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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4月局部更新成果一覽表 

配合 107年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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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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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權東路 6段 210巷 臺北市 97233074 
新增-道路(民權東路 6 段 210 巷南段

道路新築工程) 

建國高架路段(建國南路與仁愛路交叉口)南下匝

道拓寬工程 
臺北市 97233082 

修改-路型(建國高架路段(建國南路

與仁愛路交叉口)南下匝道拓寬工程) 

龍五路 新北市 96221013 
修改-路名(新北市鶯歌區鳳鳴重劃區

門牌整編案) 

鳳三路、鶯歌路 新北市 96221014 
修改-路名(新北市鶯歌區永和二街門

牌整編案) 

義東街、義德街、莊泰路、幸福路 新北市 96232078 
新增-路名(新北市新泰自辦重劃區道

路命名案) 

車新路 新北市 
96231099 

96231100, 

新增-路名(新北市三芝區車新路整編

案) 

忠勇街 424巷 桃園市 96221012 
新增-道路(八德區忠勇街 424 巷瓶頸

打通工程) 

中興路 55巷、中豐路高平段 266巷 桃園市 96224060 
修改-路名(桃園市龍潭區武漢里門牌

整編案) 

民富三街 桃園市 96232093 
新增-道路(桃園區民富三街瓶頸路段

打通工程) 

隘口老街、堤頂街、堤頂一街 新竹縣 
96224072 

96224082 

新增-路名(新竹縣竹北市隘口里道路

命名) 

集集鎮中集路道路延長工程 南投縣 95201061 新增-道路 

彰鹿路 彰化縣 94212078 修改-單線改雙線 

士校路 金門縣 90211027 
修改-路型(金湖鎮士校路湖中至林兜

路口道路拓寬工程) 

環太東路 臺中市 95213039 

新增-道路(太平區豐中段 15地號都市

計畫道路(環太東路至長安路)開闢工

程) 

樹孝路 臺中市 95213039 

新增-道路(太平區樹孝路 25 號對面

10 米道路開闢工程(樹孝路至中山路

三段 170巷)) 

松一街 臺中市 95214054 
修改-路名(臺中市大安區松一街道路

拓寬工程) 

臺中市神岡清水聯外道路 臺中市 95214086 新增-道路 

西門路一段 臺南市 94184008 
新增-道路(臺南市水交社西南重劃區

SE-7-8M道路(退員宿舍段)開闢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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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內容 縣市別 圖號 備註 

漁光路 臺南市 
94184007 

94184017 
新增-道路 

行土橋 臺南市 94191056 新增-橋梁+橋名 

行鷹橋、行侯橋 臺南市 94191055 新增-道路 

土庫路 137巷 高雄市 94182003 修改-路名 

加仁路 高雄市 94182002 
修改-路名(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 356

巷 46弄門牌整編案) 

高雄市路竹區高 11線拓寬工程 高雄市 

94181051 

94181052 

94181062 

修改-路型 

正氣路 199巷 18弄 高雄市 94181071 新增-道路+路名 

萬倉街 屏東縣 94182040 新增-道路+路名 

花蓮縣鳳林鎮花 46線道路改善工程 花蓮縣 96202009 新增-道路+修改-道路編號 

壽豐鄉志學村內道路拓寬改善工程 花蓮縣 97204031 
修改-路型(壽豐鄉志學村內道路拓寬

改善工程) 

東 63線 2k+500-3k+600道路拓寬工程 臺東縣 
95182040 

95182050 
新增-橋名 

105年西莒生活圈道路闢建工程 連江縣 
93241007 

93241018 
新增-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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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內容－地標 

更新內容 縣市別 圖號 備註 

新崙里民活動中心 基隆市 97233049 新增-地標 

國光客運基隆站 基隆市 97233050 新增-地標 

壯圍旅遊服務園區 宜蘭縣 97222003 新增-地標+建物 

大港墘公園 臺北市 97233063 新增-地標+區塊 

臥龍生態學園環教基地 臺北市 97233092 新增-地標 

成功街水門堤外綠地停車場 新北市 96221017 
新增-地標+區塊(土城區成功街水門

堤外綠地規劃停車場) 

