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預計施工日期 行政區 村里 原光點 新增光點 路段

1
2018/7/5
星期四

南區 SD0108

合作街145號至179號、合作街171巷1號至19號、合作街171巷2號至22號、仁和一街55號至93號
仁和一街70號至100號、仁和二街49號至63號、台中路382號至480號、仁和路242號至298號
興大文學院:仁和二街49號至63號(單)、登峰天廈:台中路382號至386號(雙)、早安大台中:台中路424號至430號(雙)、仁和社區:仁和路250號至
258號(雙)
富貴家族:仁和路280號至290號(雙)、登峰天廈:仁和路292號至298號(雙)

2
2018/7/5
星期四

南區 SD0109
國光路295號至297號、南門路2號至190號、興大路37號至135號、興大路35巷2號至16號
合作街295號至347號、合作街302號至342號、合作街301巷1號至17號、合作街301巷2號至8號
合作街314巷1號至3號、合作街314巷2號至4號、明德街2號至10號

3
2018/7/5
星期四

南區 SD0110

台中路291號至419號、台中路500號至522號、台中路291巷7號至23號、台中路291巷14號至24號
台中路405巷6號至6號、台中路405巷1弄1號至9號、台中路405巷1弄2號至8號、台中路405巷3弄1號至17號
台中路405巷3弄2號至18號、台中路405巷5弄1號至9號、台中路405巷5弄2號至8號、興大路1號至15號
興大路2號至18號、七中路15號至39號、七中路18號至156號、仁和二街85號至99號
仁和二街91巷1號至7號、仁和二街91巷2號至10號、仁和二街91巷12弄13號至13號、仁和二街91巷12弄16號至18號
仁和二街122巷5號至9號、仁和二街122巷6號至6號、濃特綠:興大路1號至15號(單)

4
2018/7/5
星期四

南區 SD0115

南門路25號至57號、南門路59巷1號至63號、南門路59巷25弄1號至11號、南門路59巷25弄2號至10號
南門路59巷45弄1號至13號、南門路59巷45弄2號至12號、南門路59巷55弄1號至15號、南門路59巷55弄2號至16號
南門路59巷65弄1號至31號、合作街361號至381號、合作街346號至390號、合作街388巷1號至3號
合作街388巷2號至4號、瑞光街1號至37號、瑞光街24號至32號、明德街44號至84號
明德街35巷2號至10號、明德街54巷1號至19號、明德街54巷2號至12號、明德街82巷1號至17號
明德街82巷2號至16號

5
2018/7/5
星期四

南區 SD0116

南門路1號至23號、南門路5巷2號至6號、南門路5巷1弄1號至7號、南門路5巷1弄2號至10號
南門路5巷2弄1號至7號、南門路5巷2弄2號至8號、台中路508號至562號、合作街349號至359號
瑞光街2號至22號、明德街21號至89號、明德街32號至42號、明德街35巷2號至10號
明德街81巷1號至29號、明德街81巷2號至18號

6
2018/7/5
星期四

南區 SD0210

復興園路13號至49號、五權南路220號至248號、建成路1773號至1815號、建成路1775巷1號至13號
建成路1775巷2號至20號、仁義街209號至221號、仁義街216號至248號、仁義街207巷1號至1號
仁義街207巷2號至10號、仁義街218巷1號至9號、仁義街218巷2號至2號、永和街159號至167號
永和街138號至160號、永和街156巷1號至5號、永東街1號至21號、永東街2號至26號

7
2018/7/5
星期四

南區 SD0211 仁義街231號至239號、五權南路200號至206號、興大翡儷:仁義街231號至239號(單)、興大翡儷:五權南路200號至206號(雙)

8
2018/7/5
星期四

南區 長榮里 E2003 SD0220

公理街55號至97號、公理街65巷1號至15號、公理街65巷2號至28號、公理街83巷1號至11號
公理街83巷2號至16號、信義南街145號至191號、有恆街65號至99號、有恆街60號至106號
有恆街72巷1號至3號、有恆街72巷2號至12號、有恆街98巷1號至11號、有恆街98巷2號至8號
國光路86號至130號、國光路110巷7號至23號、國光路110巷20號至28號、愛國街2號至76號

