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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7月局部更新成果一覽表 

配合 107年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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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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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合街 1段 82巷 50弄 臺北市 96232050 新增-路名 

文承路、承信路、承平路、福善路 臺北市 
96232060 

97233051 

新增-路名(臺北市北投士林科技園區

道路命名) 

樟坑湖路 新北市 96221028 
修改-路名(新北市三峽區樟坑湖路門

牌整編案) 

南勢街、南勢街 530巷 新北市 96232064 
修改-路名(新北市林口區 108市道都

市計畫區範圍外門牌整編案) 

眉芳路 桃園市 96221042 修改-路名 

中新地下道 桃園市 96224019 修改-路型 

楊梅區五守街至福羚路消防及水保改善工程 桃園市 96224038 新增-道路 

石門大圳巡防道路 桃園市 96224039 
修改-路型(平鎮區石門大圳巡防道路

改善工程) 

龍林街 桃園市 96232091 新增-道路 

永安路 615巷 桃園市 96232092 
修改-路名(桃園市桃園區中成里門牌

整編) 

永順街 99巷 桃園市 96232092 
新增-道路(桃園區永順街 99巷打通工

程) 

大新路 376巷 桃園市 96233090 
新增-道路(蘆竹區大新路 376巷瓶頸

路段改善工程) 

上庄路、上庄一路、東赤路、民興路 

後庄路、後庄三路、後庄五路、後庄六路 

後庄七路、後庄八路、後庄九路 

香坡路、香坡一路、香坡二路 

香坡二路一段、香坡三路 

槺榔一路、槺榔二路、槺榔三路、社子路 

望間一路、望間二路、望間三路、望間五路 

望間六路、福隆路一段、福隆路二段 

桃園市 

96224003 

96224004 

96224011 

96224013 

96224023 

新增-路名(桃園市新屋區上庄路等 27

條道路命名案) 

西濱路二段 2巷 126弄 

後館一路 83巷、後館一路 116巷 

內定十一街 140巷 

中興路二段 359巷、中興路二段 411巷 

中興路二段 429巷、中興路二段 523巷 

下埔路 1巷、下埔路 2巷 

下埔路 21巷、下埔路 106巷 

桃園市 

96233058 

96233068 

96233089 

96233099 

96233110 

修改-路名(桃園市大園區南港里等門

牌整編案) 

大竹北路 桃園市 
96232081 

96233090 

修改-路型(桃 19號道路(大竹路段)道

路拓寬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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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內容 縣市別 圖號 備註 

後館路、後館一路、後館二路、後館三路 

長發路、長發一路 

下埔路、海邊路、內海路、中興路二段 

桃園市 

96233068 

96233077 

96233089 

新增-路名(桃園市大園區後館路等道

路命名案) 

望間三路 桃園市 96224038 
修改-路型(平鎮區金星里南京路拓寬

工程) 

苗 47線及苗 47-1線道路拓寬改善工程 苗栗縣 

95214027 

95214036 

95214037 

修改-路型 

後龍都市計畫 16號道路 苗栗縣 95222052 新增-道路 

105年颱風豪雨災害台 21線 123K+400明隧道新

建工程 
南投縣 95202087 新增-道路 

竹山鎮 8號道路 南投縣 95204098 新增-道路(竹山鎮 8號道路新建工程) 

屏東至蔡厝間道路拓寬及排水改善工程 金門縣 90211007 修改-路型 

金門縣環島北路一段 金門縣 90211023 修改-路型 

信義街 臺中市 95213048 
新增-道路+路名(東區信義街打通銜

接臺糖區段徵收) 

願心三號橋 嘉義縣 94191028 
新增-道路+橋名(嘉義縣市民生社區

願心三號橋新建工程) 

仁傑橋 嘉義縣 94191018 
修改-路型+新增-橋名(嘉義縣市民生

社區仁傑橋改建工程) 

平順街 臺中市 95213047 修改-路名 

光輝街 臺南市 94192042 修改-路名 

信義路 臺南市 94192042 修改-路名 

嘉新東路 26巷 高雄市 94181072 新增-道路+路名 

大仁南路 182巷 高雄市 94181082 新增-道路+路名 

中華二路 157巷 高雄市 94182042 修改-路名 

光明路三段 78巷 139弄 

光明路三段 78巷 170弄 

光明路三段 78巷 251弄 

光明路三段 220巷 

光明路三段 220巷 183弄 

光明路三段 220巷 227弄 

光明路三段 220巷 331弄 

光明路三段 220巷 469弄 

光明路三段 418巷 

高雄市 94182057 新增-路名 

中山南路 36巷 62弄 高雄市 94181082 修改-路名 

至學路 592巷 高雄市 94182057 新增-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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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內容 縣市別 圖號 備註 

至學路 710巷 

至學路 860巷、至學路 860巷 37弄 

 

