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點切割_日期及路段_2020年11月

序 預計施工日期 行政區 村里 原光點 新增光點 路段

1
2020/11/04
星期三

09：00~14：00
公館鄉

公館鄉：五谷村、鶴山村
銅鑼鄉：中平村

1301 GK0103

苗栗市水源里11鄰水流娘巷1號至26-9999號、鶴山村1鄰鶴山巷(全)、鶴山村1鄰(全)、鶴山村2鄰1號至28-9999號、鶴岡村1鄰(全)、鶴岡村2
鄰(全)、鶴岡村3鄰(全)、鶴岡村4鄰1號至103-9999號、五谷村1鄰13號(全)、五谷村1鄰(全)、五谷村2鄰13號(全)、五谷村2鄰(全)、五谷村3鄰
13號(全)、五谷村3鄰1號至3-9999號、五谷村4鄰13號(全)、五谷村5鄰122號至139-9999號、五谷村5鄰140號至145-9999號、五谷村10鄰
292號至293-9999號、五谷村10鄰294-3號至294-5號、五谷村11鄰1號至12-9999號、五谷村12鄰(全)、五谷村13鄰36號至53-9999號、五谷
村13鄰81號至105-9999號、五谷村13鄰1號至13-9999號、五谷村14鄰36號至53-9999號、五谷村15鄰36號至53-9999號、五谷村17鄰
(全)、五谷村18鄰(全)、玉谷村向陽大地(全)，銅鑼鄉中平村1鄰(全)，銅鑼鄉中平村2鄰(全)，銅鑼鄉中平村3鄰(全)，銅鑼鄉中平村4鄰(全)，銅
鑼鄉中平村21鄰10號至69-9999號，銅鑼鄉中平村22鄰10號至69-9999號，銅鑼鄉中平村23鄰10號至69號、五谷一路(全)、五谷二路(全)

2
2020/11/04
星期三

09：00~14：00
公館鄉

公館鄉：五谷村、鶴山村
銅鑼鄉：中平村

1301 GK0104

苗栗市水源里11鄰水流娘巷1號至26-9999號、鶴山村1鄰鶴山巷(全)、鶴山村1鄰(全)、鶴山村2鄰1號至28-9999號、鶴岡村1鄰(全)、鶴岡村2
鄰(全)、鶴岡村3鄰(全)、鶴岡村4鄰1號至103-9999號、五谷村1鄰13號(全)、五谷村1鄰(全)、五谷村2鄰13號(全)、五谷村2鄰(全)、五谷村3鄰
13號(全)、五谷村3鄰1號至3-9999號、五谷村4鄰13號(全)、五谷村5鄰122號至139-9999號、五谷村5鄰140號至145-9999號、五谷村10鄰
292號至293-9999號、五谷村10鄰294-3號至294-5號、五谷村11鄰1號至12-9999號、五谷村12鄰(全)、五谷村13鄰36號至53-9999號、五谷
村13鄰81號至105-9999號、五谷村13鄰1號至13-9999號、五谷村14鄰36號至53-9999號、五谷村15鄰36號至53-9999號、五谷村17鄰
(全)、五谷村18鄰(全)、玉谷村向陽大地(全)，銅鑼鄉中平村1鄰(全)，銅鑼鄉中平村2鄰(全)，銅鑼鄉中平村3鄰(全)，銅鑼鄉中平村4鄰(全)，銅
鑼鄉中平村21鄰10號至69-9999號，銅鑼鄉中平村22鄰10號至69-9999號，銅鑼鄉中平村23鄰10號至69號、五谷一路(全)、五谷二路(全)

3
2020/11/04
星期三

09：00~14：00
公館鄉

鶴岡村、鶴山村、南河村、北
河村、尖山村、仁安村

1302 GK0102

仁安村1鄰1號至13號、仁安村6鄰94號至99號、鶴山村(全)、鶴山村33號至335-9999號、鶴山村3鄰鶴山巷33號(全)、鶴山村4鄰鶴山巷33號
(全)、鶴山村5鄰鶴山巷33號(全)、鶴山村6鄰鶴山巷33號(全)、鶴山村7鄰鶴山巷33號(全)、鶴山村8鄰鶴山巷33號(全)、鶴山村9鄰鶴山巷33號
(全)、鶴山村10鄰鶴山巷33號(全)、鶴山村11鄰鶴山巷33號(全)、鶴山村12鄰鶴山巷33號(全)、鶴岡村4鄰104號至254-9999號、鶴岡村5鄰
(全)、鶴岡村6鄰(全)、鶴岡村7鄰104號至254-9999號、鶴岡村8鄰104號至254-9999號、鶴岡村9鄰104號至254-9999號、鶴岡村10鄰104號
至254-9999號、鶴岡村10鄰277-1號至277-5號、鶴岡村10鄰277-11號至277-12號、鶴岡村10鄰278-2號至278-2號、鶴岡村11鄰(全)、五谷
村10鄰305號至309號、尖山村7鄰90號至223-9999號、尖山村8鄰90號至223-9999號、尖山村9鄰90號至223-9999號、尖山村11鄰246號至
247-9999號、尖山村14鄰90號至166-9999號、南河村2鄰(全)、南河村3鄰(全)、南河村4鄰(全)、南河村11鄰(全)、南河村12鄰(全)、北河村1
鄰(全)、北河村4鄰(全)、北河村5鄰(全)、北河村6鄰(全)、北河村7鄰(全)、北河村8鄰(全)、北河村10鄰(全)