國光里

南門里

江川里

A2002

C2002

D2003

光點切割_日期及路段_2018年07月



序 預計施工日期 行政區 村里 原光點 新增光點 路段

9
2018/7/6
星期五

南區 SD0112

忠明南路1275號至1315號、忠明南路1276-1號至1326號、忠明南路1288巷1號至13號、忠明南路1288巷2號至32號
忠明南路1288巷3弄1號至9號、忠明南路1288巷3弄2號至14號、忠明南路1288巷16弄1號至19號、忠明南路1288巷16弄2號至22號
忠明南路1305巷2號至2號、忠明南路1305巷1弄1號至9號、忠明南路1305巷1弄2號至2號、忠明南路1305巷2弄1號至9號
忠明南路1305巷2弄2號至8號、忠明南路1320巷1號至27號、忠明南路1320巷2號至10號、忠明南路1320巷15弄1號至3號
忠明南路1320巷15弄2號至6號、明德街98巷1號至7號、明德街98巷2號至2號、明德街100巷1號至7號
明德街100巷2號至12號、太子吉吉園:忠明南路1320巷1號至27號(單)、太子吉吉園:忠明南路1320巷15弄1號至3號(單)

10
2018/7/6
星期五

南區 SD0113
國光路437號至487號、國光路447巷1號至11號、國光路447巷2號至8號、國光路469巷1號至13號
國光路469巷2號至24號、國光路469巷5弄1號至3號、國光路469巷5弄2號至2號、忠明南路1200號至1238號
忠明南路1240巷2號至14號、忠明南路1240巷12弄1號至19號、忠明南路1240巷12弄2號至16號

11
2018/7/6
星期五

南區 SD0213
國光路136號至192號、國光路134巷1號至19號、有恒街117號至167號、有恒街139巷1號至13號
忠孝路89號至89號、忠孝路70號至70號、忠孝路68巷1號至19號、忠孝路68巷2號至26號
建成路1509號至1519號、建成路1526號至1534號、仁和路1號至11號、美村大博市:忠孝路70號至70號(雙)

12
2018/7/6
星期五

南區 SD0214
學府路91號至121號、學府路88號至142號、學府路98巷1號至11號、公理街52號至108號
公理街88巷1號至19號、公理街88巷2號至18號、永和街232號至264號、永和街256巷1號至7號
永和街256巷2號至2號、信義南街115號至137號、信義南街150號至198號

13
2018/7/6
星期五

南區 SD0215

永和街281號至317號、建成路1796號至1920號、信義南街47號至79號、信義南街50號至138號
信義南街81巷1號至27號、新華街1號至63號、新華街2號至120號、新華街17巷1號至5號
新華街17巷2號至18號、新華街22巷1號至27號、新華街22巷2號至20號、新華街122巷1號至5號
新華街122巷2號至2號、京華特區:信義南街81巷1號至27號(單)

14
2018/7/6
星期五

南區 SD0216
學府路123號至133號、學府路135巷1號至5號、信義南街83號至109號、信義南街81巷2號至58號
京國特區:學府路123號至133號(單)、京國特區:學府路135巷1號至5號(單)、京國特區:信義南街85號至109號(單)、京國特區:信義南街81巷2號
至58號(雙)

15
2018/7/6
星期五

南區 SD0217
學府路135號至147號、學府路135巷6號至30號、學府路135巷2弄1號至15號、學府路147巷1號至21號
京城特區:學府路135號至145號(單)、京城特區:學府路135巷6號至30號(雙)、京城特區:學府路135巷2弄1號至15號(單)、京城特區:學府路147
巷1號至21號(單)

16
2018/7/6
星期五

南區 SD0218
學府路148號至166號、學府路146巷1號至15號、學府路168巷2號至16號、京都特區:學府路148號至166號(雙)
京都特區:學府路146巷1號至15號(單)、京都特區:學府路168巷2號至16號(雙)

