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預計施工日期 行政區 村里 原光點 新增光點 路段

1
2018/3/1

星期四
北區 ND0102

健行路351號至377號、健行路349巷2號、美德街68巷1號至9號、美德街68巷6號至18號(中正寶座)
美德街70號至138號、大義街29巷15號至37號、大義街29巷2號至28號、大義街31號至49號
大義街39巷2號至6號、大義街39巷1號至7號、永興街2號至22號

2
2018/3/1

星期四
北區 ND0103

健行路303號至347號、健行路319巷2號至16號、健行路341巷1號至3號、美德街34號至60號
美德街68巷22號、大義街1號至17號(寶璽殿夏)、大義街29巷1號至5號、大義街4號至48號
大義街2巷1號至3號、大義街2巷2號至4號、大義街26巷1號至26號、大義街28巷2號至8號
大義街28巷1號至5號、崇德路一段91巷1號至22號

3
2018/3/1

星期四
北區 ND0104 健行路443號至445號(宏總加州)、五常街162號至178號

4
2018/3/1

星期四
北區 建興里 C0102 ND0107

永興街73號至111號、學士路228號至268號、德化街293號至359號、梅亭街240號至264號
學士路236巷1號至23號、學士路236巷2號至26號、學士路248巷1號至35號、學士路248巷2號至32號
學士路248巷21弄1號至7號、學士路248巷21弄2號至6號

5
2018/3/2

星期五
北區 建興里 G0102 ND0109

大義街83號至115號、永興街82號至114號、永興街80巷1號至35號、永興街80巷6號至32號
永興街98巷1號至33號、永興街98巷2號至38號、梅亭街210號至236號、德化街261號至291號
德化街271巷1號至11號、德化街271巷2號至12號

6
2018/3/2

星期五
北區 大石里 大河里 A0104 ND0111

金龍街62號至82號、金龍街86巷2號至6號、金龍街86巷3號至7號、金龍街62號至82號
三民路3段293號至323號、三民路3段335號至339號、三民路三段291巷2號至38號、三民路三段243巷39號至41號
三民路三段307巷1號至23號、三民路三段307巷2號至16號、三民路三段315巷1號至37號、三民路三段315巷2號至22號

7
2018/3/2

星期五
北區 大河里 C0104 ND0113

五權路499號至517號、五權路501巷2號至40號(舜元誠品)、五權路481巷1號至7號、崇德路一段1號至7號
五順街7號至61號、五順街18號至50號、五順街42巷1號至13號、五順街42巷2號至12號
五義街13號至61號

8
2018/3/8

星期四
北區 ND0115

梅亭街79號至113號、健行路140號至190號、健行路86巷1弄1號至33號、健行路86巷1弄2號至18號
榮華街1號至23號、榮華街2號至32號、榮華街15巷1號至5號、榮華街15巷2號至6號
榮華街20巷1號至9號、榮華街20巷2號至6號、榮華街21巷1號至7號、榮華街21巷2號至6號

9
2018/3/8

星期四
北區 ND0116

德化街85-1號、德化街66號至104號、德化街93號至105號、益華街140號至186號
益華街115號至163號、衛道路1號至45號、衛道路84號至96號、衛道路49號
衛道路11巷2號至6號、衛道路35巷1弄1號至15號、衛道路35巷1弄2號至14號、進化北路53巷1號至5號

光點切割_日期及路段_2018年03月

A0102邱厝里 育德里

新平里 大石里 B0104



序 預計施工日期 行政區 村里 原光點 新增光點 路段

10
2018/3/8

星期四
北區 ND0117

北屯路77號至115號、衛道路26號至80號、衛道路47號至47號、衛道路98號至112號
進化北路1號至91號、進化北路53巷2號至6號、進化北路21巷1號至59號、進化北路21巷2號至94號
進化北路39巷1號至23號、進化北路39巷2號至4號、進化北路63巷1號至9號、進化北路63巷2號至14號
進化北路63巷4弄1號至15號、進化北路63巷4弄2號至18號

11
2018/3/8

星期四
北區 大石里 D0104 ND0119

北屯路39號至75號、梅亭街2號至58號、北屯路47巷2弄1號至19號、北屯路47巷2弄2號至24號
北屯路47巷4弄1號至7號、北屯路73巷1號至12號、北屯路47巷2號至22號、北屯路47巷1號至29號
德化街39號至85號、梅亭街24巷2號至12號、梅亭街24巷1號至23號、梅亭街38巷2號至16號
梅亭街5號至15號、益華街120巷2號至22號、益華街120巷1號至19號、益華街116巷1號至5號
益華街116巷2號至8號、益華街104號至138號

12
2018/3/9

星期五
北屯區 PT0102

進化北路148號至186號、進化北路182巷5號至15號、榮華街121號至141號、北興街188號至202號
北興街192巷1號至7號、北興街192巷2號、北興街151號至195號、崇德路一段438號至506號
崇德路一段466巷2號至8號

