C1廠房.廁所.發電機室消防泵浦室

農業設施(包裝室,網室,管理室,圍牆)

農業設施-水稻育苗作業室

作業廠房,宿舍棟,機車棚,幫浦棟,酒精儲存棟

壹樓店舖,貳參肆樓住宅

寺院(E1)會議室(D2)住宅(H2)

危險物倉庫,倉庫,裝卸平台,消防受訊室

G3店舖H2集合住宅

辦公室(G2)、住宅(H2)

鋼棚

一二.三.四樓住宅

汽車停車棚

修繕家具展示室、破碎工廠

廠房(C-2)、門廊、辦公室(G-2)

店舖、飲食店、集合住宅、補習班

(市場)攤販集中場

砂石場

機械架台〈C-2〉

H2-自用農舍

壹貳參肆樓農舍

C2機房H1宿舍

游泳池屋頂

復健室.儲藏室

3層樓空間皆為教室

手扶梯一座(B1~5F)

水平式交換器區,管架,煙囪,地下儲坑

機械設備

儲槽,營業爐灶附屬構架

雜項工作物:營業爐灶附屬構架

冷藏倉庫(C-1),辦公室(G-2)

店鋪(G-3)集合住宅(H2)

銀行(G-1),金融保險機構(G-1),

冷凍倉庫(C-1),辦公室(G-2),消防泵浦室

店舖(G-3),餐廳(G-3),辦公室(G-2)

機械遊樂設施

教室、儲藏室、機車棚

煙囪、風車設備平台、輸送管支撐構架

 圍籬



廣告招牌一座

電器室(C-2)空壓機房(C-2)

C1廠房，G2辦公室，H1單身員工宿舍

電梯間，電梯間

廠房，守衛室，廁所

氧化槽体

行政教學大樓，教室，視聽室，宿舍

店舖(H-3).住宅(H-2)

店鋪(G-3),集合住宅(H-2),停車空間

作業廠房，辦公室

機械室(C-1)

農業資材室，溫室

C2廠房、G2辦公室，員工單身宿舍

大殿.廂房(E1)

營業爐灶

C2工廠，G2辦公室，H1宿舍，儲藏室

廁所，電氣室

住宅，停車空間，門廊

農業設施(集貨及包裝處理場)

集合住宅(H-2)停車空間(00)

老人福利機構(養護、安養、文康、服務)

一樓騎樓.門廊.店鋪,二.三.四樓住宅

車場運轉室

廠房(C-2)，辦公室(G-2)避難室

店舖 , 停車空間

住宅(H-1)

汽車保養廠(C-1)

宿舍(H-2)、辦公室(G-2)、工廠(C-2)

宿舍H1圍牆00

食品冷藏加工廠

廠房及單身宿舍

宗教設施(E),辦公室(G-2),宿舍(H-1)

教堂(E-1))

停車空間,防空避難室,騎樓,集合住宅,店舖

學校(D-3)

E1(寺廟)

飲食店(G-3)、辦公室(G-2)

G3-店舖,H2-住宅

學校游泳池(D-4)、資源回收室

集合住宅(H-2),店舖(G-3),飲食店(G-3)

機房消防水池

C1廠房C1設備基礎、電纜溝

店鋪(G3),住宅(H2)

G3-店鋪

辦公室(G-2)銀行(G-1)店舖(G-3)

店鋪（B-2）



機棚

F1-供醫療照護之場所。

舞台.儲藏室.涼亭

汽電共生機房(C-1)、鍋爐設備架台

1F店鋪,2~4F住宅,R1F樓梯間

農舍、集貨包裝場、水塔

寺廟(E1)神職人員宿舍(E1)

店舖、飲食店、辦公室等

老人長期照護機構

C1.特殊廠庫C2.一般廠庫

戒護場所F-4(停車棚,連接走道,辦公室,遮雨

農業設施(育苗作業室,圍牆)

00-農業產銷設施

H2-供特定人長期住宿之場所

D-3國小校舍

G-2辦公室、D-4教室

罐裝房（C-1)

店舖(G-9)、住宅(H-2)

廠房,辦公室,守衛室

停車空間.教堂.辦公室.休息室.會議室

殯儀館、納骨塔

(C-2)自用倉庫

砂石場(C-2)

走廊，【其他】，【其他】

00-圍牆

自動包裝機械室

觀光遊憩管理服務設施(其他遊憩服務及管理設施

雨遮、陽台

正面式廣告、樹立廣告

雙柱管架、公用儲槽區、彩色鋼浪板圍牆

地下蓄水池

G-3醫療保健服務業(G-3)(供診所使用)

工廠(變電室)(C-2)

筒槽基礎、構架(A、E)、煙囪、管架、硫磺坑

受電室(C-2)電氣室(C-2)

工作場(C-2)、辦公室(廳)(G-2)

D4大學教室、G2辦公室、00廁所

C169KV變電所

A1體育館、00看台

電子遊戲場，店舖

EP操作室，機房

C2廠房，C2倉庫

昇降機，樓梯間

堆置場，辦公室

衛生所，宿舍

雞舍，飼料調配室，堆肥舍



C1廠房(鐵棚)，儲槽基礎

(H-1)宿舍

工廠(C-1)倉庫(C-2)廁所

店舖(B-2)補習班(D-5)

圍牆,L=9.45m

G3臨時攤販集中場

G3-店舖,H-2 住宅

車道、機械室

動物收容處所G3

H2住宅G3店舖

旅遊中心管理室(G-2)

超級市場B2集合住宅H2

騎樓、店舖、住宅

習班(D-5)

D3小學教室

屠宰場(農業產銷必要設施)

研究辦公室

A-廠房B-廢水處理

(C-2)工廠

兒童福利設施

汽機廠房,變電站,鍋爐間,守衛室,管架基座

05-工廠(C-1)

老人照顧中心(養護型)

生物沉澱池,機械室

農作資材室

電子遊戲場、資訊休閒服務場所

D-4實習教室

G3-店鋪、H2-住宅

住宅停車空間

00類守衛室

廠房(C-2)、附屬空間辦公室(G-2)

展覽室、教室、演講廳

G3\H2-店舖\住宅

E1-寺廟

D-1(健身休閒)

D-3小學教室

守衛室、大門及圍牆

店舖(G-3)、飲食店(G-3)、辦公室(G-2)

停車空間、店舖(G-3)、集合住宅(H-2)

E1-教堂。

終沉池、廢水儲槽、生物曝氣反應槽

管架、設備架台

鐵絲網圍籬長:143.0m,高:2.1m

圍牆雜項工作物

戶外停車空間

圖書館(D-2)、陳列館(D-2)



G-3店鋪H-2住宅

管理室、公共廁所(G-3)

甲警衛室、乙警衛室、車棚、維修機房

菇寮

店舖(G-3)、住宅(H-2)、機械室

廠房(G-2)、辦公室(G-2)

C1消防設備室，C1廠房

農業設施(網室，溫室)

C1鍋爐房、C1空壓機房、C1化驗室

D2大廳及會議室、E1教堂，H1宿舍

C1廠房，H1宿舍，B3餐廳

(H-2)住宅，(0-0)停車空間、陽台、樓梯間

廠房，辦公室，守衛室

B3餐廳，H1員工單身宿舍

生產線廠房

C2脫水機房（汽電共生系統），C2水處理機房（汽電共生系統）

殯儀館

G3店鋪，H2住宅

G1銀行，G1金融保險業

廟寺(E-1)

視聽伴唱遊藝場所(B-1)辦公室(G-2)

崗哨、圍牆

教室,車棚,圍牆

社區復健中心

E1-舊房舍

圍牆:長度91.9m,高2.1m

H2-宿舍

車棚，守衛室，通道

MS-121散裝倉設備架

警衛亭、換證亭

電梯工程

商場、辦公室、地下變電所

溫室-農業設施

店鋪、辦公室

供參觀、閱覽、會議，且無舞臺設備之場所。

店舖,集合住宅(H-2)

D2-陳列室

加氣島,儲氣糟,廁所

G-2辦公室、C-2醫療實驗室

02-店舖(G-3)、住宅(H-2)

店舖(G-3).住宅(H-2).機車停車空間

店舖(G-3)、辦公室(G-2)、　　集合住宅(H-2)

商場(B-2)、店鋪(B-2)

電氣室工作場

G1-銀行

B2-商店



貨運站及其附屬設施

一樓門廊.住宅,二.三樓住宅

辦公室、備勤室

05-作業廠房,倉庫

自用堆肥舍、管理室

C2工廠,倉庫,G2辦公室

01-住宅.停車空間.店舖

自動包裝室(C-1),工具室(C-2)

01-自用農舍

主變電站,電氣室

H2-r集合住宅

店舖G-3(日常用品零售及日常服務業)住宅H-2

集會所(A-1)

E1遮雨棚、祭祀棚

遮棚(C-2)

(H-2)-住宅

B-2商場

旅館、機房、儲藏室

E1-供宗教信徒聚會;H1-宿舍

一至四樓集合住宅

C1-廠房及附屬辦公室

國小校舍、廚房、警衛室

(B-4)一般旅館

一樓店舖二~四樓住宅

畜牧設施(養禽設施)

E1宗教設施.H2住宅

旅社.俱樂部

填料廠房

作業廠房(C-1),空壓機房,雨遮,梯間,機械室

F1電扶梯

昇降機設備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

E1-金爐。

純水儲槽

F1醫院、診所(G-3)

管制站、變電站、蓄水池

(H-2)集合住宅、(0-0)門廊、陽台、樓梯間

納骨堂.管理室

店鋪G-3辦公室G-2住宅H-2

(H-2)集合住宅、(0-0)陽台、樓梯間

H-2自用農舍

(E-1)廟宇,(0-0)門廊、廁所

C2工廠，消防水池

工場(C-2)辦公室(G-2)

(H-2)住宅，(00)停車空間、門廊、樓梯間

1.加油站2.配件庫3.修護站4.車棚



餐廳(B3)

教室(D-3)、涼亭

店舖、旅舍

辦公室消防水池基座零件倉庫消防幫浦房

加氣島與卸油島棚架

00-消防機械室及配電室

倉庫、混合工廠及倉庫、集貨棚、超純水儲槽

廢酸儲槽.防溢堤

神像、金爐、冥紙爐

H-2-自用農舍

D1-健身服務場所

05-工廠,辦公室,單身員工宿舍

變壓室、工作場

B3-餐廳

G3-零售、日常服務之場所。，店舖(G-3)

(C-2)廠房,(H-2)住宅

廠房(C-1)及宿舍(H-1)

B2店鋪

(F-3)托兒所

辦公室、陳列館、店舖

H-2(住宅)

00-農業資材室

住宅(H2-1)

(國小)廚房修建複層式屋頂

C1-供儲存、包裝、製造、檢驗、研發、組裝及修理工業物品，且具

昇降機間及電梯

作業廠房、變電站(C-1)

C-變電場所

05-工廠C-1

幼稚園(F-3)課後托育(D-5)

D3-風雨球場

旅館(B4)

08-自用農舍，農業資材室

店舖(G-3)、集合住宅(H-1)

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C-1)廢水處理廠

門廊,G-3店舖,G-2辦公室

住宅H-2，住宅(H-2)

店鋪〈G-3〉住宅〈H-2〉

校舍、圖書館

辦公場所G-2、住宅H-2

屋頂機械遊樂設施

D4圍牆

設備架台、管架、基座新建工程

AH-04設備基座

水池2座



水榙

室內渣場(C-2)、工作間(C-2)

C2廠房、消防水池

昇降機間及電梯.教室.辦公室.樓梯間(D-4)

A1集會所

店舖(一般零售及服務)

G-3店舖.H3集合住宅

辦公室G-2;工廠C-1;車庫;倉庫

地下儲油槽

(H-2)住宅;(00)陽台、樓梯間、停車空間

H1安養機構

雜項工作物V6401及V6301儲槽基礎〈C-2〉

遮雨棚,圍牆

I1加油（氣）站、G2辦公室

拍賣場、辦公室(G-2)

儲區工作室廠房

農產運銷集貨及包裝場所

一般零售場所

店舖（G-3)住宅(H-2)

幫浦室

00-垃圾收集站

G3公共廁所

商店、住宅

(C-2)工作場

電信機室

廠房、辦公室、員工餐廳

(C-1)廠房(研究室)

商店(G3)

D2-展示廳、會議廳，D1-室內球類運動場

農產品集貨場〈00〉

公用事業設施電信機房(C-2)

教室、活動中心、圖書室

土地改良樁

寺院E1

D4風雨球場

C-1倉儲、G-2辦公室、警衛室、消防水池

C2車道遮陽棚

D4教室、H1學生宿舍

H2住宅,店舖

C1機具維修廠、C2倉庫

豬舍、倉儲設施、管理室、堆肥舍、飼料調配室

A1里民活動中心

管架、儲槽

倉庫、廠房、養護中心

壓縮機房,儲藏室,防空避難室

工程樣品屋



倉庫、事務所

醫院(F-1)

車庫

事務所

廁所改建及房屋翻新

電纜棚

住宅(H-2)、住宅

廚房廁所

客廳

事務所、住宅

放置場

翻砂場

詹平台

地下室

店舖(G-3)，工廠(C-2)

廚房.浴室.廁所

郵亭

住宅(H-2)，廠房

店舖(G-3)，住宅(H-2)，辦公室(G-2)

儲氨用地腳

飯廳

辦公室(G-2)，教室

店舖(G-3)，住宅

市場

其他   變壓室

機器房

車站候車室

廚房、車庫

店舖(G-3)辦公室(G-2)

學生宿舍

鍋爐室

 會館

員工住宅

錘碎機房

清理工場

開水房

職員伙食團廚房

騎樓住宅

工廠倉庫

煤餅廠

倉庫、工

辦公廳

木工廠及烘房

店舖、旅

店舖(G-3)住宅(H-2)辦公室

工廠 倉庫



店舖、旅社

騎樓、住

銀行(G-1)

店舖、住宅、公

里集會所

教室，教室

旅館

宿舍.工藝教室

宿舍.校舍

倉庫(C-2)、辦公室

文化大樓

公用廁所

市場、店鋪

托兒所(F-3)兼托育中心

店舖、公寓

辦公廳、門診中心、機

店舖(G-3)，店舖(G-3)住宅(H-2)

市場及店舖

消防車庫及辦公聽

 住宅

廠房，宿舍

人行步道，店舖，住宅

辦公廳、工廠、單身宿

餐廳

工廠、辦公室、倉庫

美容院(B--1)

公寓、住宅

電子遊戲場

辦公室.工廠

閱書室

廠房、員工單身宿舍辦公

店舖、倉

防空避難室，廠房

住宅.辦公廳

單身宿舍

作業室、守衛室、工作棚、料具棚、貯藏室

變電室.宿舍

99-其他

安養中心(H-1)

集合住宅、商場、餐

商場、辦公室、集合住

兒童遊藝場演藝場

室內遊戲場

遊藝場

廠房，辦公室，單身宿舍

工作棚.洗車棚



遊藝場(B-1)、住宅

店舖(G-3、公寓

辦公室(G-2)、工廠

托兒所(F3)

倉庫(C-1)、辦公室(G-2)

廠房(C-2)、員工單身宿

廠房.辦公室.樣品庫，單身宿舍

發電機工休息室

更衣室

餐廳.廚房

備用房間、辦公室

店舖(G-3)、住宅、公寓

辦公室、公

托嬰中心兼托兒所(F-3)、樓梯間

店舖, 住宅

員工宿舍

辦公室(G-2)餐廳(B-3)

診所(G-3)住宅(H-2)

店舖G3，住宅H2

住宅，儲藏室，儲藏室

住宅，【店舖G3】，儲藏室

店舖(G-3)、集合住宅

店舖(G)，住宅(H2)，儲藏室

店舖(G3)，住宅(H2)，避難室

店舖(G3)，住宅(2)

【店舖(G3)，住宅(H2)，儲藏室

01-住宅、店鋪

煙囪，爐灶房，機械房，堆房，廁所

作業場

泵浦站

洗車工房

營業室.工作室.宿舍

碼頭作業室

倉庫.辦公廳

辦公室、集合住

預伴工作場

廠房、辦公室、員工宿舍

集合住宅、辦公廳、商

店舖(G-3)、遊藝場

辦公室、物料倉庫、佛堂

防空避難室

廠房、辨公室、員工宿舍

，住宅

店舖(≧500㎡)，店舖(≧500㎡)

停車場，集合住宅

服務商店，住宅



廠房，倉庫，廁所

散裝倉庫，倉庫

教室.廚房

餐廳.康樂室

禮堂.休息室

員工訓練活動中心

辦公室、餐

旅館、餐

集合住宅、餐

抽水井，辦公室

店鋪，住宅，公寓

守衛室，車庫，倉庫

公廁.涼亭

視聽伴唱遊藝場所(B-1)，視聽伴唱遊藝場所(B-1)

維護修理廠

倉庫.涼棚.辦公室

市場、倉庫

辦公室、餐廳

證券交易場所(G-1)

店舖 住宅

貨棚，辦公室，工作間

廠房，辦公室，變電室，工作台

游泳池、健身房、交誼廳

店舖、集合住宅、攤

市場、辦公室、停車

店舖、餐廳、集合住宅

店舖、集合住宅

店舖、一般事務

小型社區復健中心

飲食店

店舖(G-3)電子遊戲場(B-1)

廠房，辦公室，員工單身宿舍

國民住宅，辦公室

辦公室，倉庫，宿舍

辦公室，工廠，單身宿舍

交誼廳，教堂，會議室

兒童福利設施(F-3)

禮堂、辦公室、員工宿舍(H-1)

D5訓練班

獸舍管理室

遊客休息室

店舖、集合住宅i住宅

站屋、加油棚、收費

廠房，貨棚

廠房，車棚，辦公室

H-1產後護理之家



店舖(G-3)集合住宅(H-2)住宅(H-2)