17
2018/7/12
星期四

南區 SD0102

合作街13號至13號、合作街13巷7號至11號、合作街13巷10號至14號、合作街15巷9號至13號
合作街17巷1號至9號、合作街17巷2號至12號、忠孝路161號至195號、忠孝路157巷2號至12號
忠孝路165巷11號至35號、忠孝路165巷6號至16號、忠孝路195巷1號至11號、忠孝路195巷2號至12號
正氣街1號至37號、正氣街2號至22號、民意街53號至77號、民意街2號至30號
民意街14巷7號至7號、民意街14巷8號至20號、台中路124號至168號、台中路146巷1號至17號
台中路146巷2號至10號、信義南街310號至398號

南門里

德義里、江川里、新榮里、長
榮里

城隍里、國光里

B2002

B2003

A2001



序 預計施工日期 行政區 村里 原光點 新增光點 路段

18
2018/7/12
星期四

南區 SD0103

建成路1012號至1106號、建成路1010巷1號至11號、建成路1010巷2號至12號、台中路170號至234號
台中路182巷1號至5號、台中路182巷2號至2號、忠孝路140-4號至232號、忠孝路148巷1號至31號
忠孝路148巷2號至30號、忠孝路168巷1號至17號、忠孝路168巷2號至10號、忠孝路194巷1號至29號
忠孝路194巷2號至8號、忠孝路222巷1號至41號、忠孝路222巷2號至64號、民意街79號至101號
民意街36號至62號、正氣街47號至49號、正氣街52號至52號、親家新匯:正氣街47號至49號(單)
親家新藝:正氣街52號至52號(雙)

19
2018/7/12
星期四

南區 SD0104

建成路1005號至1191號、建成路1011巷1號至17號、建成路1011巷2號至36號、建成路1095巷1號至5號
建成路1141巷1號至7號、建成路1141巷2號至6號、台中路252號至316號、正氣街65號至85號
正氣街62號至86號、正氣街72巷2號至8號、正氣街73巷1號至11號、正氣街73巷2號至16號
合作街87號至107號、合作街124號至150號、合作街71巷16號至18號、瑞豐街2號至92號
瑞豐街38巷1號至11號、瑞豐街38巷2號至10號、住福社區:建成路1095巷1號至5號(單)

20
2018/7/12
星期四

南區 SD0105

瑞豐街3號至31號、瑞豐街1巷1號至11號、瑞豐街1巷2號至12號、瑞豐街19巷1弄1號至15號
瑞豐街19巷1弄2號至16號、瑞豐街19巷2弄3號至3號、瑞豐街19巷2弄4號至4號、瑞豐街19巷3弄1號至9號
瑞豐街19巷3弄2號至14號、瑞豐街19巷4弄1號至11號、瑞豐街19巷4弄2號至10號、瑞豐街19巷5弄11號至11號
瑞豐街19巷5弄8號至10號、瑞豐街19巷6弄1號至17號、瑞豐街19巷6弄2號至12號、瑞豐街19巷7弄1號至5號
瑞豐街19巷7弄2號至6號、瑞豐街19巷8弄1號至9號、瑞豐街19巷8弄2號至8號、瑞豐街33巷6號至20號
台中路322號至380號、台中路348巷5號至13號、台中路376巷1號至43號、台中路376巷2號至42號
仁和路215號至297號、仁和路225巷1號至15號、仁和路225巷2號至2號、仁和路259巷1號至17號
仁和路259巷2號至6號、合作街111號至141號、合作街156號至182號、合作街121巷2號至2號
合作街162巷4號至20號、合作街162巷17弄1號至7號、合作街162巷17弄2號至8號

21
2018/7/12
星期四

南區 SD0106

仁和路103號至211號、仁和路121巷1號至21號、仁和路121巷2號至16號、仁和路129巷1號至21號
仁和路129巷2號至14號、仁和路213巷1號至9號、仁和路213巷2號至6號、瑞豐街69號至97號
忠孝路72號至100號、忠孝路92-1巷1號至9號、忠孝路92-1巷2號至14號、忠孝路104巷1號至17號
忠孝路104巷2號至16號、正義街205號至233號、正義街162號至246號、正義街186巷1號至31號
正義街186巷2號至10號、正義街215巷1號至19號、正義街215巷2號至30號、正義街220巷1號至27號
正義街220巷2號至36號、正義街238巷1號至11號、正義街238巷2號至10號、建成路1193號至1501號
建成路1160號至1500號、國光路221號至243號

