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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110年 8月局部更新成果一覽表 

配合使用者反映事項及預計 110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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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樹林區山佳四號道路闢建工程」、「臺中

市西屯區宏福巷（福科路至福林路）打通工程」、「嘉義縣鹿草鄉都市計畫區編號 7-5 號計畫

道路新闢工程」及「高雄市茄萣區文化路 79 巷 22 號南側計畫道路開闢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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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局部更新  

新北市樹林區山佳四號道路闢建工程 

臺中市西屯區宏福巷（福科路至福林

路）打通工程 

嘉義縣鹿草鄉都市計畫區編號 7-5 號

計畫道路新闢工程 

高雄市茄萣區文化路 79 巷 22 號南側

計畫道路開闢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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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內容－道路 

縣市別 更新內容 圖號 備註 

新北市 新北市樹林區山佳四號道路闢建工程 96221016 新增-道路 

新北市 夏綠地街、中興路三段 45巷 
96232068 

96232078 

新增-路名（五股區新冪境綠化空間中央

軸帶南、北側道路命名） 

臺北市 中山北路 5段 748巷 97233051 新增-道路 

臺北市 興隆路 1 段 137 巷 86 號旁道路新築工程 97233092 新增-道路 

臺北市 大度路 3 段南側貴子坑溪旁道路拓寬工程 
96232050 

96232060 
修改-路型 

桃園市 新富路 1119 巷 96224006 修改-路名 

桃園市 合定路 96224010 修改-路名 

桃園市 聖亭路八德段 396巷 22弄 96224048 新增-道路 

桃園市 聖亭路八德段 396巷 23弄 96224048 新增-道路 

桃園市 

草新路、草新一路、學文路、學文一街、學文二街 

大功路、成功南路、民族路、民族一路、一心路 

福昌街、富觀街、富觀一街、富觀二街、聖心路 

聖心一街、聖心二街 

96233076 

96233085 

96233086 

新增-道路（草漯市地重劃第 3區及第 6

區民族路 17 條道路命名） 

桃園市 大福路 88巷 61 弄 96233096 修改-路名 

新竹縣 新豐鄉鳳坑村鳳鼻隧道北口道路新闢工程 95221039 新增-道路 

新竹縣 文華街 96224041 新增-道路 

新竹縣 文田橋 96224061 新增-道路 

南投縣 中正路二段 366 巷 95204100 

修改-路型【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

畫（公路系統）8年（104-111）計畫-151

乙線 0K+000~1K+473.41 道路拓寬改善

工程】 

雲林縣 仁壟橋 94202008 新增-橋名 

金門縣 
湖峰路、湖峰一街、湖峰二街、湖峰三街 

湖峰五街、湖峰六街、湖峰七街 

90211012 

90211013 

新增-路名（金門大橋金寧端區段道路命

名案） 

金門縣 太湖路一段 
90211016 

90211026 

修改-路型【金湖鎮太湖路（公園路口至

經武路口）道路拓寬改善工程】 

臺中市 崇德十路二段 95213017 

新增-道路（第 14期市地重劃區增設 8公

尺巷道及崇德十路貫通台 74 號橋下空間

至昌平路等工程） 

臺中市 宏福巷 95213025 
新增-道路【西屯區宏福巷（福科路至福

林路）打通工程】 

臺中市 內東路廣成巷 95214079 修改-路型（后里區內東路拓寬工程） 

臺中市 科雅西路 19 巷 
95213005 

95213015 
修改-路名【下廍里道路更（命）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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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更新內容 圖號 備註 

