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點切割_日期及路段_2019年12月

序 預計施工日期 行政區 村里 原光點 新增光點 路段

1
2019/12/19
星期四

湖口鄉、新豐鄉
湖口鄉：鳳凰村
新豐鄉：員山村、中崙村

HF1 HK0501

湖口鄉：
新興路忠信一巷信一巷1號至33-9999號(單)、新興路忠信一巷信一巷2號至32-9999號(雙)、新興路忠信二巷信二巷1號至11-9999號(單)、新興
路忠信二巷信二巷2號至6-9999號(雙)、新興路忠信三巷信三巷1號至25-9999號(單)、新興路忠信三巷信三巷2號至22-9999號(雙)、新興路忠
信四巷信四巷1號至27-9999號(單)、新興路忠信四巷信四巷2號至36-9999號(雙)、新興路忠信五巷信五巷1號至17-9999號(單)、新興路忠信五
巷信五巷2號至16-9999號(雙)、新興路600-4號至760-9999號(雙)、新興路601號至773-9999號(單)、新興路忠信五巷1號至17-9999號(單)、
新興路忠信五巷2號至16-9999號(雙)、新興路忠信六巷1號至15-9999號(單)、新興路忠信六巷2號至8-9999號(雙)、鳳凰村10鄰1號至9999-
9999號、鳳凰村13鄰1號至9999-9999號
新豐鄉：
員山村2鄰1號至9999-9999號、員山村3鄰1號至9999-9999號、員山村4鄰1號至9999-9999號、員山村5鄰1號至9999-9999號、員山村6鄰1
號至9999-9999號、員山村7鄰1號至9999-9999號、員山村13鄰1號至9999-9999號、員山村14鄰1號至9999-9999號、員山村15鄰1號至
9999-9999號、員山村16鄰1號至9999-9999號、員山村33鄰1號至9999-9999號、新興路340號至9999-9999號(雙)、新興路407號至531-
9999號(單)

2
2019/12/19
星期四

湖口鄉、新豐鄉
湖口鄉：鳳山村、鳳凰村
新豐鄉：員山村

HF35 HK0505

湖口鄉：
新興路336號至600-3號(雙)、新興路353號至599-9999號(單)
新豐鄉：
忠信街1號至299-9999號(單)、忠信街2號至286-9999號(雙)

3
2019/12/19
星期四

湖口鄉 湖口鄉：鳳山村、鳳凰村 HK31 HK0506
仁和路142號至188-9999號(雙)、仁愛路1號至7-9999號(單)、仁愛路2號至80-9999號(雙)、仁樂路1號至3-9999號(單)、仁樂路2號至10-9999
號(雙)、文化路1號至115-9999號(單)、文化路2號至188-9999號(雙)、興安街1號至99-9999號(單)、興安街2號至112-9999號(雙)、興華街1號
至103-9999號(單)、興華街2號至40-9999號(雙)

4
2019/12/19
星期四

湖口鄉 鳳山村、鳳凰村 HK32 HK0507

大勇路1號至49-9999號(單)、大勇路2號至26-9999號(雙)、大勇路1巷1號至95-9999號(單)、大勇路1巷2號至66-9999號(雙)、大勇路2巷1號
至67-9999號(單)、大勇路2巷2號至66-9999號(雙)、中華路1號至23-9999號(單)、中華路2號至54-9999號(雙)、仁愛路82號至168-9999號
(雙)、仁樂路5號至171-9999號(單)、仁樂路12號至160-9999號(雙)、民享街1號至61-9999號(單)、民享街2號至94-9999號(雙)、民和街1號至
51-9999號(單)、民和街2號至70-9999號(雙)、民富街1號至37-9999號(單)、民富街2號至40-9999號(雙)、鳳凰二街1號至63-9999號(單)、鳳
凰二街2號至96-9999號(雙)、鳳凰三街1號至69-9999號(單)、鳳凰三街2號至78-9999號(雙)、鳳凰四街1號至31-9999號(單)、鳳凰四街2號至
32-9999號(雙)

