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料日期：截至108年12月31日
區區區區 段段段段 小段小段小段小段 地號地號地號地號 面積(面積(面積(面積(㎡)㎡)㎡)㎡) 持分持分持分持分1 養工處 中和區 南工段 209 248.63 全部 綠地 水泥空地 江怡貞22253299分機6122 養工處 中和區 南工段 210 156.40 全部 綠地 水泥空地 江怡貞22253299分機6123 養工處 中和區 南工段 212 138.86 全部 綠地 水泥空地 江怡貞22253299分機6124 養工處 土城區 尖山段 1 776.17 全部 非都市土地交通用地 水泥空地 介於國際路及國際路139巷內之間 何昆哲22253299分機6175 養工處 石門區 頭圍段 楓林 105-2 112,600.00 全部 公園用地 沙灘、防風林 介於楓林路及老梅路前方沙灘空地 范秉軒22253299分機6206 養工處 石門區 頭圍段 楓林 105-36 2,629.00 全部 道路用地 水泥地、草皮 介於富基漁港前方楓林路至富基漁港停車場之間 范秉軒22253299分機6207 養工處 鶯歌區 二橋段 412 497.52 全部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水泥地、草皮 位於國中街188號旁 林宜廷22253299分機6168 養工處 鶯歌區 尖山腳段 1019 242.00 全部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草坪、土地、水泥地 林宜廷22253299分機6169 養工處 鶯歌區 尖山腳段 1020 242.00 全部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草坪、土地、水泥地 林宜廷22253299分機61610 養工處 鶯歌區 中正段 1272 2,772.00 全部 公園用地 草坪 林宜廷22253299分機61611 養工處 鶯歌區 中正段 1272-1 451.00 全部 公園用地 草坪 林宜廷22253299分機61612 養工處 三重區 碧華段 247 476.00 全部 公園用地 水泥地、草皮 位於溪尾街307號及313號後方之間 林宜廷22253299分機61613 養工處 三重區 仁愛段 728-4 92.00 全部 道路用地 水泥地、草皮 介於仁忠街95號及92號旁 林宜廷22253299分機61614 養工處 三重區 仁愛段 728-5 103.00 全部 道路用地 水泥地、草皮 介於仁忠街95號及92號旁 林宜廷22253299分機61615 養工處 汐止區 昊天段 389 306.19 全部 高速公路用地 草坪 廖仁祥22253299分機61316 養工處 汐止區 昊天段 390 159.97 全部 高速公路用地 草坪 廖仁祥22253299分機61317 養工處 汐止區 昊天段 391 319.60 全部 高速公路用地 草坪 廖仁祥22253299分機61318 養工處 汐止區 昊天段 392 49.90 全部 高速公路用地 草坪 廖仁祥22253299分機61319 養工處 汐止區 昊天段 393 78.13 全部 高速公路用地 草坪 廖仁祥22253299分機61320 養工處 汐止區 昊天段 394 364.52 全部 高速公路用地 草坪 廖仁祥22253299分機61321 養工處 汐止區 昊天段 395 661.62 全部 高速公路用地 草坪 廖仁祥22253299分機61322 養工處 汐止區 昊天段 396 336.29 全部 高速公路用地 草坪 廖仁祥22253299分機61323 養工處 鶯歌區 鳳鳴段 6 557.20 全部 綠地用地兼鐵路使用 雜草空地 林宜廷22253299分機61624 養工處 鶯歌區 鳳鳴段 18 5,491.07 全部 兒童遊樂場用地 雜草空地 林宜廷22253299分機61625 養工處 鶯歌區 鳳鳴段 36 17.20 全部 綠地用地兼鐵路使用 空地 林宜廷22253299分機61626 養工處 鶯歌區 鳳鳴段 99 29,522.88 全部 公園用地 雜草空地 林宜廷22253299分機61627 養工處 鶯歌區 鳳鳴段 237 4,281.79 全部 兒童遊樂場用地 草地 新北市鶯歌區鶯桃路658巷136號 林宜廷22253299分機61628 養工處 淡水區 公司田段 2-1 782.72 全部 綠地 雜林 新北市淡水區淡金路一段169號 汪俊廷22253299分機61429 養工處 林口區 建林段 246 108.96 全部 綠化步道 空地 三民路168號 范秉軒22253299分機62030 養工處 林口區 建林段 272 193.08 全部 綠化步道 空地 三民路及文化三路191巷間 范秉軒22253299分機62031 養工處 土城區 大安段 777 470.22 全部 高速公路用地 雜林 新北市土城區承天路(國道3號旁) 何昆哲22253299分機61732 養工處 土城區 大安段 827 109.67 全部 高速公路用地 雜林 新北市土城區承天路(國道3號旁) 何昆哲22253299分機61733 養工處 土城區 大安段 827-1 6.99 全部 高速公路用地 雜林 新北市土城區承天路(國道3號旁) 何昆哲22253299分機61734 養工處 土城區 大安段 831 65.76 全部 高速公路用地 雜林 新北市土城區承天路(國道3號旁) 何昆哲22253299分機61735 養工處 土城區 冷水段 188 313.97 全部 高速公路用地 雜林 新北市土城區國際路 何昆哲22253299分機61736 養工處 土城區 冷水段 188-1 14.34 全部 高速公路用地 雜林 新北市土城區國際路 何昆哲22253299分機61737 養工處 林口區 林口段 597 884.92 全部 公園用地 雜草空地 林口區竹林路與林口路124巷岔口 范秉軒22253299分機620

