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項項項次次次次 建物名稱建物名稱建物名稱建物名稱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 權管單位權管單位權管單位權管單位 會勘日期會勘日期會勘日期會勘日期 評估結果評估結果評估結果評估結果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1111 新莊區「舊分局長職務宿舍」 新莊區新莊路214巷1號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 106.8.2106.9.8 不具文資價值 依文資法第15條辦理文資保存價值會勘2222 新店區五峰國民中學「和平樓前棟」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一段253號 新店區五峰國民中學 106.8.24 不列冊追蹤3333 新北市金山區三和國民小學「東側樓」 新北市金山區重和里六股林口38號 三和國民小學 106.8.29、106.11.17 不列冊追蹤4444 板橋國民中學「仁愛樓1、2」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437號 新北市立板橋國民中學 106.8.31、106.10.13 不列冊追蹤5555 新北市樹林公有零售市場(新北市樹林區博愛一街29巷18號至38號) 新北市樹林區博愛一街29巷40號 新北市政府市場處 106.8.31、106.10.13 不列冊追蹤6666 板橋國民中學「仁愛樓1、2」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437號 新北市立板橋國民中學 106.8.31、106.10.13 不列冊追蹤7777 雙溪國民小學東棟 新北市雙溪區共和里東榮街54號 新北市雙溪區雙溪國民小學 106.8.30 不具文資價值 依文資法第15條辦理文資保存價值會勘8888 林口國民中學聚賢樓 新北市林口區民治路25號 新北市立林口國民中學 106.08.31 不具文資價值 依文資法第15條辦理文資保存價值會勘9999 「永和區永和路2段308號建物」文化資產保存價值會勘 永和區永和路2段308號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106.9.18 不列冊追蹤10101010 淡水紅毛城段765-760地號建物 淡水紅毛城段765-760地號(淡水文化國小附近)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管有土地上之無主建物 106.9.25 不列冊追蹤11111111 汐止國民中學校長宿舍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2段272巷16號 新北市立汐止國民中學 106.09.25 不具文資價值 依文資法第15條辦理文資保存價值會勘12121212 五股國民小學木造宿舍 五股區成泰路2段49巷12弄6號 新北市五股區五股國民小學 106.10.13 不具文資價值 依文資法第15條辦理文資保存價值會勘13131313 海關碼頭定著土地範圍建物 淡水區中正路259號附近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106.10.16 不列冊追蹤14141414 新北市板橋區公所調解委員會辦公廳舍 新北市板橋區府後街11號 新北市板橋區公所 106.10.23 不列冊追蹤15151515 中和區國防部管有9座彈藥庫 中和區國道段587、590、592、593、594、636-1、637、630、631、634、639-1、715、780、674、733、753、723、776、756、757、758地號灰段724、728、733地號 國防部軍備局 106.11.08 列冊追蹤 107.3.19文資審議大會決議:不指定古蹟、不登錄歷史建築，解除列冊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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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61616 板橋區民權段1090、1091、1092、1093建號建物 新北市板橋區民權路172巷5、6號新北市板橋區民權路176巷2、10號 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106.11.22 不列冊追蹤17171717 淡水區紅毛城段1845建號建物 淡水區中正路342-3號 新北市淡水地政事務所 106.11.27 不列冊追蹤18181818 中和區太湖山莊 興南路2段32巷1、2、3、4、5、6、7、8、9、10、11、13、15、17號及興南路2段34巷4、6、8、10號 金門縣政府 106.11.27 不列冊追蹤19191919 中和區九如新村 連城路127巷29、31、33、35號 金門縣政府 106.11.27 列冊追蹤 108.7.24文資審議大會決議:不指定古蹟、不登錄歷史建築，解除列冊追蹤20202020 三重區興穀國民小學校舍 三重區五谷王北街46號 新北市三重區興穀國民小學 106.12.18 