5
2019/12/20
星期五

湖口鄉、新豐鄉
湖口鄉：波羅村
新豐鄉：中崙村、員山村

HF10 HK0502

湖口鄉：
三元路2段68號至130-9999號(雙)、三元路2段91號至119-9999號(單)、光華路1號至617-9999號(單)、光華路2號至666-9999號(雙)、波羅村
1鄰1號至9999-9999號、波羅村2鄰1號至9999-9999號、波羅村3鄰1號至9999-9999號、波羅村4鄰1號至9999-9999號、波羅村5鄰1號至
9999-9999號、波羅村6鄰1號至9999-9999號、波羅村7鄰1號至9999-9999號、波羅村8鄰1號至9999-9999號、新興路762號至888-9999號
(雙)
新豐鄉：
中崙村6鄰218號至231-9999號、中崙村7鄰219號至221-9999號、中崙村9鄰287號至308-9999號、員山村2鄰28號至40-9999號、員山村5鄰
63號至63-9999號、新興路533號至9999-9999號(單)

6
2019/12/20
星期五

湖口鄉 鳳山村、鳳凰村 HF11-1 HK0503
大勇路28號至130-9999號(雙)、大勇路51號至101-9999號(單)、大勇路3巷1號至71-9999號(單)、大勇路3巷2號至78-9999號(雙)、大勇路4巷
1號至51-9999號(單)、大勇路4巷2號至50-9999號(雙)、仁和路45號至187-9999號(單)、仁和路48號至140-9999號(雙)、仁興路39號至51-
9999號(單)、仁興路42號至130-9999號(雙)、仁興路129號至129-9999號(單)、廣興街1號至137-9999號(單)、廣興街6號至146-9999號(雙)

7
2019/12/20
星期五

湖口鄉 鳳山村、鳳凰村 HF11-2 HK0504

大智路1號至83-9999號(單)、大智路2號至66-9999號(雙)、中華路56號至128-9999號(雙)、仁和路1號至43-9999號(單)、仁和路2號至46-
9999號(雙)、仁愛街82號至82-9999號(雙)、仁德路1號至1-9999號(單)、仁德路2號至8-9999號(雙)、仁興路1號至37-9999號(單)、仁興路2號
至40-9999號(雙)、仁興路53號至127-9999號(單)、自強路1號至7-9999號(單)、復興路2號至36-9999號(雙)、新興路458號至458-9999號
(雙)、廣興街2號至4-9999號(雙)



序 預計施工日期 行政區 村里 原光點 新增光點 路段

8
2019/12/23
星期一

竹北市、湖口鄉、
新豐鄉

竹北市：大眉里、大義里
湖口鄉：鳳山村
新豐鄉：鳳山村

GP3 GP0905

竹北市：
大眉里1鄰1號至6-9999號、大眉里3鄰6號至34-9999號、大眉里4鄰13號至14-9999號、大眉里5鄰21號至38-9999號、大眉里6鄰13號至40-
9999號、大眉里8鄰8號至95-9999號、大眉里10鄰1號至83-9999號、大眉里11鄰45號至53-9999號、大義里1鄰1號至66-9999號、大義里2
鄰1號至5-9999號、大義里3鄰1號至15-9999號、大義里4鄰1號至20-9999號、大義里5鄰1號至26-9999號、大義里6鄰32號至38-9999號、
大義里7鄰32號至45-9999號、大義里8鄰45號至56-9999號、大義里9鄰58號至64-9999號、大義里10鄰58號至87-9999號、大義里11鄰71號
至86-9999號、中華路762號至1108-9999號(雙)、中華路1005號至1087-9999號(單)、尚義街279號至423-9999號(單)、尚義街310號至424-
9999號(雙)、逸境新村1號至83-9999號(單)、逸境新村2號至82-9999號(雙)、鳳岡路1段254號至9999-9999號(雙)、鳳岡路1段341號至9999-
9999號(單)、鳳岡路2段1號至373-9999號(單)、鳳岡路2段2號至416-9999號(雙)
湖口鄉：
鳳山村3鄰14-1號至15-9999號
新豐鄉：
鳳山村3鄰1號至9999-9999號、鳳山村2鄰14號至9999-9999號