4
2020/11/04
星期三

09：00~14：00
公館鄉

鶴岡村、鶴山村、南河村、北
河村、尖山村、仁安村

1302 GK0113

仁安村1鄰1號至13號、仁安村6鄰94號至99號、鶴山村(全)、鶴山村33號至335-9999號、鶴山村3鄰鶴山巷33號(全)、鶴山村4鄰鶴山巷33號
(全)、鶴山村5鄰鶴山巷33號(全)、鶴山村6鄰鶴山巷33號(全)、鶴山村7鄰鶴山巷33號(全)、鶴山村8鄰鶴山巷33號(全)、鶴山村9鄰鶴山巷33號
(全)、鶴山村10鄰鶴山巷33號(全)、鶴山村11鄰鶴山巷33號(全)、鶴山村12鄰鶴山巷33號(全)、鶴岡村4鄰104號至254-9999號、鶴岡村5鄰
(全)、鶴岡村6鄰(全)、鶴岡村7鄰104號至254-9999號、鶴岡村8鄰104號至254-9999號、鶴岡村9鄰104號至254-9999號、鶴岡村10鄰104號
至254-9999號、鶴岡村10鄰277-1號至277-5號、鶴岡村10鄰277-11號至277-12號、鶴岡村10鄰278-2號至278-2號、鶴岡村11鄰(全)、五谷
村10鄰305號至309號、尖山村7鄰90號至223-9999號、尖山村8鄰90號至223-9999號、尖山村9鄰90號至223-9999號、尖山村11鄰246號至
247-9999號、尖山村14鄰90號至166-9999號、南河村2鄰(全)、南河村3鄰(全)、南河村4鄰(全)、南河村11鄰(全)、南河村12鄰(全)、北河村1
鄰(全)、北河村4鄰(全)、北河村5鄰(全)、北河村6鄰(全)、北河村7鄰(全)、北河村8鄰(全)、北河村10鄰(全)



序 預計施工日期 行政區 村里 原光點 新增光點 路段

5
2020/11/11
星期三

00：00~06：00
苗栗市

恭敬里、高苗里、水源里、新
苗里、大同里、綠苗里、勝利
里

0703 ML0610

中正路907號至923-9999號(單)、中正路924號至1099-9999號、中正路1100號至1139-9999號、袍澤(全)、袍澤(全)、明駝(全)、明駝(全)、府
館(全)、府館(全)、篤行新村(全)、篤行新村(全)、恭敬里12鄰恭敬巷78號至78-9999號、恭敬里8鄰恭敬巷82號至85-9999號、恭敬里9鄰恭敬
巷86號至86-9999號、信義街13號至60-9999號、國際巷(全)、國際巷(全)、勝利里楊屋(全)、勝利里楊屋(全)、勝利里連屋(全)、勝利里連屋
(全)、三水源32鄰三水源巷1號至7-9999號、三水源32鄰三水源巷35號(全)、三水源32鄰3號至12-9999號、水澗橋(全)、水澗橋(全)、水源里6
鄰金像園巷1號至11-9999號、勝利里(全)、勝利里32鄰三水源南巷1號至12-9999號、勝利里32鄰三水源南巷12號至12-9999號、勝利里32鄰
三水源南巷9號至11-9999號、勝利里11鄰水澗橋巷1號至7-9999號(單)、勝利里20鄰竹巷仔1號至17-9999號、勝利里27鄰竹巷仔1號至17-
9999號、勝利里15鄰勝利巷9號至15-9999號、勝利里15鄰勝利巷10-9號至10-9號、勝利里9鄰連屋巷1號至9-9999號、勝利里16鄰勝利巷9
號至15-9999號、勝利里34鄰勝利巷2號至39-9999號、勝利里35鄰勝利巷2號至39-9999號、勝利里36鄰勝利巷2號至39-9999號、勝利里12
鄰楊屋巷1號至16-9999號、勝利里13鄰楊屋巷18號至27-9999號、勝利里22鄰楊屋巷29號至29-9999號、勝利里8鄰福德巷1號至1-9999號、
勝利里7鄰福德一巷1號至6-9999號、勝利里8鄰福德二巷1號至6-9999號、勝利里9鄰福德二巷1號至6號、勝利里14鄰篤行巷41號至61-9999
號、勝利里24鄰篤行巷62號至95-9999號、勝利里2鄰國際一巷1號至17-9999號、勝利里3鄰國際一巷1號至17-9999號、勝利里3鄰國際二巷1
號至17號、勝利里5鄰國際二巷1號至17號、勝利里18鄰勝利巷68號至71-9999號、勝利里34鄰勝利巷49-15號至49-42號、水源里龜山(全)、
水源里龜山(全)、水源里龜山(全)、竹巷子(全)、竹巷子(全)、中山路801號至999-9999號(單)、中山路870號至1050-9999號、大同路2號至20-
9999號(雙)、大同里稅舍(全)、大同里5鄰三湖道巷4號至10-9999號、新東街136巷119號至132號、林森街16號至58-9999號、復興路1段20
號至471-9999號、寶樹路8號至18-9999號(雙)、恭敬路11號至398-9999號、福德1巷(全)、福德1巷3號至3號、福德2巷(全)、福德2巷(全)、公
園路40號至40-9999號(雙)、東海路(全)、東海路(全)、榮興(全)、榮興(全)、東海街1號至40-9999號、水源里水流娘(全)、松園(全)、松園(全)、
松園285-1號至285-1號、松園425號至455-9999號、松園443-1號至443-1號、木鐸山(全)、木鐸山(全)、三山社區21鄰三山巷5號至51-9999
號、三山社區29鄰三山巷52號至173-9999號、三湖道6巷2號至7-9999號、高苗里21鄰三山巷5號至51-9999號、高苗里29鄰三山巷52號至
173-9999號、高苗里18鄰木鐸山巷1號至29-9999號、高苗里22鄰松園巷7號至456-9999號、高苗里23鄰松園巷39號至85-9999號、高苗里
24鄰松園巷86號至122-9999號、高苗里25鄰松園巷123號至162-9999號、高苗里24鄰松園巷165號至193-9999號、高苗里27鄰松園巷238號
至285-9999號、高苗里26鄰松園巷7號至456-9999號、高苗里28鄰松園巷338號至456-9999號、高苗里15鄰高苗巷96號至107-9999號、高
苗里16鄰高苗巷96號至107-9999號、高苗里17鄰高苗巷96號至107-9999號、高苗里18鄰高苗巷96號至107-9999號、高苗里19鄰高苗巷96
號至107-9999號、高苗里20鄰高苗巷96號至107-9999號、高苗里15鄰縣中巷1號至8-9999號、高苗里37鄰三山巷99號至178號、高苗里37鄰
三山巷88-1號至88-9號、高苗里38鄰三山巷99號至178號、高苗里29鄰三山巷88-1號至88-9999號、勝利路12號至312-9999號