文理補習班

辦公室(G-2)、廁所、儲藏室

廠房，守衛室

辦公室、單身宿舍、車

倉庫,變電室,辦公室,警衛室,控制室

辦公室(G-2)汽車修護場(C-1)

管制站

C-2工廠

辦公室(G-2)、冷凍庫

辦公室，警衛室，倉庫

品管室，廠房，包裝室

博物館展示空間

店舖、集合住宅、儲藏

店舖、住宅、商

廠房(C-1)

辦公室(G-2)證券交易場所(G-1)

店舖(G-3)、辦公

辦公室，檔案室

避難室，辦公室，廠房，員工宿舍

廠房，集貨棚

組立圓倉

店舖、銀行、集合住宅

銀行、辦公室、集合住

商場(B-2)辦公室(G_2)

金融證券交易場所(G-1)

店舖(G-3)集合住宅(H-2)住

控制室

護理之家(H-1)

商場(B-2)、辦公室

補習班，住宅

辦公室，員工單身宿舍

廠房,辦公室

商場(B-2)、銀行、辦公室

避難室、教室、樓梯

住宅 樓梯間

店舖 騎樓 集合住宅

騎樓、住宅 、門

防空避難室、辦公

營業所、加油站、樓梯

倉庫(C-1)

語文補習班、住

店舖、辦公室、門

停車場、管理

廁所、教

福利服務中



辦公室、圖書室、教

自用住宅、停車

加油亭、站屋

辦公室、員工康樂室、餐

控制室、發電機

旅客天橋

商場、辦公室、寄宿

店舖、銀行、辦公

辦公室、集合住宅、住

銀行(G-1)，辦公室(G-2)

冷凍庫、廠房、辦公

鋼條線成品、倉庫、休息室

教室、禮堂、放映

電梯設備

崗

外語補習班、住

電梯間、工廠、單身宿

店舖(G-3)住宅.集合住宅

貯水糟

守　室、瞭望

自用倉庫　

店舖、辦公室、旅

教室.保健室.儲藏室

辦公室、電纜室、控制

辦公室(G-2)、員工休息室、員工餐廳

儲藏室、辦公室、電腦

廠房，倉庫，單身員工宿舍

 店舖，集合住宅

教室、避難

視聽伴唱遊藝場所、商

實驗室

銀行(G-1)、辦公室、店鋪

營業室、加油棚、辦公

辦公室 倉庫

廠房、倉庫、辦公室

店舖、餐廳、旅

集合住宅(H-2)、商

餐廳、辦公室、餐廳

店舖 集合住宅 辦公室

放流井及加壓站等(詳樓層附表)

六歲以上兒童托育中心(D-5)

辦公室(G-2)門廊

商場(B-2)、住宅

保齡球館(D-1),辦公室(G-2),視聽伴唱遊藝場(B-1)

集合住宅，店舖，辦公室

廠房，單身宿舍，倉庫



貨運站

停車空間、教室圖書

聯合活動中

辦公室(G-2)托兒所

店舖住宅、集合住

廠房、員工宿舍、辦公室

辦公室、餐廳、學生宿

店舖、集合住宅、補習班

門廊、廚房、電梯

倉庫、警　室

店舖、住，文理補習班(D-5)

D3-教室

視聽伴唱遊藝場、辦公

種花用棚架

美容瘦身中心

廠房、辦公室、單身宿

儲藏室、廁

變電所、管理員

辦公室、庵宇、教室、宿

停車空間，住宅

防空避難室，鐵材儲存

店鋪住宅集合住宅

店舖，集合住宅、辦公室

店舖，，集合住宅

液化石油氣容器儲存室

自用儲藏室

儲存室

廁所、涼

圍牆、浴

辦公室、旅館、餐

維修棚場

幼稚園、托兒所、補習

辦公室、旅

飲食店、住宅、辦公

辦公室、補習班、托兒

店舖(G-3).集合住宅(H-2)

高壓氣體槽

雕塑

里活動中心、辦公

水肥投入室、停車

補習班(D5)

游泳池、機房、更衣

昇降機管道間、機械

課後托育中心、補習班、托兒所

托嬰中心兼辦托兒所

集合住宅(H-2)診所(G-3)



廠房，辦公室，員工餐廳，文康室

視聽伴唱遊藝場所、店

昇降機工程

廠房.員工餐廳.辦公室

辦公室(G-2)幼稚園(F-3)

壓縮機房、電氣

店舖(G3)集合住宅(H2)

飲食店(B3)

體育館(A1)

06-醫院

辦公室、實驗

D2-供參觀、閱覽、會議，且無舞臺設備之場所。

商務中心(B-2)、客房(B-4)

診所G-3住宅H-2

教室(D-3)廚房

禮堂、福利社、餐

儲藏室、圍

守　室、圍牆、提款機

木棚、廁

硫酸工場變電室

收費亭、鐵絲網圍

廁所、儲藏

勞工宿舍

倉庫(C-2)商場、辦公

轉運塔(C-2)

醫院病房(F-1)

體育訓練中

圖書館(D-2)教室(D-4)

辦公室(G-2)教室(D-3)

辦公室(G-2)、教

辦公室(G-2)遮雨棚

店舖、集合住宅、辦公室

自用倉庫(C-2)辦公室

汽車駕駛訓練場

液化石油氣加工廠

廠房(C-2)員工宿舍(H-1)

電影院(A-1)餐廳(B-3)

充電間、電氣

店舖G-3集合住宅H-2

污泥儲槽、操作平

學生活動中

幼稚園(F-3)辦公室(G-2)

01-住宅(H-2)

販賣部、涼

油料庫、辦公室(G-2)

廠房(C-2)、實驗



機械室、倉

廠房(C-2)、守　室

銀行(G-1)、商場、辦公

醫院(F-1)住宅(H-2)

引擎室(C-1)

學生宿舍(H-1)

自費安養中心(H-1)

廠房(C-2)、辨公室

店舖(G-3)、診所

電梯昇降路、機械室

托兒所(F-3).住宅

養護機構兼護理之

辦公室(G-2)、電信機房

教室、圖書室、宿舍

招牌廣告塔

LED電腦動畫看板

屋頂樹立廣告、基座面積58.05平方公尺,長34.1m,高9m

廠房(C-2)停車空間

C2廠房、G2辦公室、H1單身員工宿舍

03-辦公室(G-2)廁所(G-2)

三溫暖(B-1)

KTV

店舖G-3

汽車旅館

檢測站

廚房、禮

車庫、貨櫃屋

家禽飼養場

宿舍(H-1)、廚房

屋頂廣告招牌鐵架

車棚、檢驗室

變壓站(C-1)

廠房、辦公室、員工宿舍

電信室

分析室、空壓室

廠房(C-2、辦公室

店舖(G-3)辦公室(B-3)餐

樹立廣告物

圍牆、儲槽基礎基座

廣告鐵架

店舖(G-3)、補習班(D-5)、辦公室(G-2)

警　室、儲藏室

國際觀光旅館(B-4)

集合住宅(H2)

廠房C-2辦公室G-2員工餐廳B-3

辦公室(G-2)、車棚



辦公室(G-2)單身宿舍

辦公室、加油棚

店舖、零售市場

辦公室、工廠

廢水收集池，轉烷化加熱爐，苯塔加熱爐基礎

機車車棚、電梯間

車道

汽車檢驗場、雨棚

辦公室(G-2)、飲食店

集合住宅(H-2) 停車空間 店舖(G-3)

宗教設施(E-1)、辦公室(G-2)

飲食店(G-3)店舖(G-3)辦公室(G-2)

辦公廳(G-2)、修理廠

警　室、辦公室、庫房廠房

教室、司令台、圍牆

無線電通訊用

廠房(C-2)、輸送帶包封

辦公室(G-2、幼稚園(F-3)

停車空間、禮拜堂

店舖(G-3)、辦公室(G-2)

控制室(C-2)、空壓機房

基礎座

輸送帶,轉送塔

商場(B-2)舞場兼PUB(B-1)

單身員工宿舍(H-1)、辦公室(G-2)

警衛室.牌樓

農具室(農業設施)

廠房.停車場

貯槽構架.水槽

供農機具室.管理室及自產農產品加工室用

門廊.店舖.住宅.樓梯間

壹貳層廠房(C-2)

店舖G-3、集合住宅H-2

自用住宅H-2

大門.守衛室

農業設施農機具倉庫

廠房.辦公室.變電室.休息室

農產品集貨包裝室

壹至肆層住宅

農業設施(農具室)

店鋪(G-3).集合住宅(H-2)

補習班(D-5).住宅(H-2)

住宅 H2

受料斗等

工學院實習工廠(D-5)

LPG鋼瓶儲存室.分裝場



活動中心.圖書室.辦公室

倉庫.廠房

教室.圖書室

農機具室.蓄水池

辦公室G-2.電氣室

花卉室內栽培室

農業設施(自產農產品集貨場)

店舖G-3.辦公室G-2.住宅H-2

消防局.辦公室(G-2)

防空避難室、餐廳

崗亭辦公

營業室、水塔

納骨塔(虎).管理中心.廁所(A).受電室

幼稚園(F-3).兒童托育中

電氣室.電盤控制室.辦公室

批發市場、辦公室、警衛室

入口大廳、游永池

辦公室、旅館

醫院、診所

候船站

店舖集合住宅

停車空間，商場(B-2)

管理所辦公室

安養中心

高鐵總機廠

管理室及抽水機房

自來水設施及辦公室

宗教建築(E)教堂

熱軋成品倉庫廠房(C-2).發貨室.檢核室.遮雨棚

花卉育苗作業室

(屋頂修建)柔道訓練場所

辦公室廳舍

畜牧設施(倉儲設施.堆肥舍.豬舍)

農業設施(集貨場倉庫)

辦公室.店舖

廠房C-2、辨公室、倉庫

住宅H-2.車庫

臨時攤販集中場.廁所

養護所

店舖(G-3)、集合住宅(H-2)、停車空間

活動中心A1.廟宇E

農業設施(農機具室.自產農產品集貨包裝室)

A.遊藝場 B.店舖

廠房、廁所

農業設施(集貨場.農機具室)

農具倉庫



辦公室(G-2)、作業廠房

旅館(B-4).停車空間

A.廁所 B.儲藏室

辦公廳(G-2).廠房.車棚

視聽伴唱遊藝場所、辦公室

圍牆、車棚

電解工場

機械設施鋼構架

臨時停車空間

店

住宅  (H-2)

廠房(C-2)辦公室(G-2)單身員工宿舍(H-2)

G3店舖,G2辦公室,C2自用倉庫

店鋪(G3)集合住宅(H2)補習班(D5)辦公室(G2)托兒所

住宅（H-2)

投影部份、住宅(H-2)

飲食店(G-3)辦公室(G-2)

店舖G-3 住宅 H-2

集合住宅( H-2)

泵浦房(C-2)

店舖(G-3)(H-2)住宅

苗圃溫室,辦公室

醫院+宿舍

市場、里民活動中心

(H1)養護中心

廠房(C-2),設備平台

店鋪(G-3)、診所(F-1)

G-3店舖

集合住宅H2

教室D4

D-1-體操館

特殊教室(D-4),升降機間

壹樓店舖\貳~參樓住宅

管理中心.廁所

餐廳B-3

一樓店舖二三樓住宅

停車空間,住宅

H-2 住宅

寺廟(E-1),辦公室(G-2)

作業廠房(C-2)、辦公室(G-2)

前鎮都市計劃區公園用地

圍牆，圍牆

托育中心(F-3)

托兒所兼兒童課後托育中心

銀行(G-1)、辦公室(G-2)

嚗氣池



一般辦公室

店舖 集合住宅

舖(G-3)住宅(H-2)，店舖(G-3)住宅(H-2)

電纜室(C-2)電氣室(C-2)

辦公室(G-2)旅館(B-4)

電熔器室

店舖(G-3)、辦公室(G-2)、集合住宅(H-2)

農機具室、倉庫

倉庫 發電機室

餐廳(B-3).學生宿舍(H-1)

住宅(H-2).儲藏室

農機具室農產品包裝室

更衣室 游泳池(D-1)

主控室，骨材庫

畜牧設施(豬舍.堆肥舍.倉庫者設施.汙水處理設施)

幼稚園.補習班.住宅

辦公室G-2 電信機房

自產農產品附屬加工產

農業設施農機具室

農業設施(農機具室及農產品集貨包裝室)

體育館D-1

廠房C2.單身原工宿舍

A廠房

廠房(B.D).守衛室(E).發電機室(C)

安親班(D-5)

高爾夫球教學設施

工業廠房C-2

費物品及容器資源回收機構設施

(店舖H-2)

門廊、住宅H-2

廠房(C-2).辦公室(G-2)

展示廳(D-2)

辨公事.廠房

廠房(C-2).辦公室(G-2).變電所(C-1)

教室.走廊.廁所

變電室、行政大樓、科學館

歌廳、門廳

住宅(H-2)、自行增建鋼鐵棚架

廠房、辦公室、員工康樂室、台電配電室、消防水池

旅館(B-4)住宅(H-2)

幼稚園、安親班、補習班

(H2)住宅

補習班、托兒所

球場

G2辦公室、G1銀行、A2捷運設施

一~四樓住宅



梯間、

教室,圍牆

1F店舖2~4F住宅

H-1住宅

廠房(C-2)單身員工宿舍(H-1)

守衛室.資源回收場.車棚.圍牆

店舖(G3).辦公室(G2).停車空間(C2)

辦公室(G-2)廁所

候船室(A-2)

大學教室(D-4)

地磅室(C-2)

店舖(G-3), 住宅(H-2)

電氣室(C-2),辦公室(G-2)

紀念館、紀念廣場、污水處理設施

寺廟、迴廊、污水處理設施

店舖（G-3,住宅（H-2）

G-3店舖  H-2住宅區

加油棚.營業室

幼稚園.補習班

中庭 連接走廊

寺院 辦公室

補教班(D-5)店舖(G-3)

網室

店舖 .集合住宅

作業廠房(C-2);辦公室(G-2)

採光罩

A廠房.B辦公室

納骨塔(E)

住宅.店舖.停車空間

集合住宅（H-2)

住宅H-2停車空間

(H-2)(G-3)

住宅H-2補習班D-5

寺廟(E類)

鐵 棚

停車空間、住宅(H-2)、店舖(G-3)

飲食店.辦公室

警衛室,車棚

雞舍、倉儲設施、管理室

維修二廠

物料區

H-2  住宅

交通服務辦公室

廣告看板鐵架

維修平台

客用電梯、貨物升降機



埋入式FRP儲水槽

平面停車位劃位

冷卻水塔及管架

鍋爐架台

設備及基礎

儲槽,防溢堤..

店鋪.辦公室

店舖 G-3 集合住宅H-2

托育中心(D-5)、補習班(D-5)

補習(訓練)班(D-5)、幼稚園

工廠、變電室、機械室

店舖(G-3)辦公室(G-2)，店舖(G-3)辦公室(G-2)

畜牧設施豬舍,管理室,飼料調配室

店舖、集合住宅、停車空間

店舖(農特產展售場)G-3

店鋪G-3，集合住宅H-2

門廊，店舖G-3，住宅H-2

公祠(E-1)

停車空間 店舖 集合住宅

司令台，司令台

(F-3)托兒所，(D-5)安親班

店鋪(G-3)集合住宅(H-2)停車空間

廠房.宿舍及守衛室.辦公室

廠房(C-1)，倉庫(C-2)

廢酸處理設備操作室(C-2)

住宅(H-2)，倉庫，倉庫

住宅 店舖 停車空間

第壹層店舖;貳,參層住宅

國中教室

工廠(C-1).辦公廳(G-2).倉庫(C-2)

裝卸場

店舖(G3)住宅(H2)辦公室(G2)

舞廳、 餐廳

辦公室(G-2)廠房(C-2)樓梯間、避難室

廠房、倉庫、辦公室、圍牆

廠房,倉庫,零件庫

廣播電台播音室

【其他】

廢棄物處理場

A.工廠 B.辦公室、住宅 C.機房、宿舍

防空避難室.樓梯間

辦公室、單身宿舍

臨時攤販集中場(B-2)

店舖(G2)、辦公室(G3)

汽車檢驗室

工廠(C-2)、倉庫(C-2),辦公室(G-2)



工廠(生產線部份)(C-2)

膜構涼亭

商場(B-2)及餐飲

商場(B2),店舖(G3)

機房.辦公室(G-2).廁所

停車空間,集合住宅(H-2)

銀行.辦公室.集合住宅

托兒所(F-3)及課後托育中心(D-5)

廠房C2,辦公室G2

1-3樓住宅(H-2)

G-3店舖.H-2集合住宅

1F店舖(G-3),2F住宅(H-2)

廁所、水塔間

廠房(C-2)包裝室(C-2)儲藏室(C-2)

活動中心、小學教室(D-3)

管理所(G-2)

倉庫(C-1)辦公室(G-2)冷凍庫(C-1)冷藏庫(C-1)

宗教設施(E)

辦公室(工業營運之專業辦公大樓)(G-2)

自用倉庫(C-2)；辦公室(G-2)

旅館(B-4)  餐廳(B-3)

發電機室、機械室

補習班、集合住宅

農業設施〈農業產品包裝處理室〉

工廠,辦公室

農業設施(菇類栽培場)

機車停車場

  住宅

電力開關室，廠房

農業設施【農產品加工室】

(D-4)國中教室

廢棄物處理場(C-1)

廠房.消防機房.辦公室.員工宿舍

C-2控制室

廠房〈C1〉

宿舍H1

作業廠房廁所

一樓工廠.二樓辦公室.三樓員工單身宿舍

一樓廠房.二樓廠房.三樓宿舍

廠房(C-1).宿舍(H-1)

農作產銷設施(菇寮)

農作產銷設施(農業資材室)

廠房.辦公室.遮棚

教堂(E1)

國小校舍(D-3)

菇纇栽培場



一般工廠(C1)

一樓廠房(C-2),二樓廠房(C-2)