9
2019/12/23
星期一

竹北市 大義里、尚義里 GP13 GP0904
尚義街1號至277-9999號(單)、尚義街2號至308-9999號(雙)、鳳岡路2段375號至563-9999號(單)、鳳岡路2段418號至668-9999號(雙)、鳳岡
路3段1號至243-9999號(單)、鳳岡路3段2號至238-9999號(雙)、蓮花路72巷21號至9999-9999號(單)、蓮花路168巷149號至9999-9999號、
蓮花路225號至305-9999號(單)、蓮花路248號至308-9999號(雙)

10
2019/12/23
星期一

竹北市 大義里、崇義里 GP33 GP0903
西濱路2段318巷50號至50-9999號、長青路2段1號至291-9999號(單)、長青路2段2號至300-9999號(雙)、鳳岡路3段240號至450-9999號
(雙)、鳳岡路3段245號至457-9999號(單)、蓮花路1號至223-9999號(單)、蓮花路2號至246-9999號(雙)

11
2019/12/23
星期一

竹北市、湖口鄉、
新豐鄉

竹北市：大眉里
湖口鄉：鳳山村
新豐鄉：松柏村

GP54 GP0906

竹北市：
大眉里10鄰84號至99-9999號、中華路1089號至9999-9999號(單)、中華路1110號至9999-9999號(雙)、中華路明新巷1號至71-9999號(單)、
中華路明新巷2號至60-9999號(雙)、逸境新村84號至94-9999號(雙)、逸境新村85號至95-9999號(單)、鳳岡路1段1號至339-9999號(單)、鳳
岡路1段2號至252-9999號(雙)
湖口鄉：
明科街1號至109-9999號(單)、明科街2號至96-9999號(雙)、鳳山村2鄰14號至15-9999號
新豐鄉：
明新巷1號至9999-9999號(單)、明新巷2號至9999-9999號(雙)

12
2019/12/24
星期二

竹北市 尚義里、崇義里 GP1 GP0901

西濱路2段619號至631-9999號(單)、西濱路2段632號至670-9999號(雙)、尚義里1鄰1號至30-9999號、尚義里2鄰12號至29-9999號、尚義里
3鄰15號至16-9999號、尚義里4鄰21號至21-9999號、尚義里5鄰21號至26-9999號、尚義里6鄰26號至34-9999號、尚義里7鄰31號至32-
9999號、尚義里9鄰46號至46-9999號、尚義里10鄰56號至90-9999號、尚義里11鄰95號至95-9999號、尚義里12鄰100號至128-9999號、
尚義里13鄰110號至132-9999號、尚義里14鄰112號至119-9999號、尚義里15鄰122號至125-9999號、尚義里16鄰136號至144-9999號、尚
義街425號至763-9999號(單)、尚義街426號至838-9999號(雙)、崇義里1鄰86號至87-9999號、崇義里2鄰81號至82-9999號、崇義里3鄰75
號至79-9999號、崇義里4鄰68號至74-9999號、崇義里5鄰5號至64-9999號、崇義里6鄰57號至63-9999號、崇義里8鄰30號至31-9999號、
崇義里9鄰12號至24-9999號、崇義里10鄰3號至30-9999號、崇義里11鄰7號至35-9999號、崇義里12鄰1號至82-9999號、崇義里13鄰1號至
36-9999號、鳳岡路5段637號至679-9999號(單)、鳳岡路5段638號至688-9999號(雙)、蓮花路246巷288號至288-9999號、蓮花路307號至
925-9999號(單)、蓮花路310號至662-9999號(雙)

13
2019/12/24
星期二

竹北市 大義里、崇義里 GP34 GP0902
西濱路2段1號至485-9999號(單)、西濱路2段2號至316-9999號(雙)、長青路2段203巷330號至9999-9999號、鳳岡路3段452號至738-9999號
(雙)、鳳岡路3段459號至657-9999號(單)、鳳岡路5段1號至635-9999號(單)、鳳岡路5段2號至636-9999號(雙)

