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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110年 1月局部更新成果一覽表 

配合使用者反映事項及預計 110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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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臺南沙崙站銜接南 154 線連絡道工程」、「臺

南市歸仁十三路延伸至關廟道路工程」及「臺南市臺 20線北側增設國道兩側平面道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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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1 月局部更新 

高鐵臺南沙崙站銜接南 154 線連絡道工程 

臺南市歸仁十三路延伸至關廟道路工程 

臺南市臺 20線北側增設國道兩側平面道路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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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內容－道路 

縣市別 更新內容 圖號 備註 

新北市 

科技路、金信街、福田路 

福寧街、福城街、金埔街 

中央路四段 125 巷、185巷 

96221017 
新增-路名(土城區運校自辦市地重

劃區新闢道路命名案) 

新北市 北宜路二段 82巷 97224012 
修改-路名(青潭國小周邊計畫道路

開闢工程新闢道路命名案) 

新北市 大水湳路 

96232053 

96222063 

96222064 

新增-路名(林口戶政南勢 71之 30

號等 14戶門牌補整編案) 

桃園市 新光東路 96221032 修改-路名 

桃園市 
崙坪三路 15 巷、55 巷、55巷 88 弄、66 巷、156巷

崙坪五路 100巷、崙坪六路 21 巷、上大五路 425巷 
96224007 新增-路名 

桃園市 大有路 29巷 96232093 修改-路名 

桃園市 莊二街 96233086 修改-路名 

桃園市 高鐵站前路 96233099 修改-路名 

桃園市 

信義路 650巷、76 弄、88弄、150 弄、163弄、275

弄、309弄 

金山路 169巷、39巷、39巷 50 弄、39巷 588 弄 

信義路 1232 巷、308 弄、280 弄 

金山路 800巷、858 弄 

復興路一段 973 巷、973巷 8 弄 

復興路二段 488 巷、509巷、587 巷、531巷 

復興路二段 531 巷 21弄、87 弄、121弄 

齋明街 62巷、環湖路一段 

南興路一段 151 巷、151巷 55 弄 

96221031 

96221041 

96221042 

96221043 

96221044 

96221054 

96221062 

96221063 

96224080 

新增+修改-路名(桃園市大溪區戶政

事務所第 109年第二次門牌整編案) 

桃園市 

福祥一街、富貴街、富貴三街、富貴二街 

富貴一街、莊敬路、莊敬一街、莊敬二街 

莊敬三街、保障路、忠孝路、忠孝一街 

96223076 

96223086 

新增-道路(草漯市地重劃第 1 區富

貴街等 11條道路命名案) 

桃園市 
工二路一段 39巷、96巷 

梅龍路 464巷、民治十六街 87 巷、大同路 166巷 

96224048 

96224059 

96224079 

修改-路名(烏林里、八德里、三林里

及中正里等部分門牌整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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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更新內容 圖號 備註 

桃園市 

福興一街、南竹路五段 224巷 45 弄 

龍安街二段 350 巷、716巷、1580巷 

中興路 522巷、仁愛路三段 560巷 38 弄、580巷 

源福三街、赤塗一路 390巷、山林路三段 332巷 

南竹路四段 250 巷、富國路二段 755 巷 

中正北路 1106巷 52弄 

96232081 

96232091 

96221001 

96224010 

96233100 

96232073 

96232061 

96232074 

96232073 

96233090 

96232071 

新增-路名 

桃園市 新林路 191巷、富坡路 1200 巷 
96233085 

96233095 
新增+修改-路名 

桃園市 新生路 251巷 210弄 
96233086 

96233096 
新增-路名 

桃園市 
華興路二段 435 巷 172 弄、110弄 

華興路二段 397 巷、溪州路 332巷、中華路 203 巷 

96233078 

96233088 
新增+修改-路名 

桃園市 

福新路、福建路二段 359巷 

新華路二段 32巷、236 巷 

新富路一段 379 巷 79弄 

大湖路二段 311 巷 

大富路 280巷、280 巷 29弄、376 巷 

大湖路二段 589 巷、中山路二段 321 巷 

文中路 32巷 

96233095 

96233096 
新增+修改-路名 

新竹縣 新竹縣新豐鄉光星自辦市地重劃區 95221050 新增-道路 

新竹縣 新竹縣竹東鎮至善自辦市地重劃區 96223014 新增-道路 

新竹縣 麻園街 

96224071 

96224081 

96224082 

新增-路名(員山里台 68 線快速道路

下堤防側邊道路命名為麻園街案) 

