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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2月局部更新成果一覽表 

配合 107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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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7 年 2 月局部更新 

 圖 例  

□ 107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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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陽橋 臺北市 96232070 修改-路型 

八德街 598巷 新北市 96221016 

新增-道路(樹林區八德街 598巷打通

銜接中山路(樹林區山佳一號)道路工

程) 

重慶路 62巷 新北市 96232099 
新增-道路(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 62巷

道路瓶頸打通工程) 

中壢區中山東路(三段 230巷至龍文街)道路拓寬

改善工程 
桃園市 96224030 修改-路型 

海山路、海港路、海湖北路 

大坑街 

濱海路 

桃園市 
96232051 

96233060 

修改-路名(桃園市蘆竹區海湖里及坑

口里門牌整編) 

大華北街 桃園市 96233090 
修改-路型(蘆竹區大華北街第三期道

路改善工程) 

縣華街 新竹縣 95221070 修改-路名 

立人路 南投縣 95204017 
修改-路型(南投縣草屯立人路第一期

拓寬工程) 

天德路、天德一路、天德二路、天德三路 

天德南路 

天盛路、天盛一路、天盛二路、天盛北路 

彰化縣 94201007 修改-路名(彰化縣埔鹽鄉門牌整編) 

彰化縣田尾鄉光復路(彰 154線)拓寬工程 彰化縣 95204043 修改-路型 

新營及鹽水區南 80與南 74交接處至縣道 172線

新闢工程 
臺南市 

94191062 

94191071 

94191072 

新增-道路 

復興路 高雄市 
94181051 

94181061 

修改-路型(路竹區復興路(高 7線)道

路拓寬工程) 

代德一街、代德三街、代德二街、牛寮路 高雄市 94182064 

新增-路名(高雄市政府道路命名規劃

小組第 19次會議紀錄_鳳山區第 77

期市地重劃) 

政南街 高雄市 94182044 
新增-道路+路名(高雄市政府道路命

名規劃小組第 19次會議紀錄) 

時代南一路、時代南二路、時代南三路 高雄市 94182063 
新增-道路+路名(高雄市政府道路命

名規劃小組第 19次會議紀錄) 

惠都街 高雄市 94182003 

新增-路名(高雄市政府道路命名規劃

小組第 19次會議紀錄_楠梓區第 72

期市地重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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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內容 縣市別 圖號 備註 

美群北路 臺中市 95213069 
修改-路名(臺中市大里區美群路以北

至工業路以南整編案) 

民權西街 臺中市 95214098 修改-路名 

潭東街 臺中市 95213019 修改-路名 

佑民街 53巷 臺南市 94193098 修改-路型 

高鳳路 606巷 

高鳳路 726巷 
高雄市 94182065 

修改-路名(高雄市小港區孔宅里高鳳

路門牌整編案) 

臺南市安南區 AN09-424-8M道路工程 臺南市 94193088 新增-道路(計畫道路開闢) 

安中路一段 557巷 臺南市 94193088 修改-路名 

北安路二段 433巷 臺南市 94193088 修改-路名 

北汕尾二路 246巷 臺南市 94193085 修改-路名 

府安路五段 98巷 55弄 

府安路五段 105巷、府安路五段 105巷 51弄 
臺南市 94193088 修改-路名 

安新五路 

安新六路 
臺南市 

94193067 

94193068 
修改-路名 

長和路二段 12巷 213弄 臺南市 94193079 修改-路名 

長溪路三段 373巷 21弄 臺南市 94193078 修改-路名 

安和路五段 171巷、安和路五段 171巷 47弄、

安和路五段 171巷 27弄 
臺南市 94193079 新增-道路+路名 

海東五街 臺南市 94193088 修改-路名 

長泰街 高雄市 94182056 修改-路名 

長生街 高雄市 94182056 新增-道路+路名 

明隆街 51巷 高雄市 94182056 新增-道路+路名 

人和巷 20弄 高雄市 94181081 新增-道路+路名 

育英路 3巷 高雄市 94181081 新增-道路+路名 

鎮潭路 高雄市 94182065 新增-路名 

光明路三段 78巷 高雄市 94182057 修改-路名 

寶米路 188巷 17弄 高雄市 94181081 修改-路名 

岡榮路 11巷 12弄 高雄市 94181081 新增-路名 

久龍街 35巷 高雄市 94181081 修改-路名 

介壽西路 183巷 高雄市 94181081 修改-路名 

石潭路 117巷、石潭路 180巷 高雄市 94181091 新增-道路+路名 

本洲三街 40巷 高雄市 94181071 新增-道路+路名 

本洲一街 75巷 5弄 高雄市 94181071 修改-路名 

本洲路 450巷 高雄市 94184080 新增-路名 

本工二路 高雄市 94181071 修改-路名 

本工南二路 高雄市 94181071 新增-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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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內容 縣市別 圖號 備註 

岡山北路 193巷 51弄 高雄市 94181071 新增-道路+路名 

三隆路 601巷、三隆路 601巷 46弄 高雄市 94182057 新增-道路+路名 

頂潭北路 68巷 52弄 高雄市 94181081 新增-道路+路名 

鳳東路 401巷 高雄市 94182055 修改-路名 

鳳翔一街 38巷 高雄市 94182055 新增-路名 

育才路 56巷 高雄市 94181071 新增-道路+路名 

和發路 317巷 高雄市 
94182057 

94182067 
新增-路名 

河堤路一段 1130巷 

河堤路一段 1130巷 100弄 
高雄市 

94182047 

94182057 
新增-路名 

會結二路、會結二路 296巷 高雄市 94182077 新增-道路+路名 

中正路 91巷 高雄市 94182056 新增-路名 

萬丹路 471巷、萬丹路 471巷 170弄 高雄市 94182056 新增-路名 

立德路、立德路 315巷 高雄市 94182046 新增-道路+路名 

河堤路一段 856巷、河堤路 856巷 69弄 高雄市 9418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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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正氣橋下停車場 臺北市 97233083 新增-地標 

新北市林口東勢圖書閱覽室 新北市 96232075 新增-地標 

中和海洋主題公園 新北市 96232100 新增-地標 

桃園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桃園市 96221002 新增-地標 

桃園市立圖書館紅梅分館 

紅梅里市民活動中心 
桃園市 96224036 

新增-地標+建物(桃園市立圖書館紅

梅分館及紅梅里民眾集會所暨週邊

綠化新建統包工程) 

桃園市政府環保局海岸管理處 桃園市 96233078 新增-地標 

新竹市勞山新村停車場 新竹市 95221079 新增-地標 

萬安停車場 彰化縣 95213062 新增-地標+區塊 

臺中糖廠湖濱生態公園 臺中市 95213048 新增-地標+修改-面狀水域 

嘉義市國民運動中心 嘉義市 94191019 
新增-地標+建物(嘉義市國民運動中

心統包工程) 

嘉義市政府財政稅務局 嘉義市 94191008 修改-地標名稱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潮州分局西勢派出所 屏東縣 95183051 搬遷-地標 

梅山停車場 嘉義縣 95203063 新增-地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