不具文資價值 依文資法第15條辦理文資保存價值會勘21212121 新店區炎明新村4棟建物 中正路277、279、281、283號 國防部軍備局 106.12.18 不列冊追蹤22222222 新莊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新莊檔案庫房 新莊區中港路五守新村39巷2、4、6、8、10、12、14、16、18、20號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 106.12.27 不具文資價值 依文資法第15條辦理文資保存價值會勘23232323 永和區臺北市稅捐稽徵處經管眷屬宿舍4棟建物 文化路121巷1號、 豫溪街74巷7弄9號、 自強街8巷5弄2號及6號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106.12.27 不列冊追蹤24242424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經管建物24棟 1.新莊區新莊路210號、212號2.新莊區新莊路214巷2號、2-1號、2-2號、2-3號、2-4號、2-5號、2-6號、4號、6號3.大觀街31巷2號、4號、6號、8號、10號、11號、12號、14號、16號、20號、22號、24號、33號、35號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 107.4.2 新莊區新莊路212號列冊追蹤，其他23棟不列冊追蹤 108.6.13文資審議大會決議:不指定古蹟、不登錄歷史建築，解除列冊追蹤依文資法第15條辦理文資保存價值會勘25252525 國防部電訊發展室管有逾50年建物 新店區莒光路12號 國防部電訊發展室 107.4.12 不列冊追蹤26262626 臺北市第一女子高級中學經管永和區文化路9巷30弄10、16、18、23、25、27號等6間宿舍建物 永和區文化路9巷30弄10、16、18、23、25、27號 臺北市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107.4.12 不列冊追蹤27272727 北部地區後備指揮部列管景平及天山東營區內總機機房(營產編號AF1801 21-041)、停車棚(營產編號AF180241-A03)及營區圍牆(營產編號AF180241- 中和區景平路3號 北部地區後備指揮部 107.5.7 不列冊追蹤



28282828 國家安全局管有新店區大新街5巷3號房舍 新店區大新街5巷3號 國家安全局 107.5.7 不列冊追蹤29292929 台電林口發電廠倉庫 新北市林口區下福里139-1號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林口發電廠 107.06.28 不具文資價值 依文資法第15條辦理文資保存價值會勘30303030 市府經發局管有新店區寶興段250、255、259、259-1地號等4筆土地墓區31座逾50年墓葬 新店區寶興路 市府經濟發展局 107.7.16 不列冊追蹤31313131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經管永和區豫溪街74巷7弄11號建物 永和區豫溪街74巷7弄11號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107.7.17 不列冊追蹤32323232 市府殯葬管理處管有「嘉穗公園西側土地範圍內地上9門逾50年墓葬」 嘉穗公園西側土地 市府殯葬管理處 107.7.17 不列冊追蹤33333333 陸軍第三地區支援指揮部管有「中坑營區不動產編號AF180201-042等9幢（座）建物」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 陸軍第三地區支援指揮部 107.7.17 不列冊追蹤34343434 永和區國防部軍備局管有「中正路572巷3號房舍」 永和區中正路572巷3號 國防部軍備局 107.7.17 不列冊追蹤35353535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管有「福和路245巷10、12號房舍」 永和區福和路245巷10、12號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 107.7.17 不列冊追蹤36363636 汐止區陸軍第三地區支援指揮部管有「南港營區不動產編號AF280091-A15哨所」建物 汐止區橫科路500號 陸軍第三地區支援指揮部 107.7.17 不列冊追蹤 依文資法第15條辦理文資保存價值會勘37373737 臺灣藝樹大學「有章藝術博物館」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1段59之71號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07.8.28 列冊追蹤 107.12.17文資審議大會解決議:解除列冊追蹤38383838 樹林區大同段82至86建號等5棟建物 新北市樹林區立仁街1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北區分署 107.12.03 不列冊追蹤39393939 陸軍關渡地區指揮部「七四高地」、「埤仔頭陣地」、「淡水營區」建物等28筆建物 淡水區中正東路42巷7號附近等 陸軍關渡地區指揮部 108.1.7 不列冊追蹤40404040 「忠信營區」，19棟房建物 新店區力行路15號 國防部參謀本部資通電軍指揮部 108.2.12 不列冊追蹤41414141 山腳營區(空軍防空暨飛彈指揮部編號AH050031-011、AH050031-012建物) 桃園市蘆竹區山腳里泉州路250-1號 空軍防空暨飛彈指揮部 108.3.4 不列冊追蹤42424242 陸軍關渡地區指揮部龍形營區AF320201-003房建物 新北市八里區龍形五街46號旁營區 陸軍關渡地區指揮部 108.3.11 不列冊追蹤