14
2019/12/25
星期三

竹北市 東平里、隘口里 GP47 GP0102

六家八街259號至299-9999號(單)、六家八街266號至300-9999號(雙)、隘口二路1號至69-9999號(單)、隘口二路2號至90-9999號(雙)、興隆
路3段251號至401-9999號(單)、興隆路5段1號至153-9999號(單)、六家五路2段66號至170-9999號(雙)、六家七路228巷1號至9999-9999
號、隘口五街1號至87-9999號(單)、隘口五街2號至86-9999號(雙)、嘉豐十一路2段33號至127-9999號(單)、隘口六街1號至173-9999號
(單)、隘口六街2號至206-9999號(雙)、隘口三街1號至123-9999號(單)、隘口三街2號至50-9999號(雙)、嘉政七街1號至99-9999號(單)、嘉政
七街2號至116-9999號(雙)、嘉豐南路2段71號至210-9999號(單)、嘉豐南路2段172號至190-9999號(雙)、嘉政六街1號至37-9999號(單)、嘉
政六街2號至20-9999號(雙)



序 預計施工日期 行政區 村里 原光點 新增光點 路段

15
2019/12/25
星期三

竹北市 東平里、隘口里 GP23 GP0103

隘口二路71號至319-9999號(單)、隘口二路92號至258-9999號(雙)、文興路2段48號至378-9999號(雙)、文興路2段81號至529-9999號(單)、
隘口七街1號至31-9999號(單)、隘口七街2號至64-9999號(雙)、六家一路2段73號至75-9999號(單)、復興三路2段84號至122-9999號(雙)、高
鐵八路2號至318-9999號(雙)、嘉豐十一路2段1號至31-9999號(單)、隘口一街1號至219-9999號(單)、隘口一街2號至272-9999號(雙)、高鐵
二路1號至199-9999號(單)、高鐵二路2號至158-9999號(雙)、高鐵五路2號至130-9999號(雙)、隘口三街82號至248-9999號(雙)、隘口三街
125號至239-9999號(單)、高鐵六路1號至99-9999號(單)、高鐵九路1號至61-9999號(單)、高鐵九路2號至52-9999號(雙)、嘉政九街1號至29-
9999號(單)、嘉政九街2號至38-9999號(雙)、嘉政十街1號至5-9999號(單)、嘉政十街2號至30-9999號(雙)

16
2019/12/25
星期三

竹北市 東平里、隘口里 GP38 GP0104

隘口七街33號至9999-9999號(單)、隘口七街66號至9999-9999號(雙)、興隆路5段167號至429-9999號(單)、隘口八街1號至103-9999號
(單)、六家五路2段139號至219-9999號(單)、六家五路2段172號至288-9999號(雙)、隘口六街208號至226-9999號(雙)、隘口三街52號至80-
9999號(雙)、隘口三街241號至319-9999號(單)、隘口三街250號至258-9999號(雙)、高鐵九路140號至160-9999號(雙)、隘口老街200號至
500-9999號(雙)

17
2019/12/25
星期三

竹北市 十興里、東興里、東海里 GP6 GP0105

十興里16鄰1號至25-9999號、光明六路東2段23號至95-9999號(單)、自強北路1號至79-9999號(單)、自強北路125號至205-9999號(單)、東
海一街1號至173-9999號(單)、東海一街2號至248-9999號(雙)、東海里8鄰1號至9999-9999號、東興路1段1號至767-9999號(單)、東興路1段
24號至480-9999號(雙)、東興路1段769巷1弄1號至9999-9999號、嘉興路282號至328-9999號(雙)、嘉興路307號至361-9999號(單)、興海街
1號至429-9999號(單)、興海街2號至520-9999號(雙)、嘉祥一街1號至79-9999號(單)、嘉祥一街2號至56-9999號(雙)、嘉豐北路45號至47-
9999號(單)、嘉祥五路1號至13-9999號(單)、嘉祥五路2號至16-9999號(雙)

