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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109年 11月局部更新成果一覽表 

配合使用者反映事項及預計 109年 11月份前通車或完工重要公共工程之道路與路名、地

標及鐵路軌道向量圖資局部更新作業及提供「臺北市市民大道 6段至 5段貫通工程」、「桃園

市延平路（國道 2號南側）延伸至和強路道路新闢工程」、「臺中市神岡區大豐路四段—主 2

號 15M 都市計畫道路（近三角里筱雲山莊之東側路段）工程」及「彰化縣臺鐵永靖車站聯外

道路新闢工程」局部更新向量檔，更新範圍及內容說明如下。另配合預定本年 12月通車之重

大公共工程，更新臺中捷運路線。 

 圖 例  

□ 107 年 2 月局部更新 

圖 例 

□109 年 11 月局部更新 

臺北市市民大道 6 段至 5 段貫通工程 

桃園市延平路（國道 2 號南側）延伸至

和強路道路新闢工程 

臺中捷運綠線 

臺中市神岡區大豐路四段—主 2 號

15M 都市計畫道路（近三角里筱雲山莊

之東側路段）工程 

彰化縣臺鐵永靖車站聯外道路新闢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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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內容－道路 

縣市別 更新內容 圖號 備註 

臺北市 市民大道六段 97233073 
新增-道路（市民大道 6段至 5段貫

通工程） 

新北市 江翠 122 平面停車場 96232089 新增-地標 

新北市 文記街、合記街、日月街、月記街 97224001 修改-路名 

新北市 台 61 線、台 61 甲線 

96232036 

96232045 

96232046 

修改-道路編號（省道台 61線及台

61 甲線等 2條路線調整案） 

新北市 忠福路、忠福路 410 巷、忠福路 337 巷、大水湳路 

96232053 

96232054 

96232064 

新增-路名（林口區北 77-1、北 120

鄉道都市計畫區範圍外路段門牌整

編） 

桃園市 延平路 96221013 
新增-道路【延平路（國道 2號南側）

延伸至和強路道路新闢工程】 

桃園市 正光二街 151巷 96232092 新增-路名 

桃園市 南崁溪印象大橋 96232096 修改-路型 

桃園市 崙后路 73巷 96233078 新增-路名 

桃園市 崙后路 96233078 修改-路名 

桃園市 溪海路 808巷 96233098 

新增-路名（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

溪海里、和平里、五權里、埔心里、

橫峰里及北港里等部分門牌整編） 

桃園市 

中央路 25巷 32 弄、埔頂路一段 357 巷 711 弄 

仁和路二段 190 巷、仁和路二段 190 巷 602 弄 

頭寮路 276巷 28弄、復興路二段 200巷 

復興路二段 142 巷 

96221042 

96221031 

96221061 

96221062 

96221063 

新增-路名 

桃園市 永昌路、永昌一路  
96233098 

96233099 
修改-路名 

新竹市 客雅街 95221078 新增-路名 

新竹市 東竹路 95221080 新增-道路 

新竹市 東新路 95221080 新增-道路 

新竹市 新科街 96224081 新增-路名 

新竹縣 
鳳工一街、鳳工二街、鳳工三街、鳳工六街 

鳳工八街、鳳工路 
95221060 新增-道路 

南投縣 龍興大橋 95204029 修改-路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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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更新內容 圖號 備註 

