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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8 月局部更新成果一覽表 

配合 106 年 8 月臺灣地區重要公共工程及使用者反映事項辦理道路及地標之向量圖資局

部更新作業，更新範圍及內容說明如下。 
 

 

 圖 例  

□ 106 年 8 月局部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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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內容－道路 

更新內容 縣市別 圖號 備註 

第 C010 標國道 1 號里程 49k+120~49k+670南下

鄰接道路工程 
桃園市 96232082 新增-道路 

陳厝抗路 601 巷 桃園市 96232074 
新增-道路+路名 

(FP-66 農路拓寬工程) 

忠孝西路(忠孝西橋) 桃園市 96232082 
新增-道路(週邊便橋) 

(南崁溪忠孝西橋改建工程) 

中正北路 317 巷 新北市 96232079 

新增-道路+路名 

(三重、蘆洲區中正北路 317 巷道路

拓寬工程) 

立業路、立業路 61 巷、立業路 61 巷 1 弄 

立業路 61 巷 3 弄、立業路 69 巷、立業路 83 巷 
新北市 96232100 

修改-路名 

(新北市_環河西路至中原街門牌整

編) 

中華路一段 1 巷、中華路、北平西路 

西寧南路、延平北路一段、延平南路 

忠孝西路一段、忠孝西路二段、忠孝西路二段

16 巷、忠孝橋、重慶北路一段、重慶南路一段、

博愛路、塔城街 

臺北市 97233081 
修改-路型 

(忠孝西路北門周邊路型改善工程) 

興隆大橋 新竹縣 
96224072 

96224082 

新增-道路+路名 

(高鐵橋下聯絡道延伸至竹科工程) 

伯公崎橋 新竹縣 96223002 
新增-道路+路名 

(寶山水庫跨湖橋梁興建工程) 

銅鑼交流道中山高速公路 苗栗縣 95211002 
新增-道路+路名 

(銅鑼交流道東延段新闢道路工程) 

國道 3號南下側 133K+150~350新闢道路及排水

改善工程 
苗栗縣 95222061 新增-道路 

中水局霧峰區錦州段所轄土地範圍開闢新建道

路工程 
臺中市 

95213068 

95213069 
新增-道路 

五福街 彰化縣 94212078 
新增-道路+路名 

(鹿港鎮 123 號計畫道路闢建工程) 

彰化縣員林埔心 8 號道路 彰化縣 95204021 新增-道路 

新港都市計畫 4 號道路新闢工程 嘉義縣 94202074 新增-道路 

縣 157 嘉義縣 94191002 

修改-道路編號 

(嘉義縣政府提報縣道 157 線路線調

整公告) 

開南街 臺南市 94193099 
新增-道路 

(北區 NA-121-12M 道路工程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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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內容 縣市別 圖號 備註 

永旺路、永旺一街、永旺二街、永旺三街 

永榮路、永榮一街、永榮二街、永榮三街 
臺南市 

94193100 

94192091 

新增-路名 

(臺南市永康區大灣市地重劃) 

台南市楠西區南 186 線 3 公里處工程 臺南市 97233016 新增-道路 

台 20(唯金溪橋) 高雄市 95191094 

新增-道路+路名 

(台 20 線 113K+200 唯金溪橋重建工

程) 

鹽洲路 屏東縣 94171008 

修改-路型 

(新園鄉鹽埔漁港特定區 2 號計畫道

路拓寬工程) 

台 1(光復路) 屏東縣 
95183081 

95183082 

新增-道路(週邊便橋) 

(代辦高雄機廠遷建潮州及原有廠址

開發計畫-臺 1 線高架橋工程) 

台 1(和生路一段) 屏東縣 94182040 

新增-道路+路名 

(台 1 線 397K+762~398K+362 和生地

下道拆除改建平面道路工程) 

澎 20 澎湖縣 93203076 

修改-路型 

(澎 20 號線(隘門沙灘-軍人公墓前)道

路拓寬工程) 

士校路、太湖路二段 3 巷 金門縣 90211027 

新增-道路+路名 

[金門縣Ⅱ－6 計畫道路(國順街至金

湖國中段)道路新建工程] 

金寧鄉雙忠廟往鳳尾溝排水改善暨道路新建工

程 
金門縣 90211023 新增-道路 

錦安農路 苗栗縣 94191018 新增-道路+路名 

榮民南路 279 巷 桃園市 96224020 新增-道路+路名 

新昌街 31 巷 高雄市 94182012 新增-路名 

後昌路 822 巷 高雄市 94182012 新增-路名 

軍校路 822 巷 高雄市 94182012 新增-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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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內容－地標 

更新內容 縣市別 圖號 備註 

桃園市南崁新市鎮都市計畫停二停車場 桃園市 96232093 新增-地標+建物 

南平公園(公 8)  桃園市 96232092 新增-地標+建物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第一救災救護大隊坪頂分隊 桃園市 96232075 新增-地標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大隊平鎮中隊 桃園市 96224029 新增-地標 

臺鐵新富車站 桃園市 96224023 新增-地標 

桃園市樂信·瓦旦紀念公園 桃園市 96221085 新增-地標 

桃園市西坡埤塘生態公園 桃園市 96221013 新增-地標 

工藝交流館 桃園市 96221042 新增-地標 

中和區景新街立體停車場 新北市 97224001 新增-地標+建物 

新店分局石碇分駐所 新北市 97224007 修改-建物 

新北市三鶯水資源回收中心 新北市 96221015 新增-地標+建物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頂埔派出所 新北市 96221017 新增-地標 

新北市五股區衛生所 新北市 96232068 新增-地標 

三重仁信段平面停車場 新北市 96232070 新增-地標 

天狗庵史蹟公園 臺北市 96232050 新增-地標 

台北市北門廣場 臺北市 97233050 新增-地標 

豐原分局大雅分駐所 臺中市 95213006 新增-地標 

龍津高中 臺中市 95213011 修改-地標名稱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南科分館 臺南市 94192052 新增-地標 

第五分局北門派出所 臺南市 94193099 修改-地標位置 

苗栗縣自然生態保育中心 苗栗縣 95222092 新增-地標 

雲林監理站東勢分站 雲林縣 94203010 新增-地標+建物 

新竹市東區科園里集會所 新竹市 96224081 新增-地標 

成功停車場 新竹市 95221089 新增-地標+區塊 

嘉義市棒球原鄉 KANO 園區 嘉義市 94191009 新增-地標 

嘉義縣消防局大美分隊 嘉義縣 94202060 新增-地標 

鵬村農場濕地公園 屏東縣 94171030 新增-地標 

屏東縣枋山鄉民代表會 屏東縣 95174096 新增-地標 

永靖部落文化聚會所 屏東縣 95172093 新增-地標 

永康多功能活動廣場 臺東縣 96184025 新增-地標 

臺東分局寶桑派出所 臺東縣 96184097 新增-地標 

馬公分局東衛派出所 

東衛社區活動中心 
澎湖縣 93203074 修改-地標位置 

金門縣動物收容中心 金門縣 90211028 新增-地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