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預計施工日期 行政區 村里 原光點 新增光點 路段

1
2018/4/11
星期三

北區 ND0402

太平路91號至105號、興中街128號至160號、三民路三段1號至65號、三民路三段7巷1號至31號
三民路三段7巷2號至20號、三民路三段29巷20號至26號、三民路三段39巷1號至13號、三民路三段39巷2號至10號
三民路三段89巷56號、三民路三段91號至123號、精武路390號至416號、福音街1號至21號
公園路8號至30號

2
2018/4/11
星期三

北區 ND0403
福音街23號至89號、公園路32號至66號、公園路34巷1號至5號、公園路34巷2號至6號
大誠街81號至83號、大誠街94號至118號、大誠街102巷1號至5號、中華路二段10號至40號
中華路二段24巷1號至33號、中華路二段24巷2號至10號

3
2018/4/11
星期三

北區 ND0404

中華路二段1號至129號、中華路二段41巷1號至19號、中華路二段41巷2號至20號、中華路二段101巷1號至9號
中華路二段101巷2號至10號、精武路381號至405號、精武路546號至590號、精武路381巷1號至29號
精武路381巷2號至28號、精武路393巷1號至15號、精武路393巷2號至36號、精武路393巷4弄1號至3號
精武路395巷1號至21號、精武路395巷2號至20號、精武路401巷1號至9號、精武路401巷2號至10號
精武路552巷1號至9號、精武路552巷2號至10號、柳川東路4段1號至27號、公園路72號至112號
文祥街1號至19號、文祥街2號至34號、文祥街1巷1號至11號、文祥街1巷2號至10號
文祥街32巷1號至5號、文祥街32巷2號至6號、太平路167號至175號

4
2018/4/11
星期三

北區 ND0405

太平路149號至165號、精武路498號至538號、大誠街91號至137號、大誠街95巷1號至13號
大誠街95巷2號至14號、大誠街131巷1號至27號、大誠街131巷2號至44號、大誠街131巷4弄1號至15號
大誠街131巷4弄2號至12號、大誠街131巷17弄1號至9號、大誠街131巷17弄2號至6號、大湖街37號至67號
大湖街2號至70號、大湖街45巷1號至13號、大湖街45巷2號至8號、中華路二段58號至108號

5
2018/4/11
星期三

北區 ND0406 三民路三段67號至87號、三民路三段89巷1號至9號、三民路三段89巷2號至28號

6
2018/4/12
星期四

北區 ND0413
育才街1號至25號、育才街2號、太平路2號至30號、雙十路一段105號至123號
一中街48號至98號、育才南街1號至45號、育才南街2號至20號、育才南街15巷1號至5號
育才南街15巷2號至8號、尊賢街1號至11號、尊賢街2號至50號、尊賢街5巷6號至6號

7
2018/4/12
星期四

北區 ND0414

雙十路一段83號至97號、一中街2號至14號、太平路1號至61號、太平路19巷1號
太平路19巷2弄1號至7號、太平路19巷2弄2號至10號、太平路19巷3弄1號至25號、太平路19巷3弄2號至34號
太平路31巷1號至7號、太平路31巷2號至6號、太平路51巷1號至7號、太平路51巷2號至6號
太平路63巷1號至11號、太平路63巷2號至12號、精武路291號至295號、精武路272號至316號

8
2018/4/12
星期四

北區 ND0415
太平路65號至89號、太平路75巷1號至27號、太平路75巷2號至36號、太平路75巷6弄1號至5號
三民路三段2號至74號、三民路三段52巷1號至9號、三民路三段52巷2號至10號、三民路三段54巷1號至21號
三民路三段54巷2號至6號、一中街1號至31號、精武路320號至338號

光點切割_日期及路段_2018年04月

A0602大湖里、大誠里、新興里

新興里、錦平里 B0602



序 預計施工日期 行政區 村里 原光點 新增光點 路段

9
2018/4/13
星期五

北區 ND0408
三民路三段114號至148號、一中街83號至105號、育才街2號至16號、育才街6巷1號至19號
三民路三段134巷5弄1號至15號、三民路三段134巷5弄2號至14號、三民路三段134巷1號至13號、三民路三段134巷2號至16號
三民路三段120巷1號至9號、三民路三段126巷1號至5號