6
2020/11/11
星期三

00：00~06：00
苗栗市

恭敬里、高苗里、水源里、新
苗里、大同里、綠苗里、勝利
里

0703 ML0611

中正路907號至923-9999號(單)、中正路924號至1099-9999號、中正路1100號至1139-9999號、袍澤(全)、袍澤(全)、明駝(全)、明駝(全)、府
館(全)、府館(全)、篤行新村(全)、篤行新村(全)、恭敬里12鄰恭敬巷78號至78-9999號、恭敬里8鄰恭敬巷82號至85-9999號、恭敬里9鄰恭敬
巷86號至86-9999號、信義街13號至60-9999號、國際巷(全)、國際巷(全)、勝利里楊屋(全)、勝利里楊屋(全)、勝利里連屋(全)、勝利里連屋
(全)、三水源32鄰三水源巷1號至7-9999號、三水源32鄰三水源巷35號(全)、三水源32鄰3號至12-9999號、水澗橋(全)、水澗橋(全)、水源里6
鄰金像園巷1號至11-9999號、勝利里(全)、勝利里32鄰三水源南巷1號至12-9999號、勝利里32鄰三水源南巷12號至12-9999號、勝利里32鄰
三水源南巷9號至11-9999號、勝利里11鄰水澗橋巷1號至7-9999號(單)、勝利里20鄰竹巷仔1號至17-9999號、勝利里27鄰竹巷仔1號至17-
9999號、勝利里15鄰勝利巷9號至15-9999號、勝利里15鄰勝利巷10-9號至10-9號、勝利里9鄰連屋巷1號至9-9999號、勝利里16鄰勝利巷9
號至15-9999號、勝利里34鄰勝利巷2號至39-9999號、勝利里35鄰勝利巷2號至39-9999號、勝利里36鄰勝利巷2號至39-9999號、勝利里12
鄰楊屋巷1號至16-9999號、勝利里13鄰楊屋巷18號至27-9999號、勝利里22鄰楊屋巷29號至29-9999號、勝利里8鄰福德巷1號至1-9999號、
勝利里7鄰福德一巷1號至6-9999號、勝利里8鄰福德二巷1號至6-9999號、勝利里9鄰福德二巷1號至6號、勝利里14鄰篤行巷41號至61-9999
號、勝利里24鄰篤行巷62號至95-9999號、勝利里2鄰國際一巷1號至17-9999號、勝利里3鄰國際一巷1號至17-9999號、勝利里3鄰國際二巷1
號至17號、勝利里5鄰國際二巷1號至17號、勝利里18鄰勝利巷68號至71-9999號、勝利里34鄰勝利巷49-15號至49-42號、水源里龜山(全)、
水源里龜山(全)、水源里龜山(全)、竹巷子(全)、竹巷子(全)、中山路801號至999-9999號(單)、中山路870號至1050-9999號、大同路2號至20-
9999號(雙)、大同里稅舍(全)、大同里5鄰三湖道巷4號至10-9999號、新東街136巷119號至132號、林森街16號至58-9999號、復興路1段20
號至471-9999號、寶樹路8號至18-9999號(雙)、恭敬路11號至398-9999號、福德1巷(全)、福德1巷3號至3號、福德2巷(全)、福德2巷(全)、公
園路40號至40-9999號(雙)、東海路(全)、東海路(全)、榮興(全)、榮興(全)、東海街1號至40-9999號、水源里水流娘(全)、松園(全)、松園(全)、
松園285-1號至285-1號、松園425號至455-9999號、松園443-1號至443-1號、木鐸山(全)、木鐸山(全)、三山社區21鄰三山巷5號至51-9999
號、三山社區29鄰三山巷52號至173-9999號、三湖道6巷2號至7-9999號、高苗里21鄰三山巷5號至51-9999號、高苗里29鄰三山巷52號至
173-9999號、高苗里18鄰木鐸山巷1號至29-9999號、高苗里22鄰松園巷7號至456-9999號、高苗里23鄰松園巷39號至85-9999號、高苗里
24鄰松園巷86號至122-9999號、高苗里25鄰松園巷123號至162-9999號、高苗里24鄰松園巷165號至193-9999號、高苗里27鄰松園巷238號
至285-9999號、高苗里26鄰松園巷7號至456-9999號、高苗里28鄰松園巷338號至456-9999號、高苗里15鄰高苗巷96號至107-9999號、高
苗里16鄰高苗巷96號至107-9999號、高苗里17鄰高苗巷96號至107-9999號、高苗里18鄰高苗巷96號至107-9999號、高苗里19鄰高苗巷96
號至107-9999號、高苗里20鄰高苗巷96號至107-9999號、高苗里15鄰縣中巷1號至8-9999號、高苗里37鄰三山巷99號至178號、高苗里37鄰
三山巷88-1號至88-9號、高苗里38鄰三山巷99號至178號、高苗里29鄰三山巷88-1號至88-9999號、勝利路12號至312-9999號



