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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5月局部更新成果一覽表 

配合 108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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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更新作業及提供宜蘭縣「宜 5線(山腳觀光道路尚德段)新建工程」、新北市「樹林區佳園路

3段 99巷延伸至三鶯二橋道路新闢工程」及臺中市「豐原區 11-11號道路工程」局部更新向

量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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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局部更新 

 宜 5 線(山腳觀光道路尚德段)

新建工程 

 樹林區佳園路 3 段 99 巷延伸至 

三鶯二橋道路新闢工程 

 豐原區 11-11 號道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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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內容－道路 

更新內容 縣市別 圖號 備註 

義六路 基隆市 97233050 修改-路型 

國慶路 182巷 新北市 96221009 
修改-道路名稱(新北板橋區和平路

143巷門牌整編) 

樹林區佳園路 3段 99巷延伸至三鶯二橋道路新闢

工程 
新北市 

96221015 

96221016 
新增-道路 

漢生東路 新北市 96232099 
修改-道路名稱(新北中和區漢民路門

牌整編) 

集賢路 336巷 

民權路 174巷 
新北市 96232069 

修改-道路名稱(新北蘆洲區民意街

101巷 1弄門牌整編) 

宜 5線(山腳觀光道路尚德段)新建工程 宜蘭縣 97223009 新增-道路 

中央街、朝陽街、日光路 

青溪一路、青溪二路、青溪三路 
桃園市 96232093 

新增-道路名稱(桃園市桃園區青溪里

小檜溪重劃區新闢道路命名) 

崁頂街 46巷、崁頂街 46巷 26巷 

文英街 115巷、文英街 239巷、文英街 275巷 

尖豐路 266巷、尖豐路 268巷 

苗栗縣 
95222026 

95222035 

修改-道路名稱(苗栗縣竹南鎮新南里

等門牌整編) 

縣道 126線 苗栗縣 95222066 
修改-道路編號(苗栗縣道 126線路線

調整) 

高鐵雲林站區南側道路改善工程(北工區) 雲林縣 

94202007 

94202016 

94202017 

94202026 

修改-路型 

介壽路 連江縣 
93252038 

93252048 

修改-路型(106年梅石村交通局至中

正堂道路闢建改善工程) 

仁義路 臺中市 95213068 
新增-道路(臺中市大里區仁義路打通

工程) 

祥和路 臺中市 95213009 
新增-道路(臺中市潭子區祥和路延伸

銜接至豐原區鐮村路道路開闢工程) 

昌平路二段 臺中市 95213027 
修改-路型(臺中北屯區昌平路二段豐

樂路至四平路拓寬至 12公尺) 

豐勢路二段 484巷、富陽路 235巷 臺中市 95214100 
新增-道路+修改-路型(豐原區 11-11

號道路工程) 

西安街 臺中市 95213026 
新增-道路(臺中市西屯區西安街打通

銜接水湳經貿園區) 

環港北路 臺中市 
95214071 

95214081 

新增-道路(臺中港環港北路延伸段新

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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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內容 縣市別 圖號 備註 

永福路 118巷 臺中市 95213025 
新增-道路(西屯區永福路 118巷計畫

道路打通) 

順帆一街、順帆三街 臺中市 
95214035 

95214036 
新增-路名 

三豐東路 142巷、三豐東路 142巷 120弄 

重劃東路 206巷、重劃東路 206巷 120弄 

重劃東路 206巷 190弄、重劃東路 206巷 27弄 

重劃東路 560巷 

臺中市 95214070 
修改-路名(臺中市后里區公館里門牌

整編) 

敦富八街、敦富六街、順興街 臺中市 95213028 
新增-路名(臺中市北屯捷運機廠、長

春自辦門牌整編) 

中嘉路 嘉義縣 94191037 
修改-路型(水上鄉嘉 175線

3K+310~4K+296道路拓寬工程) 

臺南市拓寬七股南 31線「喇叭型」瓶頸道路 臺南市 94193045 修改-路型 

德洋路 臺南市 94184020 
修改-路型(臺南德洋路交通瓶頸預拓

寬) 

東山區南 103線(牛山高幹 86-90)道路拓寬工程 臺南市 94191087 修改-路型 

民生路 386巷 臺南市 94191072 
新增-道路(新營區民生路 386巷計畫

道路開闢工程) 