桌球館

門廊,停車空間,集合住宅

D-1室內球類運動場

設備棚架

文康中心

壹樓店鋪,貳、肆樓住宅

沉澱池

地下沉澱池及擋土牆

社區大門

土地公神像

DTBP製程區

視聽歌唱場所(B-1)辦公室(G-2)

作業廠房、倉庫

室內健身休閒設施(D-1)辦公室(G-2)店舖(G-3)

浴室,辦公室(G-2)

簡易汽車駕駛訓練場(D-5)

住宅(H-2)-2)

欴食部(G-3)

診所G-3

住宅(-2)

廁所(D-3)

集合住宅(H-2) 停車空間 門廊

廠房 堆積棚  車棚

集合住宅(H2)停車空間(C2)

雞舍、倉儲設施

消防幫浦室

洗車池，沉砂池

教室 (D-3)

廠房.倉庫.辦公室.員工單身宿舍

休息室，儲存廠，停車場

工作平台，空構架

集合住宅  停車空間

D5-課後托育中心。

一層住宅.停車空間.二.三.四層住宅

加油雨棚，辦公室

辦公室 更衣室 廁所 販賣部

電梯塔

 作業廠房，辦公室，員工宿舍，員工餐廳

 農業設施

燃燒試驗室

店鋪(G3)、住宅(H2)

住宅,雨遮

辦公室.守衛室、員工單身宿舍

倉庫 防空避難室



自用車庫

住宿(H-1)

店舖(G-3)辦公室(G-2)車庫.會議室

辦公室(工業營運之專業辦公大樓)

電器室(C-2)辦公室(G-2)

百貨商場(B-2),餐飲場所(B-3) 停車空間

停車空間,涼棚,遮陽架

溫室、車棚

G-2服務中心

壹樓店鋪二樓~三樓住宅

補習班(D-5)餐廳(B-3)辦公室(G-2)

廠房 , 辦公室

辦公室(警衛室)G-2

辦公室(G-2)、教室、機械室

風雨球場(D-3)

體育館(場)

辦公室(G-2)、住宅(H-2)

住宅(H-2),店舖(B-2)

店鋪（Ｇ－３）

室內遊樂館

C-2貨運站,G-2辦公室

辦公室G2,宿舍H1

管理室、倉儲設施

一層店舖二層住宅

空桶暫存區

店舖(G-3)、門廊

冷卻機房

店舖(G-3)、宗祠(H-2)

廠房〈C2〉、辦公室〈G2〉

C2工廠,G2辦公室

控制室（C-2）

辦公室G2,倉庫C2

補習班,店舖,住宅

A-1活動中心

棒球休閒場(D-1)

作業廠房,辦公室,儲藏室,機械室

納骨堂、辦公室

廠房(C-2)、消防機房、辦公室(G-2)

廠房(C-2)消防機房.辦公室(G-2)配電室

店舖(限一般零售及服務業)

運動休閒活動中心

壹層廠房.守衛室.機械室,貳.參層廠房

工廠(C-2)員工宿舍(H-1)

工廠.辦公室

水塔一式

管架及設備基座



設備架台及K62散裝倉

MS-208散裝倉

電氣室(C-2)工作平台(C-2)

教室(D-4)活動中心(D-4)會議室(D-4)機械室(D-4)

辦公室(G-2)作業場,發電機室,台電配電室(C-2)

D5課後托育中心、補習班

配電室、發電機房、消防機房

 護理之家兼(F-1)兼養護機構(H-1)

辦公室(G-2),補習班(D-5)

藝文服務中心(D-2)

工作平台、機械基座

店舖〈G-3〉集合住宅〈H-2〉

辦公室，工廠

住宅【H-2】

G3店舖、00門廊，H2集合住宅、00停車空間

雨庇，電梯間

廠房(C-2)，辦公室(G-2)，員工宿舍(H-1)，雨遮，遮雨棚

工廠C-1辦公室G-2

工廠，廁所

廠房〈C2〉、發電機室、廁所

散裝場

工廠，辦公室，員工餐廳

露天設備架構，圍牆，冷卻水塔

C2工場(廠)(動力＜15匹馬力且或電熱＜60千瓦)，G2辦公室

c2工廠(動力<15匹馬力且電熱<60千瓦)

倉庫(C-2)員工休息室

消防站、氮氣工場

辦公室(G-2)氧氣廠(C-1)電氣室

辦公室(廳)(G-2)閱覽室、游泳池、倉庫、水塔

商場、廠房、住宅、自用倉庫

配電站

校舍、器材室、廁所、樓梯間

高中教室(D-4)

D4高中教室、D2展示廳

飲食店(B-3),店舖(G-3),辦公室(G-2)

店舖(G-3).辦公室(G-2).住宅(H-2).停車空間

廠房(C-2)、廁所、儲藏室

店舖(G3)，辦公室(G2)

小學教室〈D-3〉、辦公室

店鋪(G-3),集合住宅(H-2),辦公室(G-2)

汽車維修檢驗廠(C-1)

旅館(B-4).餐廳(B-3).健身休閒中心(D-1)

G-3店舖 (H-2住宅)

店鋪(G3)住宅(H-2)

加氣站

司令臺



陳列室(D-2)遊客服務中心(G-2)

店舖(G-3) .住宅(H-2)

F-2啟智學校教室

變電站(C-2)、電纜間(C-2)、電氣室(C-2)

C-2鋼鐵儲存場,G-2辦公室

壹樓店鋪,貳參肆住宅

員工餐廳、辦公室

加油站雨棚(I1).辦公室(G2)

H1員工宿舍

C-2倉庫

住宅.店鋪

壹貳樓住宅

集貨包裝場

B1F:廢水池,1F作業廠房,2F辦公室.作業廠房

開關盤室,電纜整理室

農業設施〈集貨場〉

農業資材室.溫室

(D2)市民集會堂(器材室)

農業設施(育苗作業室,蓄水池)

農產品加工室(00)

C2-廠房

C2-廠房、

E1宗教設施，廁所

宗教設施(E-1).廁所

集合住宅.辦公室

畜牧設施〈飼料調配室.豬.羊舍等〉

D5-供短期職業訓練

屋頂廣告塔、廣告招牌

牌樓、圍牆

土地改良

健身休閒場所(D-1)補習班(D-5)商場(B-2)

停車空間、涼棚、遮陽架

辦公室(G-2)地磅室.工作場記(C2)

店舖(G-3)住宅(H-2)辦公室(G2)

守衛室、電氣室、地磅室、輸送機等

廠房(C-1)單身員工宿舍(C-1)消防機房(C-1)警衛室

店舖(G-3),辦公室(G-2)飲食店(B-3)

工場(廠)(C-2)

鐵絲網圍籬

H2住宅、G3店舖

農業設施(包裝室，網室，管理室，圍牆)

店鋪G-3,住宅H-2

堆肥舍，倉儲設施，豬舍，羊舍

D2社區(村里)活動中心(觀眾席＜200㎡)、G2辦公室、00門廊

桶曹(含基礎)

C1加油站、G2辦公室(廳)



工廠(C-1)辦公室(G-2)員工宿舍(H-2)

G3店舖，H2集合住宅

C2廠房、00消防機房、G2辦公室

辦公室(廳)

C2工廠，G2辦公室，員工宿舍

F1醫院(≧10床)，F1護理之家(≧500㎡)，G2辦公室

冷卻水塔，蓄水池，儲槽

廠房(C-2)、鍋爐室、乾燥室、集塵室

廠房.辦公室.休息室.儲藏室

飼料倉庫

衛生室.集會場

廠房〈C-2〉機械維護室

棚廠

廠房．廁所．昇降機．冷風室．倉庫．衛兵室

辦公室G-2,住宅H-2

廟宇(E-1)，廟宇附屬設施香客大樓(E-1)

廟宇.廟宇附屬設施香客大樓

文化中心(演藝廳)

自用倉庫(C-2)住宅(H-2)

教室,辦公室,研究室.

店舖(G-3),辦公室G-2),集合住宅(H-2)

G-3店舖.H-2集合住宅.G-3飲食店

廁所、敬老亭、涼亭

工廠(C-2)電氣室(C-2)機械室(C-2)

壘球場休息區(D-1)

室內體育場所D-1(攀岩運動場)

壹樓至肆樓住宅(H2)

機房(C-1)、倉庫(C-2)

C2機房

店舖(G-3)廁所

C-1 廠房

01-住宅H2

成品倉庫〈C-2〉

寺廟,宿舍

農業資材室,育苗作業室

無人化屋內型變電所

08-自用農舍H2

養護機構、員工宿舍

警技訓練場

廠房(C-1)、倉庫(C-1)、實驗室(C-2)

一層騎樓.門廊.店舖,二.三層住宅

A1社區(村里)活動中心

店舖.展覽場.辦公室

D3-供國小學童教學

G3-店舖G2-辦公室

農業設施(網室,溫室,室外梯)



廁所(B2)

堆置場

水產養殖設施

汽電共生系統脫水機房、水處理機房

水池冷卻水塔圍牆

加熱塔

參配包裝區設備架台

工廠.生產構架

煙囪,煙囪附屬集塵器構架

廢水槽

機械挖普通土,回填方,重力式擋土牆...

小學教室(D-3)幼稚班教室

訓練班(D5)、電氣室(D5)

C1廠房，C2倉庫，G2辦公室

活動中心(附屬儲藏室)

煙囪，管架

工廠，廁所，消防泵室

倉儲設施，H2住宅，G2辦公室

補習班，辦公室

店舖(G-3),集合住宅(H-2),補習班(D-5)

C2機械室、C2卸貨場、C2倉庫

G3診所(＜1000㎡)、H2住宅

辦公室，堆置場

B3員工餐廳，G2辦公室

C1廠房、G2辦公室

(C-2)貨運站(C-2)冷凍倉庫(H-1)單身員工宿舍(G-2)辦公室

營業爐灶附屬槽体，營業爐灶附屬構架

G3店舖(日常用品零售及日常服務業)

寺廟，宿舍

矩形混凝土溝(加蓋)

機械設備架構

店舖，飲食店，辦公室

C1汽車修理場、G2一般事務所、B2一般零售業、D1健身休閒

B2商場、H2住宅，C2自用倉庫

涼亭，飲食販賣部

C1開關盤室，C1電纜整理室

C1廠房，C1倉庫，C2實驗室

工廠，電氣室 ，機械室

H2集合住宅、00停車空間,陽台

廠房.受電室.倉庫.冷卻水池.車棚

小學教室(D-3)、圖書閱覽室

 倉庫(C2)車棚

員工單身宿舍(H-1)

營業室、加油亭、單身員工宿舍

觀光遊憩管理設施

養雞舍



C1變電站

D4:教學研究

G2辦公室G3動物收容處所(診療空間)G3動物收容處所(公共空間)

體育場(A-1)(自由車場)

G2-辦公室,C2-工廠

住宅-(H-2)

公共廁所、服務中心、涼亭

E1寺院

E1-供宗教信徒聚會、殯葬之場所。

G-2辦公室、C-2倉庫、C-1修理場、C-1污水處理廠、I-加油

傳達室,連接走廊,表演台

E1-宗教建築物。

1樓~4樓住宅

店舖兼飲食店(G-3)辦公室(G-2)

H2--住宅

集貨及處理包裝場

08-農舍(H2)

B-1餐飲業；B-3電子遊戲場；B-3資訊休閒業

砂石場(C-2)控制室.滯洪沉砂池,圍籬

E-廟宇

電梯(供行動不便者使用)

診所(G-3),住宅(H-2)

作業廠房(C1)辦公室(G2)

C-1廠房.集貨棚.廁所

一樓店舖.門廊,二樓住宅

機房〈C1〉

店舖(日用品零售及日常服務業)G-3

E1-廟宇。

風力發電設備一座

散裝倉(油槽)

收集網柱

冷箱

管架設備

儲槽.工作架台

廢棄物暫存區、圍牆、大門、圍籬

U型滑板

廠房(C-1)汽車修理場(C-1)

辦公室(G-2)、宿舍(H-1)、廟宇(E-1)

A區電氣室(C-2)B區廠房(C-2)

飲食店(G-3),住宅(H-2),機械室

D3學校附屬廚房

G3店舖、G2辦公室、H2住宅

訓練所D-5

C1工廠，H1單身宿舍

辦公室,機房

辦公室，加氣站



D5警技訓練場、樓梯間、發電機房、雨遮

辦公室，儲藏室，廁所

B2店舖，H2住宅

圍牆，大門，牌樓

G2辦公室，G2禮堂，G2教室，00儲藏室，00機房

E1納骨塔

G1金融機構，儲藏室，機械室

迴廊，涼亭，廁所

G3店鋪.住宅

C1廠房，G2辦公室，00單身員工宿舍

C2廠房,廁所

微波鐵塔

辦公室(G2)變電室(C1)倉庫(C2)

C2-倉庫,00-車棚

鐵絲網圍籬長:144.0m,高:2.1m

(B-4)旅館

避難室機房,辦公室,單身宿舍,變電室

教室(D-3)健康中心、廚房、廁所、幼稚園

儲槽，防溢堤圍牆

營業爐灶附屬中間槽體

D-4國中教室、辦公室

01-店鋪、集合住宅

01-店鋪(G-3)集合住宅(H-2)

03-辦公室、文教設施、公共廁所

G3-店鋪住宅

G3-店鋪住宅。

G3-店舖、H2集合住宅

店舖住宅，店舖(G-3)住宅(H-2)

機房、加氣槽棚

C2廠房G2辦公室

01-集合住宅,店鋪

(G-3)店舖、(H-2)住宅

D3-國小校舍

寺廟(戶外表演台)(E)

(G-3)店鋪、(H-2)集合住宅

(G-2)辦公室

D1-健身房

店舖、飲食店、門廊、辦公室

(G-3)電器零售業

C-1廠房，G-2辦公室

D-2文康中心

02-住宅

工廠(C-1)警衛室

99-農業設施

辦公室、守衛室

F1-供醫療照護之場



店鋪.停車空間.住宅

D1室內操練場

99-守衛室

店舖(一般零售及服務業),住宅

G3-店舖H2-住宅。

07-倉庫、辦公室、作業廠房

E1-停棺室

空壓機械房

社區康樂室〈D2〉

C1-作業廠房

1F-店鋪(G3),2F-3F住宅(H2)

架台管架

工作架台及設備

車道、電梯間、機械室

G1銀行G2辦公室A2捷運設施

G3-店鋪。

G3ㄧ般零售場所、G2辦公室

廠房(C-2).加油設備房.修理場

公共廁所、機房、操作室

辦公室(G-2).工廠

D3教室

一樓店舖,二、三樓自用倉庫住宅,四樓住宅

E1宗教設施、G2辦公室、(0-0)門廊、陽台

店舖、餐廳及室內遊樂館

D2圖書館

(A棟)曬衣場.(B棟)鍋爐

C1電氣室

(H2)集合住宅、(00)停車空間、外廊、樓梯間

D1休閒場所及涼亭、D2活動中心

職員宿舍

銀行、店舖、員工宿舍、餐廳、兒童樂園

廠房(C-2).守衛室(G-2).餐廳.地磅室

市場,戲院

學校.司令台.車棚.教室

05-控制室壓縮機房防空避難室

停車場告示牌

E1宗都設施(金爐)

設備基座

自用倉庫（C2)

廠房附屬員工餐廳(C-1)

香菇亭

冰球場附屬相關設施(教練及球員休息室等)

集合住宅；補習班

集合住宅(H-2)；補習班(D-5)

99-機車停車棚

1F店鋪(G3),2F-5F住宅(H2)



02-店舖(G-3)住宅(H-2)

C2-供儲存、包裝、製造、檢驗、研發、組裝及修理一般物品之場所

陳列館、店舖

聚醯胺製程廠房、MT-8201己二胺儲槽

機械室、電梯

潛水池(D-1)、教室(D-4)

工廠(C-1)、辦公室(G-2)

工廠(鍋爐室)C-1

倉儲業相關設施(守衛室、蓄水池、機械室)

農產運銷加工設施(集貨場)

05-工廠(C1)

昇降機道及電梯間

01-集合住宅(H-2)

住宅.停車空間.門廊

倉庫(C-2)、卸貨場(C-2)

(H-1)安養中心(F-1)護理之家

管理員室、車棚

07-倉庫(非營業用倉庫)

集貨及包裝場所

【小學校舍類場所】

G3店舖  G2辦公室

H1-職務宿舍

04-學校(電梯)

G3-店舖及診所

C1-廠房、辦公室

熱井泵浦基礎

太陽能光電發電設備

雜項工作物:設備平台,煙囪

鍋爐架台及風車設備基座

儲槽、防溢牆

警衛亭、喚證亭

廠房倉庫

E1宗教聚會場所

守衛室、儲藏室

金融機構(G-1)、辦公室(G-2)

一樓店鋪二、四樓住宅

店舖G-3)

廠房.電子材料房.辦公室.餐廳

C1作業廠房

辦公室停車場消防水池

住宅(H-2)，集合住宅(H-2)

集合住宅(H-2)，(0-0)陽台

遮雨棚，祭祀棚

C2農產品加工室

工作場、電氣室

辦公室(G-2)、B3餐廳



C2設備棚架

店舖G-3住宅(H-2)

桶槽，防溢堤及樓梯，管架

G1作業廠房(附屬設備放置區)

C1實驗室

B1視聽歌唱場所、G3餐廳

店舖G-3.廁所

文康中心、資源回收、教師宿舍、廚房

職務宿舍(H-1)

車棚,圍籬

廠房(C-2).單身宿舍

雨遮、車棚

A1-演藝場

D-1休閒運動設施

辦公室(G-2),司機休息室(D-2)

D4教育展示之教學場所

日常用品零售場所G-3

機具維修廠(C-1)、倉庫(C-2)

小型康復之家(H-2)

G2-員工文康室

D3-教室、廁所

C-1附屬設施:單身宿舍、員工餐廳

公共廁所(G3)

