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分配中心(FTN)光跳線更換排程

NO 村里 光點 路段

1
大福里、水湳里、
大鵬里

B2801

成都路328號至336號(雙)、中清路1號至97號(單)、中清路2段1號至381號(單)、中清路43巷1號、中清路65巷1號、中清路43巷國泰一弄1
號至40號、中清路43巷國泰二弄1號至40號、中清路43巷國泰三弄1號至40號、中清路43巷國泰四弄1號至40號、中清路43巷國泰五弄1號
至40號、中清路43巷國泰六弄1號至40號、中清路65巷37號至57號(單)、中清路65巷102號至102號、中清路43巷48弄41號至41號、中清
路13巷1弄33號至33號、中清路41巷1弄11號至11號、長安路2段285號(單)、長安路2段64號(雙)、長安路2段70巷1號至1號、長安路2段
70巷43弄6號至6號、長安路2段70巷43弄7號至7號、長安路2段80號至80號、長安路2段100號至100號、長安路2段168號至168號、長安
路2段182號至200號(雙)、長安路2段210巷28號至28號、長安路2段270號至282-9號(雙)、長安路2段299號至299號、長安路2段301號至
301號(單)、長安路2段210巷7號至7號、長安路2段335巷3-3號至3-3號、長安路2段70巷14-1號至14-1號、長安路2段70巷12-4號至12-4
號5樓至5樓、文心路3段279號至1055號(單)、文心路3段445巷5號至5號、文心路3段445巷7號至7號、文心路3段445巷15號至15號、文
心路3段445巷13號至13號、文心路3段433巷20號至20號、華美西街2段401號至407號、華美西街2段406號、華美西街2段407號至455號
(單)、華美西街2段399巷2號至14號、華美西街2段410號至414號(雙)、華美西街2段453號至453號、華美西街2段516巷11號至11號、中
清西二街1號至29號(單)、中清西二街31號至65號(單)、中清西二街2號至4號(雙)、中清西二街6號至132號(雙)、中清西二街30號至42號
(雙)、中清西二街50號至62號(雙)、中清西二街82號至90號(雙)、中清西二街120號至120號(雙)、中清西二街92巷3號至25號(單)、中清西
二街128號至128號(雙)、中清西二街130號至130號、中清西二街47號至47號、中清西二街45巷3號至3號、大鵬路1號至63號(單)、大鵬路
市場三巷1號至99號(單)、大鵬路市場三巷2號至98號(雙)、大鵬路市場四巷1號至99號(單)、大鵬路市場四巷2號至98號(雙)、大鵬路41號
至41號、大鵬路市場三巷13號至13號、中清西一街1號(單)、中清西一街2號至8888號(雙)、大連西路1號至69號(單)、大連西路2號至60號
(雙)、大連西路43號至43號、大連西路29號至29號1樓至4樓、大連西路12-1號至12-1號、中平路230號至366號(雙)、三和二巷1號至39號
(單)、三和二巷2號至40號(雙)、三和一巷1號至39號(單)、三和一巷2號至40號(雙)

2 逢福里 E1501

河南路2段129號至169號(單)、福上巷231號至251號(單)、福上巷172號至178-4號(雙)、福上巷龍欣一弄2號至42號(雙)、福上巷龍欣三弄
1號至44號、福上巷龍欣四弄1號至19號、福上巷251弄10號至40號(雙)、福上巷239號至243-2號(單)、福上巷249-8號至249-8號、福上
巷178-12號至178-12號(雙)、福上巷182號至182號(雙)、福上巷182-1號至182-3號、福上巷241弄2號至6號(雙)、福上巷251弄37號至39
號(單)、福上巷251弄41號至47號(單)、福上巷251弄46號至62號(雙)、福上巷180弄1號至15號(單)、福上巷180弄2號至28號(雙)、福上巷
龍欣三弄28號至28號(雙)、福上巷龍欣三弄28號至28號、福上巷216弄12號至12號、福上巷龍欣三弄22號至22號、福上巷216弄3號至3
號、福上巷235弄15號至15號、福上巷235弄16號至16號、福上巷243號至243號(單)3樓至3樓、弘孝路251號至279號(單)、弘孝路253號
至257號(單)、弘孝路259號至265號(單)、弘孝路267號至277號(單)、弘孝路251巷2號至10號(雙)、惠來路3段330號至998號(雙)、惠來路
3段330巷17號至17號、大河街79號至89號(單)、大河街78號至80號(雙)、美滿東三巷86號至88號(雙)、美滿東三巷6弄2號至32號(雙)、美
滿東三巷86號至88號(雙)



