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料日期：截至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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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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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瓊茹22253299分機6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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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雅蘭22253299分機6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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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昆哲22253299分機6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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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昆哲22253299分機6205 養工處 汐止區 昊天段 389 306.19 全部 高速公路用地 草坪 林庭逸22253299分機6126 養工處 汐止區 昊天段 390 159.97 全部 高速公路用地 草坪 林庭逸22253299分機6127 養工處 汐止區 昊天段 391 319.60 全部 高速公路用地 草坪 林庭逸22253299分機6128 養工處 汐止區 昊天段 392 49.90 全部 高速公路用地 草坪 林庭逸22253299分機6129 養工處 汐止區 昊天段 393 78.13 全部 高速公路用地 草坪 林庭逸22253299分機61210 養工處 汐止區 昊天段 394 364.52 全部 高速公路用地 草坪 林庭逸22253299分機61211 養工處 汐止區 昊天段 395 661.62 全部 高速公路用地 草坪 林庭逸22253299分機61212 養工處 汐止區 昊天段 396 336.29 全部 高速公路用地 草坪 林庭逸22253299分機61213 養工處 汐止區 北山段 696 104.57 全部 道路用地 雜草空地 康寧街 林庭逸22253299分機61214 養工處 汐止區 厚德段 179 172.00 全部 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雜草空地 樟樹一路 林庭逸22253299分機6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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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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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17 養工處 林口區 新林段 804 221.68 全部 綠化步道 雜草空地 東湖一街59號旁 龍仕麟22253299分機61018 養工處 林口區 建林段 660 386.11 全部 綠地 雜草空地 鄰文化北路一段46號旁 龍仕麟22253299分機61019 水利局 中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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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920 水利局 新莊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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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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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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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秉慶29702960分機83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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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秉慶29702960分機830624 財政局 淡水區 紅毛城段 726 46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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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025 財政局 北投區 新民段 一小段 399 1,8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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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佑軒29603456分機830326 財政局 北投區 新民段 一小段 399-4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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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佑軒29603456分機830327 財政局 士林區 力行段 二小段 162、163、232 44.00 全部 第三種一般管制區 雜草空地 新園街12巷底 朱婕綸29603456分機831028 財政局 三峽區 仁愛段 129-1 317.95(實際供綠美化面積仍待測量確定) 全部 住宅區 雜草空地 中山路61、65號後方 呂俊龍29603456分機830329 財政局 三峽區 白雞段 白雞小段 137-22 118(此係約略可提供綠美化面積,實際面積仍待測量確定) 全部 特定專用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雜草空地 白雞57-21號、57-23號之間空地 呂俊龍29603456分機830330 財政局 鶯歌區 鳳祥段 11 5.35 全部 住宅區 空地 永和街112號民宅後方(鳳鳴路旁) 呂俊龍29603456分機8303

介於山光路、樟樹二路333巷及樟樹一路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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