廠房,消防機房,發電室

一般服務業(供辦公室使用(G-2))

G-3商店

車站(A-2)辦公室(G-2)商場(B-2)

廠房、辦公室、警衛室

水池冷卻水鎝引擎室

鐵捲門1座

21、22、34品質改善工程

反應器

門廊.車道

D4銜接走廊

農機具室(H-2)

學院教室(D-4)

(G3)店舖、(H2)住宅

液化石油氣容器儲存室(I1)

G2辦公室育苗室(花室)

C1作業廠房C1電氣室

店舖(G-3)寺院(E-1)

1F店鋪(G-3),2F~5F住宅(H-2)

工管大樓昇降機間及電梯

健身服務場所(D1)

宿舍、倉庫

管理室,休息室,材料室,車庫



廠房C-2、C2集貨場

市場(批發市場)、G2辦公室

廠房,員工餐廳,鐵棚架

車站(A-2)辦公室(G-2)

浴室、廚房

廟宇(E)

牛舍

結冰室

防空洞

化工夾板之扁屋

防空救傷站

倉庫(C-2)、廁所

住宅(H-2)，店舖(G-3)

門廊，店舖(G-3)

碎冰所

浴室.廁所

廚房、磚造圍牆

廁所，廚房，浴室

廚房、廁房

店舖(G-3，住宅(H-2)

店舖(G-3)，店舖(G-3)

木造走廊

廁所、廚房

會館

廚房、浴室

店鋪倉庫

禮堂

公寓(H-2)，住宅(H-2)

住宅(H-2)圍墻

店鋪

其他  事務所

住宅(H-2)  市民住宅

給水加壓站

騎樓、住宅(H-2)

住宅(H-2)，冷陳廠

廠房(C-2) 事務所

工廠(C-2)，倉庫(C-2)

電石倉庫

事務所，辦公室(G-2)

餐廳(B-3)

庫房

廠房(C-2)，倉庫(C-2)，事務所

電極工場

電器修理室

廠房住宅

澄清工場換熱署廠房



舞廳

教室廁所

店鋪住宅廠房

鍋爐房及水塔

店舖(G-3)住宅(H-2) 冷凍庫

其他  水池

木工廠

工作房

店舖、電影院

店舖、住宅、旅

宿舍.廚房.浴室

店舖、住宅

店舖、住宅、市

店舖、市場、儲藏

工廠、浴室

住宅，店舖

住宅(H-2)、工

歌廳及門廳.保齡球館

廠房、辦公室、倉

店舖(G-3)住宅、公寓

禪房、法興寺

店舖、公寓、住宅

兒童課後托育中心(D-5)

鳳西國中教室

教會堂

店舖(G-3)集合住宅(H-2)

工廠(C-2)、倉

美容院(B-1)

住宅、辦公

辦公室、旅社

市場，店舖，檢察室

辦公室(G-2)，辦公室(G-2)

店舖、住宅、市場、商

金融機構(G-1)

餐廳、旅社

辦公室廠房加工廠員工宿舍

穀倉

廠房、辦公室

教堂，住宅

玄關.教室.辦公廳

管理房

辦公室廠房單身宿舍

兒童托育中心(D-5)(六歲以上)

托兒所(F-3)補習班(D-5)

店舖(G-3)住宅(H-2))

廠房(C-2)、辦公



辦公室廠房單身員工宿舍

學校教室

集會堂

店舖(G-3)公寓(H-2)

煉鋼廠房

蒸飯房

廠房(C-2)、單身宿

休息室

避難室.停車棚.候車室.辦公室

防空避難.管理室

遊藝場(B-1)

H2-供特定人長期住宿之場所。

廠房，辦公室，技藝訓練中心，員工休息室

工廠，辦公室，技訓中心

機砂處理室.砂庫

店舖(G-3)、市場

通棧

單身員工宿舍.辦公廠

課後托育中心、補習班

收容六歲以上兒童托育中心

自用農舍

公寓(H-2))

辦公室(G-2)、工

零售市場，儲藏室

腳踏車棚

主機房

辦公廳、宿舍

辦公室 廠房 倉庫 成品室

超級市場、住

辦公室、冷凍庫、宿舍

住宅H-2,貯藏室

身心障礙者福利機構(F-2)

廠房(C-2)辦公室(G-2)

【店舖住宅

住宅(H2)，儲藏室，儲藏室

工廠辦公室

辦公室.廠房.倉庫.員工休息室

避難室，住宅

管理室.材料室.修車庫

休息室.辦公室

做車棚用

廠房、辦公室、倉庫

店舖(G-3)補習班

商場、辦公室、公

托育中心

店舖、辦公廳



店舖、集合住宅、商

店舖、集合住宅、托兒

醫療室，辦公室

成品堆置場，辦公室，單身宿舍

 廠房

房空避難室， 店舖，住宅

辦公室(G-2)銀行(G-1)

水池

展示廳(D-2)、閱覽室、辦公室、觀眾席

辦公室、控制室

碼頭加油站

儲藏室.廚房

辦公室 公寓

銀行、辦公室

店舖、辦公室、集合住宅

商場(B-2)集合住宅(H-2)

店舖、住宅、公寓

出租別館

公寓，店舖

住宅，停車空間

禮堂.辦公室.停柩室

教室.樓梯.廁所

辦公室.管理室.機房

避難室

診療所

廚房.升降梯

廚房.變電室

司令台.防空避難室

避難室.樓梯間

旅館(B-4)餐廳(B-3)

辦公室(G-2)、教室

標誌牌

店舖、餐廳、公

住宅、店舖、辦公室

辦公室(G-2)、補習班(D-5)

辦公室.廠房.員工單身宿舍.守衛室

教室.樓梯.廁所.避難室

教室.廚房.樓梯間.餐廳.廁所.器材室.教師室.

電梯間

店舖、集合住宅、電影院

店舖、旅館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所

餐廳、集合住宅

農民住宅

警勤室

教室、教具室



公寓(H-2、住宅

餐廳(B-3)旅館

店舖、零售市場、倉

辦公室 住宅

餐廳、辦公

防空避難室，集合住宅

百貨商場，集合住宅

剪割工場

證券公司

養護機構

國宅.幼稚園.社區中

配電室，控制室，維護站

廠房，變電室

加工廠

店舖 辦公室 集合住宅

店舖、國民住

美術教室

停車空間、住

店舖(G-3)遊藝場(B-1)走道

學生餐廳，教室

辦公室(G-2)儲藏室

站屋加油亭

會議廳

店舖(G-3)集合住宅(H-2)辦

廠房，堆放場

水箱，守衛室，廠房，辦公室

修理工場、倉庫、單身宿舍

商場、辦公室、住宅

住宅(H-2)醫院(F-1)

辦公室(G-2)、宿舍、餐廳

冷凍室，擊留室(貨棚)，雨棚，電氣室

店舖、集合住宅、銀

商場、餐廳、俱樂部、集

辦公室、餐廳、外

月子中心(H-1)

店舖、住宅、涼

店舖.辦公室.集合住宅

住宅(H-2)餐廳(B-3)

餐廳(B-3).旅館.住宅

補習班兼課後托育中心(D-5)

D5-補習班

辦公室、店舖、住宅

辦公室、幼稚園、住

商場、辦公室、店

集合住宅、開放空間

銀行、集合住宅、辦公



工廠(C-2)、工廠附設單身員工宿舍(C-2)

店舖、餐廳、電影

醫院附屬倉庫(C-2)、醫院附屬機房(C-2)

昇降機 廚房

店舖、銀行、証券交易場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日間服務機構)(G-3)

電信機房

店舖、住宅、商場、餐

D5-供短期職業訓練、各類補習教育及課後輔導之場所。

煙囪

商場、遊藝

住宅、樓梯

店舖、住宅、騎樓、避難

住宅、自用倉庫、騎

店舖、辦公室、樓梯

店舖 集合住宅 樓梯間

餐廳 住宅 商場 旅館

住宅  樓梯間

避難室、騎樓、店舖、住

避難室、集合住

電氣室、鍋爐房、空壓機房、

辦公室、廠房

集合住宅、店舖、樓梯

住宅、集合住宅、店

視聽伴唱遊藝場所(B-1)

加油站、營業處、員工休

店舖、辦公室、餐

辦公室、幼稚園

控制室、純水處

辦公室、控制室、電覽

儲藏室、店舖、集合住

住宅、店舖、集合住

金爐

遮陽棚

樓梯間、瞭望

辦公室、商場、店

店舖、住宅、門

店舖、遊藝

辦公室、店舖、住

辦公室、儲藏室、廁

灌裝棚

教室及連接走廊

集合住宅、辨公

集合住宅、辦公室、機械

集合住宅、店

辦公室、廁所、營業



圖書館、廟宇、會議

超級市場、集合住

店舖、辦公室、銀

集合住宅、辦公室、補習

油槽

4紀

機械室、堆積

休息室、辦公

員工餐廳、辦公室、勤務

圖書館、閱覽室、講授

專科教室

玄關、電氣室、診療

店舖、辦公室、車

欄舍

視廳伴唱遊藝場所

廠房、辦公室、門

污水處理管理室

店舖、住宅、門廊、樓梯

值勤室

店舖(G-3)住宅 保齡球館

瞭望台

車庫、值班台、辦公

停車空間、宿舍、辨公

警局

避難室、社團操練場

第三種住宅

公園用地

廠房、辦公室、員單身宿

休息室、倉

調度室及司機休息室

冷凍庫、預冷室、通道

店鋪、集合住宅、辦公

辦公室、補習

停車場.活動中心.集會堂

辦公室、旅館、會議

店舖(G-3)辦公室(G-2)集合住宅(H-2)

辦公室、郵

辦公室、休息

蓄水池

電梯間機道

辦公室(G-2)、商

變壓站

戶外安全梯

站房、保養場、辦公室

店舖.集合住宅.住宅

視聽伴唱遊藝場所(B-1)兼餐廳



辦公室、商場、集合住宅

保齡球館(D-1)

證券交易場所、銀行

銀行(G-1)補習班(D-5)

辦公室、污水處理池

辦公室、銀行、集合住宅

托兒所(F-3)課後托育中心(D-3)補習班(D-5)

廠房，倉庫，辦公室，單身員工宿舍

貨物運輸裝卸場，宿舍

 停車空間，集合住宅

車庫，住宅

銀行

連絡走廊

教室 玄關

工廠、辦公室、電氣

休息室、圍

餐廳、停車

托兒所、住

汽材修護室、工安資料

機械室、電覽整理

廚房、輸送梯、水

科學博物館

辦公室、機械

廣告牌

教堂、辦公室(G-2)

管制室、司機休息

收容所

維修料房、存放

博物館(D-2)

敬老

梯間、監測

診所

加油棚、營業室、辦公

三溫暖場所(B-1)、健身服務場所(D-1)

辦公室.羽球館.更衣室.宿舍.會議室

豬舍，飼料倉庫，糞尿處理設施

D5-課後托育中心

農產品包裝場及農機具室

集合住宅，住宅

餐廳 宿舍 守　室

廠房、辦公室

醫院 住宅

廢料庫房

金屬架構式構造

3333場、証券交易場

視聽伴唱



加油棚、辦公

廚房、電梯

工具間

教具室、消防水

球員休息室、球員訓練

貨櫃倉庫

療養院

店舖、停車空間、倉

收費

生物處理池

庭園、連接走

店舖、住宅、語言補習

店舖.住宅.集合住宅.商場

簡易汽車駕駛訓練場

餐廳、門

住宅、補習班

管理室，廁所

騎樓，保齡球館，辦公室

銀行，集合住宅

鼓同機房

住工用

臨時路外停車場

空壓機房

辦公室、宿舍、辦公

視聽伴唱遊藝場所、餐

涼亭、廁所、管理

遊藝場.舞場

管理室、守　室

店舖、遮陽蓬

遊藝場、樓梯

員工福利中

會議室.休息室

倉庫(C-2)辦公室(G-2)

汽車保養廠

警衛室,管理行政大樓,廠房

門廳、住

紀念埤

(H-2)集合住宅

泵房(C-1)

辦公室.廠房.單身員工宿舍

倉庫，辦公室

店舖，國民住宅，住宅

水塔

鍋爐室變電室守　室水塔

教室、閱覽室、會議

廠房、辦公室、員公宿



學校器材室

管理中心附屬販賣

廠房(C-2)宿舍(H-1)

文化中

材料庫房(C-2)

店舖辦公室

涼亭、觀海

機房(C-2)

商場(B-2)餐廳

圍牆、鐵捲

廣告架

店舖(G-3)停車空間

廠房C-2

D4-附屬空間廚房

教學器材室(D-4)

垃圾場，廠房，電氣室，受電室

銀行，辦公室

防空避難室、車

木棚、攤

辦公室(G-2)、洗車

店舖、集合住宅、俱樂

里活動中

球類運動場

配電變電所

倉庫(C-2)警　室

店舖集合住宅辦公室

辦公室、電信機房

水池、儲槽、管架

廠房(C-2)宿舍

G-2辦公室

G2辦公室

樣品屋

儲藏室、廁所、圍

充電間

餐廳、宿舍、廚房

商場、辦公室

運動設施(高爾夫球習場)

電梯間、機械

涼亭、涼

廠房(C-2)、辦公室(G-2)

魚貨處理場(C-2)

辦公室(G-2)、加油

托兒所、辦公室、住宅

幼稚園、辦公室、住宅

辦公室(G-2)、加油棚

辦公室(G-2).餐廳(B-3)



停車空間.機房.儲藏室

停車空間、司令台

餐廳(B-3).辦公室(G-3)

養護機構兼護理之家(H-1)

水處理室

冷卻水塔,工廠,生產構架

管架、廠外設備基礎

店舖，集合住宅H-2

廠房C2，辦公室G2

辦公室(G-2)、活動中心

C2廠房，G2辦公室，B3員工餐廳

發電機房

辦公室(G-2)、雨蓬

水箱

廚房、花房、車棚

店舖(G-3)住宅、診所

教室、辦公室、看台

棚架、平台

貯藏室

動物園附屬辦公室、獸舍

汽機車庫及文康中

餐廳(B-3)、宿舍

研究實驗室(保育溫室)

自來水受水持

一般零售業、停車空間

店舖(G-3) 集合住宅(H-2)

店舖(G-3),辦公室(G-2)

餐廳、辦公室

廠房(C-2)辦公室(G-2)倉庫(C-2)員工宿舍

教師宿舍(H-1)

住宅(H-2)騎樓

寺廟(E)、金爐

廟宇、市場

倉庫、散裝穀倉

視聽伴唱遊藝場所.辦公室

外事辦公室、機房

散裝庫

工廠(C-2)、辦公室(G-2)

液化石油氣儲存場

司令台、溫室、實習教室

變電站、電纜間、電氣室

店舖(G-3)集合住宅(H-2

商場(B-2).辦公室(G-2)

職訓大樓及大門警衛室

菇類栽培場

金隔保險機構(G-1)辦公室(G_2)



廠房(C-2)、辨公室(G-2)

店舖G-3、住宅H-2

托兒所F-3、補習班D-5

金融機關

陽台、圍牆

農具室

店舖G-3.銀行G-1.辦公室G-2.集合住宅H-2

員工康樂室.實驗室.廠房.新空桶棚

廠房.品管室

農機具室

農機室

遊藝場B-1辦公室G-2

工廠C-1

脫水泵房

品管室

農機具倉庫

銀行G-1.辨公室G-2

TR-4001B及圍堤

A：倉庫,B：農機具室

自用昌庫

停車空間，住宅H-2

控制室.儲槽.作業平台

農業設施(農產品儲藏室)

店舖G3

農業設施(花卉培育室)

加油亭.辦公室

廠房(C-2)、辨公室(G-2)、機械室

教室 D-3

里民活動中心

防空避難室.教室(D-3)

商場(B-2).倉庫(C-2).辦公室(G-2).停車空間

辦公室 G2

住宅H-2、停車空間

銀行(G-1).辦公室(G-2)

工作室.工具間

廠房C-2.浴廁

壹層店舖(G-3)貳參層住宅(H-2)

信徒宿舍

農業設施(農機具室)

汽車車棚、樓梯間

汽車修理場

室外樓梯二

• 桶槽.馬達基座

駁崁

警　室、機車停車場

自用車庫 C-2



教室、司令台、垃圾場

店舖(G-3) 辦公室(G-2) 住宅(H-2)

文物展示、集會堂、教室

店鋪(G-3)、住宅(H-2)

超級市場(B-2)

檢測站(C-1)儲藏室

污水處理廠(辦公室、警衛室)

辦公室廠房

廠房,倉庫

供行動不便者使用之坡

視聽歌唱場所(B-1)兼店舖(G-3)兼餐廳(B-3)

垃圾場

加油亭C-1.營業室G-2

廠房(C-2).辦公室(G-2).員工宿舍(H-1)

花卉生產用溫室

自用農舍H-2

A.倉庫B.作物栽培設施

液化石油氣容器.儲存室.守衛室

飲食店(B-3).辦公室(G-2)

農業設施(農機具室.儲藏室)

畜牧設施(倉儲)

廠房，辦公室，廁所，機械室

行政室.教室(D-4)

汽機車停車場

加藥室

一.二.三層住宅

農業設施作物栽培室

安養中心(養護)(H-1)

畜牧設施(飼料倉庫)

菇舍及乾燥室

遊藝場.住宅

養殖倉儲設施

電信監測機房

自用農舍H2

托兒所教室.安親班.教室D-5

自產農產品集貨及農機具室

A.自用農舍 B.農機具室及農產品初級加工室

辨公室(G-2).教室(D-3)

商場(B-2)、辨公室(G-2)

05 - 工廠

農業設施(葨具及肥料室)

托兒所(F-3)、住宅(H-2)

住宅(H-2)、圍牆

倉庫(C-2)車棚

鐵塔.設備機貨櫃屋倉庫及機房.圍籬

一樓店舖,二、三樓住宅



金融機構.辦公室.集合住宅

店舖(G-3)住宅(H-2

店舖(G-3)診所(G-3)住宅(H-2)