22
2018/7/12
星期四

南區 SD0301

忠孝路99號至135號、忠孝路121巷5號至15號、忠孝路121巷1弄1號至27號、忠孝路121巷1弄2號至30號
忠孝路123巷1號至9號、忠孝路123巷2號至10-5號、國光路75號至219號、國光路105巷1號至7號
國光路105巷2號至6號、國光路109巷1號至3號、國光路109巷2號至2號、濟世街53號至119號
濟世街82號至116號、愛國街91號至111號、愛國街80號至126號、愛國街88巷1號至31號
愛國街88巷2號至54號、復興路三段312巷36號至48號、信義南街209號至249號、正義街38號至156號
正義街104巷1號至19號、正義街104巷2號至18號、正義街118巷1號至23號、正義街118巷2號至24號
快樂頌:忠孝路121巷5號至15號(單)

23
2018/7/12
星期四

南區 SD0302

國光路1號至73號、國光路7巷1號至23號、國光路7巷2號至22號、國光路55巷1號至5號
國光路55巷2號至6號、愛國街79號至89號、正義街4號至36號、正義街2巷1號至15號
正義街2巷2號至16號、正義街46巷1號至19號、正義街46巷2號至18號、濟世街1號至51號
濟世街2號至76號、濟世街2巷1號至9號、濟世街2巷2號至10號、濟世街11巷1號至3號
濟世街11巷2號至4號、復興路三段291號至361號、復興路三段256號至326號、復興路三段312巷1號至19號
復興路三段312巷2號至32號、復興路三段341巷1號至29號、復興路三段341巷2號至18號

城隍里、國光里 A2001

A2001



序 預計施工日期 行政區 村里 原光點 新增光點 路段

24
2018/7/12
星期四

南區 SD0303

信義南街351號至361號、台中路58號至122號、台中路78巷1號至19號、台中路78巷2號至14號
民意街11號至51號、和平街9號至25號、和平街2號至2號、復興路三段334號至388號
復興路三段348巷1號至11號、復興路三段348巷2號至12號、復興路三段350巷1號至17號、復興路三段350巷2號至6號
復興路三段370巷1號至15號、復興路三段370巷2號至22號、復興路三段384巷7號至11號、復興路三段384巷2號至22號
正義街41號至77號、合作街30號至40號、合作街34巷1號至7號、合作街34巷2號至4號
合作街36巷1號至3號、合作街36巷2號至8號、合作街38巷1號至7號、合作街38巷2號至4號
愛國街123號至139號

25
2018/7/12
星期四

南區 SD0304

正義街7號至35號、台中路4號至48號、台中路2巷1號至25號、台中路2巷2號至24號
台中路38巷1號至13號、台中路38巷2號至16號、復興路三段363號至533號、復興路三段373巷1號至5號
復興路三段373巷2號至6號、復興路三段375巷1號至3號、復興路三段375巷2號至4號、復興路三段469巷1號至11號
復興路三段497巷1號至7號、復興路三段497巷2號至8號、復興路三段527巷1號至15號、復興路三段527巷2號至22號
合作街1號至5號、合作街2號至10號、民生路1號至21號、民生路2號至24號
民生路9巷1號至17號、民生路9巷2號至36號、民生路14巷1號至27號、民生路14巷2號至2號
民生路23巷1號至15號、民生路23巷2號至14號

26
2018/7/19
星期四

南區 SD0306

建國南路三段1號至153號、建國南路三段106巷1號至7號、建國南路三段106巷2號至6號、建國南路三段110巷1號至5號
建國南路三段110巷2號至6號、建國南路三段149巷1號至5號、建國南路三段149巷2號至12號、復興路三段101號至189號
復興路三段130號至132號、復興路三段57巷1號至3號、復興路三段109巷1號至25號、復興路三段109巷2號至20號
復興路三段111巷1號至3號、復興路三段139巷1號至11號、復興路三段139巷2號至26號、復興園路128號至138號
復興園路126巷1號至11號、復興園路126巷2號至12號、復興園路126巷5弄1號至5號、復興園路126巷2號至2號
新華街188號至208號、新華街190巷1號至9號、新華街190巷2號至18號、學府路197號至219號
學府路222號至232號、學府路228巷1號至15號、學府路228巷2號至20號、公理街2號至18號
興大哲園:建國南路3段149巷1號至12號(全)、興大哲園:學府路222號至232號(雙)