43434343 國防部後備指揮部管有新北市地區空置眷舍「龍煒散戶」等4處 新店區大新街9巷17號、新店區民權路42巷27號、永和區中正路732巷24號、永和區中興街68號 國防部後備指揮部 108.3.18 不列冊追蹤44444444 三峽第一公墓 三峽區中山路和文化路交叉路口 新北市政府殯葬管理處 108.4.11 劉清港墓列冊追蹤 108.6.13文資審議大會決議:不指定古蹟、不登錄歷史建築，解除列冊追蹤45454545 樹林區第三公墓B區逾50年墓葬 新北市樹林區保安街2段23巷口 新北市政府殯葬管理處(土地)、新北市樹林區公所(遷葬) 108.4.25 公告編號1538墓，列冊追蹤 108.09.20文資審議大會決議:不指定古蹟、不登錄歷史建築，解除列冊追蹤46464646 變更石門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案涉50年建物 新北市石門區中山路33號 新北市政府財政局(土地)、黃國威等3人(建物) 108.04.25 列冊追蹤 108.5.24文資審議大會決議:不指定古蹟、不登錄歷史建築，解除列冊追蹤47474747 國防部軍備局管有本市中和區中安段437地號房建物(本市中和區新興街8巷5號) 中和區新興街8巷5號 國防部軍備局 108.5.7 不列冊追蹤48484848 中和第二公墓 中和區興南路2段242巷口 新北市政府殯葬管理處 108.4.22 不列冊追蹤49494949 新店國民小學眷舍 新店區國校路65巷1號、2號、3號、4號、11號、17號、國校路68號及70號 新店國民小學 108.7.16 不列冊追蹤50505050 本市永和區中興街84巷2號房舍 中興街84巷2號 臺北市政府秘書處 108.7.16 不列冊追蹤51515151 新店區文山國民中學眷舍 新北市新店區文中路38-1號 新店區文山國中 108.8.12 不列冊追蹤52525252 三貂嶺車站(瑞芳區三瓜子段烏塗窟小段50-8地號) 新北市瑞芳區碩仁里魚寮路1號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宜蘭工務段 108.8.13 不列冊追蹤 依文資法第15條併同第14條辦理文資保存價值會勘53535353 海山分局埔墘派出所後方警察宿舍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288巷2弄2、4、5號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 108.9.6 不列冊追蹤 依文資法第15條併同第14條辦理文資保存價值會勘54545454 板橋區黃石公有零售市場 新北市板橋區宮口街37號 新北市政府市場處 108.9.16 不列冊追蹤 依文資法第15條併同第14條辦理文資保存價值會勘



55555555 蘆洲區保和街50-5、50-15、50-17、50-23號等4眷舍 新北市蘆洲區保和街50-5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8.9.16 不列冊追蹤56565656 港平營區AF270111-A01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2段305巷44號 海軍通信系統指揮部 108.9.20 不列冊追蹤57575757 港平營區AF270111-A01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2段305巷44號 海軍通信系統指揮部 108.9.20 不列冊追蹤58585858 新店國民小學眷舍 新店區國校路51巷1號、國校路60號、62號、63號、64號、66號、國校路65巷11號、13號、15號、19號及21號 新店國民小學 108.9.27 不列冊追蹤59595959 南港營區不動產編號AF280091-A11等12座(幢)房建物 汐止區橫科路500號 陸軍第三地區支援指揮部 108.10.02 不列冊追蹤 依文資法第15條併同第14條辦理文資保存價值會勘60606060 樹林區第五、第七公墓興建完竣逾50年墓碑群 樹林區大安路與備內街交叉口 新北市樹林區公所 108.10.25 不列冊追蹤61616161 瑞芳三瓜子段魚寮子小段141地號(魚寮路18、20、22、24、26號等5戶宿舍) 瑞芳區魚寮路18、20、22、24、26號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宜蘭工務段 108.10.28 不列冊追蹤 依文資法第15條併同第14條辦理文資保存價值會勘62626262 樹林區樹德段562地號4棟建物 樹林區樹德街84、86、88、90號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樹林分局 108.11.21 