介於南工路及南工路68巷之間
位於高職東路19巷16號前方位於文化路371巷內
介於山光路、樟樹二路333巷及樟樹一路之間
新北市鶯歌區大湖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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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區區區 段段段段 小段小段小段小段 地號地號地號地號 面積(面積(面積(面積(㎡)㎡)㎡)㎡) 持分持分持分持分 位置位置位置位置（（（（道路街口名稱道路街口名稱道路街口名稱道路街口名稱）））） 機關聯絡人及電話機關聯絡人及電話機關聯絡人及電話機關聯絡人及電話新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經管市有可提供綠美化土地清冊新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經管市有可提供綠美化土地清冊新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經管市有可提供綠美化土地清冊新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經管市有可提供綠美化土地清冊序號序號序號序號 土地現況土地現況土地現況土地現況管理機關管理機關管理機關管理機關 土地座落土地座落土地座落土地座落 使用分區使用分區使用分區使用分區或編定使用種或編定使用種或編定使用種或編定使用種類類類類38 養工處 淡水區 淡海段 82 46,116.86 全部 公園用地 雜林 鄰近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汪俊廷22253299分機61439 養工處 淡水區 淡海段 255 44,581.50 全部 部分公園用地部分綠地 草坪 緊鄰水管公園 汪俊廷22253299分機61440 水利局 中和 橋和段 279 812.33 5/6 溝渠用地 水泥空地 位於中和區中山路二段中和排水路附近 張文亭29603456分機473441 水利局 新莊 丹鳳段 519 876.29 全部 溝渠用地 1.空地2.已鋪設人行步道 位於新莊區天泉二街附近 張文亭29603456分機473742 財政局 林口區 力行段 1082 508.50 全部 第二種住宅區 雜草空地 位於文化北路1段542巷13弄61號附近 吳翊民29603456分機830743 財政局 汐止區 崇德段 347 165.35 全部 第二種住宅區 雜草空地、部分占用 茄苳路82號附近 吳翊民29603456分機830744 財政局 瑞芳區 柑子瀨段 柑子瀨小段 85-9 115.00 全部 非都市土地乙種建築用地 水泥空地 明燈路一段201巷101號旁 王冠盈29603456分機830845 財政局 瑞芳區 柑子瀨段 柑子瀨小段 85-10 8.00 全部 非都市土地乙種建築用地 水泥空地 明燈路一段201巷101號旁 王冠盈29603456分機830846 財政局 瑞芳區 柑子瀨段 柑子瀨小段 85-11 32.00 全部 非都市土地乙種建築用地 水泥空地 明燈路一段201巷101號旁 王冠盈29603456分機830847 交通局 金山區 中興段 516 1,990.61 全部 停車場用地 水泥地、草皮 金山水尾停車場 高宇壕29702960分機840648 交通局 金山區 中興段 518 382.58 全部 停車場用地 草皮 金山水尾停車場 高宇壕29702960分機840649 財政局 林口區 新林段 474 246.74 全部 第一種住宅區 雜草空地 興林一街107巷26號旁 吳翊民29603456分機830750 財政局 淡水區 紅毛城段 726 508.92 全部 住宅區 扣除已出租範圍外雜草空地 真理街2巷4號旁 朱婕綸29603456分機831051 財政局 鶯歌區 鳳祥段 673 194.05 全部 住宅區 雜草空地 鳳鳴里巡守隊旁 石育民29603456分機831552 財政局 北投區 新民段 一小段 399 1890 全部 特定休閒旅館住宅專用區 雜草空地 北投區中心街15巷30號旁 蔡杰廷2960-3456分機831153 財政局 北投區 新民段 一小段 399-4 45 全部 特定休閒旅館住宅專用區 雜草空地 北投區中心街15巷30號旁 蔡杰廷2960-3456分機83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