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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1  

地名是人類對某特定地點或地區所約定之專有名稱，可用於識別

特定地理位置與範圍，此外，地名也深具文化與歷史之意涵。目前全

球化的發展趨勢已蔚成潮流，為解決「一地多名」、「一名多地」或「一

名多形」現象，以及便利世界各地地理資訊流通，地名標準化與地名

管理，是為刻不容緩工作。自此，世界各國多努力去達成這個目標，

如美國、加拿大、中國等國家，不僅推行地名普查工作及地名標準化

制度多年，更成立地名之專責行政部門，如美國國家地名委員會(設

於美國地質調查局中)、加拿大常設地名委員會、馬來西亞華語規範

理事會、中國地名委員會等等，負責推動地名標準化工作及建置地名

資料庫供國際流通使用。 

而我國地名管理工作推動可分為三大階段，第一階段是為配合我

國經濟地圖編製作業，內政部於 58 年辦理「地名標準化工作案」，對

我國地理名稱進行研考、釐訂及製卡等作業；第二階段則為落實「國

土資訊系統基礎環境建置計畫」， 內政部於 89 年至 97 年推動「臺灣

地區地名查詢系統建置計畫」，建立地名基礎圖資及地名查詢系統，

著重於地名之意義與歷史調查；第三階段則因「國土測繪法」之實行，

內政部依循國土測繪法及相關地名子法規定，持續推動「地名管理工

作」，本階段之業務則著重於符合法令規定與國際標準。地名標準化

及地名管理工作，除可提供政府機關統一使用，以及國際使用，另地

名之文化與歷史之意涵，亦可促進人們對地理環境及文化意義之瞭解

與關懷。 

 



1.2  

民國 96 年 3 月 21 日公布施行之「國土測繪法」，該法訂有地名

管理專章，內政部為地名管理之中央主管機關，亦依該法授權發布「標

準地名審議及地名管理辦法」及「標準地名譯寫準則」等地名子法；

另行政院於 97 年 12 月 18 日修正備查教育部「中文譯音使用原則」，

規定標準地名之譯寫採漢語拼音。上述法令，為我國地名管理工作之

推動，奠定法制之基礎。 

依國土測繪法第二十八條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為地名管

理之主管機關，具落實標準地名訂定及地名管理之權責。主管機關應

依「標準地名審議及地名管理辦法」規定，辦理標準地名訂定、公告

等作業，並將標準地名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此外，依國土測繪法

第二十九條建立地名管理檔案規定，應定期更新之。 

標準地名審議及地名管理作業依據「標準地名審議及地名管理辦

法」相關規範，委由地方主管機關依程序進行審議、公告等作業，並

將成果建立地名管理檔案。審議過程若涉及兩個以上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或範圍跨越不同直轄市或縣（市）者，由相關事業主管機關及地名

主管機關協議定之。協議不成者，送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第二章 標準地名訂定程序 

配合民國 97年 1月 30日發布之「標準地名審議及地名管理辦法」

規範，標準地名訂定程序制定如圖 2-1，說明如下： 

公告三十日

地名清查

審議

公告或通知相關機關

完成標準化程序

進行地名管理，並將地名檔
案送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地名更名

標準地名訂定有違反「標準地名
審議及地名管理辦法」或其他法
令規定者

聚落、

自然地理實體

具有地標意義

公共設施

行政區域(含行政編

組)、街道

協議核定

 

圖 2-1 標準地名訂定程序圖 

1. 地名清查：直轄市、縣（市）地名主管機關檢核及彙整臺灣

地區地名清冊（後簡稱地名清冊）。 

2. 公告 30 日：依「標準地名審議及地名管理辦法」第六條之規

定進行地名清冊公告。 

3. 審議、協議及核定：依據「標準地名審議及地名管理辦法」

規定，各地名類別分別進行審議、協議或核定。 

4. 公告並通知相關機關：將審議、協議及核定後，訂定之標準



地名公告並通知相關機關。 

5. 送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公告完成後進行標準地名建檔管理作

業，並送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以下將各流程分節詳細說明如后。 

 

2.1  

地名清冊係由內政部依循過去「臺灣地區地名查詢系統建置計畫」

既有成果，並配合最新版之行政區域圖，另參照現行網路上常見之電

子地圖，將地名資料整理彙總而成。於標準化作業開始時，直轄市、

縣（市）地名主管機關應參考相關資料檢核、彙整地名清冊，以進行

後續地名標準化作業。 

完整地名清冊欄位內容包含類別、地名編號、地名名稱 、譯寫、

別稱、地名意義、歷史沿革、所屬直轄市、縣（市）、所屬鄉（鎮、

市、區）、所屬村（里）、是否定為標準地名、公告日期及文號、備註，

如下表 2.1-1 所示，但因別稱、地名意義與歷史沿革，實難對其內容

之正確性進行檢核，故訂定標準地名時，地名清冊不需列入上述三個

欄位，如表 2.1-2。 

表 2.1-1 完整地名清冊示例表 

類別 
地名

編號 

地名

名稱 
譯寫 別稱 

地名 

意義 

歷史 

沿革 

所屬直

轄市、

縣（市） 

所屬鄉

(鎮、

市、區) 

所屬村 

（里） 

是否定

為標準

地名 

公告日

期及文

號 

備註 

             

             

 

表 2.1-2 地名清冊示例表 

類別 
地名

編號 
地名名稱 譯寫 

所屬直轄市 

、縣(市) 

所屬鄉 

(鎮、市、區) 

所屬村

(里) 
備註 

        

        



 

地名清冊資料內容說明如后： 

一、 類別：依據「標準地名審議及地名管理辦法」第十一條規範，

地名主管機關對轄區內之地名應依其屬性分類，分為行政區域

（含行政編組）、聚落、自然地理實體、具有地標意義公共設施、

街道、其他等六種地名類別。各類別定義說明如下： 

（一） 行政區域（含行政編組）：依據地方自治法核定或其他法

令規定劃設之行政區域（含行政編組）名稱。 

（二） 聚落：指因人文、歷史風貌或地方特色而形成之區域。 

（三） 自然地理實體：指因天然作用所形成之地形。 

（四） 具有地標意義公共設施：指在地理上具有指標性質之行政、

交通、水利、電力、生活、產業或文教休閒等公共設施。 

（五） 街道：依據中央法規及各縣（市）自治條例、自治規則所

命名之街道名稱，包含大道、路、街、巷。 

（六） 其他：無法歸類為上述五類者。 

詳細地名清冊收錄及分類規則可參見附件四。 

二、 編號：地名編號的編定係由行政區域代碼、地名類別代碼及四

碼流水號所組成，共十二碼。如圖 2.1-1 所示，行政區域代碼部

分以行政院主計總處所編定的「行政區域及村里代碼」為基準，

共七碼。依各類別地名分別賦予類別代碼，可參考表 2.1-3 地名

類別代碼表。同一鄉（鎮、市、區）內，同類別地名以四碼流

水號編排。每筆地名之編號應為唯一值，以便利後續管理及查

詢。 

 



圖 2.1-1 地名編號方式示意圖 

表 2.1-3 地名類別代碼表 

類別 類別代碼 類別 類別代碼 

行政區域（含行政編組） A 具有地標意義公共設施 D 

聚落 B 街道 E 

自然地理實體 C 其他 F 

三、 地名名稱：依「標準地名審議及地名管理辦法」第四條規定，標

準地名之訂定應以中文為之；無文字表示者，以拼音方式，擇其

適當之中文定之。 

四、 譯寫：地名譯寫方式應根據「標準地名譯寫準則」譯寫之，除特

殊例外情況外，應以現行法規採用漢語拼音為之。且非首字之中

文譯寫後第一個字母為 a、e、o 時，與前單字間以隔音符號「'」

連接。如：吉安鄉，「安」漢語拼音為「an」，故譯寫時應寫作 Ji’

an Township。準則內容請詳見附件二標準地名譯寫準則。各類別

之譯寫方式，將於第四章詳細說明。若有準則或章節中未提及之

情形可參考附件六地名譯寫規則補充。 

五、 所屬轄區：填入該地名所屬之直轄市、縣（市）、鄉（鎮、市、

區）及村（里）資料。 

六、 備註：直轄市、縣（市）地名主管機關彙整地名清冊時，若遇

無法自行確認之內容，可註記於此欄位中，協請相關單位或經

審議、協議程序確認。可能遇到彙整清冊之問題於後各類別詳

細說明。 

臺灣地區地名常因歷史及地形關連，有異地同名的情況，但依據

「標準地名審議及地名管理辦法」第五條規定，同一鄉（鎮、市、區）

轄區內之村（里）、聚落、自然地理實體、具有地標意義公共設施及

街道之標準地名不得相同。 

 

 

 



 

直轄市、縣（市）地名主管機關應針對地名清冊內所列資料進行

檢核，並增修或刪除資訊。各類別地名清冊處理方式如后說明。 

 

2.1.1  

一、 清查項目及檢核方式 

行政區域（含行政編組）類地名，包含縣（市）、鄉（鎮、

市、區）及村（里）。訂定標準地名時，鄉（鎮、市、區）層級

以上之行政區域名稱，依據地方自治法所核定之名稱為準；村（里）

名稱，可參考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告所編定「行政區域及村里代碼」

為準，核對地名清冊。（參考網址：

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951&ctNode=5485）。 

二、 編號及排序方式 

行政區域（含行政編組）類地名編號方式，分為縣（市）、

鄉（鎮、市、區）及村（里）說明如后。 

（一） 縣（市）：一般縣（市）之區域代碼為五碼，直轄市則為

四碼，其餘位數以零補齊。分別以「嘉義縣」及「臺南市」

舉例說明，「嘉義縣」區域代碼為「10010」，以零補齊剩下

的兩位，再給予行政區域（含行政編組）類地名代碼「A」，

及四碼流水號，如圖 2.1-2 所示。 

 
圖 2.1-2 行政區域（含行政編組）類地名編號方式-縣（市） 

（二） 直轄市地名編號方式與一般縣（市）雷同，僅行政區域代

碼部分為四碼，如「臺南市」區域代碼為「6700」，則需以

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951&ctNode=5485


零補齊其餘三位，類別代號及流水號編碼方式則相同，詳

如圖 2.1-3。 

 

 
圖 2.1-3 行政區域（含行政編組）類地名編號方式-直轄市 

（三） 鄉（鎮、市、區）及村（里）：如圖 2.1-4，行政區域代碼

為七碼，如「太保市」代碼為「1001001」，給予行政區域

（含行政編組）類地名代碼「A」，及四碼流水號。村（里）

部分則接續鄉（鎮、市、區）之流水號往下編號即可。 

 
圖 2.1-4 行政區域（含行政編組）類地名編號方式-鄉（鎮、市、區）及村

里 

 

特別留意行政區域（含行政編組）編碼之流水號部分，應依

據「行政區域及村里代碼」內村里代碼順序，編排地名編號。如

表 2.1-4 所示。 

 

表 2.1-4 行政區域（含行政編組）類地名編號排序方式示例表 

行政區域及村里代碼 地名清冊 

村里代碼 村里名稱 地名編號 地名 

1001001 太保市 1001001A0001 太保市 

1001001-001 太保里 1001001A0002 太保里 

1001001-002 後庄里 1001001A0003 後庄里 



行政區域及村里代碼 地名清冊 

村里代碼 村里名稱 地名編號 地名 

1001001-003 前潭里 1001001A0004 前潭里 

1001001-004 後潭里 1001001A0005 後潭里 

1001001-005 梅埔里 1001001A0006 梅埔里 

1001001-006 春珠里 1001001A0007 春珠里 

1001001-007 崙頂里 1001001A0008 崙頂里 

1001001-008 東勢里 1001001A0009 東勢里 

1001001-009 新埤里 1001001A0010 新埤里 

三、 譯寫方式 

根據標準地名譯寫準則訂定，行政區域及行政編組屬性名稱

之譯寫方式如下： 

 縣：County。 

 市：City。 

 鄉、鎮：Township。 

 區：District。 

 村（里）：Village。 

四、 注意事項 

（一） 地名待確認：若地名清冊之地名名稱與行政院主計總處公

告之名稱，有不同用字之情形，應於「備註」欄內註記「地

名待確認」，及兩者使用之文字。如嘉義縣朴子市双溪里，行

政院主計總處公告為「双溪里」，地名清冊為「雙溪里」，則

於「備註」欄內註記「地名待確認（双／雙）」。 

（二） 譯寫待確認：若地名名稱中，有多種讀音的文字時，應於

「備註」欄內註記「譯寫待確認」，及不同發音之漢語拼音方

式。如嘉義縣鹿草鄉後堀村，「堀」可讀做「ㄎㄨ」（ku）或

「ㄐㄩㄝˊ」（jue），則需註記「譯寫待確認（堀：ku / jue）」。 

五、 協請相關單位確認 

直轄市、縣（市）地名主管機關完成彙整行政區域（含行政編組）

類地名清冊後，可檢送鄉（鎮、市、區）公所協助確認資料內容。 



 

2.1.2  

一、 清查項目及檢核方式 

聚落類地名清冊內，應收錄轄區內因人文、歷史、地形、地貌...