嘉義縣 
嘉義縣馬稠後產業園區-縣道 167線道路拓寬工程

（鹿草段） 

94191021 

94191022 

94191032 

新增-道路 

嘉義縣 
嘉義縣馬稠後產業園區-縣道 167線道路拓寬工程

（朴子段） 

94194020 

94191011 

94191021 

修改-路型 

嘉義縣 
嘉義縣馬稠後產業園區-嘉 45線延伸段道路拓寬工

程 

94191021 

94194030 
修改-路型 

嘉義縣 
太保市嘉 62 線 3k+532~3k+876 道路拓寬工程（仁

厝橋） 
94202096 修改-路型+新增-橋名 

嘉義縣 鹿草鄉都市計畫區編號 7-5號計畫道路新闢工程 
94191032 

94191033 
新增-道路 

臺南市 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 3期新建工程 

94193089 

94193079 

94193080 

94192071 

新增-興建中道路 

臺南市 
新營區護鎮里南 76 線往西至菜寮橋前道路拓寬工

程 

94191071 

94191072 
修改-路型 

高雄市 文麗街、新慶路 9巷、新慶路 20 巷 94182032 
修改-路名（高雄市左營區新下里門牌整

編） 

高雄市 茄萣區文化路 79巷 22 號南側計畫道路開闢工程 94184037 新增-道路 

高雄市 啟文路 
94182022 

94182032 
新增-路名 

高雄市 育智街 21巷 94181071 新增-路名 

高雄市 後勁中街 150巷 94182013 修改-路名 

高雄市 中興路二段 956 巷 94181050 修改-路名 

高雄市 中民路 958巷 94181084 修改-路名 

屏東縣 民生東路 11 巷 95183031 
修改-路型（屏東市民生東路 11 巷殯儀館

前道路拓寬工程） 

屏東縣 太原一路 94182030 
修改-路型【屏東市太原一路瓶頸段開闢

工程（第一階段）】 

屏東縣 

清水路、清進路、崁頂一路、崁頂二路 

頭前溪路、清溪路、清心路 

前進路、前進一路、前進二路、三塊厝路 

榮華街、富貴街、平安街、幸福街、吉祥街 

大吉路、大利路、大發路、大昌路、大順路 

大洲路、大進路 

94182038 

94182048 

94182039 

94182049 

新增/修改-路名 

（屏東市大洲、前進里道路更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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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更新內容 圖號 備註 

屏東縣 

下廍路、造福路、建興路、超峰街、福安街 

建樂一街、建樂二街、建樂三街 

建安一街、建安二街、建安三街 

94171010 

94171019 

94171020 

修改-路名【下廍里道路更（命）名案】 

屏東縣 南進巷 2 弄 9417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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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市消防局第二救災救護大隊暖暖分隊、暖暖

運動公園 
97233070 搬遷-地標 

新北市 永和中信機車停車場 97233091 新增-地標 

桃園市 公設民營桃園楊梅永寧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96224036 新增-地標 

桃園市 公設民營蘆竹富竹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96232081 新增-地標 

桃園市 桃園市文青水園水資源回收中心 96232086 修改-地標名稱 

新竹縣 竹東鎮信義立體停車場 96223004 新增-地標 

新竹縣 新竹縣原住民族文化教育產業推廣中心 96223004 新增-地標 

苗栗縣 苗栗縣公館鄉館中社區活動中心 95211003 新增-地標 

南投縣 日月潭遊客中心 95201057 新增-地標 

南投縣 昆蟲世界特色公園 95204007 新增-地標 

金門縣 金門縣金城公辦民營托嬰中心 90211023 新增-地標 

金門縣 金湖數位機會中心 90211027 新增-地標 

臺中市 大里樂活館 95213058 新增-地標 

臺南市 臺南市南區公兒 S34 公園 94184027 
新增-地標+區塊【臺南市南區公兒 S34

及公兒 S34（附）公園闢建工程】 

臺南市 臺南市永仁非營利幼兒園 94193100 
新增-地標+建物（「成長非營利幼兒園」

新建工程） 

臺南市 臺南市伯利恆佳里非營利幼兒園 94193037 
新增-地標+建物（「成長非營利幼兒園」

新建工程） 

臺南市 臺南市崑山土城非營利幼兒園 94193075 
新增-地標+建物（「成長非營利幼兒園」

新建工程） 

臺南市 臺南市西拉雅非營利幼兒園 94192021 
新增-地標+建物（「成長非營利幼兒園」

新建工程） 

臺南市 台電臺南鹽田太陽光電廠 94193025 新增-地標 

高雄市 高雄市無障礙之家附設燕巢家園 94181085 新增-地標 

屏東縣 屏東原百貨 94182030 新增-地標 

屏東縣 屏東縣環保局 94182030 
搬遷-地標+新增-建物（屏東縣政府生

態節能大樓新建工程） 

臺東縣 東河發富谷部落多功能聚會所 96181012 
新增-地標【臺東縣東河（發富谷）部

落多功能聚會所興建工程】 

臺東縣 臺東縣金峰鄉新興村納骨塔 95182050 新增-地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