不列冊追蹤63636363 板橋區民權路93巷7號、7A等2處建物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25號 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 108.12.9 不列冊追蹤64646464 金山區香果園24-6號地下油槽 金山區香果園24-6號 空軍防空暨飛彈第六二一營 108.12.16 不列冊追蹤65656565 永和區「大新街71巷2號」 新北市永和區大新街71巷2號 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 108.12.25 不列冊追蹤66666666 新店區「景美山莊」 新北市新店區溪園路251號 國防部參謀本部資通電軍指揮部 108.12.25 不列冊追蹤67676767 三峽區「三峽第一公墓」 新北市三峽區仁愛段218地號 新北市政府殯葬管理處 109.1.6 不列冊追蹤68686868 中和區新興街4巷4號、4巷6號、4巷10號等3筆建物 中和區新興街4巷4號、4巷6號、4巷10號 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 109.2.17 不列冊追蹤69696969 新店區安康路一段195巷23號建物 新店區安康路一段195巷23號 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 109.2.17 不列冊追蹤70707070 樹林區育英街132巷1號宿舍 樹林區育英街132巷1號 新北市樹林區公所 109.2.17 不列冊追蹤



71717171 新莊第一公墓 新北市新莊區壽山路164號 新北市政府殯葬管理處 109.1.9及2.24 編號0609萬靈祠及同治六年所立禁碑列冊追蹤，其他墓碑群不列冊追蹤 依文資法第15條併同第14條辦理文資保存價值會勘72727272 中和區「第五公墓」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49號 新北市政府殯葬管理處 109.2.24 不列冊追蹤73737373 新莊區中正路128巷1號及3號 新莊區中正路128巷1號及4號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 109.3.24 不列冊追蹤 依文資法第15條併同第14條辦理文資保存價值會勘74747474 新莊變電所控制室 新北市新莊區新莊路773號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北西區營業處 109.4.9 不列冊追蹤 依文資法第15條辦理文資保存價值會勘75757575 汐止區「瓦斯器材料實驗室-簡報室」 新北市汐止區茄苳路155號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109.4.20 不列冊追蹤 依文資法第15條併同第14條辦理文資保存價值會勘;109.4.27審查會議決議不列冊追蹤76767676 板橋區中正路433巷口牌樓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433巷口 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土地)、新北市板橋區公所(維管) 109.4.23 不列冊追蹤 依文資法第15條併同第14條辦理文資保存價值會勘;109.4.27審查會議決議不列冊追蹤77777777 板橋區府中段472地號（市長宿舍） 板橋區板橋區文化路一段24號 新北市政府秘書處 109.4.23 不列冊追蹤 依文資法第15條併同第14條辦理文資保存價值會勘;109.4.27審查會議決議不列冊追蹤78787878 中和區「天山坑道」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3號 北部地區後備指揮部 109.8.3 不具文資價值 109.8.3依文資法第15條辦理文資保存價值會勘，結論：不具文資價值。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1.本表為106年7月27日至109年4月30日1.本表為106年7月27日至109年4月30日1.本表為106年7月27日至109年4月30日1.本表為106年7月27日至109年4月30日、109、109、109、109年8月3日年8月3日年8月3日年8月3日，，，，辦理興建完竣逾50年以上之公有建物文化資產價值評估作業辦理興建完竣逾50年以上之公有建物文化資產價值評估作業辦理興建完竣逾50年以上之公有建物文化資產價值評估作業辦理興建完竣逾50年以上之公有建物文化資產價值評估作業。。。。2.會勘後啟動文化資產審查程序2.會勘後啟動文化資產審查程序2.會勘後啟動文化資產審查程序2.會勘後啟動文化資產審查程序，，，，並經本府審議會審議通過具文化資產身份者並經本府審議會審議通過具文化資產身份者並經本府審議會審議通過具文化資產身份者並經本府審議會審議通過具文化資產身份者，，，，自本表中移除自本表中移除自本表中移除自本表中移除。。。。



3.本表彙整日期為109年8月3日3.本表彙整日期為109年8月3日3.本表彙整日期為109年8月3日3.本表彙整日期為109年8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