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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110年 6月局部更新成果一覽表 

配合使用者反映事項及預計 110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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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南區公 37（道）12M 道路工程（國民路

270 巷 75 弄至大林路）」及「臺南市鹽水公 2、公 3 及公 16 新闢公園週邊聯外道路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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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局部更新  

臺南市南區公 37（道）12M 道路工程

（國民路 270 巷 75 弄至大林路） 

臺南市鹽水公 2、公 3 及公 16 新闢公

園週邊聯外道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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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內容－道路 

縣市別 更新內容 圖號 備註 

新北市 民安街 96232099 修改-路名 

臺北市 稻香路 161巷 16弄 96232050 新增-道路 

臺北市 
斯文里二期整宅公辦都更基地東側 8 公尺計畫道

路新築工程 
97233071 新增-道路 

桃園市 文中一路 95 巷 96221002 新增-路名 

桃園市 榮平路 96224027 修改-路型 

桃園市 日新街 96224038 修改-路型 

桃園市 華安街 96224040 新增-道路 

桃園市 正光二街 8巷 96232092 新增-路名 

桃園市 力行路 662巷 96232092 新增-路名 

桃園市 石保路 660巷、石保路 720、石保路 795巷 96233093 新增+修改-路名 

桃園市 湳窩路 250巷 123弄、湳窩路 250巷 233弄 
96224078 

96224079 
新增-路名 

新竹縣 智慧路、智慧一路、智慧二路 96224061 新增-道路 

雲林縣 新生二路 94202030 修改-路型 

雲林縣 牛挑灣橋 94203060 新增-興建中標註 

臺中市 
筏堤東街一段、筏堤東街二段 

筏堤西街一段、筏堤西街二段 

95213016 

95213025 

95213026 

新增-路名【西屯區及大雅區筏子溪（東

海橋至農路橋）兩岸水防道路統一命名公

告】 

臺中市 高工二街 95213057 
修改-路名（南區「工學里大慶街一段 75

巷」道路更名公告） 

臺中市 

文心南三路、文心南五路二段、樂心街 

永春東七路、永春東五路、永春東六路 

益富街、益豐路三段、萬和南三街、萬和南街 

鎮富路、龍富十五路、龍富十路 

95213045 

95213046 

刪除-興建中註記【臺中市新八自辦市地

重劃區（單元四）】 

臺中市 國光路地下道填平工程（第 1 階段） 95213047 新增-興建中註記 

臺南市 體育路 

94184008 

94184009 

94184018 

94184019 

新增-道路【南區公 37（道）12M道路工

程（國民路 270 巷 75弄至大林路）】 

臺南市 
鹽水公 2、公 3及公 16 新闢公園週邊聯外道路 

鹽水區武廟路往舊岸內道路拓寬工程 
94191071 新增-道路 

臺南市 

草湖寮大道、草湖一路、草湖二路、草湖三路 

安信一街、安信二街、安信三街、安信六街 

安信八街、安信十街、梅花一路、梅花二路 

94193088 
新增-興建中道路+路名（草湖自辦市地重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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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更新內容 圖號 備註 

臺南市 義林南路 961巷、義林南路 961巷 136弄  94184020 新增-路名 

高雄市 時代南一路、時代南二路、時代南三路 94182063 
新增-興建中道路（高雄市前鎮區第 88期

市地重劃） 

高雄市 大社路 355巷、大社路 565巷 94181051 
新增-道路（路竹聖帝殿南側道路開闢工

程） 

高雄市 大學三十一街 
94182001 

94182011 

修改-路名（高雄市楠梓區德中路巷弄門

牌及原大學三十一街部分門牌整編） 

高雄市 內門區中埔里衙門口西段道路拓寬工程 94181038 修改-路型 

高雄市 

鐵道街、鐵道街 510巷、鐵道街 636 巷 

鐵道街 658巷、鐵道街 666巷 

鐵道一街、鐵道二街、鐵道三街 

鐵道三街 112巷、鐵道三街 296巷 

94182042 

94182043 

94182044 

修改-路名【高雄市鐵路地下化沿線道路

更（命）名門牌整編_三民區部分】 

高雄市 鐵道街、鐵道一街、鐵道街 321巷、鐵道街 331巷 94182044 
修改-路名【高雄市鐵路地下化沿線道路

更（命）名門牌整編_苓雅區部分】 

屏東縣 文華路 
95183051 

95183052 
修改-路名（萬丹戶政竹田鄉道路命名） 

澎湖縣 澎湖縣綜合體育場周邊都市計畫道路新建工程 93203073 新增-道路 

澎湖縣 
鎖港地區都市計畫鎖港工業區周邊計畫道路開闢

工程 

93203084 

93203094 
新增-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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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內容－地標 

縣市別 更新內容 圖號 備註 

宜蘭縣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區管理處宜蘭南

區服務所 

97223040 

97222041 
搬遷-地標 

臺北市 臺北市北投老人服務中心 96232050 新增-地標 

新北市 

新北市立碧華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碧華國民中學補校 

新北市立碧華國民中學附設幼兒園 

96232070 搬遷-地標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 97224012 搬遷-地標 

新北市 五股夏綠地 
96232068 

96232078 
新增-地標 

桃園市 桃園市中壢區篤行市民活動中心 96221011 新增-地標 

桃園市 桃園市八德區衛生所 96221022 搬遷-地標 

桃園市 桃園市中壢區大崙市民活動中心 96224007 新增-地標 

桃園市 桃園市過嶺非營利幼兒園 96224017 新增-地標 

桃園市 溪海埤塘生態公園 96233088 新增-地標 

新竹縣 公兒 28 96224061 修改-地標名稱 

新竹縣 
新竹縣政府警察局新埔分局 

新竹縣政府警察局新埔分局新埔派出所 
96224063 搬遷-地標 

雲林縣 雲林縣元長鄉子茂村活動中心 94202034 新增-地標 

臺中市 烏日三和活動中心新闢公園 95213054 新增-地標+區塊 

臺中市 西平大漁池文化公園 95213026 
修改-地標+區塊名稱（西平大漁池文化

公園） 

臺中市 臺中驛鐵道文化園區 95213048 新增-地標 

臺中市 臺中市大里區公所 
95213058 

95213057 
搬遷-地標 

臺南市 鹽水公 2、公 3、公 16、公 20 公園 94191071 
新增-區塊（鹽水區公 2、公 3、公 16

及公 20公園新闢工程） 

臺南市 大隆田生態文化園區 94192023 
新增-地標（臺南市政府城鎮之心工程

計畫） 

臺南市 臺南官田菱炭森活館 94192022 新增-地標 

臺南市 五間厝失智日間照顧中心 94191091 新增-地標 

屏東縣 屏東分局建國派出所 94182040 
搬遷-地標（屏東分局建國出所新建工

程） 

屏東縣 屏東藝術館 94182029 
修改-地標名稱（屏東藝術館專業展演

劇場升級整建工程） 

澎湖縣 雙湖園水資源中心 93203074 
新增-地標+建物（雙湖園水資源回收中

心新建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