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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110年 2月局部更新成果一覽表 

配合使用者反映事項及預計 110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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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彰化縣國道三號烏日交流道聯絡道延伸

至芬園段新闢工程延伸段」、「臺南市仁德特 27號道路工程（東段）」及「臺南市西港區東側

外環道路工程（南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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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局部更新 

臺中市彰化縣國道三號烏日交流道聯絡道

延伸至芬園段新闢工程延伸段 

臺南市仁德特 27 號道路工程（東段） 

臺南市西港區東側外環道路工程（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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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內容－道路 

縣市別 更新內容 圖號 備註 

宜蘭縣 化龍街 97221071 
修改-路型（礁溪鄉化龍街拓寬改善

工程） 

桃園市 龍勇路 79巷 96224030 
修改-路名（「龍德里、內厝里及五

權里」等部分門牌整編實施計畫） 

桃園市 中興路 461巷 2 弄 96224059 修改-路名 

桃園市 文化路 6 巷 96224070 修改-路名 

桃園市 文工一路、文信路 96232076 新增+修改-路名 

桃園市 寶倉街 96233083 
新增-道路（白玉里觀新段 895 等地

號新闢道路命名為寶倉街案） 

桃園市 

三座路375巷、上福路120巷、上大三路461巷 

大富路35、105、280巷 

大湖路一段37、880、272、336巷 

大湖路二段1巷51弄、大湖路二段668巷160弄 

大觀路三段671巷、大觀路四段300巷、300巷130弄 

工業八路360、465巷 

中山路一段177、377、511、928巷 

仁愛路二段177、245、395、439、439巷90弄 

仁愛路二段456巷、480巷25弄、文化路石橋段223巷 

文化路坑尾段376巷62弄、415巷 

文林路265、1077、1107巷、民族路591巷161弄 

快速路九段607、915、607、1399巷 

快速路八段315巷、500巷103弄、501巷 

育仁路一段452巷、育仁路二段269、270、230巷 

育金路79、101巷、忠孝路440巷10弄 

忠富路崙坪段460巷、忠愛路三段156巷 

東大路117巷、金華路381、549、551、628巷 

金橋路育仁段456巷、保障路885巷110、140 

保興路二段721、821巷、信義路337巷26弄、393巷 

員山路、桃科二路79巷、崙坪八路301巷 

崙坪三路55巷、梁福路55巷、250巷111弄 

富玉路、富坡路505巷、1200巷65、96、166弄 

富源五路32巷、塔腳路 

新生路251巷210弄150衖、新林路580巷 

新華路一段380、1047巷、新華路二段38、110巷 

嘉富路126巷55弄、358、386、465、126巷 

福山路三段80巷、福坪路525巷 

96224005 

96224006 

96224007 

96224016 

96233076 

96233083 

96233084 

96233085 

96233086 

96233087 

96233092 

96233093 

96233094 

96233095 

96233096 

修改-路名（觀音區藍埔里等計 22

里之部分門牌整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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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更新內容 圖號 備註 

