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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109 年 7 月局部更新成果一覽表 

配合使用者反映事項及預計 109 年 7 月份前通車或完工重要公共工程之道路與路名及地標向

量圖資局部更新作業及提供「屏東市瑞光路延伸開闢工程」及「花蓮市新興路景觀改善及興

闢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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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7 月局部更新 

屏東市瑞光路延伸開闢工程 

花蓮市新興路景觀改善及興闢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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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內容－道路 

縣市別 更新內容 圖號 備註 

臺北市 知行路 292 巷 4 弄 96232059 
新增-道路（知行路 292 巷 4 弄、2

弄及其連接道路新築暨拓寬工程） 

桃園市 原住民族文化集會所興建道路工程 96224059 新增-道路 

桃園市 

十足路、十美路、三民路二段、上庄一路 

大坡路、中山西路二段、中華南路二段 

中興路、文大路、文化路三段、文安路 

民有一路、民有二路一段、民有三路 

永平路、永慶一路、赤欄五路、東福路 

東福路一段、東福路二段、東興路二段 

長福路、保安路、後庄三路 

香坡一路、香坡二路、香坡三路 

埔工路、埔和一路、埔頂路、校前一街、高上路

國校路、望間路、清文路、清華路、港昇路 

港富路、華興路、新文路、新湖路、鼎鐘路 

槺榔路、濱海路永興段、藻礁路、警訓路 

96224001 

96224002 

96224003 

96224004 

96224005 

96224011 

96224012 

96224013 

96224022 

96224023 

96224014 

96224003 

96233092 

96233091 

96224015 

96224016 

96233092 

96233094 

新增及修改-路名（新屋區「東明

里、石牌里、永興里，九斗里、埔

頂里、後湖里、石磊里、苯港里、

槺榔里、大坡里、社子里、望間里、

後庄里、赤欄里、頭州里及清華里」

等地區部分門牌整編） 

桃園市 
長興路四段 60 巷 155 弄、龍安街二段 671 巷 

南山路一段 397 巷 

96233071 

97232091 

97233072 

新增-路名（蘆竹區「蘆興里、長興

里、大竹里、新莊里、中福里、濱

海里、內厝里、瓦窯里及宏竹里」

等地區部分門牌整編） 

新竹市 港清街、港清一街、港清二街、港清三街 95221067 新增-路名 

南投縣 和平南街 
95201061 

95201071 
新增-路名 

彰化縣 中科二林大道一段 94201028 修改-路名 

雲林縣 雲林縣古坑鄉水碓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95203032 

95203033 
新增-道路 

臺中市 大智路 95213048 

新增-道路+路名（臺中市大智路打

通工程_第二階段新站前打通至復

興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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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更新內容 圖號 備註 

臺中市 新科路 95213015 

新增-道路+路名【中科台中園區擴

建用地（原大肚山彈藥分庫）開發

計畫】 

臺中市 玉林路 95213040 

新增-道路+路名（臺中市太平區「空

軍防空暨飛彈指揮部坪林營區南側

聯外道路」新闢道路） 

臺中市 慶光路至貓羅溪右岸水防道路 95213085 新增-道路 

臺中市 萊園路 151 巷 
95213078 

95213070 

修改-路名（臺中市霧峰區樟公巷門

牌整編） 

臺中市 興華一路 95213018 
新增-興建中道路（臺中市潭子區僑

忠自辦市地重劃區） 

臺中市 福貴路 95213009 
新增-興建中道路（潭子區福貴路打

通至中山路工程） 

臺中市 圓環北路二段 95214099 
新增-興建中註記（臺中市地下道填

平工程） 

臺中市 豐原 2-1 號道路(豐原大道一段 95213009 
刪除-興建中註記+隧道面（臺中市

地下道填平工程） 

臺中市 太原路 95213038 
新增-興建中註記（臺中市地下道填

平工程） 

臺中市 建成路 95213048 
新增-興建中註記（臺中市地下道填

平工程） 

嘉義市 嘉市八掌溪後庄堤段下游段防汛道路 94191018 
新增-道路【嘉市八掌溪後庄堤段

（下游段）環境工程】 

嘉義縣 運轉一路、運轉二路、運轉三路 94191006 

新增-路名【嘉義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計畫（貨物轉運中心區）（嘉義縣部

分）道路命名】+刪除-興建中註記 

臺南市 鎮東路 94192014 
刪除-興建中註記（臺南六甲西側外

環道路南段工程） 

臺南市 和濟路 
94193079 

94193070 

新增-興建中道路【國道 1 號永康交

流道聯絡道工程（3-60-20M）】+路

名 

臺南市 臺南仁德特 27 號道路東段工程 

94184020 

94184029 

94184030 

新增-興建中道路 

高雄市 高雄市第 71 期市地重劃(自由路到復興路段) 94182043 新增-道路 

高雄市 高雄市前鎮區第 70 期市地重劃 94182053 新增-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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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更新內容 圖號 備註 