13
2018/3/9

星期五
北屯區 PT0103

太原路三段2號至8號、榮華街143號至177號、北興街166號至184號、北興街186巷1號至11號
北興街192巷6號、北興街192巷13號至15號、崇德路一段500巷2號至12號、崇德路一段500巷1號至27號

14
2018/3/9

星期五
北屯區 大石里 新平里 D0103 PT0105

太原路三段41號至69號、太原路三段61巷1號至13號、太原路三段61巷2號至12號、柳陽西街1號至1號
榮華街186號至212號、進化北路118巷51號至55號、崇興路二段6號至52號、崇興路二段2巷1號至37號
漢口路五段88號至100號

15
2018/3/15

星期四
北屯區 PT0107

北興一街13號至51號、進化北路4號至80號、進化北路24巷1號至9號、進化北路24巷2號至10號
進化北路24巷7弄1號至19號、進化北路24巷7弄2號至28號、進化北路24巷8弄1號、進化北路24巷8弄2號至12號
進化北路64巷1號至9號、進化北路64巷2號至10號

16
2018/3/15

星期四
北屯區 PT0108

太原路三段106號至156號、太原路三段150巷1號至9號、太原路三段150巷2弄2號至14號、太原路三段150巷2弄1號至7號
太原路三段150巷6弄2號至22號、太原路三段150巷6弄1號至21號、太原路三段150巷8弄2號至22號、太原路三段150巷8弄1號至17號
國校巷1號至51號、進化北路24巷8弄3號、北興街2號至36號、北興街1號至11號

17
2018/3/15

星期四
北屯區 PT0109

太原路三段141號至189號、太原路三段139巷2號至24號、太原路三段159巷10號至24號、崇興路一段31號至61號
崇興路一段30號至46號、崇興路一段48巷16號至22號、國校巷55號至77號、國校巷18號至38號
興安路1段1號至49號、興安路1段20號、漢口路五段152號至220號

18
2018/3/15

星期四
北屯區 PT0110

太原路三段139巷17號至37號、太原路三段139巷26號至108號、太原路三段159巷13號至19號、崇興路一段65號至73號
崇興路一段50號至162號、崇興路一段48巷9號至31號、漢口路五段108號至138號、柳陽東街1號至8號
柳陽東街9巷2號至10號、柳陽東街9巷1號至15號

19
2018/3/16

星期五
北屯區 PT0112

青島路四段195號至221號、興安路一段52號至116號、昌平路一段37號至89號、文昌東十一街14巷2號至6號
文昌東十一街1號至33號、文昌東十一街2號至38號

新平里 大石里 B0104

大石里 新平里 A0103

新平里 B0103

新平里 陳平里
大石里

E0103



序 預計施工日期 行政區 村里 原光點 新增光點 路段

20
2018/3/16

星期五
北屯區 PT0113

太原路三段231號至261號、太原路三段243巷2號至12號、太原路3段188號至380號、太原路三段320巷1號至37號
太原路三段320巷2號至20號、太原路三段352巷1號至75號、太原路三段352巷2號至100號、太原路三段364巷1號至9號
太原路三段376巷1號至21號、太原路三段376巷2號至22號、青島路四段237號至251號(榮美華廈)、國校巷2號至16號
北屯路119號至221號

21
2018/3/16

星期五
北屯區 PT0114 興安路一段26號至46號、崇興路1段2號至16號(惠宇皇家尊爵社區)

22
2018/3/22

星期四
北屯區 PT0116

健行路198巷1號至37號、健行路200號、德化街175號至193號、德化街173巷1號至6號
梅亭街171號至185號、梅亭街179巷2號至4號、梅亭街179巷1號至3號、梅亭街148號至174號
崇德路一段186號至260號、崇德路一段200巷1號至13號、崇德路一段200巷2號至10號、崇德路一段238巷1號至1號
崇德路一段238巷2號至18號、崇德路一段256巷1號至23號、崇德路一段256巷2號至2號

23
2018/3/22

星期四
北屯區 PT0117

進化北路161號至219號、崇德路一段294號至298號、崇德路一段292巷18號至28號、榮華街71號至119號
德化街156號至186號、衛道路85號至89號、衛道路91巷2號至28號、衛道路91巷1號至35號

24
2018/3/22

星期四
北屯區 PT0118

進化北路99號至159號、榮華街68號至120號、榮華街94巷3號、榮華街94巷2號至12號
榮華街94巷1弄1號至13號、榮華街94巷1弄2號至12號、衛道路65號至77號、衛道路75巷1號至15號
衛道路75巷2號至24號、衛道路79巷1號至7號、衛道路79巷2號至6號、德化街116號至150號
德化街130巷1號至21號

25
2018/3/23

星期五
北區 ND0202

進化北路363號至365號(大衛道)、衛道路193巷2號至20號、衛道路187號至201號、衛道路223巷5弄2號至50號
衛道路223巷5弄1號至47號、衛道路268號至280號、大德街200巷2號至20號、大德街200巷1號至21號
大德街188巷1號至39號、大德街188巷2號至40號、大德街182號至198號、德化街368號至426號

