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作站 公告序號 / 渠道名稱 公告序號 / 渠道名稱

頭份工作站 06A002 肚兜角圳 06A024 尖山下圳         　　

06A003 打鐵坑圳 06A025 峨眉圳            　

06A004 內灣圳 06A026 中興圳          　　

06A005 內灣抽水廠給水路 06A027 南埔圳

06A006 牛欄肚圳 06A028 尖山下圳導水路

06A007 下竹頭埤圳 06A029 藤坪圳         　　

06A008 上竹頭埤圳 06A030 小分林圳

06A009 七分子圳 06A070 三灣圳            

06A010 東興圳 06A074 淡文湖圳          

06A011 三灣圳導水路 06A075 中興圳補助埤圳

06A012 員林圳導水路 06A076 赤柯坪圳

06A013 大南埔圳  06A077 牛欄肚石牌埤圳

06A014 南龍圳 06A078 員林圳

06A015 番仔圳 06A080 番仔一小分埤圳

06A019 流水潭圳 06A081 番仔一石頭埤圳

06A022 南埔崁下圳 06A097 林內第一圳

06A023 小分林下圳       　　 06B001 內灣第一幹排

工作站 公告序號 / 渠道名稱 公告序號 / 渠道名稱

銅鑼工作站 06A016 七張圳        　 06A058 高埔圳               　　　　　

06A031 瑞田圳第一埤 06A059 瑞田圳第一埤分第三埤　　  

06A043 興隆圳 06A060 山排圳             　　　　

06A045 七張圳導水路 06A061 銅鑼灣圳         　　　　　

06A046 九湖中圳       　 06A062 九湖上圳            　　　　

06A047 九湖下圳 06A063 田洋圳             　 　　　　

06A048 樟樹林圳 06A064 瑞田圳第三埤         　　　　 

06A049 五湖下圳(竹頭潭) 06A065 扁蓋樑圳           　　　　   

06A050 五湖上圳      　　  06A066 五湖中圳

06A051 河底圳        　　　 06A067 茅仔埔圳

06A052 西三湖圳   　  　 06A068 四湖圳

06A053 竹圍圳       　　  06A069 石頭灣圳

06A054 公館圳  　　       　 06A071 十三公圳

06A055 東三湖圳導水路　  06A072 東三湖圳

06A056 海口圳導水路   　 06A073 海口圳

06A057 頭湖圳          　　 06B004 北排圳排水支線

苗栗管理處各工作站渠道名稱



苗栗管理處各工作站渠道名稱

工作站 公告序號 / 渠道名稱 公告序號 / 渠道名稱

公館工作站 06A034 穿龍圳       　　 06A094 第二謝屋埤支線　  

06A039 尖山食水圳 06A095 大份埤圳       　　 

06A041 穿龍圳導水路 06A096 尖山深圳       　　 

06A042 四寮坪圳 06A098 雙把埤支線

06A086 大窩圳 06A099 白地埤支線

06A087 水頭寮下圳 06A100 犁頭埤圳支線

06A088 水頭寮上圳 06A101大灣埤圳

06A089 中義圳 06A102 礐角埤圳

06A090 中車路圳       　　 06A103 四過埤圳

06A091 龍尾圳        　　　 06A104 大坑埤圳

06A092 何屋埤圳支線    　 06A105 傅屋埤圳

06A093 第一謝屋埤支線  

工作站 公告序號 / 渠道名稱 公告序號 / 渠道名稱

苗栗工作站 06A017 嘉盛五張犁圳 06A106 牛欄埤圳

06A018 東柵埤圳 06A107 田寮灌排圳

06A035 龜山大陂圳 06A108 軟埤圳

06A036 水流娘圳導水路 06A109 52甲圳

06A037 嘉盛五張犁圳導水路 06A110 牛角溝圳

06A038 芒埔五張犁圳 06A111 劉屋埤圳

06A040 龜山大陂圳導水路 06A112 屯下埤圳

06A079 水流娘圳

工作站 公告序號 / 渠道名稱 公告序號 / 渠道名稱

竹南工作站 06A001 隆恩圳 06A085 海口圳

06A082 保安林圳 06B002 竹南幹排2

06A083 中港圳 06B003 竹南幹排1

06A084 五份圳龍鳳幹線

工作站 公告序號 / 渠道名稱 公告序號 / 渠道名稱

後龍工作站 06A021 後龍圳導水路

06A032 後龍補給圳

06A033 後龍圳

06A113 水尾子圳

工作站 公告序號 / 渠道名稱 公告序號 / 渠道名稱

大埔工作站 06A020 大埔圳

工作站 公告序號 / 渠道名稱 公告序號 / 渠道名稱

大潭工作站 06A044 明德幹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