南投縣 都達明隧道 96213078 
新增-隧道（仁愛鄉都達明隧道延長

及投 85線災修工程） 

彰化縣 中山路二段 605 巷 95204003 新增-路名 

彰化縣 臺鐵永靖車站聯外道路新闢工程 95204023 新增-道路 

彰化縣 花壇排水上游改道及橋梁改建工程併辦土石標售 95213082 新增-道路 

雲林縣 莿桐鄉都市計畫區 10號道路開闢工程 
94201100 

95204091 
修改-路型 

臺中市 大豐路四段 95213008 
修改-路型（臺中市神岡區大豐路四

段-主 2號 15M 都市計畫道路） 

臺中市 三鹿街、龍秀一街、龍秀二街 95213012 
新增-道路+路名（龍井區南山截水

溝東側連接沙鹿區新闢道路） 

臺中市 仁愛路一段 111 巷 95213019 

修改-路型（臺中市潭子聚興產業園

區北側聯外道路（仁愛路一段 111

巷）之拓寬工程） 

臺中市 西安街 277巷 4 弄 95213026 
新增-道路+路名（西屯區西安街 277

巷 4弄打通銜接凱旋八街） 

臺中市 民安一街、民安二街、民安三街 94182043 

新增-道路+路名（梧棲區「都市計

畫道路 10-22-1 及 10-24-2」道路命

名） 

臺中市 祥和東路 95213009 

修改-路名（潭子區祥和路以東至豐

原區鎌村路以西非都市計畫區內新

開闢道路） 

臺中市 沙田路一段 22巷、沙田路一段 28巷 95213053 新增-道路+路名 

臺中市 南京東路一段 95213048 修改-路名 

嘉義縣 福德街 94191028 
新增-路名（「水上鄉民生村老人文

康活動中心往南路段道路」命名） 

嘉義縣 和平街、興中街 94194047 
新增-道路+路名 

（布袋鎮 1-9都巿計畫道路） 

嘉義縣 光南橋 94202073 
修改-路型（新港鄉六腳排水「光南

橋」改建治理工程） 

臺南市 
安佃街、安佃二街、安佃三街、安佃五街 

安佃七街、安佃八街、安佃九街、安佃十一街 
94193077 

新增-道路+路名【臺南市安南區佃

西（一）市地重劃】 

臺南市 瑞昌街 94192012 
新增-道路+路名（南廍里轄內「瑞

昌街」門牌整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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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更新內容 圖號 備註 

臺南市 永康區新設鹽行國中暨附近地區區段徵收工程 
94193080 

94193090 
新增-興建中道路 

臺南市 黑橋 94193020 
修改-路型 

（下營區南 59線黑橋改建工程） 

臺南市 育禮街 94191083 
新增-路名（士林里櫻花社區滯洪池

聯外道路命名） 

臺南市 北門路二段 141 巷 94193099 
修改-路名（公園北路 78巷、88巷

部分門牌整編） 

臺南市 
三甲一街、三甲二街、三甲三街、三甲五街、三甲

六街、三甲七街、三甲八街 
94184030 

新增-路名（文賢里三甲子 7條道路

命名公告） 

臺南市 

平道路、平道二路、平道六路、平道八路 

平道十路、平道十二路、平道十六街、平道十八街 

平道二十街、永運一路、民松街 

水漾路、水漾一街、水漾三街、水漾五街 

94193080 

94193080 

94193090 

94193090 

新增-興建中道路+路名（鹽行國中

暨附近地區區段徵收工程） 

高雄市 高雄市第 93 期市地重劃道路 94182045 新增-道路 

高雄市 洲倉一路、洲倉二路、洲際路、洲櫃路 

94182082 

94182083 

94182093 

新增-道路+路名（高雄港「洲際商

港區」區內道路命名） 

高雄市 
上發一路、上發二路、上發三路、上發五路 

上發六路、上發八路、和發路、和業三路 

94182057 

94182067 

94182068 

修改-路型+刪除-興建中註記 

（高雄市大寮區和發產業園區聯外

道路開闢工程暨高雄市大寮區和發

產業園區聯外道路開闢工程雨水下

水道工程） 

高雄市 林園北路 495巷 94182096 
修改-路型 

（林園北路 495 巷拓寬工程） 

高雄市 民族路 94181061 
修改-路名 

（路竹區三爺里部分門牌整編） 

高雄市 復興一路 94182043 
新增-道路+路名（三民區第 71 期市

地重劃區 新闢道路命名） 

高雄市 水源東路 94182044 
修改-路名（高雄市三民區寶民里正

義路 350 巷道路更名） 

高雄市 進村巷 94182053 新增-道路+路名 

高雄市 大遼路 1 巷 94181083 新增-道路+路名 

高雄市 頂潭路 63巷、頂潭路 63巷 22 弄 94181081 新增-道路+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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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更新內容 圖號 備註 

高雄市 竹圍西街 198巷 
94181072 

94181080 
新增-道路+路名 

高雄市 竹圍西街 150巷 94181072 修改-路名 

高雄市 甲樹路 1005 巷 94182002 新增-路名 

高雄市 嘉保路 94181095 刪除-興建中註記 

屏東縣 屏專 6線 
95184078 

95184080 

修改-道路編號 

（屏東縣「德大道路專用公路」公

告） 

屏東縣 
新農一路、新農二路、新農三路、大武路、智農路 

農園東路、神農北路、農北一路、農北二路 

95183012 

95183010 

新增-道路+路名（長治鄉「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屏東農業生物技術園

區」擴充新闢 9 條道路案） 

 更新內容－軌道 

縣市別 更新內容 圖號 備註 

新北市 淡海輕軌藍海線（第一期） 96232027 新增-輕軌捷運軌道線型 

臺中市 臺中捷運 

95213027 

95213028 

95213029 

95213036 

95213037 

95213038 

95213046 

95213055 

95213056 

新增-捷運軌道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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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內容－地標 