南投縣 埔園路、埔園一路 
95201008 

95201009 
新增-道路 

南投縣 

福興路、福興南路、福興南路、福興南環路 

福興北環街、福興一街、福興二街、福興三街 

福興五街、福興六街、福興七街、福興九街 

福興五巷 

95201009 

95212099 

新增-道路(南投埔里福興農場旅館

區開發計畫新闢道路) 

彰化縣 信義二街 94212050 新增-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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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更新內容 圖號 備註 

彰化縣 保北路 151巷 88弄 95213031 新增-道路 

彰化縣 彰新路二段 86巷、118巷 95213062 新增-路名 

彰化縣 東彰路八段 160 巷、175巷、178 巷、178巷 35弄 
95204023 

95204024 

修改-路名(彰化縣員林市東彰路近

期進行門牌整編) 

臺中市 溫泉路 95213044 

修改-路名(南屯區轄內「中台路 302

巷與 303 巷」道路名稱整併暨「溫

泉路」道路命名公告) 

臺中市 五權南一路 95213057 
新增-興建中道路【五權南一路開闢

工程(美村南路至南和一街)】+路名 

臺中市 

文心南三路、文心南五路二段、益豐路三段 

永春東五路、永春東六路、永春東七路 

鎮富路、龍富十路、龍富十五路 

樂心街、益富街、萬和南三街、萬和南街 

95213045 

95213040 

新增-興建中道路+路名 

(南屯區轄內「臺中市新八自辦市地

重劃區(單元四)」新闢計畫道路命名

公告) 

臺中市 福田五街 95213056 
修改-路名(南區「樹義里大慶街一段

257之 3巷」道路更名公告) 

臺中市 寶格街 95213012 

修改-路名 

(「跨沙鹿區三鹿里及龍井區山腳里

之自強路 545巷」命名公告) 

臺中市 大智北一街、大智北路 95213048 修改-路名 

嘉義縣 縣 163 
94194069 

94194079 

修改-道路編號(嘉義縣政府轄內縣

道 163線公路路線調整案) 

嘉義縣 嘉 27 
94194059 

94194069 

修改-道路編號(嘉義縣政府轄內鄉

道嘉 27線公路路線調整案) 

嘉義縣 梅山鄉仁眼橋 95203065 新增-道路 

臺南市 高鐵台南沙崙站銜接南 154線連絡道工程 
94181012 

94181022 
新增-道路 

臺南市 歸仁十三路 
94181013 

94181023 

新增-道路(歸仁十三路延伸至關廟

道路工程) 

臺南市 三甲五街、三甲七街、三甲八街 94184030 

新增-路名 

(「文賢里三甲八街與三甲七街交叉

處至保安路二段道路」命名公告) 

臺南市 高速一街、高速二街 
94193090 

94193100 

新增-道路(臺 20 線北側增設國道兩

側平面道路工程) 

臺南市 西賢二街 94193097 新增-道路+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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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更新內容 圖號 備註 

臺南市 永成路一段 160 巷 94184028 新增-路名 

高雄市 北汕二路 53 巷 94171006 
新增-道路 

(林園區 14-2 道路開闢工程) 

高雄市 安美街 135巷、安美街 166巷 
94182065 

94182060 

修改-路名 

(小港區復華路 174 巷門牌整編) 

高雄市 富貴西街 117巷 94181072 新增-道路+路名 

高雄市 經武路 1130 巷 94182002 新增-路名 

高雄市 興隆路 438巷 94182057 新增-路名 

高雄市 興隆路 438巷 107弄 94182057 新增-路名 

高雄市 復華一街、復華路 94182065 修改-路名 

高雄市 復興一路、水源東路 
94182043 

94182040 
修改-路名 

屏東縣 環城北路，環城南路 
95164010 

95173100 

修改-路名 

(恆春鎮「環城南、北路」更名案) 