10
2018/4/13
星期五

北區 ND0409
雙十路二段21巷1號至21號、雙十路二段21巷12號至16號、雙十路二段9巷1號至8號、雙十路二段5號至23號
一中街100號至130號、一中街116巷1號至27號、一中街116巷2號至30號、錦新街1號至35-12號
育才北路2號至46-6號

11
2018/4/13
星期五

北區 ND0410
錦南街1號至15號、雙十路二段29號至47-6號、錦新街2號至20號、雙十路二段31巷1號至23號
雙十路二段31巷2號至14號、雙十路二段45巷1號至15號、雙十路二段45巷2號至12號

12
2018/4/13
星期五

北區 ND0411

錦南街17號至39號、三民路三段190號至214號、三民路三段200巷2號至8號、三民路三段200巷1號至7號
三民路三段192巷1號至11號、一中街211號至277號、一中街132號至166號、一中街219巷1號至11號
一中街219巷2號至12號、育才北路48號至70號、錦新街37號至59號、錦新街22號至100號
錦新街90巷1號至37號、錦新街90巷2號至32號

13
2018/4/18
星期三

北區 ND0417

五權路480號至600號、五權路500巷5弄1號至17號、五權路500巷6弄1號至19號、三民路三段131號至221號
三民路三段131巷2號至12號、三民路三段175巷26號至31號、三民路三段201巷1號至27號、三民路三段201巷2號至30號
中華路二段110號至132號、中華路二段112巷1號至17號、錦平街2號至60號、錦平街1號至29號
錦平街50巷2號至10號、錦平北街1號至37號、錦平北街13巷1號至8號、錦新街102號至124號
錦新街67號至99號、育才北路72號至104號、育才北路57號至81號

14
2018/4/18
星期三

北區 ND0418

柳川東路四段56-3號至64號、五權路322號至364號、五權路380號至414號、五權路352巷1號至5號
五權路352巷2號至14號、五權路366巷3號至9號、五權路374巷11號至13號、中華路二段171號至209號
中華路二段173巷12號至18號、中華路二段175巷1號至5號、中華路二段175巷2號至20號、文祥街55號至133號
文祥街108號至114號、五常街5號至15號、五常街6號至8號、光大街65號至153號
光大街140號至162號

15
2018/4/18
星期三

北區 ND0419
五權路368號至378號
親家TOP:五權路368號至378號

16
2018/4/19
星期四

中區 MD0102
自由路二段75號至135號、自由路二段133巷3號至5號、市府路76號至156號、市府路102巷1號至5號
市府路102巷2號至6號、公園路13號至19號、光復路87號至99號、光復路50號至58號
成功路111號至145號、成功路152號至184號、臺灣大道一段178號至222號

17
2018/4/19
星期四

中區 MD0103
市府路145號至173號、平等街132號至164號、公園路21號至23號、光復路60號至62號
三民路二段148號

新北里、錦平里、樂英里 C0602

錦平里 D0602

大墩里、光復里、公園里 A0603



序 預計施工日期 行政區 村里 原光點 新增光點 路段

18
2018/4/19
星期四

中區 MD0107

市府路79號至103號、市府路12號至74號、臺灣大道一段179號至249號、臺灣大道一段199巷1號至3號
臺灣大道一段199巷2號至22號、臺灣大道一段253巷1號至29號、民權路84號、中山路95號至125號
中山路96號至146號、民族路65號至75號、民族路60號至76號、自由路二段1號至71號
自由路二段35巷1號至9號、自由路二段35巷2號至12號

19
2018/4/19
星期四

中區 MD0108

臺灣大道一段301號至343號、臺灣大道一段299巷2號至36號、中山路177號至209號、中山路182號至214號
中山路175巷12號至30號、民權路96號至130號、民族路101號至147號、民族路126號至142號
民族路121巷1號至25號、民族路121巷2號至22號、三民路二段2號至90號、三民路二段18巷1號至47號
三民路二段18巷2號至46號、三民路二段48巷1號至11號、三民路二段48巷2號至10號、三民路二段74巷1號至23號
三民路二段74巷2號至26號