18
2019/12/26
星期四

竹北市 中興里、東平里、隘口里 GP9 GP0101

復興七路1號至7-9999號(單)、復興七路2號至72-9999號(雙)、文興路1段269號至271-9999號(單)、文興路1段398號至398-9999號(雙)、文興
路2段1號至79-9999號(單)、文興路2段2號至46-9999號(雙)、復興二路52號至232-9999號(雙)、復興二路77號至193-9999號(單)、六家一路1
段147號至261-9999號(單)、六家一路1段160號至258-9999號(雙)、六家一路2段1號至71-9999號(單)、六家一路2段2號至80-9999號(雙)、
六家一路2段77號至115-9999號(單)、復興三路1段114號至212-9999號(雙)、復興三路2段2號至82-9999號(雙)、復興三路2段229號至229-
9999號(單)、嘉豐北路70號至78-9999號(雙)、六家三街2號至58-9999號(雙)、六家五路1段259號至339-9999號(單)、六家五路1段260號至
368-9999號(雙)、六家五路2段1號至137-9999號(單)、六家五路2段2號至64-9999號(雙)、六家七路171號至229-9999號(單)、高鐵八路1號至
195-9999號(單)、嘉政三街1號至17-9999號(單)、嘉政三街2號至38-9999號(雙)、日興一街1號至25-9999號(單)、日興一街2號至30-9999號
(雙)、嘉祥五路15號至17-9999號(單)、復興一街195號至249-9999號(單)、嘉豐十一路1段2號至100-9999號(雙)、嘉豐十一路2段2號至100-
9999號(雙)、嘉政二街2號至116-9999號(雙)、嘉政二街13號至75-9999號(單)、高鐵七路1號至75-9999號(單)、高鐵七路2號至6-9999號
(雙)、嘉豐南路1段15號至157-9999號(單)、嘉豐南路1段82號至126-9999號(雙)、嘉豐南路2段1號至69-9999號(單)、嘉豐南路2段2號至170-
9999號(雙)、嘉豐九路2號至92-9999號(雙)、嘉豐十路1號至7-9999號(單)、嘉政八街1號至27-9999號(單)、高鐵一路2號至26-9999號(雙)、
高鐵一路7號至21-9999號(單)、嘉政九街31號至31-9999號(單)、嘉政九街40號至96-9999號(雙)、嘉豐七街18號至98-9999號(雙)、嘉豐七街
139號至153-9999號(單)、嘉政五街1號至29-9999號(單)

19
2019/12/26
星期四

竹北市 竹北里、中興里、鹿場里 GP15 GP0301

竹北里1鄰1號至7-9999號、竹北里4鄰11號至11-9999號、竹北里7鄰15號至16-9999號、竹北里8鄰21號至21-9999號、竹北里10鄰19號至
23-9999號、竹北里11鄰27號至27-9999號、成功六街1號至255-9999號(單)、成功六街2號至310-9999號(雙)、成功七街1號至245-9999號
(單)、成功七街2號至290-9999號(雙)、自強南路2號至124-9999號(雙)、自強南路136號至176-9999號(雙)、成功二街1號至145-9999號
(單)、成功二街2號至196-9999號(雙)、福興東路1段1號至335-9999號(單)、福興東路1段2號至364-9999號(雙)、成功八路143號至371-9999
號(單)、成功三路1號至169-9999號(單)、成功三路2號至168-9999號(雙)、成功一街1號至105-9999號(單)、成功一街2號至160-9999號(雙)、
成功五街1號至99-9999號(單)、成功五街2號至116-9999號(雙)、自強六街1號至103-9999號(單)、自強六街2號至110-9999號(雙)、自強五路
1號至117-9999號(單)、自強五路2號至134-9999號(雙)、自強七街2號至50-9999號(雙)、自強三路1號至39-9999號(單)、光明六路東1段2號
至346-9999號(雙)、莊敬南路1號至97-9999號(單)、莊敬南路2號至116-9999號(雙)、自強二路1號至9-9999號(單)、自強二路2號至10-9999
號(雙)、成功六路1號至229-9999號(單)、成功十街1號至7-9999號(單)