廣大路231巷92、95弄 

廣大路231、881、1015、1016、1062、1063、1087巷 

福新路1180巷、廣玉路540巷、橫圳路405巷 

濱海路大潭段26、150、250巷 

濱海路武威段396巷 

濱海路保生段306、306巷309弄 

羅福路、羅福路180、236、270巷 

南投縣 大庄路 95204047 修改-路型 

彰化縣 中山路二段 351 巷 86弄 95204032 新增-道路 

臺中市 
國道三號烏日交流道聯絡道延伸至芬園段新闢工程

延伸段 
95213085 新增-道路+路/橋名（溪尾二橋） 

臺中市 文心街 51巷 95213002 
新增-道路 

（梧棲區 10-35-2號計畫道路工程） 

臺中市 寶格街 45巷 95213012 
新增-道路+路名（109 年度三鹿里寶

格街門牌整編執行計畫） 

臺中市 福貴路 95213009 

刪除-興建註記 

（潭子區福貴路打通至中山路工

程） 

臺中市 中科路 1531 巷 95213016 

修改-路名（臺中市西屯區「廣福里

廣福路、廣福路 156巷及廣福路 311

巷」門牌整編） 

臺中市 中山路四段 55巷 
95213039 

95213040 
修改-路名 

嘉義縣 蒜頭大橋 
94191001 

94191002 

修改-路型【縣道 157線

29K+800~30K+912（蒜頭大橋）拓

寬改建工程】 

臺南市 西港東側外環道路新闢工程 

94193048 

94192058 

94193059 

新增-道路 

臺南市 崙頂 1號橋 
94192072 

94192070 

新增-橋名（台南新市崙頂過水橋改

建工程） 

臺南市 新都路 
94184008 

94184010 

新增-興建中道路【南區 4-12-15M

道路（後段）接 4-71-15M至 I-4-12M

道路（前段）工程（新都路）】 

臺南市 德糖路 

94184020 

94184029 

94184030 

新增-道路 

（臺南仁德特 27號道路東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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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更新內容 圖號 備註 

高雄市 糖北路 94181093 
修改-路型 

（橋頭區糖北路道路拓寬工程） 

高雄市 勝利路 94182022 
修改-路型 

（左營區勝利路道路拓寬工程） 

高雄市 文中街 219巷 11弄 94182044 新增-路名 

高雄市 中山路 2 巷 94182055 新增-路名 

高雄市 文中街 205巷 94182044 修改-路名 

高雄市 
峰園路 68巷、峰山路 105巷、峰山路 125 巷 

峰山路 135巷 
94181044 修改-路名 

臺南市 信義路 7 巷 94192083 修改-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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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內容－地標 

縣市別 更新內容 圖號 備註 

基隆市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基隆市私立南榮

非營利幼兒園 
97233060 

新增-地標（新設私立南榮非營利幼

兒園工程）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南港派出所 
97233074 

97233075 

搬遷-地標【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

分局南港派出所新建工程（建築工

程）】 

新竹市 竹市何姓溪滯洪池 95221068 新增-地標 

新北市 新北市土城區明德市民活動中心 96221008 新增-地標 

新北市 新北市樹林區鹿角溪身障棒壘球場 96221017 新增-地標 

新北市 新北市五股五權公共托育中心 96232078 新增-地標 

新北市 新北市新莊頭前公共托育中心 96232079 新增-地標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央北中山公共托育中心 97224001 新增-地標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央北二路公共托育中心 97224001 新增-地標 

新北市 新店國民運動中心 97224012 新增-地標 

新北市 新北市汐止金龍公共托育中心 97233075 新增-地標 

新北市 新北市汐止樟樹公共托育中心 97233076 新增-地標 

新北市 西盛環保公園直排輪運動場 
96232088 

96232098 
新增-地標 

桃園市 桃園市桃園區文昌公園地下停車場 96221003 
新增-地標（桃園市桃園區文昌公園

地下停車場興建工程） 

桃園市 
桃園市中壢區文化公園地下停車場 

文化公園（文化兒童駕駛訓練公園） 
96224010 新增-地標 

桃園市 臺鐵中壢車站（後站） 96224019 搬遷-地標 

桃園市 坪鎮區公園服務中心 96224030 新增-地標 

桃園市 馬祖新村眷村文創園區 96224030 新增-地標 

桃園市 桃園市龍潭區高平市民活動中心 96224069 新增-地標 

桃園市 桃園市蘆竹區光明市民活動中心 96232082 
新增-地標（蘆竹區光明市民活動中

心新建工程） 

桃園市 兒十一公園 96232093 新增-地標 

桃園市 海湖運動森林公園 96233060 新增-地標 

新竹縣 新竹縣湖口鄉勝利村集會所活動中心 96224051 
新增-地標（湖口鄉勝利村集會所活

動中心興建工程） 

新竹縣 新竹縣竹北市嘉豐非營利幼兒園 96224071 
新增-地標（新竹縣文小一幼兒園新

建工程） 

新竹縣 新竹縣竹北市文興非營利幼兒園 96224071 
新增-地標（新竹縣竹北市文中二幼

兒園新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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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更新內容 圖號 備註 