等，人口聚集而形成的居住地名稱。如：連江縣南竿鄉「津沙」、花

蓮縣花蓮市「大陳一村」。地名主管機關可透過紙面地圖或至「地名

資訊服務網」查詢等方式，確認聚落類地名資料。 

二、 編號及排序方式 

此類別地名編號方式為行政區域代碼七碼，聚落類地名代碼「B」，

及四碼流水號，如圖 2.1-5。同一鄉（鎮、市、區）內，可依地名名

稱首字筆畫排序後，給予地名編號。 

 
圖 2.1-5 聚落類地名編號方式 

三、 譯寫方式 

聚落類地名譯寫，應將整個地名名稱視為一個專有名稱，以漢語

拼音的方式音譯。如連江縣南竿鄉「津沙」，譯為「Jinsha」；花蓮縣

花蓮市「大陳一村」，則應譯為「Dachenyicun」，「一村」不另外意譯。 

四、 所屬轄區 

單從名稱上很難判斷聚落類地名的地理位置，地名主管機關可透

過紙面或電子地圖，並配合「地名資訊服務網」，檢視地名所屬轄區。 

五、 注意事項 

部分聚落類地名，乃因地形、地貌而命名之居住地，並非指稱自

然地理實體本身，故地名主管機關應確認地名是否有錯置類別之情

形。 



六、 協請相關單位確認 

聚落類地名清冊經直轄市、縣（市）地名主管機關彙整後，可檢

送鄉（鎮、市、區）公所協助確認資料內容。 

 

2.1.3  

一、 清查項目及檢核方式 

收錄該轄區內，因天然作用所形成的地形、地貌、水系、水域等

自然地理實體本體，如山、峰、島嶼、列嶼、礁、灘、灣、河、湖、

溪、溫泉、瀑布、潟湖…等。地名主管機關可透過紙面地圖、網路查

詢等方式，確認該自然地理實體之地名相關資料。 

檢核自然地理實體類地名清冊時，應特別注意下列幾點： 

（一） 自然地理實體已成地標性地名：許多自然地理實體因具有

明顯地標意義，故自然地理實體名稱已成為該地區的指標性

地名，因此在檢視的時候需要考量該地名分類及其譯寫方式。

例如：臺北市「陽明山」雖原為山名，但因為其地標性意義，

已泛指陽明山地區，非指陽明山山岳實體，故此地名資料應

各別建置於聚落類及自然地理實體類，如下表 2.1-5 所示。 

 

表 2.1-5 自然地理實體已成地標性地名-地名清冊示例表 

類別 
地名

編號 
地名名稱 譯寫 

所屬直轄市 

、縣(市) 

所屬鄉 

(鎮、市、區) 

所屬村

(里) 
備註 

聚落  陽明山 Yangmingshan 臺北市 北投區   

自然地 

理實體 
 陽明山 

Yangming 

Mountain 
臺北市 北投區   

 

（二） 自然地理實體因環境變遷已有變異：自然地理實體會隨環

境及時間而改變，例如湖泊可能乾涸；河道縮減；埤塘可能

被填平等情況。此項情況應考慮使用現況。若確定自然地理

實體已經變異或不存在，可視情況變更地名類別。 



二、 編號及排序方式 

同一鄉（鎮、市、區）內，可依地名名稱首字之筆畫排序後，給

予地名編號。如圖 2.1-6 所示，自然地理實體之編號由所屬轄區代碼、

自然地理實體類地名代碼「C」，及四碼流水號編定。 

 
圖 2.1-6 自然地理實體類地名編號方式 

三、 譯寫方式 

自然地理實體譯寫方式由名稱音譯與屬性意譯組成，屬性譯寫例

示可參閱附件二標準地名譯寫準則。 

四、 所屬轄區 

單從名稱上難以判別自然地理實體類地名的地理位置及範圍，地

名主管機關可透過紙面或電子地圖，並搭配「地名資訊服務網」，檢

視地名所屬轄區。 

五、 協請相關單位確認 

彙整後之自然地理實體類地名清冊，直轄市、縣（市）地名主管

機關可檢送鄉（鎮、市、區）公所協助確認資料內容。 

 

2.1.4  

一、 清查項目及檢核方式 

具有地標意義公共設施之地名清冊內應收錄，地理上具有指標性

質之行政、交通、水利、電力、生活、產業、宗教或文教休閒等，屬

於該轄區內，具有指標性之公共設施。 

確認具有地標意義公共設施地名清冊時應注意以下事項： 

（一） 公共設施名稱應根據現況調查，配合更新。 



（二） 公共設施名稱應配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範管理。 

（三） 私人設施應徵詢所有權單位確立名稱。 

（四） 清冊中若有郵局、加油站、活動中心...等未具描述性名稱

之設施，直轄市、縣（市）政府可決定是否冠名。 

二、 編號及排序方式 

同一鄉（鎮、市、區）內，可依地名名稱首字筆畫排序後，給予

地名編號。地名所屬鄉（鎮、市、區）代碼為七碼，具有地標意義公

共設施類地名代碼「D」，及四碼流水號，編號方式如圖 2.1-7 所示。 

 
圖 2.1-7 具有地標意義公共設施類地名編號方式 

三、 譯寫方式 

依據標準地名譯寫準則第九條訂定，具有地標意義公共設施屬性

名稱之譯寫方式，例示如下：  

 政府：Hall。 

 公所、事務所：Office。 

 橋：Bridge。 

 寺、廟、庵、觀、堂、宮、道院：Temple。 

 教堂：Church。 

 祠：Shrine。 

 機場：Airport。 

 港：Port。 

 水庫：Reservoir。 

 車站：Station。 

 停車場：Parking Lot。 



 醫院：Hospital。 

 公園：Park。 

 圳：Canal。 

 溝：Ditch。 

 池、塘、埤、陂：Pond。 

四、 所屬轄區 

根據各公共設施位置，填入所屬之轄區。 

五、 注意事項 

（一） 譯寫待確認：若地名譯寫方式與該地名之相關網站不同時，

應以「標準地名譯寫準則」規定為主。但若政府特定機構之

設施名稱有特定譯寫方式，則尊重該機關對其設施之譯寫。

地名主管機關可註記於備註欄中，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有

權單位確認，亦可經協議程序確認。 

六、 協請相關單位確認 

直轄市、縣（市）地名主管機關彙整具有地標意義公共設施類地

名清冊，可再依其性質做細分類，並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有權單位

協助確認地名資料。根據地名性質分類，受文單位可參考下表 2.1-6。 

 

表 2.1-6 檢送相關單位參考表 

地名性質 細分類 受文單位 

行政機關 -- 

1. 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府內機關（如衛

生局、文化局、教育局、環境保護局...等） 

2. 鄉（鎮、市、區）公所 

3. 戶政事務所、地政事務所 

4. 法院、議會、監獄 

5. 水利署、林務局、農業委員會、國稅局 

6. 警察局、消防局 

交通運輸 

捷運 捷運公司 

鐵路 臺灣鐵路管理局 

高速鐵路 臺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高速公路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 



地名性質 細分類 受文單位 

橋梁 所在轄區公所 

港 臺灣港務有限公司 

機場 航空站 

風景遊憩 -- 所在轄區公所 

宗教、喪葬 -- 直轄市、縣（市）政府民政處 

學校 
國小、國中 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處 

高中以上或私立 該學校 

醫院 -- 直轄市、縣（市）政府衛生局 

 

2.1.5  

一、 清查項目及檢核方式 

街道類地名清查項目包括大道、路、街、巷，地名主管機關可依

「門牌系統」之街道資料，來檢核地名清冊。且街道類地名應以現行

使用為考量，命名程序依照中央法規規範。若有新闢或更名之道路，

應於清冊中增修，刪除之道路，則刪除之。 

二、 編號及排序方式 

同一鄉（鎮、市、區）轄區內，依地名名稱首字筆畫排序後，給

予地名編號。如圖 2.1-8 所示，鄉（鎮、市、區）代碼為七碼，街道

類地名代碼「E」，及四碼流水號。如，嘉義縣太保市三合路，編號方

式如下說明： 

 
圖 2.1-8 街道類地名編號方式 

三、 譯寫方式 

根據標準地名譯寫準則訂定，街道屬性名稱之譯寫方式，例示如

下：  

 大道：Boulevard 或縮寫為 Blvd.。 



 路：Road 或縮寫為 Rd.。 

 街：Street 或縮寫為 St.。 

 巷：Lane 或縮寫為 Ln.。 

街道名稱使用漢語拼音，並依據標準地名譯寫準則加入街道屬性

之譯寫。且清冊中應統一使用縮寫或完整譯寫，不可混用。 

四、 所屬轄區 

填入街道所經之轄區。 

五、 注意事項 

（一） 地名待確認：若地名清冊之地名名稱與門牌系統內街道名

稱，有使用同音不同字之情形，應於「備註」欄內註記「地

名待確認」，及兩者所使用之文字。如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

門牌系統內為「圓通路」，地名清冊則為「員通路」，遇此情

形，須於「備註」欄內註記「地名待確認（圓／員）」。 

（二） 譯寫待確認： 

1. 多種讀音：若地名名稱中，有多種讀音的文字時，應

於「備註」欄內註記「譯寫待確認」，及不同發音之漢

語拼音方式。如「仔」可讀做「ㄗㄞˇ」（zai）或「ㄗˇ」

（zi），則需註記「譯寫待確認（仔：zai / zi）」。 

2. 無相對應方位之街道名稱：若該街道名稱無相對應方

位的道路，如「永安北路」無相對應的「永安路」或

「永安南路」來確認街道名稱中的「北」屬於方位，

應於「備註」欄內註記「譯寫待確認，無相對應方位

之街道名稱」。地名主管機關檢核清冊時，若遇此情形，

應確認未來是否會新闢對應方位之道路，若是，則以

方位譯寫，上述案例則譯為 Yong'an N. Rd.；若否，則

以漢語拼音譯寫之，上述案例應譯為 Yong'anbei Rd.。

（街道名稱若為「忠北路」比照此情形辦理） 



3. 無相對應序數之街道名稱：街道名稱無相對應序數的

道路，如「永安二路」無相對應的「永安路」或「永

安一路」來確認街道名稱中的「二」是否屬於序數，

應於「備註」欄內註記「譯寫待確認，無相對應序數

之街道名稱」。地名主管機關檢核清冊時，應確認將來

是否增設相對應序數的道路，若是，則以序數譯寫，

上述案例則譯為 Yong'an 2nd Rd.；若否，則以漢語拼音

譯寫之，上述案例應譯為 Yong'an'er Rd.。（街道名稱若

為「行二路」比照此情形辦理） 

六、 協請相關單位確認 

 因地方公所對戶政資料熟悉程度有限，地名主管機關在檢核街

道類地名時，可納入戶政單位。將彙整後之街道類地名清冊檢送鄉（鎮、

市、區）公所及戶政事務所協助確認街道資料內容，以提升資料正確

性。 

 

2.2  

直轄市、縣（市）地名主管機關於完成地名清冊初步檢視、修正

與確認後，應公告接受人民或團體對地名清冊提出建議。公告及相關

處理方式如下： 

一、 公告文件：應包含公告文書（附件七）、地名清冊（附件一之附

表）及提供建議表格（附件七之附表二），格式請參閱附件。 

二、 公告時間不得少於三十日。 

三、 公告地點： 

（一） 公告應張貼於地名所在地之適當處所，包含相關直轄市、

縣（市）地名主管機關、鄉（鎮、市、區）公所及村（里）

辦公處之公告場所。公告文書範例請參照附件七。 



（二） 直轄市、縣（市）政府網站。 

四、 公告時應將地名清冊分類別整理，將完整資訊展示，以利民眾

瀏覽。 

五、 公告期間民眾或團體得以書面方式載明姓名（名稱）、地址、事

實及理由，並附具相關資料向主管機關提出建議。建議書表格

可參見附件七之附表二。 

六、 地名主管機關收到民眾或團體之建議後，將問題分項彙整，依

據所提問題進行瞭解與判讀，必要時應聯繫提出問題之民眾或

團體，瞭解其意見，並做成紀錄。 

七、 將民眾反映之意見，彙整後，提交由標準地名審議小組，審議

地名之訂定、變更及其他與制定標準地名相關之事項。 

 