深澳漁港停車場 新北市 97232043 
新增-地標+區塊(深澳漁港周邊停車

場工程) 

桃園市北區原住民族天幕活動場 新北市 
97232093 

97232092 
新增-地標 

桃園市新屋區公民會館 桃園市 96224014 新增-地標 

甡甡兒童公園 桃園市 96224045 新增-地標+區塊 

永揚社福中心  桃園市 96224046 新增-地標+區塊 

桃園市北區原住民族天幕活動場 桃園市 96232075 
新增-地標(桃園市北區原住民族天幕

活動場興建工程)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同安派出所 桃園市 96232082 新增-地標 

朝陽水語教育園區 桃園市 96232093 新增-地標 

桃園市寶興活動中心暨停車場 桃園市 96232093 新增-地標 

桃園市大園生命紀念館 桃園市 96233078 新增-地標 

新竹市埔頂里集會所 新竹市 96224081 
新增-地標+建物(新竹市埔頂里集會

所新建工程) 

圳頭社區(里)活動中心 苗栗縣 95214009 
新增-地標(圳頭社區(里)活動中心興

建工程) 

苗栗縣後龍鎮南龍社區活動中心 苗栗縣 95222052 新增-地標+區塊 

南投市貓羅溪人行景觀橋梁 南投縣 95204028 
新增-地標(南投市貓羅溪人行景觀橋

梁新建工程) 

彰化縣埤頭鄉中和村集會所活動中心 彰化縣 94201058 
新增-地標+建物(彰化縣埤頭鄉中和

村集會所活動中心興建計畫) 

彰化縣田尾鄉豐田村集會所活動中心 彰化縣 95204031 
新增-地標(彰化縣田尾鄉豐田村集會

所活動中心興建計畫) 

雲林縣北港托育資源中心 雲林縣 94202062 
新增-地標(雲林縣北港托育資源中心

建置工程) 

雲林縣北港區家庭服務中心 雲林縣 94202062 
新增-地標(雲林縣北港區家庭服務中

心建置計畫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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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內容 縣市別 圖號 備註 

蚊港安檢所新 雲林縣 94204097 新增-地標(蚊港安檢所新建工程) 

臺中市大甲區龍泉里活動中心 臺中市 95214036 新增-地標+建物 

東昇公園 臺中市 95213047 
新增-區塊+修改-地標名稱(臺中市西

區的細兒 215公園) 

臺中市太平區文中 2臨時停車場 臺中市 95213039 
新增-地標+區塊(臺中市太平區文中

2臨時停車場擴建工程) 

嘉義縣民雄早安公園 嘉義縣 94202077 
修改-地標名稱(民雄鄉都市計畫公園

親子休閒空間營造工程) 

嘉義縣布袋鎮新厝里暨龍江里活動中心 嘉義縣 94194047 
新增-地標)嘉義縣布袋鎮新厝里暨龍

江里活動中心興建工程) 

清豐公有停車場 高雄市 94182003 
新增-地標+區塊(清豐公有停車場興

建工程) 

族群融合多目標聚會所 屏東縣 95183072 
新增-地標+建物(潮州鎮族群融合多

目標聚會所新建工程)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太魯閣工務

段 
花蓮縣 97213035 

新增-地標(洛韶工務段新建辦公廳舍

工程) 

臺東縣卑南族南王普悠瑪部落聚會所 臺東縣 96184085 新增-地標 

正興多功能鋼棚集會所活動中心 臺東縣 95182060 
新增-地標(正興多功能鋼棚集會所活

動中心新建工程) 

澎湖化石館 澎湖縣 93203073 新增-地標 

湖西生態公園 澎湖縣 93203066 新增-地標 

南澳水岸休閒廣場 連江縣 94251060 新增-地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