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士林區 
士林-1  捷運芝山站周邊更新地區 

士林-2  捷運 Y26站北側暨華榮市場周邊更新地區 

士林-3  捷運 Y24站暨社子市場周邊更新地區 

士林-4  捷運 Y25站暨下樹林周邊更新地區 

士林-5  捷運 Y26站暨捷運士林站周邊更新地區 

士林-6  劍潭一、二期整建住宅更新地區 

 

 

更新地區劃定：6處 

劃定面積：60.33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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