高雄市 溪州橋 
94182096 

94182090 

修改-路型（高市林園溪州橋改建工

程） 

高雄市 左營地下道 94182032 
修改-路型（高雄市區鐵路地下化計

畫_地下道填平工程） 

高雄市 安林路 94181083 新增-路名 

高雄市 林森四路 259 巷 94182052 新增-路名 

高雄市 和誠街 76 巷 94182063 新增-路名 

花蓮縣 新興路 
97204005 

97213095 

修改-路型（花蓮市新興路景觀改善

及興闢工程） 

臺東縣 臨海路一段 51 巷 96184097 

新增-興建中道路（臺東縣第 16 期

臺東市臨海路旅服區市地重劃道

路） 

屏東縣 玉米一巷、玉米二巷、玉米三巷 
95183012 

95183013 
修改-路名 

屏東縣 屏東市瑞光路延伸開闢工程 

94182040 

94182050 

95183031 

新增-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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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內容－地標 

縣市別 更新內容 圖號 備註 

宜蘭縣 礁溪共乘停車場 97221071 新增-地標 

宜蘭縣 礁溪鄉三民濕地公園 97221071 
新增-地標（礁溪鄉三民濕地公園新

建工程） 

宜蘭縣 國道 5 號蘇澳服務區 97222053 新增-地標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黃石中繼市場 96232098 新增-地標 

桃園市 
桃園市觀音區新興、坑尾市民活動中心 

桃園市觀音區觀音石橋公設民營日間照顧中心 
96233094 

新增-地標（新興、坑尾市民活動中

心暨日照中心新建工程） 

新竹市 
新竹市香山區茄苳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新竹市香山區茄苳里集會所 
95221098 

新增-地標（新竹市茄苳國小附設幼

兒園暨里集會所聯合大樓新建工

程） 

新竹縣 桃園市觀音區富林、草新聯合里集會所 96233086 
新增-地標（觀音區富林、草新聯合

里集會所暨托嬰中心新建工程） 

南投縣 竹山下坪吊橋 95204097 新增-地標 

彰化縣 長源醫院鹿港歷史影像館 94212078 新增-地標 

金門縣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金馬澎分署第九岸巡隊料羅商

港安檢所 

90211037 

90211038 
新增-地標 

臺中市 彩橋、雲橋 95213057 
新增-地標（臺中大平霧地區計畫_

大康橋計畫） 

臺中市 大雅體育園區 95213007 
刪除-興建中註記（台中大雅體育園

區二期工程) 

臺中市 臺中市大里區大峰路防災公園 95213068 新增-區塊 

臺中市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臺中市政府住宅發展工程處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大隊 

95213036 

95213040 

搬遷-地標（臺中市環保局及都發局

暨住宅處辦公廳舍修繕工程） 

臺中市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95213019 

95213030 
搬遷-地標 

臺中市 大車河停車場豐原中山場 95214099 新增-地標+區塊 

臺中市 大甲火車站旁機車停車場興建工程 95214065 新增-地標+區塊 

嘉義縣 朴子轉運站 94194020 
新增-地標+建物（嘉義朴子轉運站

新建工程） 

嘉義縣 嘉義縣阿里山鄉樂野村文化聚會所 95194018 
新增-地標及建物（嘉義縣阿里山鄉

樂野村文化聚會所新建工程） 

臺南市 渡槽橋 94191071 新增-地標（鹽水月津港渡槽橋） 

花蓮縣 兆豐農場太陽能電廠 96201079 新增-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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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更新內容 圖號 備註 

臺東縣 臺東縣池上鄉多元照顧服務中心 96193049 
新增-地標（臺東縣池上鄉多元照顧

服務中心新建工程） 

屏東縣 屏東縣內埔鄉第一公墓納骨堂 95183053 
新增-建物（屏東縣內埔鄉第一公墓

第二棟納骨堂新建工程） 

澎湖縣 澎湖縣多功能綜合體育館 93203073 
新增-地標及建物（澎湖縣多功能綜

合體育館興建工程） 

澎湖縣 澎湖縣馬公市烏崁社區活動中心 93203085 

搬遷-地標及新增-建物（澎湖縣馬公

市烏崁里集會所活動中心興建工

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