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點切割_日期及路段_2020年08月

序 預計施工日期 行政區 村里 原光點 新增光點 路段

1
2020/8/6
星期四

西屯區 HT1610

西屯路3段159號至169號、西屯路3段179號至179-9號、西屯路3段宏福1巷1號至99號、西屯路3段宏
福2巷1號至99號、西屯路3段宏福3巷1號至99號、西屯路3段宏福5巷1號至99號、西屯路3段宏福1巷
6弄1號至99號、西屯路3段宏福3巷4弄1號至99號、西屯路3段宏福5巷2弄1號至99號、西屯路3段宏
福5巷4弄1號至99號、西屯路3段宏福1巷2-1號至2-999號、西屯路3段宏福1巷2-1號至2-999號、西
屯路3段宏福1巷2-1號至2-999號、青海路3段301號至395號、青海路3段178號至192號、福雅路81
號至159號、福康路91號至999號、福康路2號至6號、福康路68號至998號、福安北巷1號至9999號、
福林路88號至384號、福科路410號至528號

2
2020/8/6
星期四

西屯區 HT1611

西屯路3段159號至169號、西屯路3段179號至179-9號、西屯路3段宏福1巷1號至99號、西屯路3段宏
福2巷1號至99號、西屯路3段宏福3巷1號至99號、西屯路3段宏福5巷1號至99號、西屯路3段宏福1巷
6弄1號至99號、西屯路3段宏福3巷4弄1號至99號、西屯路3段宏福5巷2弄1號至99號、西屯路3段宏
福5巷4弄1號至99號、西屯路3段宏福1巷2-1號至2-999號、西屯路3段宏福1巷2-1號至2-999號、西
屯路3段宏福1巷2-1號至2-999號、青海路3段301號至395號、青海路3段178號至192號、福雅路81
號至159號、福康路91號至999號、福康路2號至6號、福康路68號至998號、福安北巷1號至9999號、
福林路88號至384號、福科路410號至528號

3
2020/8/6
星期四

西屯區 HT1612

西屯路3段159號至169號、西屯路3段179號至179-9號、西屯路3段宏福1巷1號至99號、西屯路3段宏
福2巷1號至99號、西屯路3段宏福3巷1號至99號、西屯路3段宏福5巷1號至99號、西屯路3段宏福1巷
6弄1號至99號、西屯路3段宏福3巷4弄1號至99號、西屯路3段宏福5巷2弄1號至99號、西屯路3段宏
福5巷4弄1號至99號、西屯路3段宏福1巷2-1號至2-999號、西屯路3段宏福1巷2-1號至2-999號、西
屯路3段宏福1巷2-1號至2-999號、青海路3段301號至395號、青海路3段178號至192號、福雅路81
號至159號、福康路91號至999號、福康路2號至6號、福康路68號至998號、福安北巷1號至9999號、
福林路88號至384號、福科路410號至528號

4
2020/8/6
星期四

西屯區 HT1613

西屯路3段159號至169號、西屯路3段179號至179-9號、西屯路3段宏福1巷1號至99號、西屯路3段宏
福2巷1號至99號、西屯路3段宏福3巷1號至99號、西屯路3段宏福5巷1號至99號、西屯路3段宏福1巷
6弄1號至99號、西屯路3段宏福3巷4弄1號至99號、西屯路3段宏福5巷2弄1號至99號、西屯路3段宏
福5巷4弄1號至99號、西屯路3段宏福1巷2-1號至2-999號、西屯路3段宏福1巷2-1號至2-999號、西
屯路3段宏福1巷2-1號至2-999號、青海路3段301號至395號、青海路3段178號至192號、福雅路81
號至159號、福康路91號至999號、福康路2號至6號、福康路68號至998號、福安北巷1號至9999號、
福林路88號至384號、福科路410號至528號

