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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108年 12月及 109年 1月局部更新成果一覽表 

配合 108年 12月及 109年 1月重要公共工程及使用者反映事項辦理道路及地標之向量圖資局

部更新作業及提供「宜蘭縣蘇澳鎮南強橋銜接宜 56線道路新建工程」、「新竹市中華路四段

181 巷至 409巷新闢道路工程」、「南投市 139丙線 0K+000~1K+740 道路新建工程」、「臺中市

西屯區高鐵橋下（虹陽橋南側至國道一號段）道路改善及新闢工程」及「彰化縣彰 129線拓

寬工程」局部更新向量檔，更新範圍及內容說明如下。

 圖 例  

□ 107 年 2 月局部更新 

圖 例 

□108 年 12 月及 109 年 1 月局部更新 
宜蘭縣蘇澳鎮南強橋銜接宜 56 線道
路新建工程 

新竹市中華路四段181巷至409巷新
闢道路工程 

南投市 139 丙線 0K+000~1K+740
道路新建工程 

臺中市西屯區高鐵橋下（虹陽橋南側
至國道一號段）道路改善及新闢工程 

彰化縣彰 129 線拓寬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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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內容－道路 

縣市別 更新內容 圖號 備註 

臺北市 重慶南路高架橋 97233081 刪除-道路（中正橋改建工程） 

新北市 莊園街 96221008 新增-路名 

宜蘭縣 蘇澳鎮南強橋銜接宜 56線道路新建工程 97211012 新增-道路 

桃園市 月湖路 96221042 
修改-路型（大溪月眉防汛道路拓

寬工程） 

桃園市 中豐路上林段 231巷 66弄 96224058 修改-路名 

桃園市 圳頭路 311巷 37弄 96233068 新增-路名 

桃園市 華興路一段 210巷 96233078 新增-路名 

桃園市 中山南路一段 31巷 47弄 96233079 修改-路名 

桃園市 中山南路一段 31巷 45弄 96233079 修改-路名 

桃園市 五福路 27巷 96233099 修改-路名 

桃園市 
中山路、中山路 288巷、中山路 501巷 

中山路 567巷、中山路 651巷 

96221024 

96221033 

96221034 

修改-路名（新北市茅埔地區聯外

道路命名中山路暨中山路 459巷

門牌建物整編） 

新竹縣 新珊二路 95222018 修改-路型 

新竹市 新竹市中華路四段 181巷至 409巷新闢道路工程 97211012 新增-道路 

苗栗縣 省道台 13甲線路線調整案 95222044 修改-道路編號 

南投縣 139丙線 95204037 
新增-道路（南投市 139丙線

0K+000~1K+740 道路新建工程） 

南投縣 平靜橋 96213078 新增-道路+橋名 

南投縣 環河路 
95204088 

95204089 
修改-路名 

彰化縣 彰 129線拓寬工程 

94201027 

94201036 

94201037 

修改-路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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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更新內容 圖號 備註 

彰化縣 中山路四段 2巷 94201060 新增-路名 

彰化縣 中山路四段 2巷 17弄 94201060 新增-路名 

彰化縣 信義一街 94212050 新增-路名 

彰化縣 光復路四段 85巷 95204031 新增-路名 

彰化縣 公園東路 35巷 95204042 新增-路名 

彰化縣 公園東路 36巷 95204042 新增-路名 

彰化縣 南雷路 95213061 修改-路名 

彰化縣 花壇街 102巷 95213092 新增-道路 

彰化縣 三芬路 45巷 27弄 95213093 新增-道路 

臺中市 
西屯區協和里安和路段（虹陽橋南側至國道 1號

段）道路改善及新闢工程 
95213035 新增-道路 

臺中市 惠中路 95213036 
修改-路型【西屯區惠中路拓寬工

程（西屯路二段至青海路二段）】 

臺中市 大明路 196巷 95213009 修改-路名 

臺中市 東成二街 95213038 修改-路名 

臺南市 永興路 94193100 
修改-路型【永康區次 6-5（中山南

路至永勝街）計畫道路開闢工程】 

嘉義縣 新生一街 
94202088 

94202090 
修改-路名 

臺南市 仁靖橋 94191025 
修改-路型+橋名（嘉邑行善團協助

改建橋梁） 

臺南市 環館路 368巷 94193080 修改-路名 

臺南市 長和路一段 217巷 215弄 94193079 修改-路名 

高雄市 台 20臨 105（梅山口至天池路段）通車 95191087 修改-通車狀態 

高雄市 
高雄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維新路橋陸橋拆除工

程） 
94182045 修改-路型+通車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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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更新內容 圖號 備註 