2.3  

地名清冊完成彙整及公告流程後，進入審議、協議、協定程序，

地名依類別有不同的方式成為標準地名。 

針對聚落及自然地理實體地名，因其使用方式及地方認同差異的

關係，需經過多方共同討論而議定，故採用「審議」方式。直轄市、

縣（市）地名主管機關需召開審議會議，遴聘學者、專家等共同討論，

議定為標準地名。 

具有地標意義公共設施類地名，範圍跨越兩個以上直轄市或縣

（市），或由兩個以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管轄時，因考量管理權責，

故主管機關應函文邀集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共同「協議」，定為標

準地名，公文內容可參閱附件八。 

行政區域（含行政編組）及街道類地名，因屬地方自治法管轄之

範疇，屬地方自治事項，因此不須經審議或協議程序，待地名主管機

關確認地名資料無誤後，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依自治法規定程序



「核定」後成為標準地名。 

審議及協議作業程序較為繁複，細部作業流程於第三章說明。 

2.4  

地名經上述程序訂定為標準地名後，直轄市、縣（市）地名主管

機關應辦理公告，並通知相關機關。公告應張貼於地名所在地之適當

處所、相關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鄉（鎮、市、區）公所及村

（里）辦公處之公告場所，亦可公布於地名主管機關之網站配合做文

宣及政令宣導，期間不得少於一個月。公文內容可參考附件九。 

公告時應包含完整地名清冊內容，公告後所有地名皆列為標準地

名，並應紀錄公告日期與公告文號。 

標準地名資料送通知機關如下： 

一、 行政院中央各部會：經濟部、交通部、行政院衛生署、行政

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行

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行政院研究發

展考核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外交部、國防部、海軍大氣海洋局、

財政部、教育部、法務部、文化部、僑務委員會、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 

二、 縣（市）政府內各局處及單位及各鄉（鎮、市、區）公所。 

三、 中華郵政。 

 

2.5  

依據國土測繪法第二十九條，地名主管機關應建立標準地名管理

檔案，並定期更新之。直轄市、縣（市）地名主管機關應於公告完成



之後，將確立為標準地名之地名資料，依據「標準地名審議及地名管

理辦法」之附表格式建檔管理，如附件一。後續並配合中央主管機關

之地名管理方式更新與維護。 

完成提送標準地名資料後，地名仍會有異動之情況，譬如行政區

重新劃分、街道重新命名或新闢道路等，直轄市、縣（市）地名主管

機關應依「標準地名審議及地名管理辦法」第十二條規範，循序進行

審議與公告作業，並送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三章 審議及協議作業 

3.1  

「審議」適用之地名資料類別為聚落、自然地理實體。直轄市、

縣（市）地名主管機關需組成地名審議小組，召開審議會議。以下就

審議會議之組成、流程、作業規劃及審議考量因素說明。 

 

3.1.1  

標準地名審議會由地名主管機關召開，得遴選對當地環境瞭解的

學者、專家、熟稔地名歷史沿革之地方人士、相關機關及民間團體代

表組成地名審議小組。學者、專家應挑選在地理、歷史或文化等方面

學有專精，並熟悉地名所在當地狀況者，請其針對專業領域的觀點進

行審議。地方人士代表應挑選在地具有代表性的民眾，以在地觀點進

行審議討論。 

聚落類地名，可以該區地方人士為主，專家學者為輔。自然地理

實體則可先分類，如分為山、水二大類，「山」類別之審議委員可以

林務局、山岳協會、登山團體、地方人士為主；「水」類別則以水利

署河川管理局、縣（市）水利局處為主。 

 

3.1.2  

標準地名審議會議應於正式公開場合進行，開場由主持人致詞，

並說明審議會議流程、介紹與會審議委員及承辦單位背景說明。再進

行標準地名審議會議，由與會委員逐筆審議地名資料，確認地名名稱

中文、譯寫、類別、所屬轄區等內容。進行審議會議時，可同時運用

「地名管理系統」地名空間位置更新功能，確認並修正地名地理空間

位置。若尚有其他建議，可於臨時動議時提出。審議會議流程如圖



3.1-1。 

若經公告或與會委員有修正建議之地名資料，應就反映意見於會

議中進行討論。通過審議之地名資料方可公告成為標準地名，於會議

中協議不成者，則不公告，並報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而為提升審查

成功率，原則上以「地名、譯寫、類別、所屬轄區」欄位為審議重點，

其他欄位則為參考，不進行實質內容審查。 

 

 
圖 3.1-1 審議作業流程圖 

 

3.1.3  

以下針對聚落及自然地理實體地名，審議會議時應列入考量之因

素，分述如后：  

一、 聚落 

由於聚落的邊界不易劃分，因此以鄉（鎮、市、區）為分類；審

議委員需對當地歷史人文有一定瞭解，可以該區地方人士如村里長、



在地耆老或原住民代表為主，學者專家為輔，適時提供意見。聚落地

名審議時應考量下列因素： 

（一） 歷史意義：聚落地名的命名一般皆有其歷史與人文意義，

通常是依據某一事件或某個時期所發生的事蹟命名而延

用至今，例如：新北市八里區「竹圍仔」，據調查命名原

因係：依據大正 4 年（1915）之台灣堡圖為獅子頭山附近

地名，竹圍乃是為了防禦、防風或者實用而栽種房舍周圍

之竹垣，竹圍仔即為竹林之意。在確認聚落地名時，首先

應瞭解該地名之歷史沿革，以協助決定地名名稱文字的用

法，避免用字與原有的歷史意義不符，而造成日後使用與

管理上的困擾。 

（二） 自然環境：聚落地名的命名亦可能是源自於舊時的地形特

徵，例如：新北市三重區「後埔仔」，依據原調查結果應

為因位於五谷王莊後東北方之地，當年臨淡水河，屬一片

荒地，發展在二、三重埔之後，故名後埔仔。「埔」字應

為寬廣空地之意。因此，在確認地名名稱用字的時候，也

應該參考當地自然環境變革，以利選定適當用字。 

（三） 地方特色：因應地方發展特色而命名的地名情況，應考慮

保留地方特色，擇定適當的文字內容訂定之。例如：新北

市三芝區「打鐵店」係源自打製鐵器用具店而得名。檢視

確認時應考量現況及反應地方特色審酌。 

（四） 族群認知：地名之用字擇定與命名應考量當地生活族群。

臺灣地區居民族群組成多元，應依據當地族群發展歷程，

尊重族群之習慣。部分地名之命名依據係依當地族群的語

言發音，採用音轉而流傳，訂定為標準地名時應考量使用

適當的文字。 

（五） 現況：部分聚落地名為過去沿用至今，確認聚落地名時，



應考量現況與歷史、族群等特性使用，如該地名現況已無

使用，可審酌刪去或不收錄。 

 

二、 自然地理實體 

自然地理實體則可分為山、水二類，「山」類別的審議委員可以

林務局、山岳協會、登山團體、地方人士為主，「水」類別委員選擇

則以水利署河川管理局、縣（市）水利局為主。自然地理實體類地名

審議時，應注意下列幾點： 

（一） 自然地理實體已成地標性地名：許多自然地理實體因具有

明顯地標意義，故自然地理實體名稱已成為該地區的指標

性地名，因此在檢視的時候需要考量該地名分類及其譯寫

方式。如第二章第一節之例子，臺北市「陽明山」原自然

地理實體，但現今已泛指陽明山地區，非指山岳實體，故

審議時，應一併考量地名類別。 

（二） 自然地理實體因環境變遷已有變異：自然地理實體會隨環

境及時間而改變，此項情況應考慮使用現況。若確定自然

地理實體已經變異或不存在，可視情況變更地名類別。 

（三） 自然地理實體地名若涉及兩個以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

範圍跨越不同轄區者，由相關事業主管機關及地名主管機

關協議定之。協議不成者，送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3.2  

「協議」適用之地名資料類別為具有地標意義公共設施。地名主

管機關應函文邀集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共同協議（公文內容可參閱

附件八），此類地名常遇到的問題是譯寫原則與地標慣用譯寫不同，

原則上以尊重該地標主管單位意見為主。民營企業管轄之公共設施由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名之。 

清冊中若有郵局、加油站、活動中心…等未具描述性名稱之設施，

得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決定冠名與否。若地名涉及兩個以上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或範圍跨越不同直轄市或縣（市）者，應考量管理權責，

由相關事業主管機關及地名主管機關協議定之。協議不成者，送由中

央主管機關核定。 

  



 第四章 標準地名譯寫作業程序 

標準地名譯寫應以現行法規採用漢語拼音為之，且依據「標準地

名譯寫規則」第二條規定，標準地名之譯寫，以音譯為原則。標準地

名含有屬性名稱時，該屬性名稱採英文意譯方式譯寫。屬性名稱與標

準地名整體視為一專有名稱時，仍採音譯方式譯寫。根據譯寫規則第

五條規定，若非首字之中文譯寫後第一個字母為 a、o、e 時，與前單

字間以隔音符號「'」連接，如：仁愛路，「愛」漢語拼音為「ai」，故

譯寫時應寫作 Ren'ai Rd.。詳細條文內容可參閱附件二。 

本章按行政區域（含行政編組）、聚落、自然地理實體、具有地

標意義公共設施及街道類地名，分別說明其譯寫方式，並說明特殊之

譯寫情形。地名主管機關可利用地名資訊服務網內「譯寫系統」，輔

助進行譯寫工作。若有本章未提及之情形，亦可參考附件六地名清冊

譯寫規則補充。 

 

4.1  

一、 直轄市、縣（市）：以「臺灣地區鄉（鎮、市、區）級以上行政

區域名稱中英對照表」為準，詳如附件五，應注意部分直轄市、

縣（市）名稱使用國際慣用名，如臺北市使用「Taipei City」，

而非漢語拼音「Taibei City」，訂定標準地名譯寫時，則使用國

際慣用名。 

二、 鄉（鎮、市、區）：同直轄市、縣（市）層級之譯寫方式。 

三、 村（里）：村里名稱部分使用漢語拼音，村（里）之屬性意譯為

「Village」，如田尾里之譯寫為 Tianwei Village。 

 



4.2  

聚落類地名譯寫，應將整個地名名稱視為一個專有名稱，以漢語

拼音的方式音譯。譯寫方式如下舉例說明： 

一、 連江縣南竿鄉「津沙」，譯為「Jinsha」。 

二、 花蓮縣花蓮市「大陳一村」，則應譯為「Dachenyicun」，「一村」

不另外意譯。 

 

4.3  

自然地理實體類地名譯寫方式，應將名稱視為一個專有名稱，以

漢語拼音譯寫，再賦予自然地理實體屬性名稱之英文意譯，自然地理

實體屬性之英文意譯可參考下表 4-1。譯寫方式說明如下： 

一、 大澳山，大澳之漢語拼音為「Da'ao」，「山」之意譯為 Mountain，

故大澳山之標準地名譯寫為 Da'ao Mountain。 

二、 若該自然地理實體之名稱僅有一個文字所時，應將名稱及實體

屬性視為一個專有名稱，以漢語拼音譯寫，再賦予自然地理實

體屬性名稱之意譯。如坂山，名稱僅有「坂」一字，坂山之漢

語拼音為「Banshan」，「山」之英文意譯為 Mountain，故坂山之

標準地名譯寫應為 Banshan Mountain。 

三、 若地名名稱中並無包含自然地理實體屬性，應先確認實體屬性

為何，譯寫時須將整個地名名稱視為一個專有名稱，並賦予屬

性之意譯。如酒罈浦，「浦」並非自然地理實體屬性之一，但實

為沙地，沙地之英文意譯為「Sand」，故此地名譯寫，應為 Jiutanpu 

Sand。 

表 4-1 自然地理實體屬性意譯參考表 

屬性 英文意譯 屬性 英文意譯 

列嶼 Archipelago 低地 Lowland 



屬性 英文意譯 屬性 英文意譯 

盆地 Basin 大山 Mountain 

灣 Bay 山 Mountain 

海灘 Beach 山脈 Mountains 

沙灘 Beach 峰 Peak 

峽谷 Canyon 平原 Plain 

岬角 Cape 台地 Platform 

洞 Cave 平台 Platform 

斷崖 Cliff 草原 Prairie 

海岸 Coast 礁 Reef 

冷泉 Cold Spring 河 River 

溝 Ditch 溪 River 

溪口 Estuary 石 Rock 

高地 Highland 鞍部 Saddle 

嶺 Hill 沙地 Sand 

溫泉 Hot Spring 沙洲 Sand Bar 

島 Island 泉 Spring 

島嶼 Island 海峽 Strait 

群島 Islands 裸露地 Unstocked Area 

列島 Islands 上游 Upriver 

嶼 Isle 山谷 Valley 

潟湖 Lagoon 溪谷 Valley 

湖 Lake 瀑布 Waterfall 

潭 Lake 溼／濕地 Wetlands 

 