福林里 D1702



序 預計施工日期 行政區 村里 原光點 新增光點 路段

5
2020/8/7
星期五

北屯區 PT1607

昌平路2段4巷2號至48號、昌平路2段金谷巷1號至96號、昌平路2段國泰巷1號至999號、昌平路2段
修齊街巷2號至40號、昌平路2段修齊街巷1號至31號、昌平路2段10巷72弄1號至105-1號、昌平路2
段10巷72弄105-2號至105-12號、昌平路2段10巷72弄105-13號至108號、昌平路2段10巷72弄110
號至118號、昌平路2段10巷72弄120號至9999號、大連路3段21巷46號至60號、大連路3段21巷57
號至69號、崇德二路1段204號至308號、崇德六路1段101號至179號、松和街1號至157號、松和街
139-1號至139-1號、修齊巷100號至128號、修齊巷105弄1號至99號、修齊巷117弄1號至99號、修
齊巷110弄1號至99號、修齊巷111弄1號至99號、修齊巷112弄1號至99號、修齊巷113弄1號至99
號、修齊巷114弄1號至99號、修齊巷116弄1號至99號、修齊巷118弄1號至99號、修齊巷120弄1號
至99號

6
2020/8/7
星期五

北屯區 PT1608

昌平路2段4巷2號至48號、昌平路2段金谷巷1號至96號、昌平路2段國泰巷1號至999號、昌平路2段
修齊街巷2號至40號、昌平路2段修齊街巷1號至31號、昌平路2段10巷72弄1號至105-1號、昌平路2
段10巷72弄105-2號至105-12號、昌平路2段10巷72弄105-13號至108號、昌平路2段10巷72弄110
號至118號、昌平路2段10巷72弄120號至9999號、大連路3段21巷46號至60號、大連路3段21巷57
號至69號、崇德二路1段204號至308號、崇德六路1段101號至179號、松和街1號至157號、松和街
139-1號至139-1號、修齊巷100號至128號、修齊巷105弄1號至99號、修齊巷117弄1號至99號、修
齊巷110弄1號至99號、修齊巷111弄1號至99號、修齊巷112弄1號至99號、修齊巷113弄1號至99
號、修齊巷114弄1號至99號、修齊巷116弄1號至99號、修齊巷118弄1號至99號、修齊巷120弄1號
至99號

7
2020/8/7
星期五

北屯區 PT1609

昌平路2段4巷2號至48號、昌平路2段金谷巷1號至96號、昌平路2段國泰巷1號至999號、昌平路2段
修齊街巷2號至40號、昌平路2段修齊街巷1號至31號、昌平路2段10巷72弄1號至105-1號、昌平路2
段10巷72弄105-2號至105-12號、昌平路2段10巷72弄105-13號至108號、昌平路2段10巷72弄110
號至118號、昌平路2段10巷72弄120號至9999號、大連路3段21巷46號至60號、大連路3段21巷57
號至69號、崇德二路1段204號至308號、崇德六路1段101號至179號、松和街1號至157號、松和街
139-1號至139-1號、修齊巷100號至128號、修齊巷105弄1號至99號、修齊巷117弄1號至99號、修
齊巷110弄1號至99號、修齊巷111弄1號至99號、修齊巷112弄1號至99號、修齊巷113弄1號至99
號、修齊巷114弄1號至99號、修齊巷116弄1號至99號、修齊巷118弄1號至99號、修齊巷120弄1號
至99號

8
2020/8/7
星期五

北屯區 PT1610

昌平路2段4巷2號至48號、昌平路2段金谷巷1號至96號、昌平路2段國泰巷1號至999號、昌平路2段
修齊街巷2號至40號、昌平路2段修齊街巷1號至31號、昌平路2段10巷72弄1號至105-1號、昌平路2
段10巷72弄105-2號至105-12號、昌平路2段10巷72弄105-13號至108號、昌平路2段10巷72弄110
號至118號、昌平路2段10巷72弄120號至9999號、大連路3段21巷46號至60號、大連路3段21巷57
號至69號、崇德二路1段204號至308號、崇德六路1段101號至179號、松和街1號至157號、松和街
139-1號至139-1號、修齊巷100號至128號、修齊巷105弄1號至99號、修齊巷117弄1號至99號、修
齊巷110弄1號至99號、修齊巷111弄1號至99號、修齊巷112弄1號至99號、修齊巷113弄1號至99
號、修齊巷114弄1號至99號、修齊巷116弄1號至99號、修齊巷118弄1號至99號、修齊巷120弄1號
至99號

