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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2月局部更新成果一覽表 

配合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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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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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合街一段 35巷 

三合街一段 79巷 8弄、三合街一段 79巷 12弄 

三合街一段 117巷 6弄、三合街一段 117巷 50

弄 

臺北市 96232050 新增-路名 

北平西路 臺北市 
97233071 

97233081 
修改-路型 

和平東路三段 臺北市 97233093 
修改-路型(大安和平東路 3段(原臥龍

街)路型改善調整工程) 

行義路、泉源路 臺北市 97233041 修改-路名 

明德路 267巷 臺北市 97233051 修改-路名 

福田路 新北市 96221017 新增-道路 

學成路 新北市 96221025 新增-道路 

明志路二段 232巷 新北市 
96232077 

96232087 
修改-路名 

坡雅頭路 新北市 
96232078 

96232088 
修改-路名 

工專路 82巷 新北市 96232087 修改-路名 

龍岡路二、三段 桃園市 
96224029 

96224030 
修改-路型 

三民一路 

中正路 868巷 321弄、民權路三段 411巷 

榮安十三街、榮安十三街 5 巷、榮安十三街 9

巷 

榮和六街、長樂二街、復華十一街 

桃園市 

96221011 

96224008 

96224018 

96224019 

96224010 

修改-路名 

(桃園市中壢區復興里等門牌整編案) 

華仁街 22巷 桃園市 96221021 新增-道路 

力行路 328巷、正光二街 71巷、慈文路 468巷 桃園市 96232092 修改-路名 

三元街 桃園市 96232093 修改-路型 

民安橋 桃園市 96232094 修改-路型 

新竹市北二高茄苳交流道連絡道向東延伸新建

工程 
新竹市 

95221098 

95222008 
新增-道路 

永貞路二段、公園一街 苗栗縣 95222026 修改-路型 

縣 152溪林路 

彰水路 

呂厝路 

彰化縣 

94201057 

94201058 

94201059 

94201068 

94201069 

修改-路型 

(152 線 14K+500~22K+639 段拓寬工

程(第二標)-併辦土石標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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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內容 縣市別 圖號 備註 

彰濱西五路、慶安西路 彰化縣 
94212037 

94212038 
新增-路名 

永興街 彰化縣 94212040 新增-路名 

中正西路 彰化縣 
95204002 

95204003 
修改-路型 

大智街 彰化縣 95204012 新增-路名 

員林火車站西側廣場道路開闢工程 彰化縣 95204013 新增-道路 

公園一路、公園二路、公園六路 

公園三街、公園五街 

公園東路 

彰化縣 

95204031 

95204032 

95204041 

95204042 

修改-路名 

水尾路 50巷 11弄 彰化縣 95204032 新增-道路 

地政ㄧ街、地政二街、地政三街 彰化縣 95204041 新增-路名 

中 133 臺中市 
95214077 

95214087 

新增-道路編號 

(臺中市政府新納編區道) 

中 135 臺中市 
95214089 

95214099 

新增-道路編號 

(臺中市政府新納編區道) 

六股排路 

吉祥一街、吉祥二街、吉祥三街、吉祥五街 

如意一街、如意二街、順帆一街、順帆三街 

順帆五街、順帆七街、順帆九街、順帆十一街 

順帆十三街 

臺中市 

95214025 

95214035 

95214036 

95214046 

修改-路名 

(臺中市大甲區「西春泉及西岐農地重

劃區」道路命名) 

配合國 4(后豐交流道-台 3)路段主線封閉新闢

替代道路 
臺中市 95214100 新增-道路 

文新一街、文新二街、文新三街、文新五街 臺中市 95211093 
新增-興建中道路+路名 

(臺中市東勢區下新庄市地重劃) 

東興路一段 臺中市 95213056 
刪除-興建中註記(臺中市東興路往建

國南北路打通工程) 

敦化路二段、經貿五路 臺中市 95213026 新增-道路+路名 

嘉義縣大林鎮仁堅橋引道工程 嘉義縣 94202068 新增-道路 

嘉民北路 嘉義縣 94202074 新增-路名 

康橋大道、康橋一路、康橋二路 

東橋一路、東橋九路、東橋十一路、東橋十三

路、東橋十五路、東橋十七路 

東橋二街、東橋六街、東橋八街、東橋十街、

東橋十二街 

臺南市 
94193090 

94193100 

新增-道路+路名 

(臺南市永康砲校遷建暨創意設計園

區區段徵收) 