外廊.騎樓

住宅( H-2)

升降機

泵浦房

教室(D-4);辦公室(G-2);演講堂(A-1)

辦公室  廁所

F3-幼稚園

店舖,辦公室,集合住宅

電子遊戲場、室內兒童遊戲場

集合住宅(H-2)、店舖(G-3)

G3店舖   H2住宅

店鋪(G3)集合住宅(H2)補習班(D5)

廠房(C-2)消防機房(C-1)

店舖辦公室住宅

住宅.停車空間.機電設備室.門廊

銀行,辦公室,店舖

廠房、倉庫、發電機房

店舖(G-3)寄宿舍(H-1)

醫院(F-1)，醫院(F-1)

電氣室(C-2).防空避難室

店舖(G3) 住宅 (H2)

餐廳(B-3)店舖(G-3)辦公室(G-2)

補習班(D-5)集合住宅(H-2)

住宅(H-2),店舖(G-3)

店舖-住宅

門廊,儲藏室

店舖(G-3),住宅(H-2),辦公室(G-2)

1,2F 店舖(G3). 3-5F住宅(H2)

電氣室,通道

工廠(C-2)，工廠(C-2)

郵局、辦公室〈G-2〉

店舖(G-3)住宅

住宅(H-2)停車空間

員工餐廳B-3

壹樓店鋪,貳、參樓住宅

郵局辦公室(G-2)

店舖(G3)

集合住宅(H-2).門廊.停車空間

廠房 車棚 堆積棚

停車空間 店舖 住宅

汽機廠房

診所.住宅

教室D-3



社區復健中心及康復之家

沉澱槽

冷卻水塔水池

升降設備(壹座)

煙囪間

停車空間，停車空間

自來水受水池.校內辦公室

店舖 ,住宅

店舖(G2)住宅(H2)

教室、辦公室(G-2)

店舖(零售)(G-3)

診所(G-3)、住宅(H-2)

展示室(D-2)餐廳(B-3)辦公室(G-2)

汽車服務業(汽車產品展示中心)(C-2)

辦公室、汽車修理場、展示廳

服務中心、辨公室、會議室

辦公餐舍

養護中心，住宅(H-2)

門廊 店舖 住宅H-2

農業設施(農具室、包裝式)

包裝室、農機具室、管理室

車庫(C-1)住宅(H-2)

辦公室C-2、魚市場C-2、倉庫C-2、冰庫

農產品集貨及農機具室

乙醛工場.乙酸乙酯工場.公用區

教室 D-4

寺廟E-1

住宅(H-2).停車空間.門廊

農機具室及農產品集貨包裝室

停車空間.集合住宅H-2

機房，機械室，簡報室，辦公室

A.汽車量輸業停車場附屬設施(簡易保養場)B.廁所

門廊 住宅 H-2

警衛室(C-2)

農業設施(自產農產品加工室)

住宅H-2、門廊

集合農舍(H-2)

加油亭C-1.辦公室G-2

店舖(G-3).辦公室(G-2).住宅(H-2)

文教會館.辨公室(G-2)

農產品集貨場.農機具室及管理室

工廠及住宅

餐廳(B-3)店舖(G-3)門廊

60

店舖G-3O住宅H-2

作業廠房(冷凍庫)



簡易餐飲、停車場

辦公室(G-2)餐飲(B-3)停車空間

店舖；住宅

(C-2)廠房

辦公室(G-2) 住宅(H-2)

遊客服務中心

店舖(G-3)餐廳(G-3)辦公室(G-2)

辦公室.集合住宅

教室,走廊

店舖 、住宅

店舖(G-3)住宅(H-2 )

辦公室(G-2)、店鋪(G-3)、住宅(H-2)

壹層店舖.貳至肆層住宅

1F+VF店舖,2F~12F集合住宅

工廠(C2)

工廠(C-2)、員工餐廳、辦公室(G-2)

店舖(G-3) ,住宅(H-2)

線材工場(C-2)

展示中心(B-2)辦公室(G-2)

店舖(G-3),住宅（H-2）

住宅區(H-2)

住宅(H-2),停車空間

集合住宅.店舖.停車空間

(H-3)住宅

住宅(H-2

工廠,辦公室,廁所,梯間

農業設施(資材室)

骨灰骸存放設施(宗教設施)

公共廁所及講台

畜牧設施 雞舍  堆肥舍

(G-3)店鋪　(H-2)住宅

(G-3)店鋪　（H-2)住宅

游泳池,管理室,浴廁

遮雨棚 倉庫

EP集塵室

丙烯.丙酮.苯等原料灌裝站

寺院

店鋪、住宅、停車空間

連通道,工作平台

 集合住宅H-2

店舖)

補習班(D-5)、住宅(H-2)

D-4教室

  辦公室、廠房

壹、參樓住宅

辦公室(G-2)教室(D-4)游泳池(D-1)



B棟資源回收棚,D棟停車空間,G棟冷漿管槽

辦公室.處理廠

住宅.門廊

店舖〈G-3〉 集合住宅〈H-2〉

一層店舖,二至四層住宅

店舖〈G3〉

交誼廳.醫療區

自動倉儲,廠房

育苗栽培室

廠房、倉庫、辦公室、員工單身宿舍

G-3店舖H-2集合住宅

G-3店舖  H-2集合住宅

工廠(C-2)住宅(H-2)

變電所、備勤宿舍

廠房(C-2)員工宿舍

辦公室(G-2),廠房(C-2)

廠房(C-2),品管室,發電機室

住宅(H-2),補習班(D-5)

防溢堤及室外樓梯

花棚(C-0)

發射機房、發電機房

地下水池、沉澱槽

陳列館(D-2)

加油站(供辦公室使用)(C-1)

店舖(G-3)住宅(

衛生所G3

農業設施〈農業資財室〉

農機具室蔬菜包裝室

店舖G-3，辦公室G-2

店舖(G-3), 住宅(H-2) ,停車空間

棚架C2 置物室C2

店舖G-3、住宅(H-2)

 畜牧設施

儲存場，焚化爐操作構台

店舖.集合住宅.停車空間

店鋪G-3住宅H-2

集合住宅H-2 停車空間

廠房(C-2);辦公室(G-2)

廢棄物暫存廠 ，辦公室(G-2)

納骨堂.管理室.廁所

補教班.店舖

保養設備間.設備間及洗車間

集合住宅 店舖

住宅(H-2).蓄水池

辦公室G-2,住宅H-2,商場B-2,廣告招牌

作業廠房、店鋪、辦公室



廠房 ,辦公室

辦公室,圍牆

控制室開關室及生化處理池

拆除

 店舖住宅

辦公室,工廠,守衛室,單身宿舍

鋼筋混凝土

實驗室、辦公室、會客室

變壓器場(C-2)蓄電池室(C-2)電纜室(C-2)電氣室(C-2)

住H-2

廠房(C-2),辦公室(G-2)

店鋪(G-3),辦公室（G2）,集合住宅(H-2)

辦公室(G-2)作業場(C-2)

小型養護機構(H-1)

電氣室、工作平台(C-2)

店舖.辦公室.住宅

商場兼餐廳

商場(B-2),餐廳(B-3)

安養機構(H-1)及集合住宅(H-2)

店舖(G-3),停車空間

工廠(C-2)機房

店鋪(G-3)集合住宅(H-2)

發電機房(F-1)

冷凍倉庫(C-1)辦公室(G-2),機械室

補習班(D-5)幼稚園(F-3)課後托育中心(D-5)

宗教設施

寺 廟

工廠(C-2),辦公室(G-2)

工廠(C-2)、銀行(G-1)

農業設施〈農業資材室、管理室、育苗作業室、網室〉

餐廳.集合住宅

雞舍.堆肥舍.倉儲設施.

禪堂(E)

(H-2) 住宅

菇類栽培室

農業設施〈集貨包裝場〉

學校(D4)

汽電共生機房(C-2)、鍋爐設備架台

自甪農舍

壹貳參樓住宅

店舖 (G-3)

活動中心〈附屬儲藏室〉

教室(D4)(C棟)

辦公室(G-2),店舖(G-3),集合住宅(H-2)

汽車駕駛人訓練班(D-5)

老人養護中心:機電設備室,守衛室,員工宿舍



守衛室.廠房

E-1(廟宇)

  自用農舍

a.c.e.f棟為工廠(C2)、b棟為宿舍(H1)、d棟為辦公室(G2)

農業設施(育苗室)

旅館.辦公室

入口造型

正面式招牌廣告

集塵設備、煙囪

散裝倉（C-2）、圍籬（1）,LPG使用場圍籬（2）

幼稚園、

乙種工業區容許之批發業(B-2)

廠房、員工宿舍

油壓室(C-2)

寄宿舍(H-1)

F3-育幼院。

飲食店(B-3)辦公室(G-2)

辦公室，宿舍，廠房，機械室，倉庫

作業廠房(C-2).消防機房

 自用農舍(國民住宅)

活動中心,辦公室

維修工廠,辦公室

 廠房(C-1)

教室 (D-4)

警衛室 儲藏室 校門牌樓

(A棟)店鋪,(B棟)廁所

 工作平台，空構架，管架

 金融證券，辦公室

店舖((G-3),住宅(H-2)

廠房，宿舍，消防機房

辦公室G-2廠房C-2

店鋪(G-2)、住宅(H-2)

壹層：店舖、門廊；貳層：住宅

壹層:店舖、門廊;貳層：住宅

辦公室(G2)

倉庫附屬設備機房

海防班哨

廠房、辦公室、倉庫、員工餐廳、守衛室

臨時急診室

控制室、水箱、儲槽、管架、PL-01超純水裝置

農業設施(雞舍)

廠房(C-2)、辦公室(G-2)、車棚

辦公室、廠房、倉庫

敬老亭,廁所

店鋪、辦公室、集合住宅

機房(C-2),倉庫(C-2),工作場(C-2)



服務中心(E-1)

1樓店舖.2-4樓住宅

(G-3)店舖,(H-2)住宅

店鋪(G3)

冷藏倉庫(C-2)辦公室(G-2)

視聽伴唱遊藝場 (B-1)

視聽伴唱遊藝場B-1

B2商場、展示空間

廠房（C-2）資訊軟體業(G-2)

旅館(B-4),停車空間

住宅、辦公室

G-3店舖.H-2住宅

變電站(C-1)

科學博物館(展示館)

工廠電氣室(JD-216轉送塔)(C-2)工廠機械室(D-216輸送帶)(C-2)

廠房,警衛室

作業廠房.辦公室.守衛室.單身宿舍.員工餐廳

銀行(G-1),停車空間

工廠(C-2))辦公室(G-2)

停車場(C-2)

廠房C2, 警衛室,機房(C2)

國小教室

店舖.餐廳

一至四樓住宅

店舖(G-3)、住宅(H-2)、門廊

廠房C1辦公室G2守衛室.電氣室

加油站辦公室

廠房(C-2)(僅供修造船廠使用)

宗教，文教設施

廁所.花架.機房.造型牆

作業廠房,儲藏室,洗籃區,低溫商品分裝區,低溫冷凍倉庫,休息室,辨

棚架機房

加油亭I辦公室G2

重車停車棚

廠房及倉庫

廁所/電氣室

空壓機房(C-2),工作樓梯(C-2)

變電所、辦公室

廠房(C-1)辦公室(G-2)宿舍(H-1)

醫院.護理之家.辦公室

停車空間住宅

G-3、H-2

活動中心(D-4)宿舍(H1)

廠房,單身員工宿舍(C-2)

廠房(C-2)、雨遮、防空避難室

壹.貳樓廠房(C1).冷藏庫(C1).辦公室(G2)



廠房、機械房

店鋪.倉庫

1.辦公室2.危險物品一般處理場所3.倉庫4.危險物品一般處理場所5.

設備基座.圍牆

養護機構(H-1)、住宅(H-2)

課後托育中心(D-5)、補習班(D-5)

電氣室(C-2)，辦公室(G-2)

咖啡館(G-3),辦公室(G-2)

工廠(空壓機房)C-2

通訊鐵塔一座

壹樓店鋪,貳~參樓住宅

住宅 (國民住宅)H-2

集塵室

連通道，工作平台，宿舍

廠房，辦公室，員工宿舍

H2集合住宅、00停車空間

小型商店，公共廁所

00畜牧設施

資材室集貨包裝場

製程區工作架

農業設施(農業資材室.網室)

廠房(C-1)、辦公室(G-2)

活動中心，教室

00停車空間、G3店舖、H2住宅

作業廠房 研究室

廠房(C-2)，消防機房，辦公室(G-2)

EP操作室.機房

店舖,面積

滯洪沉池

D1室內球類運動場(籃球場)，廁所

C1加油站，G2辦公室

教室、活動中心

機車棚.採光罩

軍事營舍

兒童遊戲場,店舖

控制室、守衛室

醫院.住宅

工廠.廁所.辦公室.防空避難室

廠房(C-2).辦公室(G-2).遮雨棚

D4高中教室

廠房(C1)辦公室(G2)

壹層店鋪.貳至肆層住宅

托兒所(F-3)、課後托育中心及補習班(D-5)

廠房(C-2)廁所、儲藏室、車棚

店舖(<500M2)(G-3)

店鋪(-G3)住宅(H-2)



屋簷、收費亭

壹樓作業廠房(C2)

消防水池、機械室.變電室、工廠(C-2)

宗教聚會場所(E1)

電氣室(C-2)辦公室

機械房(C-2)

店舖(B-2)辦公室(G-2)

停車空間.店鋪G-3 辦公室 G-2 集合住宅H-2

工廠(儲存區)(C-2)

農舍H2

店舖(G-3).集合住宅(H-2).辦公室(G-2)

集合住宅(H-2).辦公室(G-2)

戶外樓梯

啟智學校教室(F-2)

辦公室(G-2),宿舍(H-1),警衛室. 餐廳

住宅H-2,店舖G-3

A區電氣室(C-2),B區廠房(C-2)

G2資訊軟體業

小型公園及附屬販賣部

(風雨球場)室內球類運動場

馬達控制室(C-1)

C-2廠房,G-2辦公室

工廠.倉庫.辦公室

01-住宅.店舖

01 - 住宅.店舖

盆栽育苗作業室

H2農舍

升降機間

教室(D-4),研究室(D-4),辦公室(G-2)

H-2-住宅

08-農業設施

69KV變電所(C-1)

衛生室、宿舍

複層式屋頂(防水隔熱用)

壹樓自用農舍(H2),貳樓自用農舍(H2)

E1-殯葬設施

司機休息室,管理員室,門廊等

店舖〈G-3〉

H2-集合住宅

倉儲設施、住宅、辦公室、廠房

機械室〈C-2〉.卸貨場〈C-2〉.倉庫〈C-2〉

廠房(C2)辦公室(G2)員工單身宿舍(H1)

99-花棚

幼稚園、補習班

本案用途為自產農產品加工室

店舖(G-3);辦公室(G-2);住宅(H-2)



A棟：辦公室G3B棟：1樓工作場C2,2樓機房C2

A棟：辦公室G3B棟：1樓工作場C1,2樓機房C1

E1-服務中心

畜牧設施（倉儲設施）

自動倉庫(C-2)

冷藏倉庫、辦公室、店舖

旋轉木馬機械遊樂設施

鍋爐設備架台、散裝倉及管架

營業爐灶附屬構架

拉線式鐵塔

機房(C-2)熱水器房(C-2)電纜室(C-2)會議室(G-2)辦公室(G-2)

工場(廠)(動力＜15匹馬力且電熱＜60千瓦)(C-2)

保養場(C-2)辦公室(G-2)訓練班(教室)(D-5)

G3-店舖,住宅

托兒所(F-3)，課後托育中心，補習班(D-5)

公廁、涼亭(遮陽棚)

托育所(F3)、課後托育中心(D5)

員工福利社(G-3)

工廠,銀行

C1資源回收貯存場，G2管理室，G2辦公室

寺院，寺院

店舖(G3)辦公室(G2)住宅(H2)

C2廠房、G2辦公室、00消防機房

實驗室(C-2)辦公室(G-2)

店舖【限一般零售服務業】

加油亭，辦公室

E1廟宇、G2辦公室、00儲藏室及會客室

旅館，店舖

辦公室G2,廠房C2

金融機構，辦公室

洗車設備，地下廢水處理池，地下水池

D2陳列館(文物展覽館)

水溝，道路，滯洪沉砂池，停車場

D5補習班(非供學童使用)，H2住宅

 自動倉儲

加油站(辦公室)

C1廠房

G3店舖、H2住宅、停車空間

店舖(G3)住宅(H2)集合住宅(H2)

第三貨櫃中心變電站

廠房、辦公室、單身宿舍、會議室

倉庫、守衛室

餐廳(B-3)戲院(A-1)商場(B-2)

店舖,住宅,辦公室

單身宿舍(H-2)

B-3一般咖啡廳,B-2百貨商場



店舖(G-3)，飲食店(B-3)

E1-廟宇

G3店舖G2辦公室H2集合住宅

C2廠房C2電氣室

C-1(廠房)

管理室G-2,管理室遮雨棚G-2

飲食店B-3

辦公室(G-2)工場(C-2)

室內體育場所 (D-1)

電覽室(C-1)配電室(C-1)、變壓器工作棚(C-1)、辦公室(G-2)

G2消防站、H1宿舍

工場(C-2)、消防機械室

公共廁所(G-3)、管理室

郵局.辦公場所.百貨商場

店鋪(G-3)，辦公室(G-2)，住宅(H-2)

B2-商場B3-餐飲業G2-一般事務所

棒球場

D4教室

觀光旅館

G2文化中心(辦公室)A1文化中心(演藝廳)D2文化中心(展示廳)

店鋪（G-3）.辦公室（G-2）集合住宅（H-2）

農業產銷設施(溫室)

長期照護

腳踏車停車場

特殊工作場(C1)

守衛室滯洪沉砂池,圍籬

溫室及管理室

泡沬槽遮棚

辦公室(G-2)店鋪(G-3)

雞舍,飼料調配室,堆肥舍

學校活動中心

納骨塔、管理室

儲煤倉庫(C-2)、配藥廠房(C-2)

銀行(G-1)金融保險業(G-1)

汽電共生煙囪

PTG4成品儲槽、緩衝槽區設備基礎

環氧乙烷精餾塔

圍牆及大門

乙種汽車修理廠(C-2)

 營業爐

銀行分支機構(G-1)、工業營運之專業辦公室(G-2)

閱覽室(D-3)活動中心(D-3)

辦公室(G-2)空壓站(C-1)泵浦房(C-1)

升降機(D-4)

加油站(1-1)

E1納骨堂、G3辦公室



廠房(C-1)辦公室(C-1)

倉庫，卸貨平台，消防受訊室，高壓變電室

H-2集合住宅,0-0停車空間,陽台,門廊,樓梯間

G2辦公室，B4旅館，00鍋爐室，儲藏室，機房

原料倉庫

F1寺廟，G2辦公室，G3店舖

散裝倉、設備架台、管架

F1養護機構，H1員工宿舍

空統暫存區

候考亭，車棚，辦公室

D4網室花坊栽培室

辦公室(G-2)守衛室

宿舍(H-1)、宗教設施(E)

茶水間、車庫

廟宇(E-1)(公廁、休息室)

管架、樓梯

檢查哨

A棟變壓器電氣室B棟壓縮機房

視聽伴唱遊藝場.辦公室.儲藏室

涼亭(供社區遊憩使用）

D4研究室、教室

飲食店(G-3),住宅(H-2)

D1休閒運動設施B3餐飲服務B2商場G2管理單位辦公場所

03-辦公室商場停車空間休閒運動設施

店舖(G-3)、診所(G-3)、住宅(H-2)

自行車場

廠房(C-2).辦公室(G-2).單身員工宿舍(H-1).