屏東縣 瑞光南路 
94182050 

95183030 
修改-路名 

屏東縣 公勇路 94182040 新增-興建中道路 



6 

 更新內容－地標 

縣市別 更新內容 圖號 備註 

臺北市 
育達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普林思頓高級中等學

校 
97233072 修改-地標名稱 

宜蘭縣 宜蘭臨時轉運站 97221091 搬遷-地標 

南投縣 雲林縣綜合社會福利館 94202018 
新增-地標(雲林縣綜合社會福利館

新建工程) 

南投縣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南投分局 95204038 
新增-地標(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南投

分局辦公大樓新建工程) 

苗栗縣 苗栗縣三義鄉公所第二辦公室 95211031 新增-地標 

苗栗縣 中華郵政後龍郵局 95222052 搬遷-地標(苗栗後龍郵局新建工程) 

苗栗縣 苗栗縣通霄鎮衛生所 
95214007 

95214008 

搬遷-地標(苗栗縣通霄鎮衛生所興

建工程) 

桃園市 衛生福利部光輝葛拉行嘎浪微型日照中心 96221083 新增-地標 

桃園市 高雄銀行林口分行 96232075 修改-地標名稱 

桃園市 
桃園市立圖書館大竹分館 

桃園市蘆竹區興仁市民活動中心 
96232091 

新增-地標(蘆竹區中興、上興、新

興、中福四里聯合集會所、公托中

心、日照中心、圖書分館興建工程) 

桃園市 桃園市桃園區慈文市民活動中心 96232092 修改-地標名稱 

桃園市 桃園航空城工程處 96233078 新增-地標 

桃園市 中華郵政中壢青埔郵局 96233098 新增-地標 

新竹縣 停四停車場、停五停車場、公(兒)一公園、廣二公園 95221050 新增-地標 

新竹縣 
公(兒)七公園、廣一公園、公十一公園 

廣(停)二停車場、廣(停)三停車場 
96223014 新增-地標 

彰化縣 中華郵政彰化光復路郵局 95213062 搬遷-地標 

彰化縣 
彰化縣消防局第二大隊 

彰化縣消防局第二大隊員林西區分隊 
95204013 搬遷-地標 

臺中市 臺中市南屯區公 93 公園 95213035 
修改-地標名稱(全國水環境改善計

畫-公 93 水環境教育主題園區計畫) 

臺中市 臺中市東英非營利幼兒園 95213049 新增-地標+建物 

臺中市 墩腳綠園 95214099 新增-公園地標+區塊 

臺中市 光榮公園 95213058 新增-區塊 

臺中市 臺中市大里區公兒 23公園 95213068 新增-地標+區塊 

臺中市 臺中市潭子區公所 95213019 搬遷-地標 

臺中市 臺中市南屯區寶山里籃球場 95213035 新增-地標 

臺中市 愛買水湳店 95213027 新增-地標 

臺中市 臺中市自行車文化探索館 95213015 新增-地標+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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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更新內容 圖號 備註 

嘉義縣 嘉義縣民雄鄉樂齡運動館 94202077 
新增-地標+建物(嘉義縣民雄鄉樂齡

運動館新建工程) 

臺南市 大涼生態公園 94184008 
修改-地標+區塊名稱 

(「中西區公 97 公園闢建工程」) 

臺南市 臺南市南新非營利幼兒園 94191073 
新增-地標 

(南新國中新建幼兒園園舍工程) 

臺南市 永康東橋五路停車場 94193090 新增-地標+區塊 

臺南市 臺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94193099 新增-地標 

高雄市 苓雅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94182053 新增-地標 

高雄市 梓官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94181091 新增-地標 

高雄市 鳥松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94182034 新增-地標 

高雄市 鹽埕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94182042 新增-地標 

高雄市 大社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94182014 新增-地標 

高雄市 左營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94182032 新增-地標 

高雄市 高雄楠梓區基督長老教會牧師館 94182003 新增-地標 

屏東縣 屏東縣屏東市衛生所 94182030 
新增-地標+建物(屏東市衛生所新建

工程) 

花蓮縣 六號多功能研習館 97204003 新增-地標 

臺東縣 臺東縣成功鎮多元照顧服務中心 96192056 
新增-地標+建物(臺東縣成功鎮多元

照顧服務中心新建工程) 

臺東縣 臺東縣臺東市水資源回收中心 96183006 
新增-地標+建物(「臺東市水資源回

收中心」第一期新建工程) 

澎湖縣 西嶼彈藥本庫 93203071 新增-地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