序 預計施工日期 行政區 村里 原光點 新增光點 路段

7
2020/11/11
星期三

00：00~06：00
苗栗市

恭敬里、高苗里、水源里、新
苗里、大同里、綠苗里、勝利
里

0703 ML0612

中正路907號至923-9999號(單)、中正路924號至1099-9999號、中正路1100號至1139-9999號、袍澤(全)、袍澤(全)、明駝(全)、明駝(全)、府
館(全)、府館(全)、篤行新村(全)、篤行新村(全)、恭敬里12鄰恭敬巷78號至78-9999號、恭敬里8鄰恭敬巷82號至85-9999號、恭敬里9鄰恭敬
巷86號至86-9999號、信義街13號至60-9999號、國際巷(全)、國際巷(全)、勝利里楊屋(全)、勝利里楊屋(全)、勝利里連屋(全)、勝利里連屋
(全)、三水源32鄰三水源巷1號至7-9999號、三水源32鄰三水源巷35號(全)、三水源32鄰3號至12-9999號、水澗橋(全)、水澗橋(全)、水源里6
鄰金像園巷1號至11-9999號、勝利里(全)、勝利里32鄰三水源南巷1號至12-9999號、勝利里32鄰三水源南巷12號至12-9999號、勝利里32鄰
三水源南巷9號至11-9999號、勝利里11鄰水澗橋巷1號至7-9999號(單)、勝利里20鄰竹巷仔1號至17-9999號、勝利里27鄰竹巷仔1號至17-
9999號、勝利里15鄰勝利巷9號至15-9999號、勝利里15鄰勝利巷10-9號至10-9號、勝利里9鄰連屋巷1號至9-9999號、勝利里16鄰勝利巷9
號至15-9999號、勝利里34鄰勝利巷2號至39-9999號、勝利里35鄰勝利巷2號至39-9999號、勝利里36鄰勝利巷2號至39-9999號、勝利里12
鄰楊屋巷1號至16-9999號、勝利里13鄰楊屋巷18號至27-9999號、勝利里22鄰楊屋巷29號至29-9999號、勝利里8鄰福德巷1號至1-9999號、
勝利里7鄰福德一巷1號至6-9999號、勝利里8鄰福德二巷1號至6-9999號、勝利里9鄰福德二巷1號至6號、勝利里14鄰篤行巷41號至61-9999
號、勝利里24鄰篤行巷62號至95-9999號、勝利里2鄰國際一巷1號至17-9999號、勝利里3鄰國際一巷1號至17-9999號、勝利里3鄰國際二巷1
號至17號、勝利里5鄰國際二巷1號至17號、勝利里18鄰勝利巷68號至71-9999號、勝利里34鄰勝利巷49-15號至49-42號、水源里龜山(全)、
水源里龜山(全)、水源里龜山(全)、竹巷子(全)、竹巷子(全)、中山路801號至999-9999號(單)、中山路870號至1050-9999號、大同路2號至20-
9999號(雙)、大同里稅舍(全)、大同里5鄰三湖道巷4號至10-9999號、新東街136巷119號至132號、林森街16號至58-9999號、復興路1段20
號至471-9999號、寶樹路8號至18-9999號(雙)、恭敬路11號至398-9999號、福德1巷(全)、福德1巷3號至3號、福德2巷(全)、福德2巷(全)、公
園路40號至40-9999號(雙)、東海路(全)、東海路(全)、榮興(全)、榮興(全)、東海街1號至40-9999號、水源里水流娘(全)、松園(全)、松園(全)、
松園285-1號至285-1號、松園425號至455-9999號、松園443-1號至443-1號、木鐸山(全)、木鐸山(全)、三山社區21鄰三山巷5號至51-9999
號、三山社區29鄰三山巷52號至173-9999號、三湖道6巷2號至7-9999號、高苗里21鄰三山巷5號至51-9999號、高苗里29鄰三山巷52號至
173-9999號、高苗里18鄰木鐸山巷1號至29-9999號、高苗里22鄰松園巷7號至456-9999號、高苗里23鄰松園巷39號至85-9999號、高苗里
24鄰松園巷86號至122-9999號、高苗里25鄰松園巷123號至162-9999號、高苗里24鄰松園巷165號至193-9999號、高苗里27鄰松園巷238號
至285-9999號、高苗里26鄰松園巷7號至456-9999號、高苗里28鄰松園巷338號至456-9999號、高苗里15鄰高苗巷96號至107-9999號、高
苗里16鄰高苗巷96號至107-9999號、高苗里17鄰高苗巷96號至107-9999號、高苗里18鄰高苗巷96號至107-9999號、高苗里19鄰高苗巷96
號至107-9999號、高苗里20鄰高苗巷96號至107-9999號、高苗里15鄰縣中巷1號至8-9999號、高苗里37鄰三山巷99號至178號、高苗里37鄰
三山巷88-1號至88-9號、高苗里38鄰三山巷99號至178號、高苗里29鄰三山巷88-1號至88-9999號、勝利路12號至312-9999號