20
2018/4/20
星期五

中區 公園里、繼光里、綠川里 E0603 MD0105

綠川西街117號至189號、綠川西街175巷1號至33號、綠川西街175巷10號至22號、臺灣大道一段60號至176號
臺灣大道一段148巷1號至1號、自由路二段42號至84號、自由路二段70巷3號至19號、繼光街110號至162號
繼光街93號至155號、成功路39號至105號、成功路68號至150號、成功路90巷1號至21號
成功路90巷2號至24號、光復路29號至85號

21
2018/4/20
星期五

中區 MD0114
臺灣大道一段361號至449號、臺灣大道一段403巷2號至28號、柳川東路三段26號至36號、柳川東路三段32巷2號至10號
柳川東路三段32巷1號至5號、三民路二段37號至107號、中山路216號至276號、中山路211號至253號
興中街2號至34號、興中街1號至33號、興中街16巷1號至3號

22
2018/4/20
星期五

中區 MD0115
民權路160號至164號
廣擎天大樓:民權路160號至164號

23
2018/4/20
星期五

中區 MD0117
大誠街1號至29號、大誠街11巷1號至19號、大誠街11巷2號至16號、中華路一段112號至138號
成功路315號至355號、臺灣大道一段496號至550號、興民街1號至21號、興民街2號至20號

24
2018/4/20
星期五

中區 MD0118
成功路306巷5號至10號、大誠街48號至60號
慶禾小富都:成功路306巷5號至10號
慶禾小富都:大誠街48號至60號

25
2018/4/25
星期三

北區 民龍里、中達里 C0404 ND0612

永達街29號至45號、永達街23巷1號至2號、永達街25巷1號至8號、永達街32巷1號至5號
西屯路一段160號至228-1號、西屯路一段141號至147號、西屯路一段180巷1號至27號、西屯路一段180巷2號至16號
西屯路一段222巷2號至20號、西屯路一段222巷1號至17號、西屯路一段158巷4號至10號、文化街150號至172號
中達街30號至52號、中達街27號至45號、中達街36巷1號至6號、中達街48巷1號至5號
日盛街13號至79號、民權路376號至400號

26
2018/4/25
星期三

北區 民龍里、和龍里、後龍里 F0404 ND0614
梅川西路二段16號至21號
中港奇摩市:梅川西路二段16號至21號
博館二街207號至207號

大墩里、光復里、公園里 B0603

柳川里、大墩里 C0603

大誠里、柳川里、中華里 D0603



序 預計施工日期 行政區 村里 原光點 新增光點 路段

27
2018/4/25
星期三

北區 ND0604

日興街180號至226號、英士路50號至52號、五權路243號至261號、中清路一段1號至3號
文化街1號至3號
光大國宅:日興街180號至226號
光大國宅:英士路50號至52號
光大國宅:五權路243號至261號
光大國宅:中清路一段1號至3號
光大國宅:文化街1號至3號

28
2018/4/25
星期三

北區 ND0605

日興街180號至226號、英士路50號至52號、五權路243號至261號、中清路一段1號至3號
文化街1號至3號
光大國宅:日興街180號至226號
光大國宅:英士路50號至52號
光大國宅:五權路243號至261號
光大國宅:中清路一段1號至3號
光大國宅:文化街1號至3號

29
2018/4/26
星期四

北區 ND0607

篤行路179號至215號、篤行路178號至188號、日新街53號至85號、日新街54號至80號
日新街73巷1號至5號、日新街73巷2號至4號、篤信街53號至69號、西屯路一段94號至122號
日進街61號至83號、梅川東路二段33號至36號
銀座雙星(B棟):篤行路178號至188號

30
2018/4/26
星期四

北區 ND0608
英士路61號至97號、英士路55巷3號至7號、日進街1號至59號、日新街2號至48號
日新街18巷6號至16號、日新街18巷1弄2號至4號、五權路219號至241號、日興街142號至168號
篤行路190號至210號

