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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110年 4月局部更新成果一覽表 

配合使用者反映事項及預計 110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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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延平路延伸至和平路道路新闢工程（第

一期：樹仁三街至國道 2 號北側）」、「桃園市新竹科學工業園區龍潭基地東向聯外道路拓寬工

程」、「南投縣埔里鎮福興農場聯外道路（投 76-1 線）新闢工程」及「嘉義縣縣道 157 線

29K+800~30K+912（蒜頭大橋）拓寬改建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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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局部更新  

桃園市延平路延伸至和平路道路新闢工程

（第一期：樹仁三街至國道 2 號北側） 

桃園市新竹科學工業園區龍潭基地東向聯外

道路拓寬工程 

南投縣埔里鎮福興農場聯外道路（投 76-1

線）新闢工程 

嘉義縣縣道 157線 29K+800~30K+912（蒜

頭大橋）拓寬改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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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內容－道路 

縣市別 更新內容 圖號 備註 

新北市 樹新路 50巷 96221007 修改-路型 

新北市 

光照街、光照街 9巷、10巷、二甲路 230巷、326巷 

甲一街、甲一街 190巷、120巷 

甲二街、甲三街、中正三路鄭厝巷 

甲五街、甲五街 60巷、115巷 

96221023 

96221024 

修改-路名【鶯歌區二甲路（含部分

分支路段）門牌整編案】 

桃園市 福山路 96224007 修改-路型 

桃園市 湧光路一段 96224048 

修改-路型（桃園市新竹科學工業園

區龍潭基地東向聯外道路拓寬工

程） 

桃園市 正光二街 8巷 96232092 新增-路名 

桃園市 

康莊路 711巷、791巷、793巷、828巷、828巷 1弄 

新光東路 20巷、61巷、61巷20弄、61巷 19弄、76巷 

仁美街 172巷、石園路 776巷、776巷 285弄 

96221032 

96221051 

96221052 

96224060 

修改+新增-路名（大溪區戶政事務

所 109年第 3次門牌整編案） 

桃園市 

民有一路、福隆路二段、望間路、望間二路 

望間三路、望間五路、望間六路、社福路 

後庄五路、後庄六路、永慶路、中山西路一段 

東興路二段、德尚路、埔頂一路、後塘路 

寶樹路、三民路、三民路一段、三民路二段 

槺榔路、香坡路、香坡一路、中山東路二段 

96224001 

96224002 

96224003 

96224004 

96224011 

96224012 

96224013 

96224014 

96224015 

96224016 

96224022 

96224023 

修改+新增-路名（新屋區戶政 109

年 12 月 29日門牌整編） 

桃園市 延平路 
96221003 

96221013 

新增-道路【桃園市延平路延伸至和

平路道路新闢工程（第一期：樹仁

三街至國道 2號北側）】 

桃園市 油管路一段 

96232061 

96232071 

96232072 

修改-路名（油管路一段道路延伸命

名案） 

桃園市 
復興三路 247巷、文藝街 

長庚球場路、長庚球場路 181 巷 

96221003 

96232085 

96232086 

修改+新增-路名（龜山區戶政事務

所辦理「公西里、大坑里、新路里、

舊路里、山頂里及文青里」部分門

牌整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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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更新內容 圖號 備註 