工廠(C-2).辦公室(G-2).單身員工宿舍(H-1)

E1-(寺院)

教室,機房

C2維修廠G2辦公室C2貨櫃集中倉棧

D4-供國中以上各級學校教學使用之相關場所。（宿舍除外）

02-店鋪、住宅

D4-教學大樓

辦公室(G2)材料倉庫(C2)

08-農舍〈H2〉

宗祠(E)

涼亭.驗票亭.宿舍.瞭望台.廁所

07-自用倉庫

冰存館、靈堂、禮廳

農業設施(自用堆肥舍)

廠房(C-1)廠房附屬空間(辦公室)

D1-休閒之場所。D2-活動中心。G3-店舖。

D1-休閒之場所。D2-活動中心。

泡沬槽,消防幫浦房,壓縮機房(C-2)

C1預拌混凝土場



圖書閱覽

C1-廠房(警衛室,會客室,儲藏室,廁所,停車)

風力發電設備

儲槽、設備基礎、管架、防溢堤

管架,擋土牆

連接空間

送貨梯昇降設備

G1金融機構G2辦公室G1金融機構兼證券交易場所

G2辦公室G3動物收容處所(診療空間)

室內體育場所 (壘球場休息區)(D-1)

07-倉庫(C-2)

F4戒護類場所

00停車空間，住宅

加油(氣)站，辦公室

(H-2)住宅，(0-0)門廊、樓梯間

C2廠房，H1宿舍

H2昇降機間

D2社區(村里)活動中心

C2砂石場(守衛室)

C1罐裝站

B3【餐飲類場所】，B1電子遊戲場，B1資訊休閒業

C2儲煤廠 ( 汽電共生系統 )，C2配藥廠房 ( 汽電共生系統 )

電子遊戲場(B-1)、酒店(B-1)、店舖(G-3)

C2砂石場，控制室，滯洪沉砂池，圍籬，

E1宗祠

C2工廠C2工廠及辦公室C2冷凍庫C2冷凍廠

倉庫(C-2)、廠房(C-2)、辦公室(C-2)

一般工廠(C-2)、一般辦公室、單身宿舍

辦公室、閱覽室、招待室

教室、垃圾場、警衛室、鋼棚、車棚

空氣工廠(C-1)

倉庫、材料倉庫

教室、廁所、倉庫

冷卻水塔水池，圍牆

圍牆，地標

設備構架

散裝槽設備架台

管架，擋土牆

漆料塗料批發業B-2(供倉儲批發及行政辦公使

F-3幼稚園,D-5課後托育中心

閱讀教室

03-辦公室,餐廳

G3-店舖H-2集合住宅

H-2住宅G3-店舖

電氣室(C-1)機械室(C-1)操作平台(C-1)

餐廳(G-3)辦公室(G-2)店舖(G-3)



休憩亭,廁所,管理室,公共盥洗室暨廁所

01-店舖,住宅

機械室.

02-餐廳

店舖(G3)集合住宅(H-2)

A1-員工文康活動中心。H1-宿舍。

G3店鋪

值班室、發電室、發電機室、空壓機房

H2-住宅、G3-店舖

B2-供商品批發、展售或商業交易，且使用人替換頻率高之場所。

G3--店舖

店舖(一般零售及服務業),集合住宅

市場,廁所,機械室

05-工廠,雨棚,機電室

蓄牧設施

D2-活動中心

加油亭(I-1)

避難室.辦公室(G-2).活動中心.複層式屋頂

(00)牌樓兼守衛室(00)公共廁所

店舖〈G-3〉住宅〈H-2〉

集貨運銷處理室、農產品加工室、農機具室、

作業廠房(C1)

店舖(G-3)(一般零售及服務業)住宅(H-2)

C-1倉儲,G-2辦公室,警衛室,消防水池

08-農業資材室

廠房(含廠房附屬空間:辦公室)

門廊.活動中心(D-2)

員工餐廳

推廣教室

01-住宅-H2

升降梯、連接走廊

公共廁所G-3

廠房、廠房附屬空間辦公室

屠宰場〈C1〉

電信設備

E1-寺廟。

昇降機乙座

駁崁檔土工程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骨架

高爾夫練球場

自由車場

圖書館(D-2)、活動中心(D-2)

店舖(G-3)住宅(H-2)、診所(G-3)

店舖(G-3)辦公室(G-2)、餐廳(B-3)

(G3)診所

加工處理場、冷凍倉庫



溫室農業設施

機房、電機室

D2活動中心，F3托兒所

D1室內球類運動場

C1污水處理廠，C1機械室

C1變電設備室

(H-2)集合住宅、(0-0)陽台

集合住宅(H-2)、(0-0)停車空間、門廊、陽台

(H-2)住宅，(0-0)陽台

05-廠房〈C-2〉

(E-1)教堂

廠房,電氣室,控制室,鍋爐間,煤倉,轉運區等

店舖.停車空間.住宅

08-農舍H-2

散裝水泥圓庫

辦公室(G2),變電室(C1)

店鋪(G-3)住宅(H-2)補習班

A棟辦公室;D棟化驗室;(H棟I棟J棟)倉庫

辦公廳舍、宿舍

修理廠,倉庫A,變壓器房,倉庫B

鐵柱

店舖(B2)

駕駛人訓練班(車棚)

店舖，店舖(G-3)

倉庫(非營業用)

F1-產後護理之家

芳一組員工休息室增建

住宅,社區活動中心

倉庫(C-1)、電氣室(C-1)

店鋪(一般零售及服務)

D4-風雨球場

店鋪(G3)、辦公室(G2)、停車空間

廠庫(C-1)及宿舍(H-1)

02-店舖(G-3)

(F-3)托兒所(D-5)補習班.課後托育中心

05-作業廠房,電氣室

1樓店舖,2~3樓住宅

03-辦公室,廠房

砂石碎解場(管理室)

G-3(店舖)H-2(住宅)

G3-店舖(日用品零售及日常服務業)

G-3(店舖)H-2(集合住宅)

D1-室內撞球場

屠宰場、肉品加工廠

C2-(自用倉庫)

金融業辦公室員工單身宿舍



住宅(H-2)辦公室(G-3)

H-2住宅、G-2辦公室

#1槽車灌裝站工作場(C-1)

農業資材

空壓機房、工作場新建工程

飼料調配室、堆肥舍

(F-1)老人長期照顧中心(F-1)護理之家

04-學校(無障礙電梯)

04-學校(儲藏室)

集合住宅(H-1)

店鋪、辦公室、住宅

(農業設施)網室

(E)宗祠

07-四號倉庫,餘料工場

G3-店鋪及診所辦公室。

廣告招牌(商場)

停車場附屬辦公室

詳如雜項工作物附表

加氣島、儲氣糟、營業部屋、廁所

C1機械架台

H-2住宅D-5補習班

基礎座、水池

店舖G-3、補習班D-5

太陽能光電版

B2店舖

D5【補教托育類場所】

養護中心(F2)

工廠(C-2)、住宅

圍牆.樓梯

輪椅專用昇降機貳座.

倉庫,宿舍

廠房,倉庫,辦公室

01-住宅、店舖、廠房

信用合作社

H-2公寓

99-棚架,登記站

04-車棚

工廠,辦公室,員工宿舍

店鋪〈G-3),住宅(H-2)

店舖(一般零售及服務業)

01-農舍

永久屋電信機房

店鋪(G-3)、住宅(H-2)。

維修室(C-2)、辦公室(C-2)

店舖(G-2)、辦公室(G-3)、住宅(H-2)

G-3(店鋪)一般零售及服務業



危險廠庫(I)、特殊廠庫(C1)、廠房附屬空間(C1)

D-3學校附屬活動中心

車棚(機車)

產後護理之家(H-1)

市場(批發市場)

店鋪G-3、飲食店G-3、辦公室G-2、住宅H-2

H2-住宅，住宅(H-2)

太陽光電設施

設備架台及防護牆新建工程

土地改良PC樁、設備構架、儲槽

G3公共廁所，休憩涼亭，E1公祠

C2洗車場

C1冷凍庫房

辦公室(G-2).H2集合住宅

(C-2)工廠、倉庫，(G-2)辦公室

1F店鋪(G3),2F~5F住宅(H-2)

C1廠房，C1辦公室

G3店鋪,H2住宅

G3診所H2住宅

油廠,機械工廠,倉庫,店舖,辦事處

廠房(C1)、辦公室(G2)

RO回收水池&設備棚架&金屬圍籬

(H-2)國民住宅

01-臨時自用住宅

住宅(H-2)

店舖、住

豬舍

住宅(H-2)，工廠(C-2)

戲院

教室，宿舍，主日房，門房

廚房

學校，教室

吳郭魚繁殖場

住宅(H-2)、倉庫

資室

修理廁所樓梯

教室、分科辦公室、宿舍、廁所

教堂

涼棚

浴室

圍墻

店舖(G-3)，辦公司

學校

化驗室

機械房

騎樓、店舖



住宅(H-)、店舖

變電室

校舍

藝術館

廚房浴室

電影院

廠房(C-2) 廁所

員工福利候工室

住宅(H-2，店舖(G-3)

店舖

事務所‧住宅

旋窯電器收塵機房

屋架工場

自動電話總機室

廟宇

倉庫及辦公室

住宅倉庫

機房.車庫

住宅 . 店鋪

堆物場

廠房(輕快機械腳踏車修理,不得變更用途)

商場

廟

鍋爐室,變電室、廁所

公教住宅

住宅、店舖

工廠、住宅

員工福利中心候工

丙種國民住

廚房餐廳

店鋪、旅

教堂及附屬幼稚園

住宅(H-2))

鍋爐房

工廠及車庫

辦公室、汽車保養廠、倉

住宅(H-2)補習班(D-5)

店舖(G-3)、旅社

汽車站辦公室

圖書館

辦公室(G-2)住宅

廁所.圍牆

活動中心

補習班(D-5))、辦公室(G-2)

工廠、辦公室、倉

廠房.倉庫(C-2)



商場 店舖 住宅

工廠、辦公廳

店舖(、住宅

遊客活動中心

教室、辦公室

冷凍廠、辦公室、員工休

出租別墅

住宅(H-2)工廠(C-2)

辦公室(G-2)、員工宿舍

餐廳(B-3)、健身休閒中心(D－1)

店舖(G-3)公寓

住宅(H-2)儲藏室

試驗室、研究室

廠房、辦公室、宿舍

商店，住宅

集合住宅、辦公

講堂、宿

袋裝平倉

店舖，貯藏室，住宅

廠房，變電室，辦公室，倉庫

台灣省立高雄療養院

避難室.辦公廳

工廠,辦公室,員工休息室、倉庫

辦公室(G-2)、餐廳

餐廳(B-3)、商

廠房、宿舍

G3-供一般門診、零售、日常服務之場所。

F3托育中心、F3托兒所

店舖，市場，辦公室

灌氣工廠，製氧工廠，配電室

市場攤舖

宿舍、車庫

會議室.放映室.機械室.圖書室

店舖(G-3)住宅(H-2)集合住

店舖.住宅.公寓.辦公室

店舖(G-3)住宅(H-2)、公寓

店舖、住宅、公寓

廠房、辨公廳

公寓(H-2)，公寓(H-2)

自用住宅

店鋪，住宅

洗車工休息室

店舖 公寓

餐廳(B-3)、電影院

店舖 公寓 辦公室

辦公室(G-2)、倉



店舖 住宅 辦公室

住宅，貯藏室

住宅H-2，儲藏室

【店舖診所類場所】，住宅

辦公室(G-2)、銀行、餐

停車位

 

廠房(C-2).倉庫(C-2).受電室.守衛室.水塔

住宅(H2)，儲藏室

店舖(G2)，住宅(H2)

店舖(G3)，公寓，防空避難室

拍賣場及辦公室

球場.觀眾席

侯車月台、辦公休息室

營業廳.郵政工作室.宿舍

地磅

檢驗及特殊治療部

辦公室(G-2)、旅館

店舖、辦公室

集合住宅、辦公室、餐

D5補習班

店舖(G-3)住宅(H-2)公寓(H-2)

民眾活動中心(D-2)

辦公室、宿舍

托嬰中心(F-3)托兒所(F-3)

辦公室，廠房

地下指揮中心.收發室.值日室.郵局

雨棚

器材儲藏室

辦公室.住宅

開水間

公寓(H-2)、休息室

住宅(H-2)、公寓

公寓、辦公室(G-2)

銀行、餐廳、集合住宅

工廠(C-2)、辦公室

辦公室(G-2)、集合住

百貨商場

住宅、公寓

辦公室、住宅

套房，辦公室

店舖，公寓，儲藏室

作業廠房.廁所

辦公室.圖書室.活動中

倉庫.浴廁

辦公室 宿舍



廁所.涼亭

看柵房

廚房.昇降梯

辦公室、廠房、原料庫

避難室.教室

店舖、住宅、餐

煉鋼廠

金融機構

店舖(G-3)視聽伴唱遊藝場所(B-1)

店舖，住宅，集合住宅

店舖，，住宅

辦公室，單身宿舍，瞭望台

攤位，店舖，辦公室

集合住宅(H-2)餐廳(B-3)

住宅(H-2)倉庫(C-2)

店舖(G-3)、國宅

停車場

托嬰中心(F-3)、課後托育中心(D-5)

餐廳(B-3)、停車場

垃圾箱

停車空間、公寓

商場(B-2)

辦公室(G-2)、公寓

辦公室(G-2).廠房.倉庫

店舖(G-3)辦公室(G-2)酒家兼視聽伴唱遊藝場所(B-1)旅館(B-4)

倉庫，辦公室，修配廠，單身宿舍

店舖，集合住宅，住宅

結構、地號變更

廠房加工處理場原料處理場

店舖(G-3)住宅.停車空間

樓梯

市場(

消防水池，辦公廳，倉庫，廠房

儲氣糟

工廠(C-2、辦公室

室內機械遊樂場(D-1)住宅(H-2)

店舖  住宅  集合住宅

店舖、辦公室、倉

商場，超級市場，車庫

商場、飲食攤

辦公室(G-2、工廠、倉庫

辦公室、守　室

廠房鍋爐室乾燥室集塵

商場、市

樓梯，教室

店舖(G-3)、攤位



店舖.住宅.辦公室

店舖.餐廳.旅館

機械室、受電室

診所(G-3).店舖(G-3)

地下一層舞場

農產品初級加工室

雞舍

集貨棚，辦公室，停車棚，倉庫

辦公室，梯間

店舖、住宅、印刷廠

課後托育中心D-5)

辦公廳(G-2)

店舖(G-3)、補習班

廠房、貨

辦公室、店

店舖(G-3)住宅.公寓

店舖(G-3)銀行兼證券交易場所(G-1)

廠房.辦公室

防空避難室，辦公室，單身宿舍

農產品加工室

店舖，辦公室，住宅

商場，辦公廳，住宅

國際觀光飯店

証券交易所、辦公室、銀

課後托育中心(D-5)住宅(H-2)

店舖、辦公室、商

視聽伴唱遊藝場所(B-1)、兼店舖(G-3)

散裝倉

店舖(G-3)辦公室(G-2)公寓(H-2)

長期照護機構(H-1)

護理之家兼養護機構

)補習班(D-5)

電信機房、門廳、廠房

H1-供特定人短期住宿之場所。

集合住宅，辦公室，旅館

(D-5)補習班

辦公室，廠房，餐廳，員工休息室

廁所，教室

廠房、污水

商場、遊藝場、餐廳

住宅、騎

店舖、騎

店舖、住宅、騎樓、儲藏

辦公室、加油亭.車棚

騎樓、住宅、店

店舖、辦公室、住



住宅、店舖、騎樓

騎樓、店舖、公寓、樓梯

地磅室

店舖、集合住宅、樓梯

辦公室、餐廳、單身宿

防空避難室、廠房、油漕

防空避難室、教

儲藏室、營業室、加油

廠房、倉庫、辦公

集合住宅、店舖、住

電氣室

店舖、辦公室、補習

店舖、補習

辦公室、車庫、避難

百貨商場、辦公

一般倉

辦公室、單身宿舍、廁

校門、警　

發電機室、控制

廠房,辦公室,單身員工宿舍

店舖、集合住宅、教

辦公室、電氣室、空調機

餐廳、旅館、停車空

廠房、倉

辦公室、加油亭

砂石庫、水泥桶、輸送

發音室

訓練所(D-5)