松和里 B2604



序 預計施工日期 行政區 村里 原光點 新增光點 路段

9
2020/8/13
星期四

西屯區 HT1107

成都路317號至329號、長安路2段1號至29號、長安路2段2號至62號、文心路3段201號至251號、河
南路2段2號至40-16號、河南路2段138號至138-1號、福上巷皇城一弄1號至18號、福上巷皇城二弄1
號至14號、福上巷皇城三弄1號至14號、大石3巷1號至99號、大石3巷2號至98號、大石1巷1號至99
號、大石1巷2號至98號、大石2巷1號至99號、大石2巷2號至98號、大石4巷1號至99號、大石4巷2號
至98號、大石5巷1號至99號、大石5巷2號至98號、大石6巷1號至99號、大石6巷2號至98號、皇城街
1號至35號、皇城街28號至92號

10
2020/8/13
星期四

西屯區 HT1108

成都路317號至329號、長安路2段1號至29號、長安路2段2號至62號、文心路3段201號至251號、河
南路2段2號至40-16號、河南路2段138號至138-1號、福上巷皇城一弄1號至18號、福上巷皇城二弄1
號至14號、福上巷皇城三弄1號至14號、大石3巷1號至99號、大石3巷2號至98號、大石1巷1號至99
號、大石1巷2號至98號、大石2巷1號至99號、大石2巷2號至98號、大石4巷1號至99號、大石4巷2號
至98號、大石5巷1號至99號、大石5巷2號至98號、大石6巷1號至99號、大石6巷2號至98號、皇城街
1號至35號、皇城街28號至92號

11
2020/8/13
星期四

西屯區 HT1109

成都路317號至329號、長安路2段1號至29號、長安路2段2號至62號、文心路3段201號至251號、河
南路2段2號至40-16號、河南路2段138號至138-1號、福上巷皇城一弄1號至18號、福上巷皇城二弄1
號至14號、福上巷皇城三弄1號至14號、大石3巷1號至99號、大石3巷2號至98號、大石1巷1號至99
號、大石1巷2號至98號、大石2巷1號至99號、大石2巷2號至98號、大石4巷1號至99號、大石4巷2號
至98號、大石5巷1號至99號、大石5巷2號至98號、大石6巷1號至99號、大石6巷2號至98號、皇城街
1號至35號、皇城街28號至92號

12
2020/8/13
星期四

西屯區 HT1110

成都路317號至329號、長安路2段1號至29號、長安路2段2號至62號、文心路3段201號至251號、河
南路2段2號至40-16號、河南路2段138號至138-1號、福上巷皇城一弄1號至18號、福上巷皇城二弄1
號至14號、福上巷皇城三弄1號至14號、大石3巷1號至99號、大石3巷2號至98號、大石1巷1號至99
號、大石1巷2號至98號、大石2巷1號至99號、大石2巷2號至98號、大石4巷1號至99號、大石4巷2號
至98號、大石5巷1號至99號、大石5巷2號至98號、大石6巷1號至99號、大石6巷2號至98號、皇城街
1號至35號、皇城街28號至92號

13
2020/8/14
星期五

西屯區 HT1205

河南路4段1號至289號、政和路79號至123號、政和路125號至199號、政和路8號至202號、惠中路2
段32號至35號、惠中路2段2號至144號、文心一路1號至69號、文心一路329號至375號、文心一路2
號至88號、文心一路178號至208號、市政南二路1號至31號、市政南二路2號至90號、大業路522號
至552號、市政路31號至169號、市政路533號至539號、惠來路1段1號至163號、惠來路1段2號至
124號、惠文三街1號至37號、惠文三街2號至38號、市政南一路1號至99號、市政南一路2號至68
號、惠文七街22號至112號、惠文七街1號至157號、惠文五街1號至999號、惠文一街1號至9999號