26
2018/3/23

星期五
北區 ND0203

大德街202號至230號、大德街177號至225號、大德街193巷2號至6號、大德街193巷1號至23號
衛道路227巷1號至4號、衛道路225號至247號、衛道路284號至306號、尚德街141號至185號
尚德街160號至190號、梅川東路三段96號至122號、尚德街192巷2號至8號、尚德街1號至9號
尚德街2號至10號、進化北路369號至411號、德化街430號至444號

27
2018/3/23

星期五
北區 ND0204 學士路269號至287號(佳泰勝美學)、進化北路345號至349號

28
2018/3/23

星期五
北區 ND0205 進化北路351號至361號(歐夏蕾)、五常街380號至380號(歐夏蕾)

29
2018/3/23

星期五
北區 ND0206 進化北路351號至361號(歐夏蕾)、五常街380號至380號(歐夏蕾)

30
2018/3/23

星期五
北區 ND0207 進化北路365號至367號(大衛營)

新平里 陳平里
大石里 E0103

大石里 新平里 C0103

賴村里 C0101



序 預計施工日期 行政區 村里 原光點 新增光點 路段

31
2018/3/29

星期四
北區 ND0210

梅亭街409號至447號、尚德街56號至100號、大德街119巷1號至19號、大德街119巷2號至34號
尚德街74巷1號至13號、大德街102號至134號、大德街107號至129號、健行路464號至532號
健行路518巷1號至29號、健行路518巷6號至16號、健行路518巷15弄2號至2號、健行路518巷17弄1號至1號
健行路518巷17弄2號至2號、五常街191巷1號至7號、五常街191巷2號至8號、五常街193號至193號
五常街180號至186號、五常街188巷2號至8號

32
2018/3/29

星期四
北區 ND0211

梅川西路三段110號至148號、梅川西路三段136巷2號至12號、梅川西路三段136巷1號至9號、梅亭街456號至476號
梅亭街466巷1號15號、梅亭街466巷2號10號、中清路一段322號至406號、中清路一段348巷1號至11號
中清路一段348巷2號至38號、德化街457號至465號、德化街452號至480號、德化街478巷1號至13號
德化街478巷2號至28號、德化街478巷6弄1號至9號、德化街478巷6弄2號至12號、德化街478巷2弄1號至7號
德化街478巷2弄2號至2號、梅川西路三段123巷1號至9號、梅川西路三段123巷6號至8號、梅川西路三段113巷1號至7號
梅川西路三段113巷2號至8號、進化北路421號至475號

33
2018/3/29

星期四
北區 賴村里 G0101 ND0213 梅亭街281號至307號(惠宇桂冠)、五常街192號至232號(惠宇桂冠)

34
2018/3/30

星期五
北區 育德里 邱厝里 D0102 ND0215

健行路447號至459號、大德街58號至72號、大德街66巷1號至7號、大德街66巷2號至8號
大德街82巷1號至19號、大德街82巷2號至20號、大德街84巷1號至5號、大德街84巷2號至6號
美德街185號至211號、美德街192號至220號、五常街147號至171號、五常街151巷2號至6號
五常街151巷1號至3號、育德路10號至28號

35
2018/3/30

星期五
北區 育德里 邱厝里 H0102 ND0217

中清路一段121號至181號、中清路一段153巷1號至17號、中清路一段153巷2號至16號、中清路一段240號至266號
英才路130號至168號、英才路140巷1號至11號、英才路140巷2號至14號、育德路89號至93號
梅川東路3段160號至217號、梅川東路三段215巷1號至3號、梅川東路三段215巷2號至4號、健行路581號至599號
健行路601巷2號至2號、美德街231號至299號、美德街283巷2號至6號、美德街283巷1號至13號
美德街295巷2號至14號、美德街295巷1號至13號、美德街258號至302號、美德街278巷1號至25號
美德街278巷2號至16號

36
2018/3/30

星期五
北區

頂厝里 賴厝里
梅川里

B0101 ND0308

進化北路226號至276號、崇德路1段411號至517號、進化北路280巷8號至8號、進化北路264巷10弄2號至14號
進化北路264巷10弄1號至15號、崇德路一段503巷16弄1號至4號、崇德路一段503巷1號至21號、崇德路一段503巷2號至28號
進化北路264巷8弄5號至29號、進化北路264巷8弄2號至28號、北興街203號至257號、北興街212號至262號
進化北路264巷1號至9號、進化北路264巷12號至14號、進化北路280巷14弄1號至9號、進化北路280巷14弄12號至14號
進化北路264巷6弄1號至9號、進化北路264巷6弄2號至4號、進化北路234巷11號至25號、進化北路234巷2號至22號
進化北路234巷8弄1號至19號、太原路2段240號至310號

賴村里 D0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