27
2018/7/19
星期四

南區 SD0307 學府路170號至170號、公理街28號至36號、賺錢時代:學府路170號(雙)、賺錢時代:公理街28號至36號(雙)

28
2018/7/19
星期四

南區 SD0308 學府路168巷5號至7號、賺錢時代:學府路168巷5號至7號(單)

29
2018/7/19
星期四

南區 SD0309 復興路3段142號至148號、大東家華園:復興路3段142號至148號(雙)、學府路190號至218號、大東家華園:學府路190號至218號(雙)

30
2018/7/19
星期四

南區 SD0310 學府路175號至189號、復興路3段136號至140號、大東家樸園:學府路175號至189號(單)、大東家樸園:復興路3段136號至140號(雙)

31
2018/7/19
星期四

南區 SD0311 學府路149號至173號、學府路147巷2號至8號、大東家南園:學府路149號至173號(單)、大東家南園:學府路147巷2號至8號(雙)

32
2018/7/20
星期五

南區 SD0313

立德街141號至179號、建成路574號至722號、建成路630巷1號至17號、建成路630巷2號至16號
建成路654巷1號至17號、建成路654巷2號至10號、建成路714巷1號至11號、建成路714巷2號至8號
忠孝路304號至546號、忠孝路310巷1號至1號、忠孝路310巷2號至2號、忠孝路322巷1號至5號
忠孝路322巷2號至4號、忠孝路334巷1號至5號、忠孝路374巷1號至17號、忠孝路374巷2號至16號
大勇街141號至173號、大勇街126號至148號、大勇街138巷1號至29號、大勇街138巷2號至14號
大智路165號至209號、大智路170號至210號、大智路163巷2號至2號、大智路192巷1號至23號
大智路192巷2號至22號、大智路193巷1號至3號、大智路193巷2號至12號、振興路129號至201號
振興路86號至126號、振興路92巷1號至27號、振興路92巷2號至38號、振興路100巷1號至49號
振興路100巷2號至106號、振興路100巷19弄1號至3號、振興路100巷19弄2號至2號、振興路147巷1號至9號
振興路147巷2號至12號、振興路187巷1弄1號至3號

C2003

A2106

城隍里、國光里

新榮里

振興里

A2001



序 預計施工日期 行政區 村里 原光點 新增光點 路段

33
2018/7/20
星期五

南區 SD0314

台中路153號至225號、建成路724號至816號、忠孝路197號至231號、忠孝路236號至302號
忠孝路258巷1號至25號、忠孝路258巷2號至28號、忠孝路258巷22弄1號至7號、忠孝路258巷22弄2號至8號
忠孝路290巷1號至15號、忠孝路290巷2號至16號、大公街75號至93號、大公街102號至102號
大公街95巷1號至25號、大公街95巷2號至30號、立德街91號至137號、立德街98號至144號
信義街86號至138號、信義街104巷1號至11號、信義街104巷2號至12號、信義街140巷2號至16號
信義街140巷26號至32號、互助街115號至115號、互助街110號至140號

34
2018/7/20
星期五

南區 SD0316

信義街39號至45號、復興路四段2號至80號、復興路四段20巷1號至29號、復興路四段20巷2號至42號
復興路四段20巷5弄1號至2號、復興路四段62巷1號至23號、復興路四段62巷2號至22號、大公街1號至19-1號
大公街2號至30號、大公街9巷1號至6號、大公街17巷1號至7號、大公街17巷2號至2號
大公街17巷5弄1號至11號、大公街17巷5弄2號至20號、互助街1號至37號、互助街2號至44號
互助街25巷1號至17號、互助街25巷2號至16號、和平街29號至73號、和平街34號至50號
和平街38巷2號至34號、台中路45號至151號、台中路71巷37號至47號、台中路71巷2號至32號
台中路127巷1號至9號、台中路127巷2號至16號、台中路141巷1號至2號

