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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110年 7月局部更新成果一覽表 

配合使用者反映事項及預計 110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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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國道 3 號增設高原交流道工程（第 B44

標）」、「彰化縣花壇鄉 11 號計畫道路新闢工程」及「高雄市國道十號燕巢交流道延伸高 46線

銜接 186甲道路工程（銜接 186甲線替代便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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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局部更新  

桃園市國道 3 號增設高原交流道工程

(第 B44 標) 

彰化縣花壇鄉 11 號計畫道路新闢工程 

高雄市國道十號燕巢交流道延伸高 46

線銜接 186甲道路工程(銜接 186甲線

替代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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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內容－道路 

縣市別 更新內容 圖號 備註 

宜蘭縣 嘉冬橋 97222032 新增-道路（冬山河嘉冬橋興建工程） 

宜蘭縣 黎明路 
97222001 

97222002 
修改-路型 

臺北市 中角灣國際級衝浪基地旁計畫道路新闢工程 
97233005 

97233006 

修改-路型（中角灣國際級衝浪基地旁計

畫道路新闢工程） 

桃園市 龍祥街 96221001 修改-路型（桃園區龍祥街道路拓寬工程） 

桃園市 台 7線 96221042 修改-道路編號（省道台 7 線路線調整案） 

桃園市 國道 3號高原交流道 96224068 
新增-道路【國道 3 號增設高原交流道工

程（第 B44標）】 

桃園市 中正東路二段 321巷 96233089 

新增-路名（「橫峰里、沙崙里、大園里、

五權里、南港里、後厝里、圳頭里及內海

里」部分門牌整編實施計畫） 

桃園市 大華北街 96233090 
修改-路型（蘆竹區 109年度大華北街道

路拓寬工程） 

桃園市 
湳窩路 250巷 123弄、湳窩路 250巷 233弄、中豐

路高平段 1200巷 215 弄 

96224079 

96224078 
修改-路名（高平里等部分門牌整編案） 

桃園市 長興路三段 18巷、油管路一段 676 巷 

96232061 

96232062 

96232072 

修改-路名（內厝里及山鼻里部分門牌整

編實施計畫） 

新竹縣 高鐵東一路、高鐵東二路 96224072 新增-路名 

彰化縣 花壇鄉 11號計畫道路新闢工程 95213082 新增-道路 

彰化縣 學府路 101巷 95213082 新增-道路 

彰化縣 
崙工北一路、崙工北二路、崙工北八路、經建八路、

經建十一路 

94212047 

94212056 

94212057 

新增-道路 

臺中市 大智北路 95213048 
修改-路型【大智北路（武德街_八德街至

南京路）拓寬工程】 

臺中市 永春東二路 95213046 
新增-興建中註記（環中路五段至永順路

段） 

臺南市 德財一街、德財二街 94184029 
新增-路名（成功里 2條巷道拓寬道路命

名） 

臺南市 港明街、南中街、南海街、南慶街 94193058 
新增-路名（西港區南海里 4 條道路命名

公告） 

高雄市 新興區逍遙園北側計畫道路開闢工程 94182043 新增-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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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更新內容 圖號 備註 