縣市別 更新內容 圖號 備註 

宜蘭縣 宜蘭縣三星親子館 97223036 新增-地標 

宜蘭縣 宜蘭市政府社會局三星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97223036 新增-地標 

宜蘭縣 

頭城免費共乘停車場（橋下）、壯圍汽車共乘停車場

（橋下）、宜蘭七張免費共乘停車場（橋下）、五結

免費共乘停車場（橋下）、羅東共乘停車場（橋下） 

97221062 

97221091 

97222022 

97222012 

新增-地標 

臺北市 黎和生態公園 97233093 新增-地標 

臺北市 圓山自然景觀公園 
97233061 

97233071 
新增-地標 

新北市 新北市立土城醫院 96221008 新增-地標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機車停車場 96221010 新增-地標 

新北市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警犬隊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特搜大隊大埔分隊 
96221035 新增-地標 

新北市 新北市立圖書館淡海小書房 96232039 新增-地標 

新北市 

新北市立圖書館林口西林圖書閱覽室、新北市林口

區林口公有零售市場、新北市林口西林公共托育中

心、新北市林口區林口市場地下停車場 

96232066 新增-地標 

新北市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昌平派出所 96232078 新增-地標 

新北市 
新北市三重區二重埔市民活動中心；新北市三重區

二重公園停車場（地下） 
96232079 

新增-地標（新北市三重區公 37 興

建活動中心、地下停車場、興闢周

邊道路暨新北市五股運動公園統包

工程） 

新北市 新北市三重三和公共托育中心 96232080 新增-地標 

新北市 新北市新莊新樹公共托老中心 96232098 新增-地標 

新北市 瑞芳運動公園 97232053 新增-地標 

桃園市 臺鐵桃園車站 96221003 搬遷-地標 

桃園市 桃園市光峰非營利幼兒園 96221004 
新增-地標（光峰非營利幼兒園新建

工程） 

桃園市 桃園市八德興豐親子館 96221022 新增-地標 

桃園市 桃園市八德區福興市民活動中心 96221022 新增-地標 

桃園市 桃園楊梅休閒農業區遊客服務中心 96224034 新增-地標 

桃園市 桃園市中路運動公園 96232092 
新增-地標（桃園市推中路足球場及

網球場興建工程） 

桃園市 大有梯田生態公園 96232093 
新增-地標（桃園市桃園區大有梯田

生態公園新建工程） 

桃園市 桃園草漯沙丘地景公園 96233075 新增-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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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更新內容 圖號 備註 

桃園市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南崁派出所；桃園市政

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蘆竹分隊 

96232072 

96232082 

搬遷-地標（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

分局辦公廳舍新建統包工程） 

新竹市 經濟部工業局香山工業區服務中心 95221088 新增-地標 

新竹縣 埔心故事館 96224038 修改-地標名稱 

新竹縣 敏實科技大學 96224084 修改-地標名稱 

南投縣 雙龍瀑布七彩吊橋 95201088 新增-地標 

南投縣 南投縣漳和托育家園 95204037 新增-地標 

南投縣 7-ELEVEn 寶棧門市 95204089 新增-地標 

南投縣 南投縣埔里鎮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 96232100 新增-地標 

苗栗縣 苗栗縣苗栗市山城文化健康站 95222064 新增-地標 

彰化縣 彰化縣芳苑鄉第一公墓納骨塔寶慧堂 94201025 
新增-地標（芳苑鄉公所興建第一公

墓納骨塔工程） 

彰化縣 彰化縣慈恩日照中心 94201033 新增-地標 

彰化縣 彰縣自然生態教育中心 94212038 新增-地標 

彰化縣 彰化縣鹿港福興水資中心 94212077 新增-地標 

彰化縣 彰化縣北斗鎮聯合幼兒園 95204041 新增-地標 

彰化縣 彰化田中氣象站 95204043 新增-地標 

彰化縣 田中運動熱區風雨球場 95204053 新增-地標 

臺中市 
臺中市北屯區廍子國民小學 

臺中市廍子非營利幼兒園 
95213039 

新增-地標+區塊（臺中市北屯區廍

子國民小學新設學校工程） 

臺中市 臺中市南區樹德非營利幼兒園 95213056 
新增-地標+建物（中市南區文小 66

非營利幼兒園新建工程） 

臺中市 臺中市豐樂非營利幼兒園 95213046 新增-地標+建物 

臺中市 臺中市霧峰區霧峰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95213078 新增-地標 

臺中市 
臺中市北屯區新平陳平聯合里活動中心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第八救災救護大隊暨水湳分隊 
95213027 新增-地標+建物 