35
2018/7/20
星期五

南區 SD0317

信義街61號至137號、復興路四段158號至186號、振興路2號至6號、振興路12號至46號
振興路8巷9號至37號、振興路8巷2號至58號、和平街169號至181號、和平街180號至212號
和平街234號至270號、和平街188巷1號至5號、和平街188巷2號至6號、和平街204巷1號至35號
和平街204巷2號至44號、和平街228巷1號至23號、和平街228巷36號至50號、和平街228巷17弄1號至39號
和平街228巷17弄2號至40號、大智路79號至83號、大智路42號至94號、大智路72巷1號至27號
大智路72巷2號至12號、大勇街25號至99號、大勇街64號至66號、大勇街77巷1號至7號
大勇街77巷2號至6號、立德街67巷1號至3號、好來屋:大勇街64號至66-3號(雙)

36
2018/7/20
星期五

南區 SD0318

大智路1-1號至77號、大智路17巷1號至3號、大智路17巷2號至12號、大智路33巷1號至6號
復興路四段218-8號至234號、復興路四段220巷7號至25號、復興路四段220巷2號至22號、復興路四段220巷1弄1號至4號
復興路四段220巷3弄1號至7號、復興路四段220巷3弄2號至8號、復興路四段220巷5弄1號至21號、復興路四段220巷5弄2號至10號
復興路四段230巷1號至2號、振興路2-1-1號至2-6號、和平街213號至267號、和平街218號至218號
和平街228巷12號至34號、雙星大智:大智路17巷1號至3號(單)

37
2018/7/20
星期五

南區 SD0319

復興路四段1號至331號、復興路四段210號至218-7號、復興路四段238號至260號、復興路四段17巷2號至6號
復興路四段37巷1號至19號、復興路四段37巷2弄1號至16號、復興路四段61巷1號至5號、復興路四段73巷1號21號
復興路四段73巷2號22號、復興路四段111巷1號至3號、復興路四段149巷1號至3號、復興路四段149巷2號至2號
復興路四段149巷5弄8號至8號、復興路四段165巷1號至5號、復興路四段165巷2號至2號、復興路四段197巷1號至9號
復興路四段215巷2號至4號、復興路四段233巷11號至11號、復興路四段233巷2號至2號、復興路四段233巷14號至14號
復興路四段9號至9號、復興路四段6號至38號、復興路四段259巷1號3號、復興路四段陸橋下東巷1號至24號
復興路四段陸橋下西巷1號至23號、台中路1號至43號、台中路1巷1號至11號、台中路27巷2號至16號
建國路146號至172號、振興路1號至69號、振興路2號至2號、振興路2-8號至2-12號
振興路8巷1號至5號、振興路13巷1號至17號、振興路13巷2號至16號、和平莊園:振興路13巷1號至17號(全)

A2106

B2106

振興里

新庄里、振興里



序 預計施工日期 行政區 村里 原光點 新增光點 路段

38
2018/7/26
星期四

南區 ED0502

旱溪西路一段40號至68號、東光園路152號至202號、東光園路160巷1號至5號、東光園路160巷2號至6號
東光園路176巷1號至9號、東光園路176巷2號至8號、天乙街5號至91號、天乙街2號至52號
天乙街37巷11號至51號、天乙街37巷2號至74號、天乙街37巷3弄1號至9號、東福路51號至85號
建德街418巷17號至55號、建德街418巷6號至26號、建德街418巷16弄1號至51號、建德街418巷16弄2號至32號
建德街418巷27弄2號至20號、東福二街1號至9號、東福二街51號至63號、東福二街66號至76號
東福二街5巷1號至3號、東福二街5巷2號至6號、東門路41號至107號、東門路34號至112號
東門路54巷1號至31號、東門路54巷2號至18號、東門路109巷1號至5號、東門路109巷8號至8號