20
2019/12/26
星期四

竹北市 鹿場里 GP29 GP0302

自強南路206號至438-9999號(雙)、成功八路1號至141-9999號(單)、成功八路2號至390-9999號(雙)、自強五路119號至285-9999號(單)、自
強五路136號至136-9999號(雙)、文興路1號至333-9999號(單)、文興路2號至338-9999號(雙)、興隆路2段1號至389-9999號(單)、興隆路3段
1號至27-9999號(單)、自強三路2號至218-9999號(雙)、自強三路41號至79-9999號(單)、莊敬南路99號至201-9999號(單)、莊敬南路118號至
188-9999號(雙)、成功九街1號至97-9999號(單)、成功九街2號至96-9999號(雙)、成功十街2號至132-9999號(雙)、成功十街9號至113-9999
號(單)、成功十一街1號至9999-9999號(單)、成功十一街2號至9998-9999號(雙)、成功十二街20號至60-9999號(雙)、成功十三街2號至72-
9999號(雙)、成功十五街1號至83-9999號(單)、成功十五街2號至68-9999號(雙)、成功十六街1號至61-9999號(單)、成功十六街2號至60-
9999號(雙)、興學街2號至36-9999號(雙)



序 預計施工日期 行政區 村里 原光點 新增光點 路段

21
2019/12/27
星期五

竹北市 中興里、東興里、鹿場里 GP10 GP1001

中興里5鄰21號至21-9999號、中興里12鄰36號至36-9999號、光明六路東2段2號至130-9999號(雙)、自強南路1號至281-9999號(單)、自強
南路126號至134-9999號(雙)、嘉豐一街1號至165-9999號(單)、嘉豐一街2號至228-9999號(雙)、嘉興路1號至305-9999號(單)、嘉興路2號至
280-9999號(雙)、福興東路1段337號至373-9999號(單)、福興東路1段366號至390-9999號(雙)、福興東路2段1號至165-9999號(單)、福興東
路2段2號至90-9999號(雙)、文興路1段1號至123-9999號(單)、文興路1段2號至96-9999號(雙)、嘉豐二街1段1號至127-9999號(單)、嘉豐二
街1段2號至122-9999號(雙)、嘉豐二街1段168號至182-9999號(雙)、復興五街1號至31-9999號(單)、復興五街2號至52-9999號(雙)、六家一
路1段1號至7-9999號(單)、六家一路1段2號至66-9999號(雙)、嘉豐五路1段2號至148-9999號(雙)、六家六街1號至41-9999號(單)、六家六街
2號至38-9999號(雙)、六家五路1段92號至166-9999號(雙)、六家五路1段135號至141-9999號(單)、復興一街1號至119-9999號(單)、復興一
街2號至158-9999號(雙)、嘉豐三街1號至75-9999號(單)、嘉豐三街2號至60-9999號(雙)

22
2019/12/27
星期五

竹北市
中興里、東平里、東興里、鹿
場里

GP26 GP1002

六家二街1號至79-9999號(單)、六家二街2號至60-9999號(雙)、光明六路東2段132號至280-9999號(雙)、自強南路251號至251-9999號(單)、
幸福街45號至9999-9999號(單)、幸福街56號至9998-9999號(雙)、福興東路2段92號至350-9999號(雙)、福興東路2段167號至303-9999號
(單)、文興路1段98號至218-9999號(雙)、文興路1段125號至199-9999號(單)、嘉豐二街1段124號至166-9999號(雙)、嘉豐二街1段129號至
161-9999號(單)、嘉豐二街2段2號至10-9999號(雙)、復興二路1號至75-9999號(單)、復興二路2號至50-9999號(雙)、六家一路1段9號至145-
9999號(單)、六家一路1段68號至116-9999號(雙)、嘉豐六路1段1號至85-9999號(單)、嘉豐六路1段2號至132-9999號(雙)、復興三路1段1號
至187-9999號(單)、復興三路1段2號至112-9999號(雙)、嘉豐五路1段1號至217-9999號(單)、嘉豐五路1段150號至180-9999號(雙)、嘉豐五
路2段1號至39-9999號(單)、嘉豐五路2段2號至68-9999號(雙)、六家六街40號至78-9999號(雙)、六家六街43號至63-9999號(單)、六家五路1
段1號至133-9999號(單)、六家五路1段2號至90-9999號(雙)、復興六路1號至51-9999號(單)、復興六路2號至66-9999號(雙)、復興一街121號
至193-9999號(單)、復興一街160號至242-9999號(雙)、嘉豐七街1號至109-9999號(單)、嘉豐七街2號至16-9999號(雙)、嘉豐七街100號至
106-9999號(雙)