高雄市 嘉保路 94182005 

新增-道路（國道十號燕巢交流道延伸高

46線銜接 186甲道路工程_銜接 186甲線

替代便道） 

高雄市 徳天街、海明街 94182022 新增-路名 

高雄市 松文街 94182065 修改-路名 

高雄市 後紅路 68巷 94181082 新增-道路+路名 

高雄市 捷安路 1 巷 94181082 新增-道路+路名 

高雄市 大學六街 51 巷 94182011 修改-路名 

高雄市 海富路 51巷 94182022 修改-路名 

高雄市 峰山路 70巷、峰山路 280巷 94181044 修改-路名 

屏東縣 屏 43 中華路 95183041 
修改-路型（屏 43線中華路平交道至農安

巷口拓寬工程） 

屏東縣 萬竹路 76巷 95183061 修改-路名 

澎湖縣 
澎湖縣馬公地區都市計畫春暉公園周邊計畫道路

開闢工程 
93203063 新增-道路 

澎湖縣 彭 42（全線廢止） 

92192017 

92192018 

92192027 

修改-道路編號（澎湖縣七美鄉鄉道路線

調整案） 

澎湖縣 彭 43（全線廢止） 
92192017 

92192027 

修改-道路編號（澎湖縣七美鄉鄉道路線

調整案） 

澎湖縣 彭 44（全線廢止） 

92192017 

92192018 

92192027 

修改-道路編號（澎湖縣七美鄉鄉道路線

調整案） 

澎湖縣 彭 36（路線調整） 

92192017 

92192018 

92192027 

修改-道路編號（澎湖縣七美鄉鄉道路線

調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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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內容－地標 

縣市別 更新內容 圖號 備註 

宜蘭縣 宜蘭縣羅東親子館 97222021 新增-地標 

宜蘭縣 宜蘭縣五結活力體操親子館 97222022 新增-地標 

宜蘭縣 宜蘭縣蘇澳鎮南方澳漁港第一魚市場 97222065 新增-地標 

臺北市 延平國小地下停車場 97233071 新增-地標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第四救災救護大隊士林中

隊、臺北市政府消防局第四救災救護大隊士林中

隊劍潭分隊 

97233061 

97233071 
搬遷-地標 

新北市 土城寵物公園 96221008 新增-地標+區塊 

新北市 喜歡運動中心 96232080 新增-地標 

新北市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第七救災救護大隊 96232100 新增-地標 

桃園市 新屋石滬故事館 95221020 新增-地標 

桃園市 桃園市中大國民運動中心 96224018 新增-地標 

桃園市 
桃園市平鎮區平鎮區第一市民活動中心、刪除

CONSTA 
96224030 修改-地標名稱 

桃園市 桃園市都市發展局住宅發展處 
96221002 

96232092 
搬遷-地標 

新竹縣 竹東鐵道親子公園 96223004 新增-地標 

彰化縣 阿斯貝克運動中心 94212067 新增-地標 

彰化縣 北頭文化館 94212077 新增-地標 

彰化縣 文開書院漢學中心 94212078 新增-地標 

彰化縣 玄璣公園 95204041 修改-地標名稱+區塊 

雲林縣 雲林縣政府勞動暨青年事務發展處 95203011 修改-地標名稱 

金門縣 莒光共融公園 90211023 修改-地標名稱 

臺中市 臺中和平區親子館 95211096 新增-地標 

臺中市 臺中市大雅親子館 95213006 新增-地標 

臺中市 黎新公園 95213035 修改-地標名稱+區塊名稱 

嘉義縣 嘉義縣日安中埔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94191030 新增-地標 

嘉義縣 中埔赤蘭溪生態園區 94191029 新增-地標 

臺南市 臺南市立鹽行國民中學 
94193080 

94193090 

新增-地標+區塊+建物（臺南鹽行國中

新設校工程） 

臺南市 臺南市立九份子國民中小學 

94193088 

94193097 

94193098 

新增-地標+區塊+建物（九份子國中小

新建工程） 

臺南市 臺南市善化區小新國小 

94192052 

94192053 

94192043 

搬遷-地標+區塊（小新國小校園新建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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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更新內容 圖號 備註 

臺南市 臺南市永康水資源回收中心 
94193080 

94193090 

新增-地標+建物（臺南市永康水資源回

收中心放流水回收再利用推動計畫統

包工程） 

臺南市 橡欣樓 94193096 新增-地標 

高雄市 高雄車站 94182042 搬遷-地標 

高雄市 楠梓科技產業園區、楠梓科技產業園區第二園區 94182012 修改-地標名稱+新增-地標 

高雄市 高雄流行音樂中心 94182052 修改-地標名稱 

高雄市 二聖公有停車場 94182053 新增-地標 

花蓮縣 豐濱有福館 97203061 新增-地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