高雄市 高雄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中華地下道填平工程） 94182042 修改-路型 

高雄市 曹公路 94182044 
新增-道路（曹公路-文衡路道路打

通工程） 

高雄市 
鵬程路、鵬程東一路、鵬程東二路、鵬程東三路 

鵬程東路、鵬程西街  
94181082 

修改-通車狀態（「高雄市第 87期

市地重劃工程」重劃工程竣工） 

高雄市 五福路 94182096 
修改-路型（林園區溪州三路與五

福路瓶頸段拓寬工程） 

高雄市 和平路 94182096 
修改-路型（林園區和平路瓶頸段

拓寬工程） 

高雄市 林園北路 495巷 94182096 
修改-路型（林園區林園北路 495

巷拓寬工程） 

高雄市 靖和街 94184090 新增-路名 

高雄市 大學三十五街 94182011 修改-路名 

高雄市 大遼路 6巷 94181083 新增-道路+路名 

高雄市 友情路 8巷 94181083 新增-道路+路名 

高雄市 大寮路 738巷 94182067 修改-路名 

高雄市 拕子三街 15巷、拕子三街 5巷 94181063 修改-路名 

屏東縣 協和東路 94182030 
新增-道路（屏東市協和東路瓶頸

段開闢工程） 

屏東縣 潮林路 95183073 新增-路名 

屏東縣 民生東路 11巷 
94182050 

95183031 
新增-道路+路名 

屏東縣 金榮路 170巷 95174055 修改-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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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內容－地標 

縣市別 更新內容 圖號 備註 

臺北市 環南中繼市場 96232090 新增-地標 

新北市 新北市鶯歌區中鶯市民活動中心 96221014 新增-地標 

新北市 八里渡船頭共融公園 96232033 新增-地標 

新北市 新北市三重花漾青春館 96232080 新增-地標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合宜路機車停車場 
96232098 

96221008 
新增-地標 

桃園市 中壢龍安運動公園 96221021 新增-地標 

桃園市 新屋埤親子運動廣場 96224014 新增-地標 

桃園市 中壢內定親子休閒公園 96233100 新增-地標 

苗栗縣 苗栗南庄康濟吊橋 95222070 新增-地標 

臺中市 東勢殯儀館 95211094 
新增-地標+建物（東勢殯儀館興建

工程） 

臺中市 臺中市潭子區潭子生命紀念館 95213019 
修改-地標名稱(「潭子區第七公墓

更新興建納骨塔工程計畫」) 

臺中市 白鹿吊橋 95212027 新增-地標 

嘉義市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阿里山林業鐵路及文化

資產管理處 
94191008 搬遷-地標 

臺南市 臺南市經濟發展局新吉工業區服務中心 94193068 新增-地標+建物 

臺南市 臺南轉運站 94193099 
新增-地標+建物（臺南轉運站新建

工程） 

臺南市 河樂廣場 94184008 新增-地標 

臺南市 
科技部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行政院國家科學委

員會南部科學園區 
94192051 修改-地標名稱 

臺南市 臺南市龍崎日照中心 94181027 新增-地標+建物 

高雄市 
公五公園、公十三公園、公十四公園 

公十五公園、公十六公園、公十七公園 
94181082 

新增-地標（「高雄市第 87期市地

重劃工程」重劃區公園啟用） 

高雄市 國家自然公園管理處 94182041 修改-地標名稱 

屏東縣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建國派出所 94182040 
搬遷-地標（屏東分局建國派出所

新建工程案） 

屏東縣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 94181090 
修改-建物形狀（里港分局辦公廳

舍新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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