4.4  

具有地標意義公共設施包含種類廣泛，地名主管機關可依其性質

做細分類，並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有權單位協助確認地名資料。譯

寫方式將名稱以漢語拼音譯寫，再加上該公共設施屬性之意譯。若該

地名前冠有行政區域或上級機關名稱時，其譯寫方式則應該屬性意譯

在前，並以逗號（,）分隔後，再加上行政區域、上級機關名稱，並

依據層級由小至大排序，如臺北市大安區衛生所 Health Center, 

Da’an District, Taipei City；內政部消防署基隆港務消防隊 Keelung 



Harbor Fire Brigade, National Fire Agency,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因種類眾多，手冊中僅以較常使用之公共設施舉例說明，地名主

管機關可多加運用地名資訊服務網之譯寫系統來協助譯寫作業。以下

大致分為政府機構、教育設施、交通設施、民生設施、醫療設施、休

閒遊憩、宗教設施等公共設施種類，示例其譯寫方式。 

一、 政府機構 

表 4-2 政府機構英文意譯參考表 

屬性 英文意譯 示例 

縣（市）政府 Hall 
臺東縣政府 

Taitung County Hall 

鄉（鎮、市、區）

公所 
Office 

新城鄉公所 

Xincheng Township Office 

教育局 Education Bureau 
苗栗縣政府教育局 

Education Bureau, Miaoli County 

文化局 Cultural Affairs Bureau 

連江縣政府文化局 

Cultural Affairs Bureau, Lienchiang 

County 

警察局 Police Bureau 
彰化縣警察局 

Police Bureau, Changhua County 

消防局 Fire Bureau 
南投縣消防局 

Fire Bureau, Nantou County 

戶政事務所 
Household Registration 

Office 

臺中市南屯區戶政事務所 

Household Registration Office, 

Nantun District, Taichung City 

地政事務所 
Land Administration 

Office 

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 

Banqiao Land Administration Office, 

New Taipei City 

二、 教育設施 

表 4-3 教育設施英文意譯參考表 

屬性 英文意譯 示例 

國民小學 Elementary School 
東興國民小學 

Dongxing Elementary School 

國民中學 Junior High School 
中山國民中學 

Zhongshan Junior High School 



屬性 英文意譯 示例 

高級中學 High School 
陽光高級中學 

Yangguang High School 

高級職業學校 Vocational High School 
開明高級職業學校 

Kaiming Vocational High School 

大學 University 銘傳大學 Mingchuan University 

三、 交通設施 

表 4-4 交通設施英文意譯參考表 

屬性 英文意譯 示例 

機場／航空站 Airport 
桃園國際機場 

Taiwan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橋梁 Bridge 永福橋 Yongfu Bridge 

隧道 Tunnel 雪山隧道 Xueshan Tunnel 

火車站 Station 松山車站 Songshan Station 

捷運站 MRT Station 
忠孝新生捷運站 

MRT Zhongxiao Xinsheng Station 

港 Port 台中港 Taichung Port 

燈塔 Lighthouse 富貴角燈塔 Fuguijiao Lighthouse 

四、 民生設施 

表 4-5 民生設施英文意譯參考表 

屬性 英文意譯 示例 

水庫 Reservoir 翡翠水庫 Feicui Reservoir 

淨水廠 Water Purification Plant 坂里淨水廠 Banli Water Purification Plant 

發電廠 Power Plant 大林發電廠 Dalin Power Plant 

氣象站 Weather Station 玉山氣象站 Yushan Weather Station 

公墓 Cemetery 
蘆竹鄉第十八公墓 

No. 18 Cemetery, Luzhu Township 

五、 醫療設施 

表 4-6 醫療設施英文意譯參考表 

屬性 英文意譯 示例 

醫院 Hospital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 

Hualien Hospital,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分院 Branch 臺北榮民總醫院鳳林分院 



屬性 英文意譯 示例 

Taipei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Fenglin 

Branch 

六、 休閒遊憩 

表 4-7 休閒遊憩設施英文意譯參考表 

屬性 英文意譯 示例 

公園 Park 
介壽澳口公園 

Jieshou'aokou Park 

國家公園 National Park 
墾丁國家公園 

Kenting National Park 

活動中心 Activity Center 
梅園活動中心 

Meiyuan Activity Center 

紀念館 Memorial Hall 
延平郡王紀念館 

Yanpingjunwang Memorial Hall 

風景區 Scenic Area 
鼻頭角風景區 

Bitoujiao Scenic Area 

國家風景區

管理處 

National Scenic Area 

Administration 

交通部觀光局雲嘉南濱國家風景區

管理處  

Yunjianan Coastal National Scenic 

Area Administration Office, Tourism 

Bureau,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七、 宗教設施 

地名清冊中譯寫碰到地名為各種宗教設施名稱時，首先需於此名

稱最後之「字尾」，來判定是為具體之實體名稱或即為神明本身名稱，

最後再決定譯寫方式。 

（一） 字尾若為具體之「實體名稱」之宗教設施名，即可意譯。

如頂福巖廟 Dingfuyan Temple。 

（二） 宗教設施名稱，若字尾為「神明本身名稱」，或寺廟名稱

以特殊宗教設施為名，整體視為專有名稱音譯後，再意譯。

如金鑾殿 Jinluandian Temple；聖宮媽 Shenggongma 

Temple；有應公 Youyinggong Temple。 

 



4.5  

街道名稱使用漢語拼音，並依據標準地名譯寫準則加入街道屬性

之譯寫，如中山路之譯寫為 Zhongshan Rd.。且清冊中應統一使用縮

寫或完整譯寫，不可混用。 

特殊道路名稱之譯寫方式說明如後： 

（一） 具方位之街道名稱：譯寫方式為名稱之漢語拼音，並給予

方位，例：中山北路，「中山」之漢語拼音為「Zhongshan」，

方位「北」之意譯為「North（縮寫 N.）」，此街道譯寫則為

「Zhongshan N. Rd.」。 

（二） 具序數之街道名稱：譯寫由名稱之漢語拼音及序數組成，

例：中山一路，「中山」之漢語拼音為「Zhongshan」，序數

「一」之英文為「First （縮寫 1st）」，譯寫方式則為

Zhongshan 1st Rd.。 

（三） 特殊地區之街道名稱：如朴子工業區一街，「一街」方式同

序數街道名稱，「朴子工業區」採用該工業區之英文名稱，

故朴子工業區一街之譯寫為「1st St., Puzi Industrial Park」。 

  



第五章 可能遭遇問題及解決方式彙整 

由於標準地名的審議作業為我國初次推動，地方主管機關勢必對

於地名標準化的作業流程及其需求不甚了解，藉由目前進行標準地名

審議試辦作業之經驗，彙整如下可能會遭遇之問題及疑問，並建議解

決方法供地方政府參考。 

 

標準地名作業推動 

Q： 標準地名的使用需求 

A： 在交通標誌製作、觀光、國際活動上皆有使用需求，使用需求

分散在不同單位。 

Q： 從清冊整理至標準地名公告的作業流程，大約需多久時間? 

A： 法規中並無針對完成時程作特別限制。若直轄市、縣市政府需

鄉、鎮、市、區公所配合作業，也會給定充裕時間，請鄉、鎮、

市、區公所回覆清查成果。 

Q： 行政區域（含行政編組）、街道、具地標義意之公共設施等三

類別地名較無爭議，能否先進行這三類的地名標準化作業？ 

A： 可以，且也是目前推動的主要模式。 

Q： 標準地名作業應如何編列預算，如委員出席費、車馬費，公所

動員之務餐費、油費等等？ 

A： (1) 行政區域(含行政編組)、街道、具地標義意公共設施不需召

開審議會議，依目前經驗，不需費用。 

(2) 聚落、自然地理實體需召開審議會議，則需支出委員出席

費及車馬費。 

 

 

 



地名標準化過程 

[地名清查] 

Q： 那些地名需定為標準地名？ 

A： 依據國土測繪法之精神及「標準地名審議及地名管理辦法」之

規範，地名具有地理、歷史、語言、風俗習慣、原住民族傳統

或地方特色，為政府機關統一使用者，應定標準地名。就法規

面上解釋，於測繪時，有標準地名者，測繪成果應採用標準地

名定之。因此，一旦地名被訂定為標準地名，則具有法律所賦

予的功能。所有政府機關之文書內容皆應依照標準地名使用。

綜合以上所述，標準地名應為當地居民所共同認可，且多數人

仍共通使用的地名，並在政府機關進行地方各項事務治理或管

理時會使用得到的地名。 

Q： 地名參考清冊內的地名是否就是標準地名？ 

A： 內政部所提供的地名參考清冊，乃是內政部委託研究團隊，彙

整編列之參考清冊。因參考資料的建立時間不同，且未經現地

調查更新，因此，該清冊僅為參考之用，清冊內所列地名應就

現況考量，擇定適當的地名訂定為標準地名，並非所有地名皆

建議訂為標準地名。 

Q： 地名清冊內地名應該怎麼檢核查對？ 

A： 標準地名的確認除手冊第 2 章中所描述的方法之外，建議可參

照地方政府所編的鄉土誌、文化誌或地方誌，並採用現行頒佈

的行政區域圖為參考，確認地名資料的用字、位置，並配合地

方耆老的訪查，以確認地名是否仍在使用，是否需要被定為標

準地名。現行可參考之地圖資訊包含：內政部測繪之通用版電

子地圖及編印之行政區域圖、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電子地圖、農

林航空測量所 1/5000 相片基本圖以及線上電子地圖 Google 

Map、UrMap 等資訊。另藉由文獻記載、現地訪查以及地理位



置的分布，可輔助確認清冊內地名是否需定為標準地名。另就

以下情況舉例說明： 

(1) 清冊內地名無所屬村里：若地名清冊內所列資訊沒有村

里，則可利用清冊其他欄位中的空間坐標資訊，利用空間分布

參考圖來輔助確認地名所在位置，以找出所屬村里。並請在找

出所屬村里後，補充於清冊中。若該筆地名沒有空間坐標且未

標註在空間分布參考圖上，而造成查找困難者，則該筆地名暫

時予以保留。 

(2) 若地名在地名清冊當中有列，卻無法在空間分布參考地圖

上找到，則該筆地名如何查對？地名若從地名辭上收錄製地名

清冊的地名，因原始資料無空間坐標資訊，故無法將該地名標

註於地名空間分布參考地圖。但該類地名多有註記所屬村里資

訊，尚可判定其位置已進行清查比對。 

Q： 清冊核對時，是由鄉鎮公所與相關單位調閱資料核對?或是請

相關單位配合協助一起核對清冊? 