14
2020/8/14
星期五

西屯區 HT1206

河南路4段1號至289號、政和路79號至123號、政和路125號至199號、政和路8號至202號、惠中路2
段32號至35號、惠中路2段2號至144號、文心一路1號至69號、文心一路329號至375號、文心一路2
號至88號、文心一路178號至208號、市政南二路1號至31號、市政南二路2號至90號、大業路522號
至552號、市政路31號至169號、市政路533號至539號、惠來路1段1號至163號、惠來路1段2號至
124號、惠文三街1號至37號、惠文三街2號至38號、市政南一路1號至99號、市政南一路2號至68
號、惠文七街22號至112號、惠文七街1號至157號、惠文五街1號至999號、惠文一街1號至9999號

惠來里
C0802

大鵬里、大河里 A2801



序 預計施工日期 行政區 村里 原光點 新增光點 路段

15
2020/8/14
星期五

西屯區 HT1207

河南路4段1號至289號、政和路79號至123號、政和路125號至199號、政和路8號至202號、惠中路2
段32號至35號、惠中路2段2號至144號、文心一路1號至69號、文心一路329號至375號、文心一路2
號至88號、文心一路178號至208號、市政南二路1號至31號、市政南二路2號至90號、大業路522號
至552號、市政路31號至169號、市政路533號至539號、惠來路1段1號至163號、惠來路1段2號至
124號、惠文三街1號至37號、惠文三街2號至38號、市政南一路1號至99號、市政南一路2號至68
號、惠文七街22號至112號、惠文七街1號至157號、惠文五街1號至999號、惠文一街1號至9999號

16
2020/8/14
星期五

西屯區 HT1208

河南路4段1號至289號、政和路79號至123號、政和路125號至199號、政和路8號至202號、惠中路2
段32號至35號、惠中路2段2號至144號、文心一路1號至69號、文心一路329號至375號、文心一路2
號至88號、文心一路178號至208號、市政南二路1號至31號、市政南二路2號至90號、大業路522號
至552號、市政路31號至169號、市政路533號至539號、惠來路1段1號至163號、惠來路1段2號至
124號、惠文三街1號至37號、惠文三街2號至38號、市政南一路1號至99號、市政南一路2號至68
號、惠文七街22號至112號、惠文七街1號至157號、惠文五街1號至999號、惠文一街1號至9999號

17
2020/8/20
星期四

南屯區 NT0505

公益路2段616號至816號、黎明路2段429號至497號、干城街99號至311號、干城街96號至326號、
干城街214巷2弄1號至15號、干城街214巷2弄2號至20號、干城街240巷1弄1號至42號、干城街240
巷2弄1號至19號、干城街240巷2弄21號至53號、干城街240巷3弄1號至42號、永春東七路901號至
907號、大業路605號至653號、博愛街51號至115號、博愛街2號至112號、懷德街1號至65號、懷德
街2號至108號

18
2020/8/20
星期四

南屯區 NT0506

公益路2段616號至816號、黎明路2段429號至497號、干城街99號至311號、干城街96號至326號、
干城街214巷2弄1號至15號、干城街214巷2弄2號至20號、干城街240巷1弄1號至42號、干城街240
巷2弄1號至19號、干城街240巷2弄21號至53號、干城街240巷3弄1號至42號、永春東七路901號至
907號、大業路605號至653號、博愛街51號至115號、博愛街2號至112號、懷德街1號至65號、懷德
街2號至108號

19
2020/8/20
星期四

南屯區 NT0507

公益路2段616號至816號、黎明路2段429號至497號、干城街99號至311號、干城街96號至326號、
干城街214巷2弄1號至15號、干城街214巷2弄2號至20號、干城街240巷1弄1號至42號、干城街240
巷2弄1號至19號、干城街240巷2弄21號至53號、干城街240巷3弄1號至42號、永春東七路901號至
907號、大業路605號至653號、博愛街51號至115號、博愛街2號至112號、懷德街1號至65號、懷德
街2號至108號

20
2020/8/20
星期四

南屯區 NT0508

公益路2段616號至816號、黎明路2段429號至497號、干城街99號至311號、干城街96號至326號、
干城街214巷2弄1號至15號、干城街214巷2弄2號至20號、干城街240巷1弄1號至42號、干城街240
巷2弄1號至19號、干城街240巷2弄21號至53號、干城街240巷3弄1號至42號、永春東七路901號至
907號、大業路605號至653號、博愛街51號至115號、博愛街2號至112號、懷德街1號至65號、懷德
街2號至108號