新竹縣 

新竹縣竹北市停 19 文忠停車場 

新竹縣竹北市嘉豐二街停車場 

新竹縣竹北市勝利八街車停車場 

96224061 

96224071 
新增-地標 

南投縣 南投縣魚池鄉魚池鄉水社村老人會館 95201056 
新增-地標（南投縣魚池鄉水社村集

會所興建工程） 

南投縣 
南投縣信義鄉希娜巴嵐國民小學 

南投縣信義鄉希娜巴嵐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95202045 修改-地標名稱 

彰化縣 彰化縣竹塘鄉第十公墓懷孝堂 94201055 
新增-地標（彰化縣竹塘鄉公所第 10

公墓第 2 納骨堂新建工程） 

彰化縣 彰化縣伸港鄉第一公墓孝恩堂 94212050 
新增-地標（彰化縣伸港鄉第一公墓

靈堂新建工程） 

彰化縣 彰化縣彰化市國聖非營利幼兒園 95213063 
新增-地標（彰化縣國聖國小新建幼

兒園園舍建築工程案） 

雲林縣 臺鐵斗南車站 94202039 搬遷-地標 

金門縣 金門縣羅厝社區老人共餐中心 90211021 
新增-地標（烈嶼鄉羅厝社區老人共

餐中心新建工程） 

金門縣 金門縣烈嶼鄉南塘社區活動中心 
90214030 

90214040 

新增-地標（烈嶼鄉南塘社區活動中

心新建工程） 

臺中市 臺中市外埔區廍子里土城里聯合活動中心 95214068 

新增-地標+建物 

（臺中市外埔區廍子里及土城里聯

合活動中心新建工程） 

臺中市 臺中市神岡區新興公園 95214086 
新增-地標+區塊 

（神岡第四公墓轉型綠美化工程） 

臺中市 大甲鐵砧山雕塑公園 95214056 
修改-地標+區塊名稱 

（大甲鐵砧山雕塑公園二期工程） 

臺中市 烏日區九德里環中路六段橋下停車場興建工程 95213056 新增-地標 

臺中市 臺中市和平區梨山衛生所復健站 96211091 新增-地標 

臺中市 中華郵政東海大學郵局（臺中 5支） 95213024 新增-地標 

嘉義縣 嘉義縣鹿草鄉重寮社區活動中心 94191043 
新增-地標+建物（鹿草鄉重寮社區

活動中心新建工程） 

高雄市 高雄市鳳陽非營利幼兒園 94182075 

新增-地標+建物（高雄市 106-109

「校園社區化改造計畫-友善育兒

空間」鳳陽國小新建幼兒園園舍工

程） 

臺南市 臺南市新營網球場 94191072 
新增-地標+區塊 

（「文高 11 運動設施遷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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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更新內容 圖號 備註 

臺南市 大海的寶物 94184008 新增-地標 

花蓮縣 花蓮縣壽豐鄉豐山村考古博物館 96201060 新增-地標 

花蓮縣 花蓮縣壽豐鄉豐山村考古博物館 96201060 新增-地標 

花蓮縣 花蓮市社福中心 97204005 修改-地標名稱 

屏東縣 屏東市清潔隊部 94182030 
新增-地標（屏東市清潔隊部及附屬

停車場新建工程） 

屏東縣 屏東縣新埤日間照顧中心 95174012 新增-地標 

屏東縣 勝利星村創意生活園區 94182030 新增-地標 

澎湖縣 澎縣菓葉健康園區 93203067 新增-地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