臺南中國城暨運河星鑽區段徵收 臺南市 94184008 新增-道路 

台 17甲線鹽水溪橋改建工程 臺南市 94193098 修改-路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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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內容 縣市別 圖號 備註 

安順庄大道 臺南市 94193067 
刪除-興建中註記 

(臺南新吉工業區全區道路啟用) 

新運五路二段 臺南市 

94191062 

94191071 

94191072 

新增-路名 

富東路、安富一街、安富二街、溪東三街 臺南市 94193088 修改-路名 

富昌街 臺南市 94191072 新增-路名 

興昌路 9巷 

興昌路 38巷、興昌路 38巷 19弄、興昌路 38

巷 29弄、興昌路 53巷、興昌路 76巷 

臺南市 94184008 修改-路名 

萬年路 160巷 

萬年三街 

萬年五街 31巷、萬年五街 61巷 

萬年五街 68巷、萬年五街 102巷 

臺南市 94184028 修改-路名 

鯤鯓路 25巷 臺南市 94184018 修改-路名 

新和東路 96巷 臺南市 94184018 修改-路名 

大成路一段 62巷 臺南市 94184008 新增-路名 

水交社路 20巷、水交社路 80巷 臺南市 94184008 修改-路名 

埕路 159巷 32弄 臺南市 94184018 修改-路名 

河堤路一段 138巷 高雄市 94182047 新增-路名 

大富街 45巷 高雄市 94181072 新增-道路+路名 

六合二路 151巷 高雄市 94182042 修改-路名 

竹圍路 199巷 高雄市 94181072 新增-路名 

富貴南街 68巷 高雄市 94181072 新增-路名 

嘉新東路 22巷 高雄市 94181073 新增-道路+路名 

格致街、格致街 500巷 高雄市 94182077 修改-路名 

埔路 

埔路 31巷、 埔路 51巷、 埔路 177巷 
高雄市 

94181091 

94181092 
新增-路名 

省道台 8線 176K+669~177K+464及

179K+475~180K+593等 2路段之路線調整案 
花蓮縣 

97213023 

97213033 
修改-道路編號 

光明橋 花蓮縣 97213094 
修改-路型+橋名(嘉邑行善團第508座

橋樑光明橋通車) 

開興路 花蓮縣 97204005 新增-道路+路名 

沿山路一段、沿山路二段 屏東縣 

95174024 

95174034 

95174035 

95174045 

95174054 

修改-路型 

(縣道 185線枋寮段(屏 132線至台 1

線 61K+795~64K+520)拓寬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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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內容 縣市別 圖號 備註 

杉板路 53巷 屏東縣 94171065 修改-路名 

 更新內容－地標 

更新內容 縣市別 圖號 備註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公宅 D2區地下停車場 臺北市 97224003 新增-地標 

家樂福明德店 臺北市 97233051 新增-地標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中崙派出所 臺北市 97233072 搬遷-地標 

萊爾富便利商店北市園區店 臺北市 97233075 新增-地標 

新北市土城區日和市民活動中心 新北市 96221008 新增-地標 

新北市土城大安活動中心 新北市 96221018 新增-地標 

新北市八里區頂罟市民活動中心 新北市 96232036 
新增-地標(新北市八里區頂罟市民活

動中心興建工程)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第三大隊淡水中隊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第三大隊竹圍分隊 
新北市 96232038 

新增-地標(第九大隊、淡水中隊暨竹

圍分隊新建工程) 

蘆洲仁愛停車場 

蘆洲仁愛愛市民活動中心 

蘆洲仁愛智慧圖書館 

新北市 96232069 
新增-地標(新北市蘆洲區仁愛停車場

多功能大樓新建工程) 

新北市三重棒球場 

文中小平面停車場 
新北市 96232079 

新增-地標 

(新北市棒球訓練基地興建工程) 

辰光橋 新北市 96232079 新增-地標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公宅 D2區地下停車場 新北市 97224003 新增-地標 