39
2018/7/26
星期四

南區 ED0503

旱溪西路一段36號至39號、東福路28號至112號、東福一街55號至73號、東福一街12號至106號
東福一街59巷1號至7號、東福一街59巷2號至10號、東福一街69巷1號至11號、東福一街69巷2號至16號
東門路121號至165號、東門路118號至150號、東門路132巷1號至9號、東門路132巷2號至12號
東門南街45號至67號、東門南街70號至86號、東門南街51巷1號至31號、東門南街51巷2號至36號
東陽別墅:東福一街55號至73號(單)、普羅旺墅二期:東福一街72號至98號(雙)、東陽別墅:東福一街59巷1號至10號(全)、東陽別墅:東福一街69巷
1號至16號(全)
美好莊園-文森:東門路121號至127號(單)、美好莊園-莫內:東門路118號至120號(雙)、旺田別墅:東門路128號至138號(雙)、旺田別墅:東門路
132巷1號至12號(全)
普羅旺墅二期:東門南街45號至57號(單)、普羅旺墅二期:東門南街51巷1號至31號(單)、普羅旺墅二期:東門南街51巷2號至36號(雙)

40
2018/7/26
星期四

南區 ED0504

旱溪西路一段1號至21號、東門南街21號至33號、東門南街20號至46號、東門南街25巷1號至7號
東門南街25巷2號至10號、東昇路436巷1號至11號、東昇路436巷2號至16號、六順路1號至141號
六順路2號至140號、六順路31巷1號至21號、六順路31巷2號至30號、六順路131巷1號至9號
東福路35號至35號、東福路12號至26號、東福路9巷25號至39號、東福路9巷20號至52號
天乙街93號至163號、天乙街142號至172號、天乙街149巷1號至19號、天乙街149巷2號至32號
普羅旺墅卡維儂區:旱溪西路1段17號至21號(全)、河堤新墅:東門南街21號至33號(單)、普羅旺墅卡維儂社區:東門南街36號至46號(雙)、河堤新
墅:東門南街25巷1號至10號(全)
俊麗十六境:東昇路436巷1號至11號(單)、俊麗十六境:東昇路436巷2號至16號(雙)、璽硯:六順路11號至29號(單)、大熊康橋:六順路28號至36號
(雙)
璽硯:六順路31巷1號至21號(單)、璽硯:六順路31巷2號至30號(雙)、薔薇莊園:東福路9巷25號至39號(單)、薔薇莊園:東福路9巷20號至52號(雙)

41
2018/7/26
星期四

南區 ED0505

大智路499號至499號、東光園路2號至150號、東光園路64巷1號至107號、東光園路64巷2號至56號
東光園路86巷1號至25號、東光園路86巷2號至2號、東光園路86巷41弄1號至21號、東光園路86巷41弄2號至36號
東光園路100巷9號至85號、東光園路100巷66號至70號、東光園路100巷53弄1號至11號、東光園路100巷53弄2號至10號
東光園路100巷72弄1號至21號、東光園路100巷72弄2號至16號、東門路1號至39號、東門路2號至30號
東門路5巷1號至37號、東門路5巷2號至28號、東門路6巷1號至25號、東門路6巷2號至26號
東門路28巷1號至43號、東門路28巷2號至50號、天乙街54號至136號、天乙街94巷1號至17號
天乙街94巷2號至22號

42
2018/7/26
星期四

南區 ED0506

東光園路86巷79號至97號、東光園路86巷92號至98號、東光園路86巷95弄1號至27號、東光園路86巷95弄2號至46號
東光園路100巷2號至70號、東光園路100巷6弄1號至215號、東光園路100巷6弄2號至94號、東光園路100巷34弄1號至5號
東光園路100巷34弄2號至6號、東光園路100巷42弄1號至31號、東光園路100巷42弄2號至36號、東光園路100巷52弄1號至3號
東光園路100巷52弄2號至20號、東光園路100巷56弄1號至39號、東光園路100巷56弄2號至22號、天乙街140巷1號至77號
天乙街140巷2號至72號

A2104東門里



序 預計施工日期 行政區 村里 原光點 新增光點 路段

43
2018/7/26
星期四

南區 ED0507 東福路37號至43號、東門路112號至122號、江南天下:東福路37號至43號(單)、江南天下:東門路112號至122號(雙)