31
2018/4/26
星期四

北區 和龍里、後龍里 E0404 ND0610
梅川東路二段2號至22號、臺灣大道二段20號至132號、臺灣大道二段52巷1號至5號、臺灣大道二段52巷2號至6號
博館二街229號至263號、博館二街222號至290號、篤信街21號至41號、篤信街26號至40號
篤信街43巷1號至29號、篤信街43巷2號至30號、西屯路一段79號至113號

32
2018/4/26
星期四

中區 柳川里、大墩里 H0603 MD0120

光復路64號至108號、光復路148號至184號、光復路161號至195號、光復路82巷1號至43號
光復路82巷2號至2號、成功路268巷25至45號、成功路268巷12至36號、三民路2段169號至203號
三民路二段149巷6號至8號、三民路二段183巷1號至23號、三民路二段183巷2號至28號、三民路二段191巷1號至9號
三民路二段191巷2號至8號、興中街83號至117號、興中街88號至124號、公園路25號至115號
公園路41巷3號、公園路41巷2號至18號、公園路47巷1號至3號、公園路47巷2號至4號
公園路89巷1號至5號、公園路89巷2號至4號、大誠街51號至77號、大誠街68號至92號
大誠街73巷1號至5號、大誠街73巷2號至12號

33
2018/4/27
星期五

北區 文莊里、和龍里 A0404 ND0602

英士路117號至159號、英士路92號至140號、英士路106巷1號至31號、英士路106巷2號至14號
英士路88巷1號至5號、英士路88巷2號至6號、英士路90巷1號至5號、英士路90巷2號至6號
梅川東路三段218號至243號、文武街15號至39號、文武街45巷2號、文武街45巷3號
英才路155號至185號、英才路157巷1號至25號、英才路157巷2號至20號、中清路1段81號至103號
中清路一段87巷1號至15號、中清路一段87巷2號至12號
雅歌花園:中清路一段87巷2號至12號

文莊里、光大里 D0404

和龍里、文莊里、光大里 B0404



序 預計施工日期 行政區 村里 原光點 新增光點 路段

34
2018/4/27
星期五

中區 MD0110

自由路1段140號至150號、民生路28號至34號、民生路34巷1號至3號、民生路34巷2號至4號
建國路47號至71號、建國路57巷1號至6號、建國路65巷2號至5號、居仁街1號至23號
居仁街2號至8號、民權路87號至87號、民權路11號至35號、民權路85巷10號至12號
繼光街1號至7號、繼光街2號至10號、繼光街8巷1號至23號、繼光街8巷2弄2號至12號
綠川西街1號至9號、綠川西街2號至24號
郵眷乙區:繼光街8巷2弄2號至12號

35
2018/4/27
星期五

中區 MD0111

建國路75號至103號、建國路87巷2號至4號、建國路87巷1號至9號、民權路16號至60號
民權路14巷1號至25號、民權路14巷2號至10號、民權路44巷1號至3號、民權路44巷2號至16號
民族路1號至45號、民族路10號至34號、綠川東街2號至30號、綠川西街47號至115號
綠川西街59巷1號至11號、綠川西街59巷2號至22號、綠川西街93巷1號至15號、綠川西街93巷2號至14號
中山路33號至67號、中山路26號至58號、中山路49巷1號至11號、中山路49巷2號至22號
繼光街50號至86號、繼光街36號至38號、臺灣大道一段81巷1至37號
都會新寵:綠川西街59巷2號至2號

36
2018/4/27
星期五

中區 MD0112

建國路105號至217號、建國路180號至222號、建國路125巷2號至12號、建國路125巷1號至13號
建國路159巷1號至47號、建國路159巷2號至26號、建國路193巷1號至23號、建國路193巷2號至22號
民族路2號至8號、臺灣大道1段6號至52號、臺灣大道1段1號至31號、綠川東街32號至124號
中山路1號至29號、中山路2號至24號、成功路2號至64號、成功路1號至37號
成功路23巷1號至9號、成功路23巷2號至10號、新民街134號至156號、八德街51-1號至53號

公園里、繼光里、綠川里 F06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