8
2020/11/11
星期三

00：00~06：00
苗栗市

恭敬里、高苗里、水源里、新
苗里、大同里、綠苗里、勝利
里

0703 ML0613

中正路907號至923-9999號(單)、中正路924號至1099-9999號、中正路1100號至1139-9999號、袍澤(全)、袍澤(全)、明駝(全)、明駝(全)、府
館(全)、府館(全)、篤行新村(全)、篤行新村(全)、恭敬里12鄰恭敬巷78號至78-9999號、恭敬里8鄰恭敬巷82號至85-9999號、恭敬里9鄰恭敬
巷86號至86-9999號、信義街13號至60-9999號、國際巷(全)、國際巷(全)、勝利里楊屋(全)、勝利里楊屋(全)、勝利里連屋(全)、勝利里連屋
(全)、三水源32鄰三水源巷1號至7-9999號、三水源32鄰三水源巷35號(全)、三水源32鄰3號至12-9999號、水澗橋(全)、水澗橋(全)、水源里6
鄰金像園巷1號至11-9999號、勝利里(全)、勝利里32鄰三水源南巷1號至12-9999號、勝利里32鄰三水源南巷12號至12-9999號、勝利里32鄰
三水源南巷9號至11-9999號、勝利里11鄰水澗橋巷1號至7-9999號(單)、勝利里20鄰竹巷仔1號至17-9999號、勝利里27鄰竹巷仔1號至17-
9999號、勝利里15鄰勝利巷9號至15-9999號、勝利里15鄰勝利巷10-9號至10-9號、勝利里9鄰連屋巷1號至9-9999號、勝利里16鄰勝利巷9
號至15-9999號、勝利里34鄰勝利巷2號至39-9999號、勝利里35鄰勝利巷2號至39-9999號、勝利里36鄰勝利巷2號至39-9999號、勝利里12
鄰楊屋巷1號至16-9999號、勝利里13鄰楊屋巷18號至27-9999號、勝利里22鄰楊屋巷29號至29-9999號、勝利里8鄰福德巷1號至1-9999號、
勝利里7鄰福德一巷1號至6-9999號、勝利里8鄰福德二巷1號至6-9999號、勝利里9鄰福德二巷1號至6號、勝利里14鄰篤行巷41號至61-9999
號、勝利里24鄰篤行巷62號至95-9999號、勝利里2鄰國際一巷1號至17-9999號、勝利里3鄰國際一巷1號至17-9999號、勝利里3鄰國際二巷1
號至17號、勝利里5鄰國際二巷1號至17號、勝利里18鄰勝利巷68號至71-9999號、勝利里34鄰勝利巷49-15號至49-42號、水源里龜山(全)、
水源里龜山(全)、水源里龜山(全)、竹巷子(全)、竹巷子(全)、中山路801號至999-9999號(單)、中山路870號至1050-9999號、大同路2號至20-
9999號(雙)、大同里稅舍(全)、大同里5鄰三湖道巷4號至10-9999號、新東街136巷119號至132號、林森街16號至58-9999號、復興路1段20
號至471-9999號、寶樹路8號至18-9999號(雙)、恭敬路11號至398-9999號、福德1巷(全)、福德1巷3號至3號、福德2巷(全)、福德2巷(全)、公
園路40號至40-9999號(雙)、東海路(全)、東海路(全)、榮興(全)、榮興(全)、東海街1號至40-9999號、水源里水流娘(全)、松園(全)、松園(全)、
松園285-1號至285-1號、松園425號至455-9999號、松園443-1號至443-1號、木鐸山(全)、木鐸山(全)、三山社區21鄰三山巷5號至51-9999
號、三山社區29鄰三山巷52號至173-9999號、三湖道6巷2號至7-9999號、高苗里21鄰三山巷5號至51-9999號、高苗里29鄰三山巷52號至
173-9999號、高苗里18鄰木鐸山巷1號至29-9999號、高苗里22鄰松園巷7號至456-9999號、高苗里23鄰松園巷39號至85-9999號、高苗里
24鄰松園巷86號至122-9999號、高苗里25鄰松園巷123號至162-9999號、高苗里24鄰松園巷165號至193-9999號、高苗里27鄰松園巷238號
至285-9999號、高苗里26鄰松園巷7號至456-9999號、高苗里28鄰松園巷338號至456-9999號、高苗里15鄰高苗巷96號至107-9999號、高
苗里16鄰高苗巷96號至107-9999號、高苗里17鄰高苗巷96號至107-9999號、高苗里18鄰高苗巷96號至107-9999號、高苗里19鄰高苗巷96
號至107-9999號、高苗里20鄰高苗巷96號至107-9999號、高苗里15鄰縣中巷1號至8-9999號、高苗里37鄰三山巷99號至178號、高苗里37鄰
三山巷88-1號至88-9號、高苗里38鄰三山巷99號至178號、高苗里29鄰三山巷88-1號至88-9999號、勝利路12號至312-9999號