44
2018/7/27
星期五

南區 ED0509

健德路235號至399號、建德街369巷1號至23號、建德街369巷2號至28號、振興路251號至299號
振興路146號至180號、振興路162巷1號至31號、振興路162巷2號至30號、振興路162巷11弄1號至11號
振興路162巷11弄2號至12號、振興路162巷16弄1號至17號、振興路162巷16弄2號至16號、振興路170巷1號至41號
振興路170巷2號至38號、建功街101號至213號、建功街100號至138號、建功街109巷1弄1號至11號
建功街109巷1弄2號至12號、建功街109巷2弄1號至15號、建功街109巷2弄2號至16號、建功街118巷1弄1號至11號
建功街118巷1弄2號至12號、建功街118巷2弄1號至2號、建功街133巷1號至5號、建成路495號至619號

45
2018/7/27
星期五

南區 ED0510

大智路341號至341號、大興街60號至162號、大興街68巷1號至3號、建中東街1號至39號
建中東街2號至14號、建勇東街1號至43號、建勇東街2號至42號、建興街47號至85號
建興街44號至110號、建興街98巷1號至7號、建智街81號至119號、建智街94號至128號
大振街77號至149號、大振街116號至124號、大振街113巷1號至5號、大振街123巷1號至23號
大振街123巷2號至18號、大振街126巷1號至3號、東光園路81號至91號、仁和路483號至511號
仁和路493巷1號至3號、仁和路493巷2號至4號

46
2018/7/27
星期五

南區 ED0511

大智路403號至497號、大智路457巷1號至19號、大智路457巷2號至14號、大智路471巷1號至11號
大智路471巷2號至12號、東光園路1號至63號、東光園路9巷1號至5號、東光園路9巷2號至6號
東光園路33巷1號至7號、東光園路33巷2號至6號、建智街43號至77號、建智街46號至86號
建智街63巷1號至15號、建智街63巷2號至14號、建智街74巷1號至1號、建智街74巷2號至4號
大振街153號至153號、大振街128號至162號、大振街160巷1號至7號、大振街160巷2號至6號
大振街168巷9號至9號、大振街168巷2號至18號、仁和路443號至477號、仁和路436號至502號
仁和路457巷1號至9號、仁和路457巷2號至18號、仁和路460巷8號至10號、仁和路469巷1號至5號
仁和路469巷2號至6號、生活藝術家:東光園路33巷1號至7號(單)、綠園大道:東光園路33巷2號至6號(雙)

47
2018/7/27
星期五

南區 東橋里 B2105 ED0513

建功街1號至33號、建功街2號至18號、建新街43號至115號、建新街38號至72號
大振街1號至13-2號、大振街6號至30號、大振街2巷1號至19號、大振街2巷2號至18號
大振街5巷1號至15號、大振街5巷2號至14號、大振街14巷1號至53號、大振街14巷2號至62號
建成路625號至669號、建成路629巷2號至10號、建成路637巷2號至9號、大興街2號至2號
大智路263號至337號

48
2018/7/27
星期五

南區 ED0515

建德街79號至161號、建德街153巷1號至11號、建德街153巷2號至16號、大公街105號至113號
大智路274號至332號、建成路675號至745號、建成路703巷1號至5號、建成路703巷2號至6號
建成路739巷2號至2號、建成路743巷5號至7號、建成路743巷6號至8號、建新街1號至41號
建新街2號至34號、立德街197號至223號、立德街194號至226號

49
2018/7/27
星期五

南區 ED0516

建中街1號至109號、建中街14號至28號、建中街21巷11號至11號、建中街21巷6號至6號
建中街21巷2弄1號至13號、建中街21巷2弄2號至10號、建中街87巷1號至3號、建中街87巷2號至12號
台中路247號至269號、建成路761號至823號、建德街33號至71號、建德街22號至120號
大公街121號至133號、大公街106號至136號、大公街125巷1號至5號、大公街130巷1號至13號
大公街130巷2號至8號

A2105東橋里、東門里

東興里 A2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