攝影棚

公眾使用建築物

集合住宅、儲藏室、樓梯

店舖、辦公室、機械

幼稚園、騎樓、樓梯

圖書館、活動中心、辦公

廠房，廠房

店舖、集合住宅、停車空 

店舖、旅館、辦公

商場、辦公室、住

店舖、辦公室、寺

店舖、停車空

儲油槽

廠房.倉庫

防空避難室兼停車空間廠

廠房(C-2)、辦公室、倉庫

E1廟宇

辦公室、馬力試驗機房



辦公室、銀行、保齡球館

倉庫(C-2)、機車棚

辦公室、教室、宿舍

辦公室、信用合作社、金

廠房，變電所，辦公室

養菇場

辦公室，集合住宅

辦公室，廠房，單身員工宿舍

集合住宅、住宅、銀

辦公室、冷凍

住宅、辦公室、車

漁民招待所

店舖 廁所

加油站、宿舍、辦公

管制室

加油棚、營業室

銀行、機車

宿舍、蓄水池、機

店舖、集合住宅、補習

店舖、辦公室、自用倉

咖啡廳.辦公室

住宅、騎樓、停車空

教室、廚

遊藝場、店舖、住

會客室、警　室

醫院、店舖

風雨活動場

教學用、庫房、養魚池

廠房、辦公室、員工餐

店舖、住宅、儲藏

排水溝，陰井，挖填土方，擋土牆

店舖， 集合住宅

店舖，銀行，住宅，集合住宅

廠房，倉庫，員工單身宿舍，辦公室

辦公室車庫合作社

加工廠、辦公室、住

庇屋

辦公室、廁

廠房、辦公室、工作

工商館、音樂

受電室、維修工廠、車

幼稚園、補習

七賢截流站管理

變電站

脫水機室

污水處理室



機房、交誼廳、閱覽

收費亭、機車

店鋪G-3,辦公室G-2,集合住宅H-2

電腦看板

商場、停車空間、辦公

物料倉庫

店舖、浴

咖啡廳

店舖、展覽場、儲藏

證券交易所，集合住宅

台電受電室.店舖.住宅.集合住宅

餐廳，運動休閒中心，托兒所

倉庫、修護

辦公室、員工宿

辦公室、視聽伴唱遊藝場

廠房、電氣

裝卸場、守　室

廠房、辦公室(C-2)

店舖、補習班、集合住

校舍、傳達

南區資源回收廠

住宅、遊藝

商場(B-2)電影院

擋土牆

辦公室、游泳池、觀眾

臨時攤販集中

倉庫、停車空

商場，停車空間，店舖，集合住宅

鍋爐室.變電室.傳達室

宿舍、禮

儲藏室.管理室.車棚

漁市場.製冰廠.候船室

實習教室(D-4)

運動康樂遊憩設施

店舖、集合住宅、管理室

住宅(H-2)診所

調理場、包裝

加油棚、營業室、休息

漂白水房

辦公室(G-2)電纜室

店舖(G-3)、廁

辦公室(G-2)、備勤

廠房(C-2)、控制

辦公室(G-2)員工宿舍

辦公室(G-2)、寄宿

高雄南區資源回收廠



涼亭、廁所

煙囪和滾筒槽

圍牆、垃圾集中

店舖(G-3)集合住宅(H-2)辦公室(G-2)

商場(B-2)健身休閒中心(D-1)

廚房、玄關(D-4)

住宅H-2

G3店舖，住宅

廠房、守　室

辦公室(G-2)、儲藏

辦公室(G-2)加油

教室、辦公室、住

住宅(H-2)、停車空間

辦公室(G-2)、加油站(C-1)

單身宿舍(H-1)

集合住宅(H-2)、停車空

幼稚園(F-3)、補習班

店舖(G-3)美容院

商場(B-2)、餐廳、辦公室

工作場(C-2)

教室、辦公室、單身宿舍

酒家(B-1)兼KTV

回饋設施

司令台、升旗台

廣告招牌架

廣告招牌長18.81m,高度9.26m

設備基礎

廠房、辦公室、單身員工宿舍

課後托育中心、托兒所

變電室、辦公室、守衛室

【店舖】

課後托育中心D-5

騎樓，辦公室，餐廳，倉庫

教室、廁所、宿

店舖(G-3)遊藝場(B-1)

餐廳、保齡球館

店舖(G-3)住宅(H-2)倉庫

店舖住宅辦公室

儲藏室、停車棚

辦公室、自用倉庫

辦公室(G-2)員工宿舍(H-1)

護理之家(F-1)

圖書閱覽室、辦公室、電腦研習室

辦公室(G-2)、壓縮機房

集合住宅(H-2、停車空間

辦公室(G-2)、加油亭(C-1)



廠房(C-2)、單身員工宿舍

水泥儲庫

辦公室(G-2)、倉儲

集合住宅(H-2)、停車空間

商場、餐廳

人工洗車

自用倉庫(C-2)、雨棚

資源處理室、清潔室

變電配電所

店舖.集合住宅.住宅.辦公室.會議室

傳訊基地台、圍籬

冷卻水池

國際觀光旅館(欴食店)(B-4)

撞球場(D-1)

視聽歌唱場所(B-1)兼餐廳(B-3)

金融機構(G-1)辦公室(G-2)

店鋪(G-2),集合住宅(H-2)

辦公室(G-2)、機械室

教室、圍牆、司令台

教堂、牧師宿舍

遊藝場(B-1)、辦公室

溫室

辦公室(G-2)、補習班

加油站.辦公室

配水塔、受水池

液化石油氣鋼瓶檢驗場(I)

健身房(D-1)

防空避難室、 多用途活動室

農業設施

店舖(G-3)，停車空間，住宅(H-2)

圍牆、陽台、女兒牆

氫氣倉庫、廢水處理場

警　室、受電室

電氣室、灌裝室

辦公室(G-2)、貨物裝械場

資源回收廠

變電所(C-1)

站房(A-2)

辦公室(G-2)、工廠(C-2)

店舖、自用倉庫

辦公室(G-2).電信機房

養護之家(H-1)

托育中心、辦公室

辦公室(G-2).餐廳.辦公室

活動中心(D-1)

機械室(C-2類)



店舖(G-3)、辦公室(G-2)、住宅(H-2)、停車空間

廣告招牌一

診所.辦公室

大學研究教室(D-4)

商場(B-2)辦公室(G-2

電子遊藝場.店舖

住宅 H-2

住宅(H-2)店舖(G-3)

農產品轉運場

辨公室(G-2)、廠房(C-2)

農業設施農機具室倉庫

農具室及集貨場(農業設施)

汽車檢驗室(C-1)

停車場.圖書館.羽球館

不銹鋼門.伸縮門.不銹鋼欄杆

風雨球場

農具室及集貨場

金融.辦公室

壹層店舖(G-3)

羽球場(D-1).辦公室(G-2)

汽車旅館.辦公室

農舍 H2

住宅.停車空間

校舍(傳達室)

停車空間，住宅(H-2)

住宅.自用倉庫

辦公室.員工宿舍

參層住宅(H-2)

餐飲店B-3.辦公室G-2

EA分裝站

廟宇E

室內游泳池(D-1)住宅(H-2)補習班(D-5)

補習班(D-5).安親班(D-5)

變電設備機房

壹貳參層住宅(H-2)

壹.貳樓住宅

店舖G-3)住宅(H-2)

辨公室(G-2) 機械室

圖書閱覽室

資訊休閒服務業.遊藝場.遊藝場兼資訊休閒服務業

廚房.守衛室.司令台

學校宿舍

店舖(G-3)、餐廳

公廁

停車場(乙區)

熱交換系統及V412 V-413設備基座各壹座等



管架.儲槽

壹層店舖貳層住宅

餐廳(B-3)，住宅(H-2)

昇降梯間

廠房.辦公室.單身宿舍.廁所

資訊軟體業

店鋪G-3 辦公室G-2 住宅H-2

停車空間.廠房(C-2)

店舖(G-3),住宅(H-2)

店舖〈G-3〉集合住宅(H-2)

G3店舖 H2

店舖 G-3

廠房(C-2);員工餐廳(H-1)

國民小學校舍

學生宿舍大樓

液態瓦斯鋼瓶儲存場所

宗教建築（教堂(E1)）

體育館,活動中心,警衛室

壹貳參肆層住宅(H-2)

外廊，G3店舖，H2住宅

住宅(H-2)、門廊、停車空間

托兒所F3

豬舍.堆肥室.廢水處理

商場(B-2)集會室

集會室.展覽廳

壹樓店舖壹樓住宅

棚架.置物室

作業廠房(C-2).辦公室(G-2)

G2辦公室，C2廠房

騎樓，G3店舖，H2住宅

壹層機房.發電機是.廁所.門廳.壹層住宅(H-2)

廠房.機械室

畜牧設施(豬舍.堆肥舍.污水池)

教室.儲藏室

倉庫(C-2)、宿舍(H-1)

倉庫(C-2)、辦公室(G-2)

風雨教室

辦公室(G-2)、室內游泳池(D-1)

社區復健中心、康復之家(H-1)

停車空間、住宅、店舖

花卉及育苗栽培室

自產農產品初級加工室

教室(D-4).警衛室.連接走廊

A.店舖(G-3) B.廁所

壹貳層住宅(H-2)

納骨堂



遊藝場.店舖

衛生所(F-1)

養護中心.住宅(H-2)

加油站.營業室

自來水廠(機房)

教室(D-3).樓梯消防栓

資訊休閒服務業(B-1)

戲棚

教室、資源回收場

住宅(H-2)，倉庫(C-2)

農業設施圍牆

洗滌塔

金融機構(G-1)辦公室(G-2)集合住宅(H-2)

店舖(G-3)集合住宅(H-2)停車空間

店舖〈G-3)住宅(H-2)

圍牆長度11.3

店舖G3 住宅H2

店舖G3  住宅H2

腳踏車停車棚

廟宇(E-1)

店舖 (G3)住宅H2

餐廳(B-3)店舖(G-3)

集合住宅(H-2).停車空間.門廊

店舖、辦公室、住宅

幼稚園、儲藏室、非升學用補習班

住宅(H-2）

宗教設施(廂房)

昇降梯間,儲藏室

守衛室、提款機、圍牆

一樓店舖,二~五樓住宅

住宅  H-2

A:辦公室 B:倉庫  C:工廠

店舖G-3倉庫C-1

店舖(G-3)住宅(H-3)

店舖(G-3)住宅((H-2)

遊藝場B1

店舖(G-3)住宅H-2

衛生所

H-2

倉庫,冷卻水塔

店舖 G-3 住宅 H-2

海水冷卻機房

店舖(G-3)自用倉庫(C-1)

花卉栽培室

養護中心 (H-1)

管理單位辦公場所(G-2)



H-2集合住宅

農業設施〈自產堆肥舍〉

雞舍、堆肥舍、倉儲設施

1-4層

儲存坑壹座

醫療廢棄物焚化爐、煙囪

住宅(H-2)，店舖(G-3)住宅(H-2)

店舖(G-3)，辦公室(G-2)

批發市場用地

工廠、(C-2)辦公室(G-2)

辦公室、圖書閱覽室、電腦研習室、視聽室

餐廳、辦公室(G-2)

店舖(G-3)集合住宅(H-2)補習班(D-5)、托兒所

警衛室,防災中心,辦公室集合住宅

家油雨棚、辦公室

托兒所(F-3)、補習班(D-5)

教會.宗教設施E-1

農機具室及農產品包裝室

農業設施農作物栽培室

工具室(農業設施)

花卉生產月溫度

農業設施(自產農產品包裝室及農機具室)

畜牧設施豬舍

店舖G-3.住宅H2

屠宰場.擊留場.昇降機間.機械室.電源室.設備空間

農業設施集貨場(C-2)

倉儲

1.廠房2.辦公室3.單身員工信號4.廁所

辨公室.廠房

農業設施(水稻育苗室及農機具室)

辦公室(G-2)工廠(C-2)

自用農舍(國民住宅)

倉庫.遮雨棚(外廊)

工廠(C-2),住宅(H-2)

防空洞、廁所

店舖(G-3).辦公室(G-2)

自用倉庫.辦公室

一二三四樓住宅

身心障礙者教養機構(F-2)

補習班,集合住宅

課後托育中心(F-3)、補習班教室(D-5)、集合住宅(H-2)

店舖(G-3)及住宅(H-2)

店舖(G-3),辦公室(G-2),集合住宅(H-2)

店舖G3,住宅H2

G-3店舖H-2住宅

集合住宅(H-2) 停車空間



設備鋼架

浴室,辦公室

店舖(G-3)辦公室(G-2)住宅(H-2)

店舖( G-3)住宅(H-2 )

集合住宅,停車空間

乙種工業區容許之批發業

店舖辦公室集合住宅

辦公室(G-2)、控制室、電氣室

W1 M-17A雙線化電氣室(C-2)

店舖(G3)辦公室(G2)

補習班〈D-5〉幼稚園〈F-3〉

架空走廊

1-2F:店舖辦公室,3-4F:住宅

辦公室(G2),教室(D4),垃圾場

店鋪(G-3);住宅(H-2)

一.二.三樓住宅

1F店舖2F~4F住宅

社區復建中心

補習班(D-5)住宅(H-2)

骨灰(骸)存放設施

農業設施(水稻育苗作業室)

補習班(D-5)、住宅(-2)

店舖 .門廊 .廁所

住宅H-2)

廢料貯存場遮棚 (C-2)

倉庫 遮雨棚

C2 工廠,G2 辦公室

店舖(G-3)住宅(H-2)停停車空間

廠房,倉庫,機房,儲槽

店舖(G3) 、住宅(H2)

補習班(00)住宅(H-2)

育苗作業室

作業廠房,辦公室,倉庫,機械室,機房

店舖. 住宅

集合住宅(H-3)

工廠〈C-2〉

壹~肆樓住宅

停車空間 住宅H-2

廠房及辦公室

作業廠房,消防機房

老人養護中心,辦公室

守衛室.涼亭

變電所.備勤宿舍

C1屠宰場

廠房〈C2〉

E-納骨堂，管理室，公共廁所，機械室



店舖（G-3）住宅(H-2)

辦公室(G2)、單身宿舍(H1)

圍牆,排水溝

倉庫、裝卸廠、機械房

儲水槽

店舖(G-3)診所(F-1)

幼稚園(F-3)),補習班(D-5)

備品室、開關室、電纜室、電氣室

廠房C-2 員工宿舍H-1 停車空間

集合住宅(H-2),停車空間

農業設施(農產品加工室)

住宅(H-2)停車空間、門廊

訓練空間(D-5)

沉沙池、水溝

店舖G-3,集合住宅H-2,停車空間

肥料間，農機具室，集貨場

 店舖G3 住宅H2

農業設施(作業室)

營舍

管理單位辦公場所

店鋪G-3，住宅H-2

自用加儲油設備(遮雨棚)

店鋪G-3,集合住宅H-2

衛生所G-3

壹層辦公室 貳至肆層工廠

廢水處理廠

冷卻水塔及管架及樓梯

店舖(G-3),(H-2)住宅

一~四樓住宅(H-2)

宗祠

市場，店舖(G-3)，辦公室(G-2)

住宅、店舖、停車空間

廟宇、遮陽棚

金融機構 (G-1)辦公室(G-2)

招牌廣告五座

辦公室.廠房.倉庫.防空避難室

小學教室，小學教室

水池,幫浦室(C-2)

門廳

店舖(G-3)   集合住宅(H-2)

工廠 (C-2)

辦公室(G-2)宿舍(H-1)守衛室

自用倉庫C-2

商場及餐飲

集合住宅(H-2)辦公室(G-2)銀行(G-1)

托兒所(F-3) 辦公室(G-2)



店舖(G-3)診所(G-3)身心障礙者教養機構(F-2)

廠房（C-1）

壹至伍層住宅(H2)

壹至伍層住宅

辦公室(G2)住宅(H2)

C-2作業廠房,H-2員工宿舍

工廠及辦公室及單身員工宿舍

工業營運之專業辦公大樓(都市計畫草案變更為辦公室)

機械室(C-2)

辦公室(G-2),幼稚園(F-3)兒童托育中心(D-5),門廊

新建冷藏庫倉儲場J棟,增建C棟溫室,K棟收費亭

駕駛人訓練班(教室、辦公室)

辦公室(G-2)倉庫(C-2)變電室(C-2)

廠房(C-2)、辦公室(G-2)、雨遮、員工宿舍(H-1)、遮雨棚

農業設施〈農業資材室〉

E-1廟宇

寺院(E1)

廠房.辦公室.機械室

EP操作室、脫水機房

飯店.店舖.集合住宅

診所〈G3〉、藥局

廠房(C-2).辦公室(G-3).遮棚

廠房(C-2)辦公室(G-2)員工宿舍(H-1)變電室、陽台、雨遮

會議室

倉庫(C-2),守衛室

壹、貳樓服務中心辦公室

工場(廠)(動力<15匹馬力且或電熱<60千瓦)

C-2工廠(動力<15匹馬力且或電熱<60千瓦)

(C-1)廠房(G-2)辦公室

(G-2)辦公室(C-1)廠房

寺廟,辦公室

農業設施(菇類栽培室)

正面式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

樹立廣告及招牌廣告

儲槽及設備基礎

圍牆.擋土牆

儲槽(液化石油氣)

辦公室(G-2)、車站(A-2)、販賣部

地下水池

馴養中心(F-4)

變電所(C-1)、辦公室(G-2)

