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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6 月局部更新成果一覽表 

配合 108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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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更新作業及提供新竹縣「公道五路延伸新闢（向東）工研院中興院區支線」及彰化縣「台

76 線埔心交流道至員林 30 米園道北側新闢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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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局部更新 

 新竹縣公道五路延伸新闢（向東）

工研院中興院區支線 

 台 76線埔心交流道至員林 30米

園道北側新闢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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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內容－道路 

更新內容 縣市別 圖號 備註 

海山西路 宜蘭縣 
97222053 

97222054 

修改-路型【蘇澳鎮新馬地區第 17 號

路(海山西路)拓寬工程】 

新州路 新北市 96221008 
修改-路名(新北市土城區新洲路整

編) 

國際路一段 401 巷 桃園市 96221012 
修改-路型(桃園區國際路一段 401 巷

道工程) 

文中一路 213 巷、文中二路 77 巷 

保定三街 89 巷、永安一街 68 巷、永安路 653 巷 
桃園市 

96221002 

96232092 
修改-路名 

建德路 1 巷、建德路 1 巷 27 弄 

建德路 1 巷 70 弄、建德路 1 巷 70 弄 45 衖 

建德路 1 巷 70 弄 47 衖、建德路 1 巷 91 弄 

建德路 1 巷 91 弄 63 衖、建德路 1 巷 91 弄 67 衖 

永豐南路 31 巷 546 弄 

桃園市 
96221021 

96221031 

修改-路名(桃園市八德區興仁里及白

鷺里等地區部分門牌整編) 

建明路一段 109 巷、新榮路 277 巷 桃園市 
96224040 

96224029 

修改-路名(桃園市平鎮區「平興里、

東勢里、建安里及新榮里」等地區部

分門牌整編) 

梅龍路 桃園市 
96224048 

96224058 

修改-路型(桃園市龍潭區梅龍路道路

拓寬工程) 

牛角坡路、樂善二路、樂善三路、文化二路 桃園市 

96232075 

96232076 

96232085 

96232086 

新增-路名(桃園市龜山區機場捷運沿

線站區周邊土地開發 A7 站區開發案

興辦事業計畫道路命名) 

明新ㄧ街、明新二街、明新三街、明新五街 

明新六街、明新八街、明新十街、明新十二街 
新竹縣 95221060 

新增-路名(新竹縣松柏村新編街道命

名) 

工研路 新竹縣 96224082 
新增-道路【新竹縣公道五路延伸新闢

（向東）工研院中興院區支線】 

金獅ㄧ街、金獅二街、金獅三街 

金獅五街、金獅六街、金獅七街 

金獅八街、金獅九街、金獅十街 

新竹縣 96224083 
新增-路名(新竹縣金獅自辦農村社區

重劃道路命名) 

大厝巷 76 弄 彰化縣 95213072 新增-路名 

彰員路一段 601 巷 彰化縣 95213093 新增-路名 

員埔路 彰化縣 
95204012 

95204013 

新增-道路(台 76 線埔心交流道至員

林 30 米園道北側新闢工程) 

德安街 雲林縣 

95203012 

95203013 

95203003 

新增-路名(雲林縣斗六市市新命名道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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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內容 縣市別 圖號 備註 

修齊街 臺中市 95213028 
新增-道路(臺中市北屯區修齊街計

畫道路開闢工程) 

國 4 神岡聯絡道至中清路高鐵橋下道路開闢工程

(分段施工) 
臺中市 95213006 新增-道路 

福吉街 臺中市 95213026 
新增-道路+路名(臺中市西屯區福吉

街道路命名一案) 

富翁街 33 巷、富翁街 66 巷、富翁街 88 巷 

富翁街 102 巷、富翁街 226 巷、富翁街 230 巷 

富翁街 238 巷、富翁街 260 巷 

富翁街 260 巷 30 弄、富翁街 316 巷 

富翁街 316 巷 46 弄 

臺中市 95214100 新增-路名 

東關路八段 臺中市 
95211083 

95211093 

新增-路名(臺中市東關路八段道路

命名) 

大河一巷 臺中市 
95213026 

95213036 
新增-道路 

嘉義縣道 166 線道路新港鄉三間厝至民雄鄉牛斗

山段拓寬工程 
嘉義縣 94202096 修改-路型 

民樂街 嘉義縣 94202077 新增-路名 

仁人橋 嘉義縣 94191037 
修改-路型(嘉義縣仁人橋拓寬改善

工程) 

臺南市新化區區道南 170 線外環嘉南大圳路段拓

寬工程 
臺南市 94192082 修改-路型 

陸軍砲兵訓練指揮部關廟湯山營區聯外道路新

建工程 
臺南市 

94181003 

94181004 

94181013 

94181014 

新增-道路 

台 27 線中興至大津段拓寬改善工程(16K+040～

18K+000) 
高雄市 

95184016 

95184026 
修改-路型 

明航路、明安路、和發路、真愛路 高雄市 

94182052 

94182057 

94182063 

94182064 

94182067 

新增-路名 

大順路 屏東縣 94171019 新增-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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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內容 縣市別 圖號 備註 

台 9線 260K+150-268K+500(富源至瑞北段)道路

拓寬工程 
花蓮縣 

96202065 

96202066 

96202075 

96202076 

96202085 

96202095 

修改-路型 

福昌五街 花蓮縣 97204012  



5 

 更新內容－地標 

更新內容 縣市別 圖號 備註 

宜蘭縣冬山鄉大興老人文康中心 宜蘭縣 97222043 新增-地標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三重稽徵所 新北市 96232070 搬遷-地標 

台灣美國事務委員會 臺北市 97233081 修改-地標名稱 

臺中市交通局公共運輸處及捷運工程處 臺中市 95213047 
修改-地標(臺中市交通局公共運輸

處及捷運工程處整併)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 臺南市 94192081 搬遷-地標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歸仁分局交通分隊 臺南市 94181011 搬遷-地標 

高雄市民運動中心 高雄市 94182054 新增-地標 

洋山淨水場 金門縣 90211006 新增-地標(洋山淨水場新建工程) 

金門縣金湖鎮正義社區活動中心 金門縣 90211026 
新增-地標(正義社區活動中心興建

工程) 

金門縣警察局金城分局大二膽派出所 金門縣 90214047 新增-地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