A： 清冊的核對方式並無特別規定。建議縣市政府可先函請鄉、

鎮、市、區公所協助確認，鄉、鎮、市、區公所再轉交由戶政

單位協助確認資料內容。 

Q： 可否新增或刪除地名清冊上的地名及其相關資料？地名清冊

如何修改？ 

A： (1) 確認地名清冊時，清冊上的各項欄位皆可修正，承辦人員

可於清冊電子檔中直接新增、修改或刪除地名及其相關資料。 

(2) 修正地名清冊時，鄉（鎮、市、區）承辦人員可將修正或

刪除的部分以其他方式標註，以利縣（市）政府承辦人員瞭解

清冊修正情形並進行彙整。 

Q： 清冊上的地名如與現況不符時該如何處理？ 

A： (1) 地名清冊上的各類地名如在現況中已不存在，建議於清冊



中仍可保留，另在備註欄中標註現不存在此地名。 

(2) 地名清冊中記載之某些聚落地名若將在近期內拆除，則在

未拆除前仍暫時保留於清冊中，等現況變更後再進行確認。 

(3) 若經清查相關鄉（鎮、市）誌等文書資料，於資料內並無

記載該地名，且於現地探查也未找到，可能是舊地名或已不使

用，建議仍先予以保留該筆地名，並在備註欄標註現不存在此

地名。 

Q： 修正地名清冊時，地名編號是否需跟著變動？ 

A： 鄉（鎮、市、區）承辦人員在修改地名清冊時，地名編號無需

修正，待縣（市）政府承辦人員彙整地名清冊時，再依據地名

編號規則一併修正。 

Q： 地名應該怎麼譯寫？ 

A： 標準地名的譯寫應依據「標準地名譯寫準則」的規範，應採音

譯與意譯搭配之方式處理；並依目前教育部所頒訂的中文譯音

使用原則，音譯的部分採用漢語拼音，除部分因地方歷史環境

或國際慣用地名外，皆應使用漢語拼音進行譯寫。公務機關及

設施名稱，得參考行政院營造國際生活環境推動小組所公告的

雙語詞彙為之(http://www.i-taiwan.nat.gov.tw/eservice/)。漢語拼

音可參考教育部中文譯音轉換系統：

http://crptransfer.moe.gov.tw/index.aspx。 

Q： 在判定是否訂為標準地名上有困難，該如何處理？ 

A： 標準地名的作用是希望爾後地名的標註，有標準地名者優先採

用標準地名，以達到地名的使用能統一、一致性的效果。因此，

建議可以先查看地圖、路標、指示牌等設施，地圖上、路標、

各項指示牌上仍有在使用的地名優先訂為標準地名。 

Q： 久未使用的地名或古地名，是否需定為標準地名？該如何審

議？ 

http://www.i-taiwan.nat.gov.tw/eservice/
http://crptransfer.moe.gov.tw/index.aspx


A： 若該地名在門牌、路標、地圖……等各項設施上都已很久沒有

使用，且未來的使用機會也不高，建議不訂為標準地名，但仍

可將該地名收錄在地名清冊，作為爾後地名查對參考。倘若目

前使用地名方納入標準地名，則可將古地名可納入標準地名之

歷史沿革中。 

Q： 街道路名已有即有審查編定程序，是否有重工的疑慮？ 

A： 二者不衝突，使用目的亦不同，標準地名不會更改既有街道內

容，而是針對英文譯寫、所在鄉鎮市區等欄位進行審查。 

 

[審議] 

Q： 審議、協議與核定的差異 

A： 
項目 地名類別 意義 

審議 
聚落、 

自然地理實體 

針對聚落類及自然地理實體類地名，因其使

用方式及地方認同差異的關係，需經過多方

共同討論而議定，故採用審議方式。 

協議 
具有地標意義公

共設施 

若地名範圍跨越兩個以上直轄市或縣(市)，

或由兩個以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管轄時，因

考量管理權責，故應邀集相關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共同協議。 

核定 
行政區域(含行

政編組)、街道 

行政區域名稱及街道名稱，因屬地方制度法

管轄之範疇，屬地方自治事項，因此不需經

審議及協議，直接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依

其所制訂之自治法規規定程序核定。 
 

Q： 審查自然實體、聚落之委員代表性不足，數個個委員可否代表

全部的意見? 

A： 審查方式均依「國土測繪法」及「標準地名審議及地名管理辦

法」執行，程序上應不會有問題。 

審議委員代表性較難有客觀認定，建議小範圍試行，並擴大委

員背景代表性，或第一次公告時能多加宣傳，以吸引大家的注

意，並適時提供意見。 

 



[公告] 

Q： 地名清冊清查完畢後要如何公告？ 

A： 地名清冊查對完畢後請將紙本及修正後電子檔各一份檢送縣

（市）政府，由縣（市）政府彙整後依據手冊第 3 章所述之公

告方法規定辦理後續審議及公告事宜。 

Q： 公告兩次的目的？ 

A： 標準地名審議程序分為兩次公告作業，第一次公告是為了讓地

方民眾瞭解即將審議後定為地名的清冊，廣徵意見與建議，彙

整後提供直轄市、縣(市)政府在決定標準地名時的參考；第二

次公告是在進行了審議、協議或核定的程序後，決定訂為標準

地名的清冊，透過公告程序完成標準地名訂定的法定作業。經

第二次公告後，清冊中所列地名即成為政府機關間統一使用的

標準。 

Q： 針對「行政區域(含行政編組)」的部分，是否能夠針對標準地

名做部分修改或增添後直接進行第二次公告？ 

A： 根據「標準地名審議及地名管理辦法」，行政區域(含行政編組)

類別之地名雖免經審議程序，但仍須依照訂定程序，辦理第一

次公告。 

 

[地名更名] 

Q： 公告成為標準地名後，能修正嗎？ 

A： 地名審議及地名管理辦法第十條規範：標準地名訂定後，不得

變更。但為回復原住民族傳統名稱或其他特殊原因，或有違反

第五條規定者，不在此限。標準地名之變更，準用標準地名之

訂定程序。因此，標準地名訂定後，在特殊因素的考量下，可

以修正變更，但須經過等同於訂定程序之審議過程而決定變

更。 



附件一 標準地名審議及地名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 97 年 1 月 30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0970016243 號令訂定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土測繪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之。 

第二條 本辦法名詞定義如下： 

一、聚落：指因人文、歷史風貌或地方特色而形成之區域。 

二、自然地理實體：指因天然作用所形成之地形。 

三、具有地標意義公共設施：指在地理上具有指標性質之行政、交

通、水利、電力、生活、產業或文教休閒等公共設施。 

第三條 地名具有地理、歷史、語言、風俗習慣、原住民族傳統或地方特色，

為政府機關統一使用者，應定標準地名。 

第四條 標準地名之訂定應以中文為之；無文字表示者，以拼音方式，擇其

適當之中文定之。 

第五條 鄉（鎮、市、區）轄區內之村（里）、街道、聚落、自然地理實體及

具有地標意義公共設施之標準地名不得相同。 

第六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訂定標準地名，其程序如下： 

一、清查現有地名。 

二、公告下列事項，其期間為三十日： 

（一）具第三條性質之地名清冊。 

（二）人民或團體得於所定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名稱）、地址、

事實及理由，並附具相關資料，向主管機關提出建議。 

（三）受理建議之期間。 

三、審議及公告。 

前項第一款之清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訂定一定期間為

之，縣主管機關並得徵詢鄉（鎮、市）公所意見。 

行政區域、街道及具有地標意義公共設施之標準地名，免經第一項

第三款規定審議程序。 

第七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遴聘學者、專家、熟稔地名歷史沿革

之地方人士、相關機關及民間團體代表，審議標準地名之訂定、變

更及其他與標準地名有關之事項。 

第八條 地名經審議通過、達成協議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辦理公告，並通知相關機關。 

前項公告應張貼於地名所在地之適當處所、相關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鄉（鎮、市、區）公所及村（里）辦公處之公告處所；

公告期間不得少於一個月。 

行政區域及街道標準地名之公告，準用前項規定。 



第九條 標準地名之訂定有違反本辦法或其他法令規定者，中央主管機關得

命該標準地名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三個月內辦理更正。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將前項更正後之標準地名送中央主管

機關備查。 

第十條 標準地名訂定後，不得變更。但為回復原住民族傳統名稱或其他特

殊原因，或有違反第五條規定者，不在此限。 

前項標準地名之變更，準用標準地名之訂定程序。 

第十一條 各級主管機關對轄內之地名應依下列類別分類，編列地名編號，編

製目錄建檔管理： 

一、行政區域。 

二、聚落。 

三、自然地理實體。 

四、具有地標意義公共設施。 

五、街道。 

六、其他。 

前項地名資料應以中文表示，其格式如附表。 

第十二條 地名有異動時，各級主管機關應即更新其地名資料。 

第十三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建立之地名資料，應送中央主管機關備

查；更新時，亦同。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附表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區）地名資料表 

類別 
地名

編號 
地名 譯寫 別稱 

地名 

意義 

歷史 

沿革 

所屬直轄市 

、縣（市） 

所屬鄉（鎮、 

市、區） 

所屬村 

（里） 

是否定為標

準地名 

公告日期

及文號 
備註 

          ˇ（×）   

             

             

             

             

             

             

             

             

             

 

  



附件二 標準地名譯寫準則 

內政部 97 年 8 月 29 日台內地字第 0970136325 號令發布 

內政部 98 年 11 月 9 日台內地字第 0980205571 號令修正第五條條文 

第一條 本準則依國土測繪法第三十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標準地名之譯寫，以音譯為原則。 

標準地名含有屬性名稱時，該屬性名稱採英文意譯方式譯寫。 

屬性名稱與標準地名整體視為一專有名稱時，仍採音譯方式譯寫。 

前項屬性名稱，指描述標準地名性質之名稱。 

第三條 標準地名中具有方向性者，採英文意譯方式譯寫；具有代碼或序數

者，以阿拉伯數字譯寫。 

第四條 標準地名之譯寫，因當地歷史、語言、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國際

慣用或其他特殊原因，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者，不受第二條之限制。 

第五條 標準地名之譯寫，採第一個字母大寫，其餘字母小寫，除下列情形

外，各單字間應以連續不間斷之方式書寫： 

一、非首字之中文譯寫後第一個字母為 a、o、e 時，與前單字間以隔

音符號「'」連接。 

二、採音譯與意譯不同方式譯寫時，單字間以空格相隔。 

第六條 行政區域及行政編組屬性名稱之譯寫方式，例示如下：  

一、省：Province。 

二、市：City。 

三、縣：County。 

四、鄉、鎮：Township。 

五、區：District。 

六、村（里）：Village。 

七、鄰：Neighborhood。 

第七條 自然地理實體屬性名稱之譯寫方式，例示如下：  

一、平原：Plain。 

二、盆地：Basin。 

三、島嶼：Island。 

四、群島：Islands。 

五、列嶼：Archipelago。 

六、礁：Reef。 

七、沙洲：Sand Bar。 

八、岬角： Cape。 



九、山：Mountain。 

十、山脈：Mountains。 

十一、峰：Peak。 

十二、河、溪：River。 

十三、湖、潭：Lake。 

第八條 街道屬性名稱之譯寫方式，例示如下：  

一、大道：Boulevard 或縮寫為 Blvd.。 

二、路：Road 或縮寫為 Rd.。 

三、街：Street 或縮寫為 St.。 

四、巷：Lane 或縮寫為 Ln.。 

第九條 具地標意義公共設施屬性名稱之譯寫方式，例示如下： 

一、政府：Hall。 

二、公所、事務所：Office。 

三、橋：Bridge。 

四、寺、廟、庵、觀、堂、宮、道院：Temple。 

五、教堂：Church。 

六、祠：Shrine。 

七、機場：Airport。 

八、港：Port。 

九、水庫：Reservoir。 

十、車站：Station。 

十一、停車場：Parking Lot。 

十二、醫院：Hospital。 

十三、公園：Park。 

十四、圳：Canal。 

十五、溝：Ditch。 

十六、池、塘、埤、陂： Pond。 

第十條 本準則自發布日施行。 

  



附件三 中文譯音使用原則 

民國 91 年 8 月 22 日行政院院臺教字第 0910042331 號函備查 

民國 92 年 8 月 20 日行政院院臺教字第 0920044540 號函修正備查 

民國 97 年 12 月 18 日行政院院臺教字第 0970056233 號函修正備查 

民國 100 年 3 月 10 日行政院院臺教字第 1000011159 號函修正備查 

 

一、為解決國內中文譯音使用版本紊亂，俾利使用者遵循，特訂定本使用原則。 

二、我國中文譯音除另有規定外，以漢語拼音為準。 

三、標準地名及路、街名之譯寫，依內政部發布之標準地名譯寫準則辦理，標準

地名以外地名之譯寫準用之。 

四、人名譯寫原則如下： 

（一） 人名之英文譯寫格式： 

1. 採「姓」在前、「名」在後之原則，且「姓」之後不加逗點，字

首大寫，其餘字母以小寫連接，但非首字之中文譯寫後第一個

字母為 a、o、e 時，與前單字間以隔音符號「’」連接。例如：「陳

志明」譯寫為「Chen Zhiming」 

2. 複姓之英文姓名繕打格式原則與前目同。例如：「歐陽義夫」譯

寫為「Ouyang Yifu」 

3. 冠夫姓之英文姓名譯寫，二姓氏字首大寫並以短劃「-」連接，

區別姓氏，餘繕打格式原則與第一目同。例如：「林王美華」譯

寫為「Lin-Wang Meihua」 

（二） 護照姓名譯寫格式依外交部發布之護照條例施行細則規定，護照外

文姓名及英文戶籍謄本姓名譯音，鼓勵使用漢語拼音。 

（三） 前二款關於人名之譯寫，均得尊重當事人之意願。 

五、外文郵件地址書寫原則如下： 

（一） 第一行：姓名（或商店、公司等），例如：Chen Zhiming 

（二） 第二行：門牌號碼，弄，巷，段，路街名，例如：55, Ln. 77, Sec. 2, 

Jinshan S. Rd. 