臺中市 草厝 95213078 新增-地標+建物 

臺中市 臺中客家故事館 95211093 新增-地標 

臺中市 （原）烏日庄役場、烏日警察官吏派出所 95213055 新增-地標+修改-建物範圍 

臺中市 大甲經國路停車場 95214055 新增-地標+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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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更新內容 圖號 備註 

臺中市 臺中市北屯區江興平面停車場 95213038 修改-地標名稱 

臺中市 臺中市南屯區水安公園地下停車場 95213036 新增-地標 

嘉義市 嘉義市綠映水漾公園 94191019 新增-地標+區塊 

嘉義縣 中華郵政大埔美郵局 95203061 新增-地標 

嘉義縣 嘉義縣竹崎鄉義仁社區活動中心 95203091 
修改-建物形狀（嘉義縣竹崎鄉義仁

社區活動中心新建工程） 

嘉義縣 嘉義縣水上鄉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94191028 新增-地標 

臺南市 臺南市立圖書館總館 94193090 
新增-地標+建物 

（臺南市立圖書館總館新建工程） 

臺南市 臺南市大內骨灰植存專區 94192045 
新增-地標+區塊（臺南市大內骨灰

植存專區第二期工程） 

臺南市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七股氣象雷達新站 94193033 
新增-地標+建物（七股氣象雷達新

站房土木建築工程） 

臺南市 牛稠子鐵支路公園 94184019 新增-地標 

臺南市 臺南永康區祥合公園 94193100 新增-區塊 

臺南市 平實營區排球場 94184010 
新增-地標 

（東區平實營區排球場新建工程） 

高雄市 高雄市大寮區上寮綜合活動中心 94182057 
新增-地標+建物（高雄市大寮區上

寮綜合活動中心新建工程） 

高雄市 高雄市岡山非營利幼兒園 94181082 
新增-地標（岡山國中新建幼兒園園

舍工程） 

高雄市 高雄市新甲非營利幼兒園 94182054 

新增-地標+建物（高雄市鳳山區新

甲國民小學新建幼兒園園舍暨擴建

教室工程） 

高雄市 高雄市文府非營利幼兒園 94182023 
新增-地標+建物（文府國中新建幼

兒園園舍工程） 

高雄市 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中心 94184048 新增-地標+建物 

高雄市 高雄大港橋 94182052 新增-地標 

屏東縣 萬巒鄉高齡服務中心 95183073 
新增-地標+建物（萬巒鄉衛生所暨

高齡服務中心新建工程） 

屏東縣 屏東市溝美仁愛里活動中心 94182030 新增-地標 

屏東縣 屏東市蘭州街特色公園 94182030 修改-地標名稱 

花蓮縣 花蓮縣花蓮區漁會 97204006 新增-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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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 玉里鎮立網球場、花蓮縣玉里鎮老人館 96191063 新增-地標 

花蓮縣 花蓮縣玉里鎮長良垃圾衛生掩埋場 96191073 新增-地標 

花蓮縣 
花蓮縣玉里鎮長良社區活動中心暨原住民文化聚會

所 
96191082 新增-地標 

花蓮縣 花蓮縣玉里鎮福音部落聚會所 96191025 新增-地標 

臺東縣 馬蘭部落更生聚會所 96184096 
新增-地標 

（馬蘭部落更生聚會所工程） 

臺東縣 大巴六九部落文化廣場 96184073 
新增-地標+區塊 

（多功能「大巴六九文化廣場」） 

臺東縣 
富岡地質公園（小野柳）遊客中心 

富岡地質公園（小野柳）遊客中心停車場 
96184088 

修改-地標名稱 

（東部海岸富岡地質公園通過設

立） 

澎湖縣 澎湖縣流浪動物收容中心 93203075 修改-地標名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