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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110年 10月局部更新成果一覽表 

配合使用者反映事項及預計 110年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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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西湖鄉 2K+070至龍壽橋段聯絡道（苗

33支線）新闢工程」、「南投縣名間鄉十號道路新建工程（第二期）」及「高雄市鼓山區龍德

新路拓寬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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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10 月局部更新  

苗栗縣西湖鄉 2K+070 至龍壽橋段聯

絡道（苗 33 支線）新闢工程 

南投縣名間鄉十號道路新建工程（第二

期）  

高雄市鼓山區龍德新路拓寬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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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內容－道路 

縣市別 更新內容 圖號 備註 

基隆市 四腳亭交流道基隆港東岸聯外道路 97232051 修改-路型 

新北市 館前路 96221016 修改-路型 

新北市 寶高便道 97224002 新增-道路 

新北市 亞洲路 
96221008 

96221018 

修改-路型（新北市土城區亞洲路拓寬工

程） 

臺北市 西安街二段 259巷 96232060 
新增-路名（西安街 2段 259巷新闢道路

命名） 

桃園市 萬壽路二段 1034巷 96221004 
修改-路名（新路里及公西里部分門牌整

編實施計畫） 

桃園市 和成路 2巷 96221013 
修改-路名（大發里、大正里、福興里及

大強里部分門牌整編實施計畫） 

桃園市 湧光路 596巷 96224048 
修改-路名（平鎮區戶政事務所山峰里及

永安里部分門牌整編案） 

桃園市 中豐路 341巷 96224029 
新增-道路（平鎮區中豐路 341巷道路瓶

頸打通工程） 

桃園市 後寮二路 96224030 
修改-路型（中壢區後寮二路道路拓寬改

善工程） 

桃園市 楊梅區公九公園橫向新闢道路工程 96224037 新增-道路 

桃園市 
桃園市客運園區至機場聯絡道路（大園區環區北路

及環區東路路口至老街溪）新闢工程 

96233077 

96233078 

96233088 

新增-道路 

苗栗縣 
西湖鄉 2K+070至龍壽橋段聯絡道（苗 33支線）

新闢工程 
95223090 新增-道路 

南投縣 旺來路、旺來一路 95204047 新增-道路 

南投縣 名中街 95204068 
新增-道路【名間鄉十號道路新建工程（第

二期）及五十號道路拓寬工程】 

彰化縣 頭南新橋 94212069 新增-橋名 

彰化縣 大溪路跨越橋、新興街跨越橋、花秀路跨越橋 

94201020 

95213081 

95213091 

新增註記-興建中 

彰化縣 洋厝一號橋、山崙一號橋、牛肚溝橋 
94212068 

94212058 
新增註記-興建中 

彰化縣 叉巷 
95204043 

95204044 
修改-路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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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更新內容 圖號 備註 

雲林縣 

大展路、東科一街、東科二街、東科三路 

東科五街、東科六街、東科七街、東科八街 

東科九街、新光一街、新光二街、新光三街 

新光五路、興業路 

94202029 新增-路名 

臺中市 龍井區山腳排水上游延伸段新闢橋梁工程-第 1標 95213012 新增-興建中道路 

臺中市 鷺山橋 95213012 
修改-路型（龍井區山腳排水上游延伸段

新闢橋梁工程-第 1標） 

臺中市 龍山橋 95213012 
新增-橋名（龍井區山腳排水上游延伸段

新闢橋梁工程-第 1標） 

臺中市 中厝橋 95213011 
新增-橋名（龍井區山腳排水上游延伸段

新闢橋梁工程-第 1標） 

臺中市 永祥街 95213059 
修改-路型【太平區永祥街（長億六街至

長億八街）道路拓寬工程】 

嘉義縣 民雄頭橋地區都市計畫 11號道路第二期拓寬工程 
94202086 

94202087 
修改-路型 

嘉義縣 建國路一段 31巷 
94202077 

94202078 
修改-路名 

臺南市 大灣交流道南市增設專用道 
94193100 

94184010 
新增-道路 

臺南市 高發三路一段、高發三路二段 

94181012 

94181022 

94181032 

新增-路名（高鐵臺南沙崙站銜接南 154

線連絡道） 

臺南市 歸仁十三路一段、歸仁十三路二段 
94181022 

94181023 
修改-路名（歸仁十三路延伸至關廟道路） 

臺南市 古月橋 94191071 新增-橋名（信義路堤橋改建工程） 

高雄市 龍德新路 
94182032 

94182033 

修改-路型（高雄市鼓山區龍德新路拓寬

工程） 

屏東縣 大東路、大和街 94171017 
新增-路名+刪除-興建中註記（大東和自

辦市地重劃區新闢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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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內容－地標 