博愛街 臺南市 94191073 
新增-道路【新營區博愛街(三興街至

民生路)道路開闢工程】 

台 20線勤和復興段復建工程 高雄市 

95192012 

95192021 

95192022 

修改-路型 

瑞祥街 高雄市 94182053 
修改-路型(前鎮區瑞祥街通往二聖路

末端道路拓寬工程) 

民生路 1010巷、民生路 1010巷 65弄 

民生路 1060巷 120弄、民生路 1070巷 

民生路 1070巷 19弄、民生路 1070巷 29弄 

民生路 1160巷、民生路 1160巷 45弄 

民生路 1160巷 47弄、民生路 1160巷 215弄 

民生路 1160巷 225弄 

高雄市 

94181033 

94181042 

94181043 

修改-路名(高雄市阿蓮區石安里門牌

整編) 

縣道 185線來義段(屏 109線至屏 112線)拓寬工程 屏東縣 

95183085 

95183094 

95183095 

修改-路型 

車城鄉統埔鎮安宮宮前道路新建工程 屏東縣 95173079 新增-道路 

東港鎮 1-4號道路工程 屏東縣 94171019 新增-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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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內容 縣市別 圖號 備註 

民和二路 屏東縣 94182040 
新增-道路(屏東市民和二路瓶頸段開

闢工程) 

仁保路 屏東縣 

95173079 

95173080 

95173090 

新增-路名(屏東縣恆春鎮仁保路道路

命名) 

變更金門特定區計畫_金門縣烈嶼鄉烈嶼國中周邊

地區市地重劃工程(第一期) 
金門縣 90214030 新增-道路 

吉慶路、吉海路、吉港路、鎖港一路、鎖港二路 

鎖港三路、鎖港五路、鎖港六路、鎖港七路 
澎湖縣 

93203084 

93203085 

93203094 

新增-路名(澎湖縣馬公市新闢道路命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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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內容－地標 

更新內容 縣市別 圖號 備註 

桃園市復興區華陵里市民活動中心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一區養護工程處復興工務段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第四救災救護大隊巴陵分隊 

桃園市 96222026 
新增-地標(桃園市政府巴陵綜合行政

中心新建工程)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第二救災救護大隊永安分隊 桃園市 96224001 新增-地標 

桃園市青年體驗學習園區 桃園市 96224001 新增-地標 

桃園區中路二號基地社會住宅地下停車場 桃園市 
96232092 

96221002 
新增-地標 

經國轉運站 桃園市 96232082 新增-地標 

桃園市桃園區東埔市民活動中心 桃園市 96232092 
新增-地標(桃園市桃園區東埔市民活

動中心興建工程) 

苗栗縣頭屋鄉獅潭村社區活動中心 苗栗縣 95222064 新增-地標 

臺中市甲興社會福利綜合大樓 臺中市 95213058 
新增-地標(臺中市甲興社會福利綜合

大樓興建工程)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第四救災救護大隊清泉分隊 臺中市 95213005 
搬遷-地標(第四救災救護大隊清泉分

隊新建工程) 

泰興巖 嘉義縣 95203086 修改-地標名稱 

嘉義舊監獄演武場、舊嘉義菸葉廠 嘉義市 
94191007 

94191009 
新增-地標 

臺南市麻豆區謝安、中民里聯合活動中心 臺南市 94193040 
新增-地標(臺南市麻豆區謝安、中民

里聯合活動中心新建工程) 

新營綜合轉運站 臺南市 94191072 
新增-地標(新營綜合轉運站新建工

程) 

杉林區第四公墓暨納骨塔 高雄市 95193093 
新增-地標(杉林區第四公墓暨納骨

塔) 

屏東縣恆春鎮山海里蟳廣集會所活動中心 屏東縣 95164009 
新增-地標(山海里蟳廣集會所活動中

心興建工程) 

潮州轉運站 屏東縣 95183072 新增-地標 

屏東縣獅子村中心崙公墓 臺東縣 95174097 
新增-地標(屏東縣獅子村中心崙公墓

興建工程) 

屏東縣草埔村橋西公墓 臺東縣 95172002 
新增-地標(屏東縣草埔村橋西公墓興

建工程) 

金門縣審計室 金門縣 90211033 
新增-地標(金門審計室辦公大樓工程

動土) 

金門縣工商休閒園區污水處理廠 金門縣 90211025 
新增-地標(金門工商休閒園區第一期

開發區污水處理廠工程) 

 

https://maps.nlsc.gov.tw/T09/mapshow.a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