（三） 鄉鎮、縣市、郵遞區號，例如：Sanyi Township, Miaoli County 36745 

（四） 第四行：國名，例如：Taiwan（R.O.C.） 

（五） 地址名稱統一譯寫方式如下表： 

 

 



中文 英文 縮寫 中文 英文 縮寫 

市 City -- 號 Number No. 

縣 County -- 樓 Floor F. 

鄉（鎮） Township -- 室 Room Rm. 

區 District Dist. 東 East E. 

村（里） Village Vil. 西 West W. 

鄰 Neighborhood -- 南 South S. 

路 Road Rd. 北 North N. 

街 Street St. 一 First 1st 

大道 Boulevard Blvd. 二 Second 2nd 

段 Section Sec. 三 Third 3rd 

巷 Lane Ln. 四 Fourth 4th 

弄 Alley Aly. 五 Fifth 5th 

六、海外華語教學原則，除使用注音符號者外，涉及採用羅馬拼音者，以採用漢

語拼音為原則。 

七、其他中文譯音，除國際通用或特定詞、約定俗成者（如我國歷史朝代、地名、

傳統習俗及文化名詞）外，以漢語拼音為準。 

  



附件四 地名清冊收錄及分類規則 

地名類別 定義 收錄及分類規則 舉例 

一、行政區域（含

行政編組） 

 (1) 依地方制度法歸類的行政區域名稱。 

(2) 地方政府為實施地方制度而劃編的管轄範

圍。 

(3) 依其他法令規定劃設的行政區域名稱。 

(1) 包含縣（市）、鄉（鎮、市、區），如：臺北市、

桃園縣、龜山鄉、大溪鎮、中壢市、新莊區。 

(2) 包含村（里），如：湖南村、東門里。 

二、聚落 

指因人文、歷史風

貌或地方特色而

形成之區域。 

(1) 因人文、歷史風貌或具有地方特色而形成

之區域。 

(2) 因地形、地貌而命名之居住地，且並非指

稱自然地理實體本身者。 

(3) 人類因共同生活、工作等因素，群聚而居

之建築物集合而成的區域，且以社區、山莊、

別墅、別莊、新村、新城、國宅、學舍……等

名稱命名者。 

(4) 依其他法令規定形成之聚落。 

(1) 具人文風貌者，如：新竹市北區米粉寮、臺中

市和平區松鶴部落、臺北市中正區寶藏巖。 

(2) 具歷史風貌者，如：臺北市大同區大稻埕、臺

北市大同區大龍峒。 

(3) 因地方特殊發展而形成特色者，如：新北市瑞

芳區九份、新北市瑞芳區金瓜石、宜蘭縣蘇澳鎮南

方澳。 

(4) 因地形、地貌而命名之居住地，如：桃園縣龜

山鄉大坑、新竹縣新豐鄉中崙、南投縣草屯鎮頂崁

仔、臺南市新化區虎頭埤。 

(5) 生活聚集地，如：臺北市松山區民生社區、桃

園縣中壢市幸福新村、新北市新店區花園新城、臺

北市中正區興隆國宅、新北市新店區國際學舍。 



地名類別 定義 收錄及分類規則 舉例 

三、自然地理實體 
指因天然作用所

形成之地形。 

(1) 天然作用所形成之地形、地貌本體。 

(2) 若該自然地理實體有跨鄉（鎮、市、區）

之情形，應分列於兩個鄉鎮之地名清冊中。 

(1) 包含礁石、澳、島嶼、三角洲、河階地、山峰、

高原、中央山脈、竹東丘陵、大肚台地、埔里盆地、

屏東平原、萬年峽谷、深澳岬角、清水斷崖、外傘

頂沙洲、七股潟湖、高美溼地、高屏溪、翠峰湖、

七星潭、翡翠灣、五峰旗瀑布、雙溪川、雙溪川、

臺灣海峽…等因天然作用所形成之地形。 

(2) 花蓮縣秀姑巒溪流經玉里鎮及瑞穗鄉，則須分

列於兩個鄉鎮之地名清冊中。 

四、具有地標意義

公共設施 

指在地理上具有

指標性質之行

政、交通、水利、

電力、生活、產業

或文教休閒等公

共設施。 

(1) 地理上具有文化、交通、觀光、產業、生

活服務…等，供不特定大多數人使用，具有指

示性作用，且該名稱獲得當地居民共識之公共

設施。 

(2) 在社會群聚生活中，供大眾共同使用之行

政、交通、水利、電力、生活、產業、宗教或

文教休閒…等設施、設備及場所。 

(3) 無冠名之設施、設備、場所，不納入地名

清冊中，惟屬於公家機關、國營機構者，須檢

核是否有地名名稱，如有地名名稱者，需連同

地名名稱一併收錄至地名清冊中。如：中華電

信、活動中心、郵局、支線鐵路、公園等。 

(1) 行政設施（包含各級政府機關之辦公處所）：

臺北市政府、中央氣象局、臺北市城中消防分隊、

新北市中和區清潔隊、板橋監理所。 

(2) 交通設施（泛指為管理或因應特殊需求所設置

之人工構造物，包含橋樑、隧道、收費站...等，另

若為跨越多縣市之重要交通建設，需經審議、協議

程序者，得列於此項。）：澎湖縣馬公市澎湖港、

彰化縣彰化市彰化火車站、臺北松山國際機場、新

北市淡水區淡水捷運站、臺中市烏日區臺灣高鐵臺

中站、南投縣集集鎮集集綠色隧道、宜蘭縣壯圍鄉

中央大橋、宜蘭縣頭城鎮國際電信局、高雄市岡山

區岡山收費站、桃園縣平鎮市桃園交流道、新北市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7%90%86


地名類別 定義 收錄及分類規則 舉例 

(4) 依主管機關及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屬於供

公眾使用，且標的明顯足為地標之設施。 

(5) 經民眾建議並由主管機關認可之與民眾生

活相關，且具有空間位置指標性質之標的。 

瑞芳區青雲殿停車場、新竹縣橫山鄉內灣支線鐵

路、新竹縣湖口鄉縱貫公路。 

(3) 水利設施：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潭水庫、嘉義市

後湖抽水站、彰化縣二水鄉八堡圳、宜蘭縣蘇澳鎮

畚箕湖圳、新竹市東區東勢里東勢大排水、高雄市

旗山區旗山堤防、彰化市大埔排水溝、臺中市大肚

區瑞井古井、臺中市石岡區石岡水壩、桃園縣大園

鄉崙后埤。 

(4) 電力設施：臺南市新市區臺電三竹配變電所臺

電變電所、臺北市松山區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5) 生活設施：臺南市警察局、新北市八里垃圾焚

化廠、高雄市林園區建佑醫院、宜蘭縣宜蘭市衛生

所、高雄市楠梓污水處理廠、臺中市西區國華檢驗

所、苗栗大坪頂郵局、新北市三峽區新佳源安養

院、花蓮縣吉安鄉太平洋加油站。 

(6) 產業設施：雲林縣虎尾鎮殯儀館、屏東縣東港

漁港市場、臺中市大雅區大度山花園公墓、新北市

新店區長樂景觀墓園、基隆市大武崙工業區、臺灣

省菸酒公賣局、臺北市南港區山豬窟垃圾衛生掩埋

場、新竹縣竹東鎮新竹玻璃公司。 



地名類別 定義 收錄及分類規則 舉例 

(7) 宗教設施：連江縣東引鄉天后宮、臺中市大甲

區大甲鎮瀾宮、臺北市中山區行天宮、臺北市萬華

區龍山寺 

(8) 文教休閒設施：澎湖縣白沙鄉島嶼國小、高雄

市苓雅區高雄威秀影城、金門縣金城鎮救國團金門

青年活動中心、桃園縣楊梅鎮紅梅里集會所、金門

縣金湖鎮太武山風景區、新北市新莊區新莊體育

場、嘉義縣阿里山鄉達邦遊客中心、高雄市苓雅區

高雄 85 大樓觀景臺、新北市雙溪區十三層百年老

樹、花蓮縣豐濱鄉立圖書館、新竹市濱海自行車

道、高雄市三民區民眾活動中心、宜蘭縣員山鄉員

山童玩公園預定地、臺北市萬華區河濱公園、屏東

縣高樹鄉山湖觀高爾夫球場、金門縣金沙鎮五虎山

登山步道、宜蘭縣蘇澳鎮蘇澳觀光冷泉、新竹縣竹

北市新竹捐血中心、桃園縣龍潭鄉太福游泳池、宜

蘭縣礁溪鄉七星亭、桃園縣大溪鎮大溪觀光果園、

苗栗縣公館鄉茄苳老樹、新北市瑞芳區福益礦坑、

宜蘭縣大同鄉古魯林道、新北市三峽區三峽老街、

雲林縣麥寮鄉許厝寮漁港、雲林縣臺西鄉新興海埔

新生地、新北市板橋區林家花園。 



地名類別 定義 收錄及分類規則 舉例 

五、街道 

 (1) 依中央法規及各縣市自治條例、自治規則

所命名之街道名稱，包含大道、路、街、巷。 

(2) 有特殊使用需要之道路，包含農路、快速

道路、產業道路、景觀道路、聯絡道路、防汛

道路…等，不須收錄於地名清冊中。 

(3) 為道路管理需要，而給予之道路分段或編

號，此分段及僅有編號部份的段、巷、弄，皆

不收錄於地名清冊中。 

(4) 擷取之地名為「五工一路～六路」此狀況

者，需分別逐筆列出地名。 

(1) 大道：凱達格蘭大道、臺灣大道。 

(2) 路：中正路、仁愛路、環市路。 

(3) 街：金門街、天津街、東海三街。 

(4) 巷：光華一巷、康樂巷。 

(5) 中正路一段、中正路二段，僅收錄中正路。光

明街 10 巷、光明街 12 巷，僅收錄光明街。 

六、其他  無法歸類為上述五類者。  

 

  