23
2019/12/27
星期五

竹北市 竹北市：東平里、鹿場里 GP22 GP1003

六家八街1號至257-9999號(單)、六家八街2號至264-9999號(雙)、六家二街62號至72-9999號(雙)、六家二街81號至89-9999號(單)、文興路1
段201號至267-9999號(單)、文興路1段220號至396-9999號(雙)、嘉豐二街2段1號至85-9999號(單)、嘉豐二街2段12號至88-9999號(雙)、興
隆路3段29號至203-9999號(單)、六家一路1段118號至158-9999號(雙)、嘉豐六路2段1號至135-9999號(單)、嘉豐六路2段2號至170-9999號
(雙)、嘉豐五路2段41號至135-9999號(單)、嘉豐五路2段70號至156-9999號(雙)、六家六街80號至118-9999號(雙)、六家五路1段143號至
257-9999號(單)、六家五路1段168號至258-9999號(雙)、六家七路1號至169-9999號(單)、六家七路2號至226-9999號(雙)、嘉政二街1號至
11-9999號(單)、嘉政二街118號至130-9999號(雙)、嘉政一街1號至41-9999號(單)、嘉政一街2號至62-9999號(雙)

24
2019/12/27
星期五

竹北市 東平里、鹿場里 GP9 GP1004

復興七路1號至7-9999號(單)、復興七路2號至72-9999號(雙)、文興路1段269號至271-9999號(單)、文興路1段398號至398-9999號(雙)、文興
路2段1號至79-9999號(單)、文興路2段2號至46-9999號(雙)、復興二路52號至232-9999號(雙)、復興二路77號至193-9999號(單)、六家一路1
段147號至261-9999號(單)、六家一路1段160號至258-9999號(雙)、六家一路2段1號至71-9999號(單)、六家一路2段2號至80-9999號(雙)、
六家一路2段77號至115-9999號(單)、復興三路1段114號至212-9999號(雙)、復興三路2段2號至82-9999號(雙)、復興三路2段229號至229-
9999號(單)、嘉豐北路70號至78-9999號(雙)、六家三街2號至58-9999號(雙)、六家五路1段259號至339-9999號(單)、六家五路1段260號至
368-9999號(雙)、六家五路2段1號至137-9999號(單)、六家五路2段2號至64-9999號(雙)、六家七路171號至229-9999號(單)、高鐵八路1號至
195-9999號(單)、嘉政三街1號至17-9999號(單)、嘉政三街2號至38-9999號(雙)、日興一街1號至25-9999號(單)、日興一街2號至30-9999號
(雙)、嘉祥五路15號至17-9999號(單)、復興一街195號至249-9999號(單)、嘉豐十一路1段2號至100-9999號(雙)、嘉豐十一路2段2號至100-
9999號(雙)、嘉政二街2號至116-9999號(雙)、嘉政二街13號至75-9999號(單)、高鐵七路1號至75-9999號(單)、高鐵七路2號至6-9999號
(雙)、嘉豐南路1段15號至157-9999號(單)、嘉豐南路1段82號至126-9999號(雙)、嘉豐南路2段1號至69-9999號(單)、嘉豐南路2段2號至170-
9999號(雙)、嘉豐九路2號至92-9999號(雙)、嘉豐十路1號至7-9999號(單)、嘉政八街1號至27-9999號(單)、高鐵一路2號至26-9999號(雙)、
高鐵一路7號至21-9999號(單)、嘉政九街31號至31-9999號(單)、嘉政九街40號至96-9999號(雙)、嘉豐七街18號至98-9999號(雙)、嘉豐七街
139號至153-9999號(單)、嘉政五街1號至29-9999號(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