序 預計施工日期 行政區 村里 原光點 新增光點 路段

9
2020/11/18
星期三

00：00~06：00
苗栗市

恭敬里、高苗里、水源里、新
苗里、大同里、綠苗里、勝利
里

0703 ML0606

中正路907號至923-9999號(單)、中正路924號至1099-9999號、中正路1100號至1139-9999號、袍澤(全)、袍澤(全)、明駝(全)、明駝(全)、府
館(全)、府館(全)、篤行新村(全)、篤行新村(全)、恭敬里12鄰恭敬巷78號至78-9999號、恭敬里8鄰恭敬巷82號至85-9999號、恭敬里9鄰恭敬
巷86號至86-9999號、信義街13號至60-9999號、國際巷(全)、國際巷(全)、勝利里楊屋(全)、勝利里楊屋(全)、勝利里連屋(全)、勝利里連屋
(全)、三水源32鄰三水源巷1號至7-9999號、三水源32鄰三水源巷35號(全)、三水源32鄰3號至12-9999號、水澗橋(全)、水澗橋(全)、水源里6
鄰金像園巷1號至11-9999號、勝利里(全)、勝利里32鄰三水源南巷1號至12-9999號、勝利里32鄰三水源南巷12號至12-9999號、勝利里32鄰
三水源南巷9號至11-9999號、勝利里11鄰水澗橋巷1號至7-9999號(單)、勝利里20鄰竹巷仔1號至17-9999號、勝利里27鄰竹巷仔1號至17-
9999號、勝利里15鄰勝利巷9號至15-9999號、勝利里15鄰勝利巷10-9號至10-9號、勝利里9鄰連屋巷1號至9-9999號、勝利里16鄰勝利巷9
號至15-9999號、勝利里34鄰勝利巷2號至39-9999號、勝利里35鄰勝利巷2號至39-9999號、勝利里36鄰勝利巷2號至39-9999號、勝利里12
鄰楊屋巷1號至16-9999號、勝利里13鄰楊屋巷18號至27-9999號、勝利里22鄰楊屋巷29號至29-9999號、勝利里8鄰福德巷1號至1-9999號、
勝利里7鄰福德一巷1號至6-9999號、勝利里8鄰福德二巷1號至6-9999號、勝利里9鄰福德二巷1號至6號、勝利里14鄰篤行巷41號至61-9999
號、勝利里24鄰篤行巷62號至95-9999號、勝利里2鄰國際一巷1號至17-9999號、勝利里3鄰國際一巷1號至17-9999號、勝利里3鄰國際二巷1
號至17號、勝利里5鄰國際二巷1號至17號、勝利里18鄰勝利巷68號至71-9999號、勝利里34鄰勝利巷49-15號至49-42號、水源里龜山(全)、
水源里龜山(全)、水源里龜山(全)、竹巷子(全)、竹巷子(全)、中山路801號至999-9999號(單)、中山路870號至1050-9999號、大同路2號至20-
9999號(雙)、大同里稅舍(全)、大同里5鄰三湖道巷4號至10-9999號、新東街136巷119號至132號、林森街16號至58-9999號、復興路1段20
號至471-9999號、寶樹路8號至18-9999號(雙)、恭敬路11號至398-9999號、福德1巷(全)、福德1巷3號至3號、福德2巷(全)、福德2巷(全)、公
園路40號至40-9999號(雙)、東海路(全)、東海路(全)、榮興(全)、榮興(全)、東海街1號至40-9999號、水源里水流娘(全)、松園(全)、松園(全)、
松園285-1號至285-1號、松園425號至455-9999號、松園443-1號至443-1號、木鐸山(全)、木鐸山(全)、三山社區21鄰三山巷5號至51-9999
號、三山社區29鄰三山巷52號至173-9999號、三湖道6巷2號至7-9999號、高苗里21鄰三山巷5號至51-9999號、高苗里29鄰三山巷52號至
173-9999號、高苗里18鄰木鐸山巷1號至29-9999號、高苗里22鄰松園巷7號至456-9999號、高苗里23鄰松園巷39號至85-9999號、高苗里
24鄰松園巷86號至122-9999號、高苗里25鄰松園巷123號至162-9999號、高苗里24鄰松園巷165號至193-9999號、高苗里27鄰松園巷238號
至285-9999號、高苗里26鄰松園巷7號至456-9999號、高苗里28鄰松園巷338號至456-9999號、高苗里15鄰高苗巷96號至107-9999號、高
苗里16鄰高苗巷96號至107-9999號、高苗里17鄰高苗巷96號至107-9999號、高苗里18鄰高苗巷96號至107-9999號、高苗里19鄰高苗巷96
號至107-9999號、高苗里20鄰高苗巷96號至107-9999號、高苗里15鄰縣中巷1號至8-9999號、高苗里37鄰三山巷99號至178號、高苗里37鄰
三山巷88-1號至88-9號、高苗里38鄰三山巷99號至178號、高苗里29鄰三山巷88-1號至88-9999號、勝利路12號至312-9999號

10
2020/11/18
星期三

00：00~06：00
苗栗市

恭敬里、高苗里、水源里、新
苗里、大同里、綠苗里、勝利
里

0703 ML0607

中正路907號至923-9999號(單)、中正路924號至1099-9999號、中正路1100號至1139-9999號、袍澤(全)、袍澤(全)、明駝(全)、明駝(全)、府
館(全)、府館(全)、篤行新村(全)、篤行新村(全)、恭敬里12鄰恭敬巷78號至78-9999號、恭敬里8鄰恭敬巷82號至85-9999號、恭敬里9鄰恭敬
巷86號至86-9999號、信義街13號至60-9999號、國際巷(全)、國際巷(全)、勝利里楊屋(全)、勝利里楊屋(全)、勝利里連屋(全)、勝利里連屋
(全)、三水源32鄰三水源巷1號至7-9999號、三水源32鄰三水源巷35號(全)、三水源32鄰3號至12-9999號、水澗橋(全)、水澗橋(全)、水源里6
鄰金像園巷1號至11-9999號、勝利里(全)、勝利里32鄰三水源南巷1號至12-9999號、勝利里32鄰三水源南巷12號至12-9999號、勝利里32鄰
三水源南巷9號至11-9999號、勝利里11鄰水澗橋巷1號至7-9999號(單)、勝利里20鄰竹巷仔1號至17-9999號、勝利里27鄰竹巷仔1號至17-
9999號、勝利里15鄰勝利巷9號至15-9999號、勝利里15鄰勝利巷10-9號至10-9號、勝利里9鄰連屋巷1號至9-9999號、勝利里16鄰勝利巷9
號至15-9999號、勝利里34鄰勝利巷2號至39-9999號、勝利里35鄰勝利巷2號至39-9999號、勝利里36鄰勝利巷2號至39-9999號、勝利里12
鄰楊屋巷1號至16-9999號、勝利里13鄰楊屋巷18號至27-9999號、勝利里22鄰楊屋巷29號至29-9999號、勝利里8鄰福德巷1號至1-9999號、
勝利里7鄰福德一巷1號至6-9999號、勝利里8鄰福德二巷1號至6-9999號、勝利里9鄰福德二巷1號至6號、勝利里14鄰篤行巷41號至61-9999
號、勝利里24鄰篤行巷62號至95-9999號、勝利里2鄰國際一巷1號至17-9999號、勝利里3鄰國際一巷1號至17-9999號、勝利里3鄰國際二巷1
號至17號、勝利里5鄰國際二巷1號至17號、勝利里18鄰勝利巷68號至71-9999號、勝利里34鄰勝利巷49-15號至49-42號、水源里龜山(全)、
水源里龜山(全)、水源里龜山(全)、竹巷子(全)、竹巷子(全)、中山路801號至999-9999號(單)、中山路870號至1050-9999號、大同路2號至20-
9999號(雙)、大同里稅舍(全)、大同里5鄰三湖道巷4號至10-9999號、新東街136巷119號至132號、林森街16號至58-9999號、復興路1段20
號至471-9999號、寶樹路8號至18-9999號(雙)、恭敬路11號至398-9999號、福德1巷(全)、福德1巷3號至3號、福德2巷(全)、福德2巷(全)、公
園路40號至40-9999號(雙)、東海路(全)、東海路(全)、榮興(全)、榮興(全)、東海街1號至40-9999號、水源里水流娘(全)、松園(全)、松園(全)、
松園285-1號至285-1號、松園425號至455-9999號、松園443-1號至443-1號、木鐸山(全)、木鐸山(全)、三山社區21鄰三山巷5號至51-9999
號、三山社區29鄰三山巷52號至173-9999號、三湖道6巷2號至7-9999號、高苗里21鄰三山巷5號至51-9999號、高苗里29鄰三山巷52號至
173-9999號、高苗里18鄰木鐸山巷1號至29-9999號、高苗里22鄰松園巷7號至456-9999號、高苗里23鄰松園巷39號至85-9999號、高苗里
24鄰松園巷86號至122-9999號、高苗里25鄰松園巷123號至162-9999號、高苗里24鄰松園巷165號至193-9999號、高苗里27鄰松園巷238號
至285-9999號、高苗里26鄰松園巷7號至456-9999號、高苗里28鄰松園巷338號至456-9999號、高苗里15鄰高苗巷96號至107-9999號、高
苗里16鄰高苗巷96號至107-9999號、高苗里17鄰高苗巷96號至107-9999號、高苗里18鄰高苗巷96號至107-9999號、高苗里19鄰高苗巷96
號至107-9999號、高苗里20鄰高苗巷96號至107-9999號、高苗里15鄰縣中巷1號至8-9999號、高苗里37鄰三山巷99號至178號、高苗里37鄰
三山巷88-1號至88-9號、高苗里38鄰三山巷99號至178號、高苗里29鄰三山巷88-1號至88-9999號、勝利路12號至312-9999號