附件五 臺灣地區鄉（鎮、市、區）級以上行政

區域名稱中英對照表 

行政區名 國際慣用名 漢語拼音譯寫 備註 

臺北市 Taipei City Taibei City 
 

松山區 
 

Songshan District 
 

信義區 
 

Xinyi District 
 

大安區 
 

Da’an District 
 

中山區 
 

Zhongshan District 
 

中正區 
 

Zhongzheng District 
 

大同區 
 

Datong District 
 

萬華區 
 

Wanhua District 
 

文山區 
 

Wenshan District 
 

南港區 
 

Nangang District 
 

內湖區 
 

Neihu District 
 

士林區 
 

Shilin District 
 

北投區 
 

Beitou District 
 

新北市 New Taipei City Xinbei City 
 

板橋區 
 

Banqiao District 
 

三重區 
 

Sanchong District 
 

中和區 
 

Zhonghe District 
 

永和區 
 

Yonghe District 
 

新莊區 
 

Xinzhuang District 
 

新店區 
 

Xindian District 
 

土城區 
 

Tucheng District 
 

蘆洲區 
 

Luzhou District 
 

汐止區 
 

Xizhi District 
 

樹林區 
 

Shulin District 
 

淡水區 Tamsui District Danshui District 
「淡水」依國際慣用

方式譯寫 

鶯歌區 
 

Yingge District 
 

三峽區 
 

Sanxia District 
 

瑞芳區 
 

Ruifang District 
 

五股區 
 

Wugu District 
 

泰山區 
 

Taishan District 
 

林口區 
 

Linkou District 
 



行政區名 國際慣用名 漢語拼音譯寫 備註 

深坑區 
 

Shenkeng District 
 

石碇區 
 

Shiding District 
 

坪林區 
 

Pinglin District 
 

三芝區 
 

Sanzhi District 
 

石門區 
 

Shimen District 
 

八里區 
 

Bali District 
 

平溪區 
 

Pingxi District 
 

雙溪區 
 

Shuangxi District 
 

貢寮區 
 

Gongliao District 
 

金山區 
 

Jinshan District 
 

萬里區 
 

Wanli District 
 

烏來區 
 

Wulai District 
 

臺中市 Taichung City Taizhong City 
 

中區 
 

Central District 
 

東區 
 

East District 
 

南區 
 

South District 
 

西區 
 

West District 
 

北區 
 

North District 
 

西屯區 
 

Xitun District 
 

南屯區 
 

Nantun District 
 

北屯區 
 

Beitun District 
 

豐原區 
 

Fengyuan District 
 

東勢區 
 

Dongshi District 
 

大甲區 
 

Dajia District 
 

清水區 
 

Qingshui District 
 

沙鹿區 
 

Shalu District 
 

梧棲區 
 

Wuqi District 
 

后里區 
 

Houli District 
 

神岡區 
 

Shengang District 
 

潭子區 
 

Tanzi District 
 

大雅區 
 

Daya District 
 

新社區 
 

Xinshe District 
 

石岡區 
 

Shigang District 
 

外埔區 
 

Waipu District 
 

大安區 
 

Da’an District 
 

烏日區 
 

Wuri District 
 

大肚區 
 

Dadu District 
 



行政區名 國際慣用名 漢語拼音譯寫 備註 

龍井區 
 

Longjing District 
 

霧峰區 
 

Wufeng District 
 

太平區 
 

Taiping District 
 

大里區 
 

Dali District 
 

和平區 
 

Heping District 
 

臺南市 Tainan City Tainan City 
 

新營區 
 

Xinying District 
 

鹽水區 
 

Yanshui District 
 

白河區 
 

Baihe District 
 

柳營區 
 

Liuying District 
 

後壁區 
 

Houbi District 
 

東山區 
 

Dongshan District 
 

麻豆區 
 

Madou District 
 

下營區 
 

Xiaying District 
 

六甲區 
 

Liujia District 
 

官田區 
 

Guantian District 
 

大內區 
 

Danei District 
 

佳里區 
 

Jiali District 
 

學甲區 
 

Xuejia District 
 

西港區 
 

Xigang District 
 

七股區 
 

Qigu District 
 

將軍區 
 

Jiangjun District 
 

北門區 
 

Beimen District 
 

新化區 
 

Xinhua District 
 

善化區 
 

Shanhua District 
 

新市區 
 

Xinshi District 
 

安定區 
 

Anding District 
 

山上區 
 

Shanshang District 
 

玉井區 
 

Yujing District 
 

楠西區 
 

Nanxi District 
 

南化區 
 

Nanhua District 
 

左鎮區 
 

Zuozhen District 
 

仁德區 
 

Rende District 
 

歸仁區 
 

Guiren District 
 

關廟區 
 

Guanmiao District 
 

龍崎區 
 

Longqi District 
 

永康區 
 

Yongkang District 
 



行政區名 國際慣用名 漢語拼音譯寫 備註 

東區 
 

East District 
 

南區 
 

South District 
 

北區 
 

North District 
 

安南區 
 

Annan District 
 

安平區 
 

Anping District 
 

中西區 
 

WestCentral District 
 

高雄市 Kaohsiung City Gaoxiong City 
 

鹽埕區 
 

Yancheng District 
 

鼓山區 
 

Gushan District 
 

左營區 
 

Zuoying District 
 

楠梓區 
 

Nanzi District 
 

三民區 
 

Sanmin District 
 

新興區 
 

Xinxing District 
 

前金區 
 

Qianjin District 
 

苓雅區 
 

Lingya District 
 

前鎮區 
 

Qianzhen District 
 

旗津區 
 

Qijin District 
 

小港區 
 

Xiaogang District 
 

鳳山區 
 

Fengshan District 
 

林園區 
 

Linyuan District 
 

大寮區 
 

Daliao District 
 

大樹區 
 

Dashu District 
 

大社區 
 

Dashe District 
 

仁武區 
 

Renwu District 
 

鳥松區 
 

Niaosong District 
 

岡山區 
 

Gangshan District 
 

橋頭區 
 

Qiaotou District 
 

燕巢區 
 

Yanchao District 
 

田寮區 
 

Tianliao District 
 

阿蓮區 
 

Alian District 
 

路竹區 
 

Luzhu District 
 

湖內區 
 

Hunei District 
 

茄萣區 
 

Qieding District 
 

永安區 
 

Yong’an District 
 

彌陀區 
 

Mituo District 
 

梓官區 
 

Ziguan District 
 

旗山區 
 

Qishan District 
 



行政區名 國際慣用名 漢語拼音譯寫 備註 

美濃區 
 

Meinong District 
 

六龜區 
 

Liugui District 
 

甲仙區 
 

Jiaxian District 
 

杉林區 
 

Shanlin District 
 

內門區 
 

Neimen District 
 

茂林區 
 

Maolin District 
 

桃源區 
 

Taoyuan District 
 

那瑪夏區 
 

Namaxia District 
 

宜蘭縣 Yilan County Yilan County 
 

宜蘭市 Yilan City Yilan City 
 

羅東鎮 
 

Luodong Township 
 

蘇澳鎮 
 

Su’ao Township 
 

頭城鎮 
 

Toucheng Township 
 

礁溪鄉 
 

Jiaoxi Township 
 

壯圍鄉 
 

Zhuangwei Township 
 

員山鄉 
 

Yuanshan Township 
 

冬山鄉 
 

Dongshan Township 
 

五結鄉 
 

Wujie Township 
 

三星鄉 
 

Sanxing Township 
 

大同鄉 
 

Datong Township 
 

南澳鄉 
 

Nan’ao Township 
 

桃園縣 Taoyuan County Taoyuan County 
 

桃園市 Taoyuan City Taoyuan City 
 

中壢市 
 

Zhongli City 
 

大溪鎮 
 

Daxi Township 
 

楊梅鎮 
 

Yangmei Township 
 

蘆竹鄉 
 

Luzhu Township 
 

大園鄉 
 

Dayuan Township 
 

龜山鄉 
 

Guishan Township 
 

八德市 
 

Bade City 
 

龍潭鄉 
 

Longtan Township 
 

平鎮市 
 

Pingzhen City 
 

新屋鄉 
 

Xinwu Township 
 

觀音鄉 
 

Guanyin Township 
 

復興鄉 
 

Fuxing Township 
 

新竹縣 Hsinchu County Xinzhu County 
 

竹北市 
 

Zhubei City 
 



行政區名 國際慣用名 漢語拼音譯寫 備註 

竹東鎮 
 

Zhudong Township 
 

新埔鎮 
 

Xinpu Township 
 

湖口鄉 
 

Hukou Township 
 

新豐鄉 
 

Xinfeng Township 
 

芎林鄉 
 

Qionglin Township 
 

橫山鄉 
 

Hengshan Township 
 

北埔鄉 
 

Beipu Township 
 

寶山鄉 
 

Baoshan Township 
 

關西鎮 
 

Guanxi Township 
 

峨眉鄉 
 

Emei Township 
 

尖石鄉 
 

Jianshi Township 
 

五峰鄉 
 

Wufeng Township 
 

苗栗縣 Miaoli County Miaoli County 
 

苗栗市 Miaoli City Miaoli City 
 

苑裡鎮 
 

Yuanli Township 
 

通霄鎮 
 

Tongxiao Township 
 

竹南鎮 
 

Zhunan Township 
 

頭份鎮 
 

Toufen Township 
 

後龍鎮 
 

Houlong Township 
 

卓蘭鎮 
 

Zhuolan Township 
 

大湖鄉 
 

Dahu Township 
 

公館鄉 
 

Gongguan Township 
 

銅鑼鄉 
 

Tongluo Township 
 

南庄鄉 
 

Nanzhuang Township 
 

頭屋鄉 
 

Touwu Township 
 

三義鄉 
 

Sanyi Township 
 

西湖鄉 
 

Xihu Township 
 

造橋鄉 
 

Zaoqiao Township 
 

三灣鄉 
 

Sanwan Township 
 

獅潭鄉 
 

Shitan Township 
 

泰安鄉 
 

Tai’an Township 
 

彰化縣 Changhua County Zhanghua County 
 

彰化市 Changhua City Zhanghua City 
 

鹿港鎮 Lukang Township Lugang Township 
「鹿港」依國際慣用

方式譯寫 

和美鎮 
 

Hemei Township 
 

線西鄉 
 

Xianxi Township 
 



行政區名 國際慣用名 漢語拼音譯寫 備註 

伸港鄉 
 

Shengang Township 
 

福興鄉 
 

Fuxing Township 
 

秀水鄉 
 

Xiushui Township 
 

花壇鄉 
 

Huatan Township 
 

芬園鄉 
 

Fenyuan Township 
 

員林鎮 
 

Yuanlin Township 
 

溪湖鎮 
 

Xihu Township 
 

田中鎮 
 

Tianzhong Township 
 

大村鄉 
 

Dacun Township 
 

埔鹽鄉 
 

Puyan Township 
 

埔心鄉 
 

Puxin Township 
 

永靖鄉 
 

Yongjing Township 
 

社頭鄉 
 

Shetou Township 
 

二水鄉 
 

Ershui Township 
 

北斗鎮 
 

Beidou Township 
 

二林鎮 
 

Erlin Township 
 

田尾鄉 
 

Tianwei Township 
 

埤頭鄉 
 

Pitou Township 
 

芳苑鄉 
 

Fangyuan Township 
 

大城鄉 
 

Dacheng Township 
 

竹塘鄉 
 

Zhutang Township 
 

溪州鄉 
 

Xizhou Township 
 

南投縣 Nantou County Nantou County 
 

南投市 Nantou City Nantou City 
 

埔里鎮 
 

Puli Township 
 

草屯鎮 
 

Caotun Township 
 

竹山鎮 
 

Zhushan Township 
 

集集鎮 
 

Jiji Township 
 

名間鄉 
 

Mingjian Township 
 

鹿谷鄉 
 

Lugu Township 
 

中寮鄉 
 

Zhongliao Township 
 

魚池鄉 
 

Yuchi Township 
 

國姓鄉 
 

Guoxing Township 
 

水里鄉 
 

Shuili Township 
 

信義鄉 
 

Xinyi Township 
 

仁愛鄉 
 

Ren’ai Township 
 

雲林縣 Yunlin County Yunlin County 
 



行政區名 國際慣用名 漢語拼音譯寫 備註 

斗六市 
 

Douliu City 
 

斗南鎮 
 

Dounan Township 
 

虎尾鎮 
 

Huwei Township 
 

西螺鎮 
 

Xiluo Township 
 

土庫鎮 
 

Tuku Township 
 

北港鎮 
 

Beigang Township 
 