桃園市 觀泉路、石保路、新村路一段 

96233075 

96233084 

96233093 

修改+新增-路名（「觀泉路、石保路

及新村路一段」等 3條道路命名） 

桃園市 

玉林路一段 405 巷、桃科六路 200巷 

中興路 151巷、金華路 628巷 8弄、梁福路 250巷 

金橋路育仁段 122巷、新華路二段 468巷 

正大路 165巷、255 巷、399 巷 

96233083 

96233084 

96233094 

96233095 

96233096 

修改+新增-路名（「白玉里、藍埔

里、崙坪里及大同里」等部分門牌

整編實施計畫） 

桃園市 

寶順街、龍林街、龍林街 520 巷 

濱海路一段、濱海路一段 1088 巷 

山林路三段 1161巷、南勢六街 91巷 

南勢六街 91 巷 61弄、龍安街二段 716巷 

96232051 

96232052 

96232063 

96232064 

96232073 

96232074 

96232091 

96233100 

修改+新增-路名（蘆竹區戶政事務

所 109年第 3次門牌整編） 

苗栗縣 公義路 95222025 修改-路型 

苗栗縣 苗栗市橫車路至自治路瓶頸路段新闢工程 95222073 新增-道路 

苗栗縣 苗 17 線 0K+800~1K+150 
95222028 

95222038 

修改 - 路型（三灣鄉苗 17 線

0K+800~1K+150 瓶頸路段拓寬改

善工程動土） 

南投縣 清流部落西寶 1 號橋 95212078 修改-路型 

南投縣 投 70 線 0K+000-0K+800 

95201029 

95201039 

95201040 

修改-路型（投 70線 0K+000-0K+800

道路拓寬改善工程） 

南投縣 福興南路（投 76-1） 
95212099 

95201009 

新增-道路【南投縣埔里鎮福興農場

聯外道路(投 76-1線)新闢工程】 

雲林縣 雲 218線 95203004 
修改-路型【雲 218 線拓寬工程（民

享街至國道 3號高速公路橋下）】 

彰化縣 成功二路 116巷、96 巷、76 巷 94212095 修改-路名 

彰化縣 福德街 90巷 95213082 修改-路名 

金門縣 安岐新村道路及公共設施開闢工程 90211013 新增-道路 

臺中市 臺中市地下道填平工程（五權路） 95213047 
修改-路型（臺中市地下道填平工

程） 

臺中市 軍福十九路 95213028 
新增-道路（北屯區東光路（軍福十

九路口）計畫道路開闢工程） 

臺中市 復興東一街 95213048 
修改-路型（臺中東區復興東一街拓

寬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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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更新內容 圖號 備註 

臺中市 民生街 95213009 
新增-道路+路名（臺中潭子民生街

打通至福貴路工程） 

臺中市 公園路 352巷 29弄 95213055 
新增-道路+路名（烏日區公園路 396

巷銜接公園路352巷道路打通工程） 

臺中市 中山路四段 55巷、東英十七街 95213049 
修改-路型（東區東英十七街至太平

區中山路四段 55巷拓寬） 

臺中市 南興北一路 95213028 
新增-道路+路名（「北屯區南興北一

路打通至北屯路道路開闢工程」） 

臺中市 霧峰區 94-12M 道路開闢工程 95213068 新增-道路 

臺中市 敦富六街 95213028 

新增-道路+路名（「北捷區徵工程

8M-3 計畫道路延伸聯外道路開闢

工程」） 

臺中市 中 88 95212011 修改-路型（中 88線道復建工程） 

臺中市 中康街 215巷 
95213018 

95213027 

新增-道路+路名（西屯區中康街至

北屯區同榮路 239巷打通工程） 

臺中市 玉寶路 95213025 修改-路名 

臺中市 福容路 
95214068 

95214078 
新增-路名 

臺中市 大里公園街（東湖路至東南路）道路打通工程 95213068 新增-興建中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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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義縣 嘉 45-1 

94191011 

94191021 

94191022 

94194019 

94194020 

新增-道路編號（嘉義縣鄉道嘉 45-1

線公路路線調整） 

嘉義縣 

福興路、忠明路、忠信街、中庄街 

幸福一街、幸福二街、幸福三街、幸福五街 

幸福六街、幸福八街、幸福十街、幸福十二街 

94191019 
新增-興建中道路+路名（和睦自辦

市地重劃區道路命名） 

臺南市 
學甲區南 53 線（台 19 線至西寮排水分線）道路拓

寬工程 

94194098 

94193008 
修改-路型 

臺南市 長榮路鋼便橋 94193099 
新增-道路+橋名（臺南計畫 C211 標

臺南北段地下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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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更新內容 圖號 備註 