縣市別 更新內容 圖號 備註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 
97233071 

97233081 

搬遷-地標+建物【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

事警察大隊辦公大樓新建工程（建築工

程）】 

新北市 新北市土城區清水市民活動中心 96221009 
新增-地標（新北市土城區明德及清水

市民活動中心新建工程） 

新北市 育德公園 96221016 新增-地標+區塊 

新北市 芝蘭公園海上觀景平台 96231099 新增-地標 

桃園市 桃園市大湳社福館 96221012 新增-地標 

桃園市 桃園市大溪區員樹林市民活動中心 96221041 
新增-地標（107大溪區員樹林市民活動

中心新建工程） 

桃園市 桃園區大有地區立體停車場 96232093 
新增-地標（桃園市桃園區大有地區立

體停車場新建工程） 

桃園市 桃園市政府就業服務處桃園就業服務臺 96232093 
新增-地標（桃園市勞工教育大樓新建

工程） 

桃園市 
桃園市立羅浮高級中學、桃園市立羅浮高級中學

國中部 

96221074 

96221085 
新增-地標 

桃園市 1895乙未保臺紀念公園 
96224018 

96224028 
新增-地標 

桃園市 桃園市永福非營利幼兒園 
96224036 

96224046 

新增-地標【桃園市楊梅區永福段 1595

及 1601地號（永福）幼兒園新建工程】 

彰化縣 彰化縣員林市大峯里社區活動中心 95204015 

新增-地標【員林市大峯社區暨村里集

會所活動中心計畫興建案（大峰段

470、471、472地號）水土保持工程】 

彰化縣 彰化縣警察局彰化分局莿桐派出所 95213071 
搬遷-地標+建物（彰化縣警察局彰化分

局莿桐派出所辦公廳舍新建工程） 

雲林縣 雲林縣臺西鄉光華社區活動中心 94203028 
新增-地標（臺西鄉光華社區活動中心

興建工程） 

雲林縣 雲林縣警察局斗六分局斗六派出所 95203012 
搬遷-地標（斗六派出所辦公廳舍新建

工程） 

雲林縣 水碓段太陽能廠 95203033 新增-地標 

金門縣 金門家扶中心扶幼館 90211014 
新增-地標+建物（新光、新興、新高里

聯合活動中心興建工程） 

臺中市 臺中市潭子區簡易棒壘球場 95213019 
新增-地標+區塊（臺中市潭子區興豐段

興建簡易棒壘球場工程） 

臺中市 臺中市潭子區聯合辦公大樓後方空地停車場 95213019 
新增-地標+區塊（臺中市潭子區聯合辦

公大樓停車場新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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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更新內容 圖號 備註 

臺中市 中市沙鹿就業服務站 95214093 搬遷-地標 

臺中市 大里杙棧文創館 95213068 新增-地標 

臺中市 瑪利亞霧峰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日間照顧中心 95213078 新增-地標 

臺中市 洛卡賀社區長照機構 95212025 新增-地標 

臺中市 澄清復健醫院 
95213039 

95213015 
搬遷-地標+區塊 

臺中市 臺中市陳平非營利幼兒園 95213027 
新增-地標（臺中市北屯區陳平國民小

學新設非營利幼兒園工程） 

臺中市 臺中市潭陽非營利幼兒園 95213019 
新增-地標（臺中市新設非營利幼兒園

工程） 

臺中市 臺中市建平非營利幼兒園 95213049 
新增-地標（臺中市新設非營利幼兒園

工程） 

臺中市 臺中市東峰非營利幼兒園 95213048 
新增-地標+建物（臺中市新設非營利幼

兒園工程） 

臺中市 臺中市育賢非營利幼兒園 95213039 
新增-地標+建物（臺中市新設非營利幼

兒園工程） 

臺中市 臺中市廍子非營利幼兒園 95213039 
修改-地標名稱（臺中市新設非營利幼

兒園工程） 

臺中市 臺中市樹德非營利幼兒園 95213056 
修改-地標名稱（臺中市新設非營利幼

兒園工程） 

臺中市 臺中市豐樂非營利幼兒園 95213046 
新增-地標+建物（臺中市新設非營利幼

兒園工程） 

臺中市 臺中市東英非營利幼兒園 95213049 
新增-地標+建物（臺中市新設非營利幼

兒園工程） 

嘉義縣 嘉義縣大林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94202070 新增-地標 

臺南市 黃金海岸廊帶公園 94184027 
新增-地標+區塊（公 62及公 65公園闢

建工程） 

臺南市 長興生態公園 94193098 修改-地標+區塊名稱 

臺南市 北門雙春保安林  94194075 新增-地標 

臺南市 灣裡人工濕地公園 94184027 
新增-區塊（臺南市南區灣裡人工濕地

開發工程） 

臺南市 新營區公 3公園 94191073 
新增-地標+區塊（新營區公 3公園新闢

工程） 

臺南市 「化石爺爺」陳春木故居 94192065 新增-地標 

臺南市 臺南市中西區西湖社區活動中心 94193097 新增-地標 

臺南市 移民署台南第一服務站 94184008 搬遷-地標 

高雄市 高雄萬豪酒店 94182032 新增-地標 

臺東縣 八河局卑南溪環境解說園區 96184086 新增-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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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更新內容 圖號 備註 

臺東縣 杉原海水浴場 96184068 新增-地標 

澎湖縣 西嶼彈藥本庫軍事文化園區 93203071 修正-幾何+屬性 

澎湖縣 澎湖縣龍門海漂環保公園 93203077 新增-地標+區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