21
2020/8/21
星期五

西區 WD0308

忠明南路415號至483號、美村路1段538號至634號、五權西路1段111號至237號、五權一街63號至
117號、五權一街86號至192號、五權西六街1號至125號、五權西六街2號至124號、五權西六街136
巷1號至7號、五權五街82-2號至216號、五權西五街1號至99號、五權西五街2號至102號、五權三街
225號至333號、五權三街98號至396號

惠來里
C0802

黎明里 F1801



序 預計施工日期 行政區 村里 原光點 新增光點 路段

22
2020/8/21
星期五

西區 WD0309

忠明南路415號至483號、美村路1段538號至634號、五權西路1段111號至237號、五權一街63號至
117號、五權一街86號至192號、五權西六街1號至125號、五權西六街2號至124號、五權西六街136
巷1號至7號、五權五街82-2號至216號、五權西五街1號至99號、五權西五街2號至102號、五權三街
225號至333號、五權三街98號至396號

23
2020/8/21
星期五

西區 WD0310

忠明南路415號至483號、美村路1段538號至634號、五權西路1段111號至237號、五權一街63號至
117號、五權一街86號至192號、五權西六街1號至125號、五權西六街2號至124號、五權西六街136
巷1號至7號、五權五街82-2號至216號、五權西五街1號至99號、五權西五街2號至102號、五權三街
225號至333號、五權三街98號至396號

24
2020/8/21
星期五

西區 WD0311

忠明南路415號至483號、美村路1段538號至634號、五權西路1段111號至237號、五權一街63號至
117號、五權一街86號至192號、五權西六街1號至125號、五權西六街2號至124號、五權西六街136
巷1號至7號、五權五街82-2號至216號、五權西五街1號至99號、五權西五街2號至102號、五權三街
225號至333號、五權三街98號至396號

25
2020/8/27
星期四

西屯區 HT1706

福順路627號至841號、福順路897號至921號、福順路670號至958號、福順路891巷2號至8號、福順
路891巷2號至12號、福聯街1號至69號、福聯街2號至108號、玉門路1號至101號、玉門路2號至106
號、玉門路101巷1弄2號至16號、東海路68號至90號、福林路1號至113號、福林路31巷1號至110
號、福科路591號至899號、福科路901巷1號至15號、臺灣大道4段1343號至1349號、臺灣大道4段
1110號至1456號

26
2020/8/27
星期四

西屯區 HT1707

福順路627號至841號、福順路897號至921號、福順路670號至958號、福順路891巷2號至8號、福順
路891巷2號至12號、福聯街1號至69號、福聯街2號至108號、玉門路1號至101號、玉門路2號至106
號、玉門路101巷1弄2號至16號、東海路68號至90號、福林路1號至113號、福林路31巷1號至110
號、福科路591號至899號、福科路901巷1號至15號、臺灣大道4段1343號至1349號、臺灣大道4段
1110號至1456號

27
2020/8/27
星期四

西屯區 HT1708

福順路627號至841號、福順路897號至921號、福順路670號至958號、福順路891巷2號至8號、福順
路891巷2號至12號、福聯街1號至69號、福聯街2號至108號、玉門路1號至101號、玉門路2號至106
號、玉門路101巷1弄2號至16號、東海路68號至90號、福林路1號至113號、福林路31巷1號至110
號、福科路591號至899號、福科路901巷1號至15號、臺灣大道4段1343號至1349號、臺灣大道4段
1110號至1456號

28
2020/8/27
星期四

西屯區 HT1709

福順路627號至841號、福順路897號至921號、福順路670號至958號、福順路891巷2號至8號、福順
路891巷2號至12號、福聯街1號至69號、福聯街2號至108號、玉門路1號至101號、玉門路2號至106
號、玉門路101巷1弄2號至16號、東海路68號至90號、福林路1號至113號、福林路31巷1號至110
號、福科路591號至899號、福科路901巷1號至15號、臺灣大道4段1343號至1349號、臺灣大道4段
1110號至1456號

福聯里、福恩里 C1703

土庫里、吉龍里 B05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