序 預計施工日期 行政區 村里 原光點 新增光點 路段

11
2020/11/18
星期三

00：00~06：00
苗栗市

恭敬里、高苗里、水源里、新
苗里、大同里、綠苗里、勝利
里

0703 ML0608

中正路907號至923-9999號(單)、中正路924號至1099-9999號、中正路1100號至1139-9999號、袍澤(全)、袍澤(全)、明駝(全)、明駝(全)、府
館(全)、府館(全)、篤行新村(全)、篤行新村(全)、恭敬里12鄰恭敬巷78號至78-9999號、恭敬里8鄰恭敬巷82號至85-9999號、恭敬里9鄰恭敬
巷86號至86-9999號、信義街13號至60-9999號、國際巷(全)、國際巷(全)、勝利里楊屋(全)、勝利里楊屋(全)、勝利里連屋(全)、勝利里連屋
(全)、三水源32鄰三水源巷1號至7-9999號、三水源32鄰三水源巷35號(全)、三水源32鄰3號至12-9999號、水澗橋(全)、水澗橋(全)、水源里6
鄰金像園巷1號至11-9999號、勝利里(全)、勝利里32鄰三水源南巷1號至12-9999號、勝利里32鄰三水源南巷12號至12-9999號、勝利里32鄰
三水源南巷9號至11-9999號、勝利里11鄰水澗橋巷1號至7-9999號(單)、勝利里20鄰竹巷仔1號至17-9999號、勝利里27鄰竹巷仔1號至17-
9999號、勝利里15鄰勝利巷9號至15-9999號、勝利里15鄰勝利巷10-9號至10-9號、勝利里9鄰連屋巷1號至9-9999號、勝利里16鄰勝利巷9
號至15-9999號、勝利里34鄰勝利巷2號至39-9999號、勝利里35鄰勝利巷2號至39-9999號、勝利里36鄰勝利巷2號至39-9999號、勝利里12
鄰楊屋巷1號至16-9999號、勝利里13鄰楊屋巷18號至27-9999號、勝利里22鄰楊屋巷29號至29-9999號、勝利里8鄰福德巷1號至1-9999號、
勝利里7鄰福德一巷1號至6-9999號、勝利里8鄰福德二巷1號至6-9999號、勝利里9鄰福德二巷1號至6號、勝利里14鄰篤行巷41號至61-9999
號、勝利里24鄰篤行巷62號至95-9999號、勝利里2鄰國際一巷1號至17-9999號、勝利里3鄰國際一巷1號至17-9999號、勝利里3鄰國際二巷1
號至17號、勝利里5鄰國際二巷1號至17號、勝利里18鄰勝利巷68號至71-9999號、勝利里34鄰勝利巷49-15號至49-42號、水源里龜山(全)、
水源里龜山(全)、水源里龜山(全)、竹巷子(全)、竹巷子(全)、中山路801號至999-9999號(單)、中山路870號至1050-9999號、大同路2號至20-
9999號(雙)、大同里稅舍(全)、大同里5鄰三湖道巷4號至10-9999號、新東街136巷119號至132號、林森街16號至58-9999號、復興路1段20
號至471-9999號、寶樹路8號至18-9999號(雙)、恭敬路11號至398-9999號、福德1巷(全)、福德1巷3號至3號、福德2巷(全)、福德2巷(全)、公
園路40號至40-9999號(雙)、東海路(全)、東海路(全)、榮興(全)、榮興(全)、東海街1號至40-9999號、水源里水流娘(全)、松園(全)、松園(全)、
松園285-1號至285-1號、松園425號至455-9999號、松園443-1號至443-1號、木鐸山(全)、木鐸山(全)、三山社區21鄰三山巷5號至51-9999
號、三山社區29鄰三山巷52號至173-9999號、三湖道6巷2號至7-9999號、高苗里21鄰三山巷5號至51-9999號、高苗里29鄰三山巷52號至
173-9999號、高苗里18鄰木鐸山巷1號至29-9999號、高苗里22鄰松園巷7號至456-9999號、高苗里23鄰松園巷39號至85-9999號、高苗里
24鄰松園巷86號至122-9999號、高苗里25鄰松園巷123號至162-9999號、高苗里24鄰松園巷165號至193-9999號、高苗里27鄰松園巷238號
至285-9999號、高苗里26鄰松園巷7號至456-9999號、高苗里28鄰松園巷338號至456-9999號、高苗里15鄰高苗巷96號至107-9999號、高
苗里16鄰高苗巷96號至107-9999號、高苗里17鄰高苗巷96號至107-9999號、高苗里18鄰高苗巷96號至107-9999號、高苗里19鄰高苗巷96
號至107-9999號、高苗里20鄰高苗巷96號至107-9999號、高苗里15鄰縣中巷1號至8-9999號、高苗里37鄰三山巷99號至178號、高苗里37鄰
三山巷88-1號至88-9號、高苗里38鄰三山巷99號至178號、高苗里29鄰三山巷88-1號至88-9999號、勝利路12號至312-9999號