漁船加油站辦公室(I類)、流量計室、機房

廠房(C-2)辦公室(G-2)單身員工宿舍(H-1)

電纜整理室(C-1)

店舖G-3,住宅H-2,停車空間

工廠c-2



廠房.工作遮棚(C-2)

工廠C1

店舖 停車空間

廠房C-2辦公室G-2員工宿舍C-2

地下連通道

教室.機械室.變電室

 廠房，設備室

防溢堤，室外樓梯

停車空間,店舖(G-3)辦公室(G-2)住宅(H-2)

桶槽,防溢堤,室外樓梯

工廠(C1)

集合`住宅

煙囪一座

停車棚、守衛室、宿舍

店舖(G-3),餐廳(B-3)

加油站、停車棚

儲槽(TANK)

工廠(C-2)倉庫 (C-2)

辦公室(G-2)船舶保養場

守衛室、貨櫃維修棚、作業室

辦公室(G-2)警衛室、廚房、車棚

午餐廚房

店舖及住宅

訓練班(D5)

服務中心(E1)倉庫(E-1)

壹層作業廠房

B2商場百貨 B3餐飲場所 停車空間

G-3店舖 G-2辦公室(金融事業機構或公營事業) H-2集合住宅

觀光旅遊及服務業(D-1)

學生活動中心(D3)

辦公室,停車空間

辦公室(G-2)工作場(C-2)地磅室(C-2)

門票收費亭

機房(C-1).單身宿舍(C-1).消防機房(C-1).電氣室(C-1)

楠梓國小圖書館

工作場(C-2)集塵設備

體育館(場)(觀眾席≧200㎡)

住宅(H-2)自用倉庫(C-2)

補教托育

社區活動中心(D-2)

壹層作業廠房、廁所

店舖.餐廳.集合住宅

D-1室內球類運動場(籃球場)

一樓店舖G-3,二,三樓住宅H-2

廢棄物貯存場

店舖(G-3),飲食店(B-2),補習班(D-5),辦公室(G-2)



壹樓店鋪貳、參樓住宅

店鋪(G-3)住宅(H-2)停車空間

成品廠房

金融機構(G1)及辦公室(G2)

日用品零售商店(G-3)

壹樓店舖

(A)棟廠房(C-1),(B)棟守衛室

機房.辦公室.社區活動中心

複層式屋頂

壹.貳.參層廠房

電纜室,辦公室,倉庫

集合住宅(H-2),停車空間,私設門廊

工廠(C-1).單身宿舍(H-1)

自用農舍<H-2>

教室.辦公室.幼稚園

辦公室(G-2),廁所,教室(D-4)

PC基樁雜項工程

散裝倉,管架,基座設備

爐下渣處理設備

集合住宅(H-2) 店舖(G-3)

機房(空壓機房)(C-2)

托嬰中心兼托兒所(F-3)

飛灰槽一座

變壓站(C-2)電氣室(C-2)

水處理室及分析室

冷卻水塔.工廠.生產構架

工廠，辦公室，守衛室

污水處理(C-1),場變電站(C-1)

菇類栽琣場

教學展示館

育苗作業室，農業資材室

G3店舖，00停車空間，H2集合住宅

冷卻水塔及基礎

汽電共生汽機廠房(C-1)

(G-3)店鋪,(H-2)住宅

辦公室，廁所

廠房C-2.辦公室G-2.員工宿舍H-1.變電室.陽台.雨遮.消防發電機室

供娛樂消費之場所。

農作產銷設施【育苗作業室】

店舖(G-3)，住宅(H-2)，停車空間(C-2)

G3店舖、H2住宅

倉庫.工廠.辦公室

反應槽，處理槽

店鋪G3住宅H2

守衛室、圍牆

幼稚園(D-5)



C-1廠房

住家用

辦公室,廠房,倉庫

托兒所(F-3)、課後托育中心(D-5)、補習班(D-5)

01 - 集合住宅

變電所(C-1).辦公室(G-2)

工廠,冷凍倉庫

雨遮、遮雨棚、警衛室

店舖(G-3),辦公室(G-2),住宅(H-2),自用倉庫

店舖(G-3)集合住宅(H-2)飲食店(G-3)

H2:住宅

集合住宅(A5~A7)

診所(＜1000㎡)(G-3)

員生福利社(G-3)

地磅,檢驗室

G2- 辦公室

G3店舖,H2:住宅

辦公室、泵浦房、空壓站

G-3店舖、H-2住宅

01 - 店舖.補習班.住宅

倉庫(貨運站附屬倉庫)(C-1)、貨運站(C-1)

03 - 辦公室  自用倉庫

停車空間,防空避難室,騎樓,店舖,集合住宅

店鋪(G-3)、補習班(D-5)

學校(教室、辦公室、多用途空間)

商場(B-2)、超級市場(B-2),小吃街、餐廳(B-3),展示廳(D-2)

商場、超市、餐廳、辦公室、展覽場、會議廳

農業堆肥室

作業廠房,宿舍棟,守衛棟,幫浦棟,酒精儲存棟

臨時攤販集中場(G-3)

壹樓作業廠房.餐廳，貳樓餐廳，參樓辦公室

(G3)店舖

寺

工廠員工宿舍

廠房(C-2)台電配電室

店鋪G-3

逃生口

汽車檢驗廠

員工單身宿舍

G3店舖.H2住宅

餐廳(B3)辦公室(G2)

作業廠房、一般事務所、一般零售業、健身

作業廠房,一般事務所,一般零售業,健身休閒

一.二.三.四樓住宅

廠房(C-1)辦公室(G-2)

泡沫槽遮棚(C-1)



補習班(D-5).集合住宅(H-2)

辦公室、堆置場

店舖(G-3)；住宅(H-2)

送貨電梯。

污水機房

(C-2)廠房、遮棚

ㄧ樓店舖二~四樓住宅

01-住宅（H2)

辦公室、機房(C-1)

戶外廣告物設施雜項工作物一座

招牌

鍋爐設備架台、散裝倉及管架(C-1)

地下蓄水池工程

營業爐灶附屬槽体,營業爐灶附屬構架

廠房(C-2)員工休息室

室外平面停車空間

宗教設施(E-1)

宿舍(H-1),集合住宅(H-2),店鋪(G-3)

冷藏倉庫(C1)

廠房(C-2),警衛室,機房(C-2)

醫院(F-1),住宅(H-2)店舖(G-3)

 店舖(G-3), 住宅(H-2)

司令台、遮陽棚

E-1寺院

教室〈D3〉

羊舍

C2工廠(場)、G2辦公室(廳)、H1員工宿舍

倉庫，廠房

行政大樓，污水機械室

C2空壓機房、C2工作樓梯

D1體操館

煙囪附屬汽化槽體

廢棄物資源回收(貯存場)

農業堆肥舍

C2工廠、H1宿舍

國中教室辦公室

G3店舖、E1宗祠

G2辦公室、C1拆解區

棚架，機房

G3店舖、H2集合住宅

G2辦公室，工廠(動力＜15匹馬力且或電熱＜60千瓦)

店舖，倉庫

C1馬達控制室

檢疫犬舍

儲藏室、水塔

鐵絲網圍牆長:1089m,高:1.8m



標誌

辦公室，守衛室，倉庫，廠房

(G-3)店鋪、(H-2)住宅

廟宇(廟宇附屬設施香客大樓)

學校游泳池

G3店舖G2辦公室

廟宇(E1).(辦公室.宿舍)

廠房(C-2)、設備基礎、電纜溝

(G-3)店舖、(G-2)辦公室、(H-2)住宅

管理員辦公室(G-2)

機房(C-2)、 電氣室(C-2)

C2電氣室

D-2圖書館、D-2活動中心

飲食店(G-3),辦公室(G-2)

廠房（C-1)

廁所、機房、操作室

B4觀光旅館

行動不便者升降梯

(C1)廠房

球員休息室看台

學校D-3

無障礙設施-升降梯設施工程

特殊工作場

07-高壓氣體鋼瓶材料倉庫.辦公室.監控室

泡沫槽遮棚

老人養護機構(H-1)

加氣站.辦公室

備勤室(G-2)

寺廟〈E1〉

05-工廠C-1,工廠C-2

農業包裝室.農業資材室

寺廟〈E〉

運輸倉儲倉庫辦公室

G3-店舖G2-辦公室H2-集合住宅

08-自用農舍

08-農舍(H-2)

冷凍機房(C-2)

E1教堂

G3-店舖H2-集合住宅

辦公室廠房倉庫

納骨堂(E-1).辦公室(G-2)

特殊廠庫C-1

C1-特殊廠庫

設備架台.管架

水池、冷卻水塔、圍牆

02 - 商店



污水處理設備

防溢堤二區,樓梯四座及設備儲槽六座

污水處理池(一)

辦公室(G-2),自用倉庫(C-2)

教室、辦公室、體育館、宿舍

廠房(C-2)、辦公室(G-2)、遮雨棚

G區圍牆新建工程

綜合零售業（百貨公司除外）、餐飲場所

店舖(G-3),辦公室(G-2),餐廳(B-3),補習班D-5)

工廠(C-1)冷凍倉庫(C-1)

百貨商場(B-2),餐飲場所(B-3)

店舖(G-3)飲食店(G-3)辦公室(G-2)

飲食店(G-3)、店舖(G-3)

03-辦公室.銀行

廠房(C-2)、廠房(轉送塔)(C-2)

生產線廠房，廁所

電子遊戲場，俱樂部

C2廠房，C2倉庫，C2電機室

G3店舖、B3飲食店，H2住宅

操作平台

C1汽車修理場

文康活動中心

C2廠房、G2辦公室、H1員工單身宿舍

C2廠房，G2辦公室，G3員工餐廳

車庫、儲藏室

小學教室,資源回收場,司令台

1F店鋪,2-3F住宅

消防水池

廠房,變電室,倉庫,木削室,守衛室,倉庫

住家用及工業用

執勤室.辦公室

工作所、員工宿舍

廠房等(詳備註欄)

C1機械室C1電氣室控制室儲藏室

加油站(I1)

住宅 H-2，住宅(H-2)

(E)廟宇

01 - 店舖住宅

自行車場(A-1)

圖書館(D-2),門廊,發電機室

辦公室(G2),變電所(C1)

C1電氣室C1電纜室

乙種汽車修護廠,辦公室

E1寺廟附屬空間

銀行(G1),票券金融機構辦公室(G2)

零售市場(B-2)



店舖(G-3)O住宅(H-2)

D4校舍

教友活動中心

1樓店舖2~4樓住宅

F1醫院G3診所

會議室(G-2)

H1-員工餐廳宿舍

D-2參訪教學中心(污水處理廠附屬)

B1電子遊戲場,酒店,G3店舖

餐飲業；電子遊戲場；資訊休閒業

廠房、辦公室等

電子遊戲場(B-1)資訊休閒業(D-1)

液化石油氣容器儲存室、液化石油氣儲氣槽

測站房(C-2)

農作產銷設施-農業管理設施(農業資材室)

農業設施-農業資材室

(C-1)工廠

C1-變電所

廠房.守衛室.機車棚.冷凍庫

貯存場C1辦公室G2

倉庫辦公室廁所

C-1廠房,廁所,穿堂

機房、圍牆、滯洪沉砂池

1F店舖〈G-3〉，2F、3F住宅〈H-2〉

G3店舖G2辦公室H2住宅

F2-社會福利機構

柴油加氫脫硫管架、設備架台及散裝倉

電梯、圍牆

佈告欄/停車場

守衛室(G-2)、管理室(G-2)

D3小學教室、D4國中教室

辦公室(G-2)宿舍(H-1)

連接走道

店舖(G-3)、辦公室(G-3)

設備架台、管架

C-1工廠

球員休息室

D5補習班，H2住宅

D4大學教室，D4研究室

C2機房、H1宿舍

D1高爾夫球練習場

運輸倉儲，倉庫，辦公室

店舖(G3),集合住宅(H2)

C1-配電室。

00守衛室

活動中心(D-4)



冷凍廠.辦公廳.浴廁.宿舍

儲槽，圍牆，營業爐灶附屬塔槽，營業爐灶附屬構架

污物處理設施(污水池)

餐廳(B-3)辦公室(G-2)店舖(G-3)

連接走廊屋頂(D-4)

醫院(F-1)、辦公室(G-2)

辦公室加油亭

店舖、辦公室、集合住宅、餐廳

供特定人長期住宿之場所。

控制室(C-1)

D3-國小教室、廚房

校門入口圍牆

住宅(H-2)A2戶

冷凍庫房

汽車修理場兼辦理汽機車定期檢驗

01-辦公室G-2住宅H-2

控制室、機房、守衛室、電纜室、辦公室等

安養機構

G-3店鋪,H-2住宅

亭榭、迴廊

(B-1)視聽歌唱場所、(G-3)餐廳

(G-2)辦公室、(C-2)自用倉庫

G2-辦公室,儲藏室

環己酮製程新建工程

店鋪G-3、住宅H-2

01-住宅區(遷)

溫室作業室

一樓集合住宅.停車空間,二.三樓集合住宅

E1-宗祠。

詳概要表

F-4戒護場所

辦公室警衛室

01-店鋪.住宅

D1-學生活動中心

警衛室.廁所

研究室、辦公室

店舖(日用品零售及日常服務業)(G-3)

宗教寺廟/附屬設施

昇降機間及電梯、教室,辦公室、樓梯間(D-4)

佛堂

C1-冷凍庫廠房G2-辦公室

ABS廠房及機房

辦公室,F-6222遮棚,空壓機房

03-辦公室.工廠

廠房(C-1),電氣室

圍牆、基樁



擋土牆.圍牆.排水溝及箱涵

挖填土及擋土牆

挖填土及擋土牆.圍牆

#1蒸發器.#2蒸發器.#6液氮儲槽.#7液氮儲槽

宗教設施(佛光山寺附屬地標)

ABS儲槽及設備架台雜項工作物

C2工廠、G2辦公室、H1單身員工宿舍

養護機構H-1、診所G-3

G3店舖、G3飲食店、G2辦公室

正面式招牌

B2百貨商場

球員休息亭

C2冷凍庫(儲藏)

C2堆置場

廠房.廢水處理

多功能球場D-1

倉儲批發業(B-2),辦公室(G-2),工廠(C-1)

涼亭.驗票亭.宿舍.瞭望台.公廁

廠房、集貨棚、廁所

(H-2)集合住宅、(0-0)停車空間、樓梯間

課後托育(D-5)

H-2集合住宅，0-0陽台、樓梯間

〈C2〉作業廠房、倉庫

住宅(H-2),店鋪(G-3)

機車棚.汽車房.F2861鹽酸槽

冷卻塔

機械設施鋼構架.貯槽A.貯槽B.貯槽C

防溢堤.樓梯.環氧乙烷儲槽.熱水槽.成品儲槽

攤販集中場

D3學生活動中心

H2(住宅)

陳列館，辦公室

G3-店舖;H2-集合住宅

D4-教室

一.二.三樓住宅(H-2)

01-集合住宅、停車空間

H2:集合住宅

G2辦公室G3餐廳

聚醯胺製程廠房、鍋爐機房及雜項工作物

公共廁所及公祠

G3:店鋪H2:住宅

99-變電室蓄水池遮雨棚

C-2廠房、H-2住宅

03-辦公室(轉運設施）

辦公室(D4)校舍附屬辦公室

D3-供國小學童教學使用之相關場所。（宿舍除外）



國小教室(D-3)

C2供儲存、包裝、製造、一般物品之一般場所

放置農業資材

住宅-(H-2)。

D1-室內體育場所

金融證券(G-1)辦公室(G-2)

A棟:(G-2)辦公室B棟:(H-2)住宅

變電站C-1

廠房(C-2):平台

店舖(G-3)住宅(C-2)

B2-店鋪、H2-住宅

育苗作業室、乾燥機房、農業資材室

G-3-店舖

護理之家診所居家護理所

屠宰場C-1

農作產銷設施-溫室

農業設施管理室、自用堆肥舍、農業資材室

作業廠房,辦公室

PR-01管架

K13防火牆

管架、設備架台、設備基座

槽体

一樓店舖、門廊、二~四樓住宅

漆料塗料批發業B-2(供倉儲批發及行政辦公使)

C1保養房

辦公室(G-2)、自用倉庫

守衛室、表演台、連接走廊

學生宿舍(H1)教室(D4)辦公室(G2)

農業設施(茹類栽培場)

P-6501C設備基座

B2展示場

F1產後護理之家

C2砂石碎解場(管理室)

(H-2)住宅;(00)陽台、樓梯間

屋頂四節拉線式塔架

機房，廠房附屬空間辦公室

辦公室,保齡球館

店舖(G-3)特種咖啡茶室(B-1)

H2-神父宿舍

教室、司令台、資源垃圾回收室

01-宿舍

試驗室.研究室.試驗工廠.宿舍.車庫

廠房、避難室

廠房及守衛室

國喬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餐廳及MT-361A儲槽拆除工程

宿舍(H1)



店鋪(G3)、住宅

樓梯間、昇降機間

倉庫、停車場

銀行兼證券交易場所(G-1).集合住宅(H-2)

C1廢棄物處理場

金融保險證券業兼一般事務所

G3-店舖住宅。

店鋪、集合住宅、辦公室

H2-住宅(H-2)

G-2辦公室。

H-2-農舍

一般零售及服務業(店鋪G-3)

辦公室,停車棚

G-2辦公室,住宅

作業廠房.附屬單身宿舍.員工餐廳

蓄水池C1,機械室C1

管架、水桶、防溢堤(廠房附屬空間)C-2

(G3)店舖、(H2)集合住宅、(00)停車空間

C2廠房，H2住宅

D2體育館

自辦農舍(H-2)

農業設施(集貨包裝場)

銀行(G-1)、辦公室(G-2)、員工單身宿舍(H-1)

H1工廠附屬員工單身宿舍

G3店舖兼飲食店、G2辦公室

發電機房、電焊工作間

國小教室、廚房

C1儲藏室,門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