古坑鄉 
 

Gukeng Township 
 

大埤鄉 
 

Dapi Township 
 

莿桐鄉 
 

Citong Township 
 

林內鄉 
 

Linnei Township 
 

二崙鄉 
 

Erlun Township 
 

崙背鄉 
 

Lunbei Township 
 

麥寮鄉 
 

Mailiao Township 
 

東勢鄉 
 

Dongshi Township 
 

褒忠鄉 
 

Baozhong Township 
 

臺西鄉 
 

Taixi Township 
 

元長鄉 
 

Yuanchang Township 
 

四湖鄉 
 

Sihu Township 
 

口湖鄉 
 

Kouhu Township 
 

水林鄉 
 

Shuilin Township 
 

嘉義縣 Chiayi County Jiayi County 
 

太保市 
 

Taibao City 
 

朴子市 
 

Puzi City 
 

布袋鎮 
 

Budai Township 
 

大林鎮 
 

Dalin Township 
 

民雄鄉 
 

Minxiong Township 
 

溪口鄉 
 

Xikou Township 
 

新港鄉 
 

Xingang Township 
 

六腳鄉 
 

Liujiao Township 
 

東石鄉 
 

Dongshi Township 
 

義竹鄉 
 

Yizhu Township 
 

鹿草鄉 
 

Lucao Township 
 

水上鄉 
 

Shuishang Township 
 

中埔鄉 
 

Zhongpu Township 
 

竹崎鄉 
 

Zhuqi Township 
 

梅山鄉 
 

Meishan Township 
 

番路鄉 
 

Fanlu Township 
 



行政區名 國際慣用名 漢語拼音譯寫 備註 

大埔鄉 
 

Dapu Township 
 

阿里山鄉 
 

Alishan Township 
 

屏東縣 Pingtung County Pingdong County 
 

屏東市 Pingtung City Pingdong City 
 

潮州鎮 
 

Chaozhou Township 
 

東港鎮 
 

Donggang Township 
 

恆春鎮 
 

Hengchun Township 
 

萬丹鄉 
 

Wandan Township 
 

長治鄉 
 

Changzhi Township 
 

麟洛鄉 
 

Linluo Township 
 

九如鄉 
 

Jiuru Township 
 

里港鄉 
 

Ligang Township 
 

鹽埔鄉 
 

Yanpu Township 
 

高樹鄉 
 

Gaoshu Township 
 

萬巒鄉 
 

Wanluan Township 
 

內埔鄉 
 

Neipu Township 
 

竹田鄉 
 

Zhutian Township 
 

新埤鄉 
 

Xinpi Township 
 

枋寮鄉 
 

Fangliao Township 
 

新園鄉 
 

Xinyuan Township 
 

崁頂鄉 
 

Kanding Township 
 

林邊鄉 
 

Linbian Township 
 

南州鄉 
 

Nanzhou Township 
 

佳冬鄉 
 

Jiadong Township 
 

琉球鄉 
 

Liuqiu Township 
 

車城鄉 
 

Checheng Township 
 

滿州鄉 
 

Manzhou Township 
 

枋山鄉 
 

Fangshan Township 
 

三地門鄉 
 

Sandimen Township 
 

霧臺鄉 
 

Wutai Township 
 

瑪家鄉 
 

Majia Township 
 

泰武鄉 
 

Taiwu Township 
 

來義鄉 
 

Laiyi Township 
 

春日鄉 
 

Chunri Township 
 

獅子鄉 
 

Shizi Township 
 

牡丹鄉 
 

Mudan Township 
 

臺東縣 Taitung County Taidong County 
 



行政區名 國際慣用名 漢語拼音譯寫 備註 

臺東市 Taitung City Taidong City 
 

成功鎮 
 

Chenggong Township 
 

關山鎮 
 

Guanshan Township 
 

卑南鄉 
 

Beinan Township 
 

鹿野鄉 
 

Luye Township 
 

池上鄉 
 

Chishang Township 
 

東河鄉 
 

Donghe Township 
 

長濱鄉 
 

Changbin Township 
 

太麻里鄉 
 

Taimali Township 
 

大武鄉 
 

Dawu Township 
 

綠島鄉 
 

Lüdao Township 
 

海端鄉 
 

Haiduan Township 
 

延平鄉 
 

Yanping Township 
 

金峰鄉 
 

Jinfeng Township 
 

達仁鄉 
 

Daren Township 
 

蘭嶼鄉 
 

Lanyu Township 
 

花蓮縣 Hualien County Hualian County 
 

花蓮市 Hualien City Hualian City 
 

鳳林鎮 
 

Fenglin Township 
 

玉里鎮 
 

Yuli Township 
 

新城鄉 
 

Xincheng Township 
 

吉安鄉 
 

Ji’an Township 
 

壽豐鄉 
 

Shoufeng Township 
 

光復鄉 
 

Guangfu Township 
 

豐濱鄉 
 

Fengbin Township 
 

瑞穗鄉 
 

Ruisui Township 
 

富里鄉 
 

Fuli Township 
 

秀林鄉 
 

Xiulin Township 
 

萬榮鄉 
 

Wanrong Township 
 

卓溪鄉 
 

Zhuoxi Township 
 

澎湖縣 Penghu County Penghu County 
 

馬公市 
 

Magong City 
 

湖西鄉 
 

Huxi Township 
 

白沙鄉 
 

Baisha Township 
 

西嶼鄉 
 

Xiyu Township 
 

望安鄉 
 

Wang’an Township 
 

七美鄉 
 

Qimei Township 
 



行政區名 國際慣用名 漢語拼音譯寫 備註 

基隆市 Keelung City Jilong City 
 

中正區 
 

Zhongzheng District 
 

七堵區 
 

Qidu District 
 

暖暖區 
 

Nuannuan District 
 

仁愛區 
 

Ren’ai District 
 

中山區 
 

Zhongshan District 
 

安樂區 
 

Anle District 
 

信義區 
 

Xinyi District 
 

新竹市 Hsinchu City Xinzhu City 
 

東區 
 

East District 
 

北區 
 

North District 
 

香山區 
 

Xiangshan District 
 

嘉義市 Chiayi City Jiayi City 
 

東區 
 

East District 
 

西區 
 

West District 
 

連江縣 Lienchiang County Lianjiang County 
 

南竿鄉 
 

Nangan Township 
 

北竿鄉 
 

Beigan Township 
 

莒光鄉 
 

Juguang Township 
 

東引鄉 
 

Dongyin Township 
 

金門縣 Kinmen County Jinmen County 
 

金城鎮 
 

Jincheng Township 
 

金湖鎮 
 

Jinhu Township 
 

金沙鎮 
 

Jinsha Township 
 

金寧鄉 
 

Jinning Township 
 

烈嶼鄉 
 

Lieyu Township 
 

烏坵鄉 
 

Wuqiu Township 
 

※依行政院營造國際生活環境推動小組 98 年 5 月 6 日國際字第 09862600081 號函

意旨，國際通用之行政區域名稱，依國際通用方式譯寫。 

※直轄市、縣（市）級以上行政區域名稱係依國際慣用方式譯寫。 

 

  



附件六 地名清冊譯寫規則補充 

規則 舉例 

地名中含屬性名稱文字，但非指

當地地理特徵時，與地名視為一

專有名稱。 

 虎尾溪橋：Huweixi Bridge 

 南山寺：Nanshan Temple 

 黃溪嶺溫泉： Huangxiling Hot Spring 

地名中含方位或序數文字，但非

指方位或序數時，與地名視為一

專有名稱。除街道類地名不在此

限。 

 復興東村：Fuxingdongcun 

 六十石山：Liushishi Mountain 

地名中包含行政區域名稱或路街

名者，其譯寫方式將屬性名稱意

譯在前，加「,」，行政區域或路

街名在後。 

 大安鄉衛生所：Public Health Center, Da'an 

Township 

 竿蓁里活動中心：Activity Center, Ganzhen 

Village 

 忠二路派出所：Police Station, Zhong'er Rd.  

 中山路郵局：Post Office, Zhongshan Rd. 

 新店區公所捷運站：MRT Station, Xindian 

District Office 

 中直路第一號橋：NO.1 Bridge, Zhongzhi Rd. 

 淡水區第二公墓：NO.2 Cemetery, Tamsui 

District 

 海山里福德宮：Fude Temple, Haishan Village 

遇屬性名稱較長之設施地名，根

據「標準地名譯寫準則」第五條，

各單字間應以連續不間斷之方式

書寫，其採音譯與意譯不同方式

譯寫時，單字間以空格相隔。 

 北天天公廟：Beitiantiangong Temple 

 太子宮無極聖殿：Taizigongwuji Temple 

 新莊聖保祿天主堂：Xinzhuangshengbaolu 

Church 

 中港三角公園：Zhonggangsanjiao Park 

若地名譯寫與該地名之相關網頁

上的譯寫寫法不同時，以「標準

地名譯寫準則」規定為準。 

 及人中學：Jiren High School（譯寫準則） 

 及人中學：CHIHEN High School（網頁譯寫） 

遇設施名稱中有分行、分處、分

校、分館…等等，視為延伸描述

性質，以逗號區隔譯寫，單位小

者在前。若地名之命名是起因於

 中和地區農會員山分部：Yuanshan Department, 

Zhonghe Area Farmers' Association 

 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Taiwan Branch, Central 

Library 



規則 舉例 

機關名稱時，依該機關之英譯方

式譯寫。 

遇地名中含有市立、區立、縣立、

國立、署立…等等屬於直轄市、

縣市以上層級之名稱，譯寫方式

皆採屬性名稱意譯。 

備註：學校名稱英譯部分，除採

上述規則外，依「標準地名譯寫

準則」譯寫。 

 新北市立三重高中：New Taipei City Sanchong 

High School 

 國立藝術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Arts 

 樹林區立托兒所樹人分班：Shuzen Branch, 

Shulin District Nursery 

政府特定機構之設施名稱，如有

特定之譯寫方式，尊重該機關對

其設施之譯寫。 

 海巡署海洋巡防總局：Coast Guard Maritime 

Patrol Directorate General 

 海巡署洋巡第二海巡隊：Coast Guard Patrol  

2nd Flotilla 

 海巡署淡水河搜組：Coast Guard Danshuei 

Search Group 

 

  



附件七 公告文書範例 

○○縣（市）政府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主旨：公告本縣（市）所轄○○○○與○○○○之地名資料一份，公

告期間接受各界提供建言。 

依據：標準地名審議及地名管理辦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 

公告事項： 

一、本縣（市）所轄○○○○與○○○○之地名資料如附表一，公告

欄位包含類別、地名編號、地名譯寫、所屬直轄市、縣（市）、

所屬鄉（鎮、市、區）及所屬村（里）。 

二、公告期間：中華民國○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至少

30 日） 

三、公告地點：標準地名清冊分別張貼於○○縣（市）政府、各區

（鄉、鎮、市）公所公告處及各村（里）辦公處公告欄之適當

地點。 

四、依據內政部「標準地名審議及地名管理辦法」第三條規定，地

名具有地理、歷史、語言、風俗習慣、原住民傳統或地方特色，

為政府機關統一使用者，應定標準地名。 

五、公告期間內民眾如有修正意見，請向各區（鄉、鎮、市）公所

承辦單位陳述，並由公所彙整後，函送縣（市）政府辦理。修

正建議表格形式如附表二所示，並請以書面資料提送。 

 

 

 



附表一  ○○縣（市）○○區○○○○類地名資料表 

類別 地名編號 地名 譯寫 
所屬直轄市、

縣（市） 

所屬鄉 

（鎮、市、區） 

所屬 

村（里） 
備註 

        

        

        

        

        

        

        

        

        

        

 

 

 

 

 

 

 

 

 

 

 

 



附表二 提供建議表格 

○○縣○○區  

地名編號 地名名稱 建議修正之欄位 建議修正之內容、理由 備註 

     

     

     

     

     

 

  



附件八 協議公文範例 

主旨：檢送具有地標意義公共設施標準地名資料 1 份，請惠予查對確

認並回復，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國土測繪法第 28 條第 5 項規定辦理。 

二、查依前揭法條規定，具有地標意義公共設施之標準地名，應由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與所在地之地名主管機關協議定之，並通知各

級主管機關。本府為辦理本縣轄區內標準地名之訂定，爰將貴管

所屬具地標意義公共設施之標準地名資料列如附件，請惠予依下

列方式辦理，俾利實施標準地名之訂定及地名管理。 

（一） 查對每筆地名資料之地名、譯寫、所屬直轄市、縣（市）、

所屬鄉（鎮、市、區）、所屬村（里）等欄位，各項欄位

資料正確無誤並經確認者，視同達成協議，將由本府依標

準地名審議及地名管理辦法第 6 條規定公告為標準地名。 

（二） 經查對地名、譯寫、所屬直轄市、縣（市）、所屬鄉（鎮、

市、區）、所屬村（里）等欄位資料有誤或有不同意見者，

請於備註欄說明原由，將再另行協議。 

  



附件九 標準地名資料通知相關機關公文範例 

主旨：檢送本縣（市）訂定之○○○○類及○○○○類標準地名共○○

筆，請 查照。 

說明： 

1. 依據國土測繪法第 28 條及標準地名審議及地名管理辦法第 6 條

規定辦理。 

2. 本縣（市）為訂定○○○○類及○○○○類之標準地名，依據標準

地名審議及地名管理辦法第 6 條規定，已於○年○月○日起至○

年○月○日止，公告本縣所轄○○○○類及○○○○類地名清冊一

份，公告期滿無人民或團體提出建議。 

3. ○○○○類及○○○○類地名清冊公告期滿後，本縣（市）則依國

土測繪法第 28 條及標準地名審議及地名管理辦法第 6 條規定，

已於○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公告本縣（市）所轄

○○○○類及○○○○類之標準地名。 

4. 本縣（市）所轄○○○○類及○○○○類之標準地名如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