八德興仁夜市停車場 桃園市 96221022 新增-地標 

小烏來風景特定區義盛遊客中心暨里民集會所 桃園市 96221085 
新增-地標(小烏來風景特定區義盛遊

客中心暨里民集會所新建工程) 

桃園市中壢區過嶺森林公園 桃園市 96224017 新增-地標 

中原埤塘生態公園 桃園市 96224020 
新增-地標(桃市水務局進行大牛欄分

渠 14A滯洪池工程) 

五酒桶山公園 桃園市 96232070 新增-地標 

桃園市蘆竹區老人福利服務中心 桃園市 96232072 
新增-地標 

(蘆竹區老人福利服務中心新建工程) 

桃園航空城聯合服務中心 桃園市 96233078 新增-地標 

桃園市溪海休閒農業區遊客中心 桃園市 96233088 新增-地標 

桃園市中壢區青埔國民小學 桃園市 96233099 新增-地標 

桃園市大園區農會青埔辦事處 桃園市 96233099 新增-地標 

獅潭鄉竹木村社區活動中心 苗栗縣 95211015 
新增-地標(獅潭鄉竹木村(社區)活動

中心興建工程) 

功維敘隧道遊客服務中心 苗栗縣 95222072 新增-地標 

貓裏喵親子公園 苗栗縣 95222074 新增-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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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內容 縣市別 圖號 備註 

新竹縣竹東鎮生命禮儀館 新竹縣 96224093 
新增-地標(新竹縣竹東鎮生命禮儀館

（殯儀館）興建工程) 

台 76線埔心交流道至員林 30米園道北側新闢

工程 
彰化縣 

95204012 

95204013 
新增-道路 

大村鄉銀行山生命紀念園區納骨塔 彰化縣 95213094 
新增-地標(大村鄉銀行山生命紀念園

區納骨塔興建工程) 

雲林縣新湖村新厝仔集會所 雲林縣 94202012 
新增-地標 

(新湖村新厝仔集會所興建計畫) 

雲林縣褒忠鄉中勝村、埔姜村聯合集會所活動

中心 
雲林縣 94202023 

新增-地標(中勝村、埔姜村聯合集會

所活動中心興建計畫)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永福派出所 臺中市 95213025 新增-地標+建物 

臺中市文中 10棒球場 臺中市 95213018 
新增-地標+區塊 

(臺中市文中 10棒球場興建工程) 

臺中港區運動公園 臺中市 95213013 新增-地標名稱 

永興公園 臺中市 95213057 新增-地標+區塊 

臺中市養護工程處 臺中市 95213019 搬遷-地標 

公園路兵配場臨時路外公有停車場 臺南市 94193098 
修改-區塊範圍 

(臺南轉運站(兵配廠)新建工程)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實踐派出所 臺南市 94193099 
搬遷-地標(第五分局實踐派出所暨交

通分隊新建工程) 

古機械科技館 臺南市 94193089 新增-地標(機械科技館新建工程) 

西拉雅遊客服務中心 臺南市 94192024 
新增-地標(西拉雅遊客服務中心及行

政辦公廳舍新建工程) 

臺南市白河區庄內外角里聯合活動中心 臺南市 94191057 
新增-地標(臺南市白河區聯合活動中

心(庄內里、外角里)新建工程) 

安泰商業銀行台南分行 臺南市 94184009 搬遷-地標(安泰銀行台南分行喬遷) 

台南歸仁高鐵壘球場 臺南市 94181031 修改-地標名稱 

新化消防訓練中心 臺南市 94192083 新增-地標+建物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高雄分署 高雄市 94182044 
搬遷-地標(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高雄分

署辦公廳舍新建工程) 

岡山魚市場 高雄市 94181073 
新增-地標+建物 

(岡山魚市場新建工程) 

高雄市林園區戶政事務所 高雄市 94182096 搬遷-地標 

高雄市小港森林公園 高雄市 94182075 修改-地標名稱 

屏東縣竹田鄉公所清潔隊 屏東縣 95183062 修改-地標名稱 

澎湖水下考古工作站 澎湖縣 93203073 
新增-地標 

(澎湖水下考古工作站揭牌) 

澎湖第二處公共托育家園 澎湖縣 93203067 新增-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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