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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109年 9月局部更新成果一覽表 

配合使用者反映事項及預計 109年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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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大智路打通工程」、「屏東縣東港鎮 1-4

號道路工程」及「臺鐵南迴鐵路臺東潮州段電氣化工程建設計畫多良段改線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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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局部更新 
臺中市大智路打通工程 
屏東縣東港鎮 1-4 號道路工程 
臺鐵南迴鐵路臺東潮州段電氣化工程
建設計畫多良段改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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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內容－道路 

縣市別 更新內容 圖號 備註 

桃園市 龍泉六街 96221001 新增-道路 

桃園市 益壽五街 96221002 新增-道路 

桃園市 正光二街 261巷 96232092 新增-路名 

桃園市 
樹仁三街 561巷、泰昌十二街、民有十五街 66 巷 

民有十街、民有十五街 72巷、三聖路 135 巷 

96221003 

96221013 

96221002 

96232093 

新增-路名（「中正里、長安里、中

成里、福元里、福林里、中平里、

中山里、大有里及三元里」等地區

部分門牌整編實施計畫） 

桃園市 民權路三段 35巷 1 弄、龍昌路 161 巷 36弄 
96224019 

96224030 

新增-路名（永光里等地區部分門牌

整編案） 

桃園市 

鑫發路、鑫石路、鑫石一路、香坡五路、榮美路 

赤欄二路、深圳路、深圳一路、深圳二路 

深圳三路、深圳五路、深圳六路、深圳七路 

深圳八路、深圳九路、深圳十路、深圳十一路 

96233093 

96224003 

96224012 

96233092 

96233091 

96224011 

95221020 

新增-路名（鑫發路等 18 條道路命

名） 

南投縣 民族一街 97233093 

新增-路名【府西市地重劃區新闢道

路（串連太平路一段與民族路）命

名 1案】 

彰化縣 中山路四段 16巷 94201060 新增-道路 

彰化縣 溪二路 94201069 
新增-路名（溪州鄉「152 線溪州鄉

外環道」新命名道路「溪二路」） 

彰化縣 福德街 127巷 95213082 新增-道路 

彰化縣 中圍路 

94201058 

94201059 

94201069 

新增-路名（埤頭鄉新命名道路「中

圍路」） 

臺中市 中山路二段 106 巷 95213055 
修改-路型（臺中市烏日區中和紡織

市地重劃） 

臺中市 永春南路 
95213043 

95213040 

修改-路型（永春南路延伸開闢至遊

園路道路工程） 

臺中市 僑興路，僑興一街、興華一路 95213018 
新增-興建中道路+路名（僑忠自辦

市地重劃區） 

臺中市 臺中市第十三期大慶市地重劃 95213056 修改-路型 

臺中市 文心南五路三段 95213045 新增-道路+路名 

臺中市 樹孝路 95213039 修改-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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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更新內容 圖號 備註 

臺中市 大智路 95213048 
新增-道路（臺中市大智路打通工

程） 

嘉義縣 開山街 94191033 
新增-路名（「鹿草鄉都市計畫編號

3-3 計畫道路」道路命名） 

臺南市 同興路 
94184028 

94184038 
修改-路名 

高雄市 台 20-臨 105 95191094 
新增-道路+橋名（台 20線 113K+200

唯金溪橋重建工程） 

高雄市 港嘴二路、港嘴二路 116巷、港嘴二路 136 巷 
94171005 

94171006 
新增-道路+路名 

高雄市 民族一路 503巷 94182033 修改-路名 

高雄市 勝安街 94182065 修改-路名 

高雄市 廠新街 94182074 修改-路名 

高雄市 青泉街 90巷 94182031 修改-路名 

高雄市 聖森路 160巷 8 弄 94181083 新增-道路+路名 

屏東縣 瑪家鄉涼山村牛角灣溪橋梁新建工程 95183026 新增-道路 

屏東縣 吉興路一段 94182098 修改-路名 

屏東縣 東新路、大順路 94171019 新增-道路（東港鎮 1-4號道路工程） 

 更新內容－軌道 

縣市別 更新內容 圖號 備註 

臺東縣 
臺鐵南迴鐵路臺東潮州段電氣化工程建設計畫多良

段改線工程 

95171008 

95182098 

95182099 

修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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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 新北市立圖書館瑞芳分館 97232053 