 更新內容－地標 

更新內容 縣市別 圖號 備註 

六合里里民活動中心 基隆市 97233049 
新增-地標(基隆市安樂區六合里里民

活動中心新建工程) 

板信商銀木柵分行 臺北市 97224003 搬遷-地標 

慈祐區民活動中心 臺北市 97233073 新增-地標 

芬蘭商務辦事處 臺北市 97233083 修改-地標名稱 

芎林村活動中心 新竹縣 96224083 
新增-地標(新竹縣芎林鄉芎林村活動

中心興建工程) 

竹光國民運動中心暨停車場 新竹市 95221078 
新增-地標(新竹市竹光國民運動中心

暨停車場興建工程(建築工程)) 

香山濕地園區 新竹市 95221087 新增-地標 

濱海低碳環境教育中心 新竹市 95221067 新增-地標 

大魯閣湳雅廣場 新竹市 95221079 新增-地標 

三義救護站 苗栗縣 95211031 新增-地標 

南投縣草屯鎮水資源回收中心 南投縣 95204017 新增-地標 

山崙里集會所活動中心 彰化縣 94212058 
新增-地標(鹿港鎮山崙里集會所活動

中心新建工程) 

大崙村及新興村聯合集會所活動中心 彰化縣 95204001 
新增-地標(彰化縣大村鄉大崙村及新

興村聯合集會所活動中心興建計畫) 

加錫村及貢旗村聯合集會所活動中心 彰化縣 95204001 
新增-地標(彰化縣大村鄉加錫村及貢

旗村聯合集會所活動中心興建計畫) 

經口村集會所活動中心 彰化縣 95204022 
新增-地標(彰化縣埔心鄉經口村集會

所活動中心興建計畫) 

彰化縣消防局二水分隊 彰化縣 95204075 
搬遷-地標(彰化縣消防局第二大隊二

水分隊辦公廳舍遷建工程) 

臺鐵栗林車站 臺中市 95213009 新增-地標(栗林車站工程) 

東勢館 臺中市 95211094 
新增-地標 

(白鶴亭殯葬設施設置工程)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第五救災救護大隊大安分隊 臺中市 95214064 
搬遷-地標(第五救災救護大隊大安分

隊廳舍遷建工程) 

臺中市大安區南埔簡易棒壘球場 臺中市 95214063 
新增-地標+區塊(臺中市大安區南埔

簡易棒壘球場新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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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內容 縣市別 圖號 備註 

台中市外埔綠能生態園區 臺中市 95214057 新增-地標 

臺中市東區六順多功能活動中心 臺中市 95213048 新增-地標 

半平厝公園 臺中市 95213047 修改-地標名稱 

臺南市南區公 82公園 臺南市 94184019 
新增-地標+區塊(臺南市南區公 82公

園新闢工程) 

前鎮輪渡站 高雄市 94182062 新增-地標(前鎮輪渡站新建工程) 

高雄市立圖書館旗山分館 高雄市 94181049 
新增-地標(高雄市立圖書館旗山分館

新建工程) 

五甲社區公有停車場 高雄市 94182054 
新增-地標+區塊(五甲社區公有停車

場新建工程) 

高雄市少康營區公園 高雄市 94182075 新增-地標+區塊 

臺鐵林榮新光車站 花蓮縣 96201079 
新增-地標(「臺鐵林榮復站工程」車

站建築工程) 

嘉義市復健保健公園 嘉義市 94191007 新增-地標+區塊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阿里山林業鐵路及文

化資產管理處 
嘉義市 94191008 新增-地標 

嘉義市火化場 嘉義縣 94191038 新增-地標 

臺東縣達仁鄉南田村聚集會所 臺東縣 95171086 
新增-地標(臺東縣達仁鄉南田村聚集

會所興建工程) 

安朔村活動中心 臺東縣 95171085 
新增-地標+建物(安朔村活動中心興

建計畫工程) 

屏東縣鹽埔鄉公所 屏東縣 95184093 
搬遷-地標(屏東縣鹽埔鄉行政中心新

建工程(統包工程案)) 

屏東縣瑪家鄉生命紀念園區納骨堂 屏東縣 95183015 
新增-地標+建物(屏東縣瑪家鄉生命

紀念園區納骨堂新建工程) 

枋寮鄉天時、地利與人和三村集會所活動中心 屏東縣 95174044 
新增-地標(枋寮鄉天時、地利與人和

三村集會所活動中心興建工程) 

高樹鄉殯儀館 屏東縣 95184074 新增-地標(高樹鄉殯儀館興建工程) 

屏東縣車城鄉公所 屏東縣 95173069 新增-地標 

國際廣場 澎湖縣 93203073 新增-地標+區塊 

白沙鄉大倉社區活動中心 澎湖縣 93203053 
新增-地標(白沙鄉大倉社區活動中心

興建工程) 

澎湖縣馬公市朝陽里集會所活動中心 澎湖縣 93203063 新增-地標+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