臺南市 

麻佳路一段、麻佳路二段、麻佳路三段 

麻學路一段、麻學路二段、麻學路三段 

麻苓路、芩子林一街、芩子林二街 

麻工一路、麻工二路、麻工三路 

麻柚一路、麻柚二路、麻柚三路、麻柚五路 

麻柚六路、麻興路一段、麻興路二段 

94183008 

94193018 

94193019 

94193028 

94193029 

94193030 

94193038 

新增-興建中道路+路名【「臺南市麻

豆工業區市地重劃工程」及工業區

對外銜接（跨佳里區、學甲區）等

14 條道路命名公告】 

臺南市 明興路 619巷 
94184027 

94184028 

修改-路型（南區 4-69-15M道路工

程） 

臺南市 勝利路 167巷 94193037 修改-路名 

臺南市 南榕大道  94184008 修改-路名 

高雄市 國 10 東向銜接國 1 北上匝道工程 94182023 修改-路型+刪除-興建中註記 

高雄市 友情路 94181083 
修改-路型（岡山區友情路拓寬工

程） 

高雄市 崇德路 94182022 
修改-路型（高雄鐵路地下化_左營

計畫區） 

高雄市 新莊一路、勝利路 94182022 
新增-道路（高雄鐵路地下化_左營

計畫區） 

高雄市 中華一路 94182032 
修改-路型（高雄鐵路地下化_左營

計畫區） 

高雄市 美術北三路、銘傳路 94182032 
新增-道路（高雄鐵路地下化_左營

計畫區） 

高雄市 明誠四路、逢甲路 94182032 
修改-路型（高雄鐵路地下化_左營

計畫區） 

高雄市 成功路 80巷 94181072 新增-路名 

高雄市 鐵新一街、鐵新二街、大港街 94182043 
新增-道路+路名（高雄市三民區第

71 期市地重劃區道路命名） 

高雄市 新慶路 94182032 
修改-路名（高雄市左營區新下里新

德路道路更名案） 

高雄市 鳳南一路 94182062 
修改-路名【鳳山區南成里牛寮路道

路更名案（第 77期市地重劃）】 

高雄市 站西路 94182042 
新增-道路（高雄車站站區暨周邊交

通改善計畫工程） 

高雄市 九如二路 13 巷、九如二路 85 巷 94182043 新增-路名 

高雄市 岡山北路 31 巷 94181072 新增-道路+路名 

屏東縣 琉球鄉（環島公路至忠孝路）道路新闢工程 94171065 新增-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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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更新內容 圖號 備註 

屏東縣 華錦路 

95183024 

95183014 

95183015 

修改-路名（長治鄉「華錦街」更名

為「華錦路」核定函） 

屏東縣 環南路 94182079 修改-路名 

花蓮縣 萬里溪橋 96202017 修改-路型（萬里溪橋改建工程） 

澎湖縣 新村路 93203073 
新增-道路+路名（「新村路延伸至海

埔路道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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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內容－地標 

縣市別 更新內容 圖號 備註 

宜蘭縣 宜蘭縣南澳鄉澳花衛生室 97214070 新增-地標 

宜蘭縣 宜蘭縣政府消防局第一大隊員山分隊 97223009 

搬遷-地標（宜蘭縣政府消防局第一

消防大隊暨員山消防分隊辦公廳舍

新建工程） 

新北市 新北市八里區公所 96232036 搬遷-地標 

新北市 

新北市稅捐處員工子女托嬰中心 

新北市板橋中山公共托育中心 

新北市板橋湳興公共托育中心 

新北市蘆洲國中公共托育中心 

96232069 

96232098 

96232099 

新增-地標 

新北市 新北市私立馬禮遜美國學校 96232066 新增-地標 

臺北市 臺北市萬華區萬華車站地下停車場 96232090 
新增-地標（代辦臺鐵萬華車站前廣

一、廣二用地地下停車場新建工程 

桃園市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第一救災救護大隊大湳分隊 96221012 
新增-地標（桃園市八德北景雲計畫

統包工程） 

桃園市 臺灣銀行亞矽創新分行 96233099 新增-地標 

雲林縣 口湖休息站（橋下） 94203066 新增-地標 

臺中市 臺中市烏日綜合社會福利館 95213055 
新增-地標+建物（臺中市烏日綜合

社會福利館興建工程） 

臺中市 東園稻田森林公園 95213066 
新增-地標+修改-區塊代碼（烏日區

第四公墓轉型） 

臺中市 臺中市立圖書館外埔分館 95214066 
修改-建物形狀（臺中市立圖書館外

埔分館擴建工程） 

臺中市 烏日溪邊公園 95213055 修改-地標名稱+新增-區塊 

臺中市 臺中市文化資產資材管理中心 95213058 新增-地標 

臺中市 高登公園  95213037 新增-地標+區塊 

臺南市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臺南歸仁校區 94181022 修改-地標+區塊名稱 

臺南市 工研院南部產業創新策略辦公室 94192005 新增-地標 

臺南市 關廟日間照顧中心 94181013 
新增-地標（「關廟社區長照機構」

日照中心） 

臺南市 臺南市私立崑山高級中學附設臺南市國際幼兒園 94193099 新增-地標 

臺南市 湯德章紀念館 94184008 新增-地標 

臺南市 新甲非營利幼兒園 94182054 新增-地標 

臺南市 黃金海岸方舟 94184027 修改-地標名稱 

臺南市 臺鐵臺南站（臨時後站） 94184009 新增-地標 

高雄市 保七天池小隊 95191087 新增-地標 

高雄市 高雄車站 94182042 搬遷-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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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更新內容 圖號 備註 

屏東縣 幸福驛客庄鐵道農藝文化園區 95183041 新增-地標+區塊 

花蓮縣 大農大富平森園區遊客中心 96202057 
新增-地標+建物（大農大富平地森

林園區遊客中心新建工程） 

花蓮縣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第九巡防區指揮部 97213075 新增-地標 

臺東縣 南京路園道 96184096 
修改-地標+區塊名稱（南京路園道

人行環境改善工程） 

澎湖縣 洪根深美術館 93203073 新增-地標 

澎湖縣 澎湖合橫海洋實驗小學 93203041 新增-地標 

澎湖縣 望安鄉公所馬上辦服務中心 93203073 新增-地標 

澎湖縣 中油澎湖營業處 93203073 新增-地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