12
2020/11/25
星期三

00：00~06：00
苗栗市 恭敬里、水源里、勝利里 0720 ML0603

中正路1140號至1296-9999號、中正路1297號至1514-9999號、育民街2號至110-9999號、水源里7鄰源園巷1號至8-9999號、水源里6鄰水
源巷1號至42-9999號、水源里7鄰水源巷1號至42-9999號、水源里8鄰水源巷1號至42-9999號、水源里20鄰水源巷1號至42-9999號、水源里
21鄰水源巷1號至42-9999號、水源里22鄰水源巷1號至42-9999號、水源里23鄰水源巷1號至42-9999號、水源里8鄰龜山巷4號至57-9999
號、水源里9鄰龜山巷4號至57-9999號、水源里10鄰龜山巷4號至57-9999號、水源里11鄰龜山巷4號至57-9999號、水源里12鄰龜山巷4號至
57-9999號、水源里13鄰龜山巷4號至57-9999號、勝利里15鄰勝利巷1號至8-9999號、勝利里15鄰勝利巷10-3號至10-12號、勝利里36鄰勝
利巷31號至33-9999號、勝利里36鄰榮興巷1號至7-9999號、復興路1段1號至41-9999號(單)、復興路1段2號至18-9999號(雙)、恭敬路307號
至395-9999號(單)、水源路40號至80-9999號、愛國路1號至48-9999號、國福路2號至31-9999號、國福路21巷4號至4號、金鳳街7號至112-
9999號、金陽街1號至31-9999號、金華街12號至32-9999號、金龍街64號至198-9999號、金朝街33號至49-9999號、東海街13號至21-
9999號(單)

13
2020/11/25
星期三

00：00~06：00
苗栗市 恭敬里、水源里、勝利里 0720 ML0604

中正路1140號至1296-9999號、中正路1297號至1514-9999號、育民街2號至110-9999號、水源里7鄰源園巷1號至8-9999號、水源里6鄰水
源巷1號至42-9999號、水源里7鄰水源巷1號至42-9999號、水源里8鄰水源巷1號至42-9999號、水源里20鄰水源巷1號至42-9999號、水源里
21鄰水源巷1號至42-9999號、水源里22鄰水源巷1號至42-9999號、水源里23鄰水源巷1號至42-9999號、水源里8鄰龜山巷4號至57-9999
號、水源里9鄰龜山巷4號至57-9999號、水源里10鄰龜山巷4號至57-9999號、水源里11鄰龜山巷4號至57-9999號、水源里12鄰龜山巷4號至
57-9999號、水源里13鄰龜山巷4號至57-9999號、勝利里15鄰勝利巷1號至8-9999號、勝利里15鄰勝利巷10-3號至10-12號、勝利里36鄰勝
利巷31號至33-9999號、勝利里36鄰榮興巷1號至7-9999號、復興路1段1號至41-9999號(單)、復興路1段2號至18-9999號(雙)、恭敬路307號
至395-9999號(單)、水源路40號至80-9999號、愛國路1號至48-9999號、國福路2號至31-9999號、國福路21巷4號至4號、金鳳街7號至112-
9999號、金陽街1號至31-9999號、金華街12號至32-9999號、金龍街64號至198-9999號、金朝街33號至49-9999號、東海街13號至21-
9999號(單)



序 預計施工日期 行政區 村里 原光點 新增光點 路段

14
2020/11/25
星期三

00：00~06：00
苗栗市 恭敬里、水源里、勝利里 0720 ML0605

中正路1140號至1296-9999號、中正路1297號至1514-9999號、育民街2號至110-9999號、水源里7鄰源園巷1號至8-9999號、水源里6鄰水
源巷1號至42-9999號、水源里7鄰水源巷1號至42-9999號、水源里8鄰水源巷1號至42-9999號、水源里20鄰水源巷1號至42-9999號、水源里
21鄰水源巷1號至42-9999號、水源里22鄰水源巷1號至42-9999號、水源里23鄰水源巷1號至42-9999號、水源里8鄰龜山巷4號至57-9999
號、水源里9鄰龜山巷4號至57-9999號、水源里10鄰龜山巷4號至57-9999號、水源里11鄰龜山巷4號至57-9999號、水源里12鄰龜山巷4號至
57-9999號、水源里13鄰龜山巷4號至57-9999號、勝利里15鄰勝利巷1號至8-9999號、勝利里15鄰勝利巷10-3號至10-12號、勝利里36鄰勝
利巷31號至33-9999號、勝利里36鄰榮興巷1號至7-9999號、復興路1段1號至41-9999號(單)、復興路1段2號至18-9999號(雙)、恭敬路307號
至395-9999號(單)、水源路40號至80-9999號、愛國路1號至48-9999號、國福路2號至31-9999號、國福路21巷4號至4號、金鳳街7號至112-
9999號、金陽街1號至31-9999號、金華街12號至32-9999號、金龍街64號至198-9999號、金朝街33號至49-9999號、東海街13號至21-
9999號(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