搬遷-地標（新北市立圖書館瑞芳分

館現有館舍頂樓修繕暨新館新建工

程） 

臺北市 糶米（信義 383 號）公園 97233093 
新增-地標【糶米（信義 383 號）公

園新建工程】 

桃園市 海洋客家牽罟文化館 96224001 新增-地標 

桃園市 日出公園 96224049 
新增-地標（龍潭區日出公園更新改

善工程） 

臺中市 臺中市大甲區日南社區暨長照服務活動中心 95214036 
新增-地標+建物（臺中大甲日南社

區暨長照服務活動中心興建工程） 

臺中市 臺中市沙鹿區犁分社區活動中心 95213003 
新增-地標（臺中市沙鹿區犁分社區

活動中心興建工程） 

臺中市 臺中市烏日區東園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95213066 
新增-地標+建物（臺中市烏日區東

園國民小學新建幼兒園園舍工程） 

臺中市 新庄里運動休閒公園 95214086 
新增-地標+區塊（臺中神岡第四公

墓轉型綠美化公園） 

臺中市 臺中市豐原水資源回收中心 95213009 新增-地標 

臺中市 臺中市烏日區細兒 6共融公園 95213055 新增-地標 

臺中市 臺中市大雅區公館新村停車場 95213005 新增-地標 

臺中市 臺中市太平親子館 95213059 新增-地標 

嘉義市 嘉義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 94191018 新增-地標 

嘉義縣 嘉義縣義竹鄉後鎮村活動中心 94194059 
新增-地標+建物（義竹鄉後鎮村活

動中心新建工程） 

臺南市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海南派出所 94193088 
搬遷-地標+新增-建物（第三分局海

南派出所新建工程） 

臺南市 臺南市新營區多功能聯合里民活動中心 94191072 

新增-地標+建物【臺南市新營區多

功能聯合里民（民生里、三仙里、

新南里、新北里）活動中心新建工

程】 

臺南市 公 66 公園 
94193098 

94193090 

新增-區塊（台南大型生態特色公

園） 

臺南市 
公 2公園、公 3 公園、公 4公園 

公 16 公園、公 19公園、公 20 公園 
94191071 

新增-地標（鹽水水岸公園建置工

程） 

臺南市 臺南市大內楊家古厝 94192055 新增-地標 

花蓮縣 花蓮縣卓溪鄉清水部落聚會所 96191081 
新增-地標+建物（清水部落聚會所

興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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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更新內容 圖號 備註 

臺東縣 臺東縣消防局成功大隊都蘭分隊 96184059 
新增-地標（臺東縣消防局--都蘭分

隊新建工程） 

臺東縣 臺東縣池上鄉新興部落聚會所 96193058 
新增-地標（新興部落多功能聚會所

興建工程）+建物 

高雄市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果菜市場 
94181082 

94181080 
搬遷-地標（岡山新建果菜市場） 

屏東縣 屏東縣萬巒鄉衛生所暨高齡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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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東縣三地村納骨牆 95183016 新增-地標 

澎湖縣 澎湖縣政府消防局第二救災救護大隊花嶼分隊 92191033 
搬遷-地標（花嶼分隊廳舍新建工

程） 

澎湖縣 澎湖縣白沙鄉後寮生命紀念館 93203033 
新增-地標（澎湖縣白沙鄉後寮生命

紀念館新建工程） 

澎湖縣 澎湖縣湖西鄉林投村活動中心 93203076 
修改-建物區塊（澎湖縣湖西鄉林投

村活動中心興建計畫） 

連江縣 連江縣北竿鄉綜合社會福利館 93252010 
新增-地標+建物（連江縣北竿鄉綜

合社會福利館興建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