NO 村里 光點 路段

3 西墩里 A1601

環中路2段99號(單)、西屯路2段317號至335號(單)、西屯路3段1號至57號(單)、西屯路2段市場巷1號至99號、西屯路3段53巷2弄1號至20
號、西屯路3段57號至57-8號、西屯路3段53巷23號至23號、西屯路3段53巷21-12號至21-12號、西屯路3段39-3號至39-3號、西屯路3段
39-1號至39-1號、西屯路3段39號至39號9樓至9樓、西屯路3段39號至39號11樓至11樓、青海路2段451號至451號、青海路2段490號至
606號(雙)、青海路2段490號至492號(雙)、青海路2段602號至602號、青海路2段606號至606號、青海路2段451號至451號、上安路220
號至226號(雙)、上安路226號至226號、上安路220號至222號(雙)、上安路210號至210號、黎明路3段101號至367號(單)、黎明路3段130
號至282號(雙)、黎明路3段250號至256號(雙)、黎明路3段345號至345號、黎明路3段215號至217號(單)、黎明路3段131號至135號(單)、
黎明路3段339號至339號、黎明路3段343巷5號至5號、黎明路3段169號至177號(單)、黎明路3段99號至105號(單)、黎明路3段169巷1號
至15號(單)、光明路55-20號至111號(單)、光明路52-33號至108號(雙)、光明路55-28號至55-29號、光明路57-3號至57-3號、光明路57-
11號至57-11號、光明路57-15號至57-15號、光明路57-16號至57-16號、光明路57-17號至57-17號、光明路57-18巷1號至1號、光明路
55-20號至55-20號、光明路57-25號至57-25號、光明路58號至58號、光明路59-2號至59-2號、西墩南1巷1號至40號、西墩南2巷1號至
40號、西墩南2巷8號至8號、西墩南2巷8-1號至8-1號、西墩南2巷8-8號至8-8號、福科路26號至26號、逢明街97號至169號(單)、逢明街
98號至176號(雙)、逢明街151巷22號至50號(雙)、逢明街120號至120號、逢明街122號至122號、逢明街151巷26號至26號、福科一街1
號、福科一街66號至70號(雙)、青海南街221號至223號(單)、青海南街221號至223號(單)、福科二路1號至53號(單)、福科二路2號至258
號(雙)、福科二路192號至256號(雙)、福科二路51號至53號(單)、福科二路2號至16號(雙)、福科二路52號至52號、上安北街1號(單)、上
安北街2號至1000號(雙)、上安北街21號至25號(單)



NO 村里 光點 路段

4
上石里、上安里、
至善里

B1601

西屯路2段259號至273-2號(單)、西屯路2段上石南6巷1號至25號(單)、西屯路2段上石南6巷2號至86號(雙)、西屯路2段上石南8巷1號至
57號(單)、西屯路2段英林巷1號至120號、西屯路2段湳仔巷1號、西屯路2段259號至259-12號、西屯路2段上石南6巷2號至12號(雙)、西
屯路2段上石南6巷25號至25號、西屯路2段上石南8巷21號至45號(單)、西屯路2段英林巷96號至112號(雙)、西屯路2段湳仔巷9-8號至9-
30號、西屯路2段269-39號至269-39號2樓至2樓、西屯路2段上石南6巷60號至60號、西屯路2段269-16號至269-16號、西屯路2段湳仔
巷9-3號至9-3號、西屯路2段湳仔巷9-6號至9-6號、西屯路2段英林巷6號至6號、西屯路2段269-21號至269-23號、西屯路2段上石南6巷
54-2號至54-2號2樓至2樓、西屯路2段湳仔巷9-7號至9-7號、西屯路2段269-42號至269-42號、西屯路2段英林巷9號至9號、青海路2段
251號至371號(單)、青海路2段242-33號至298號(雙)、青海路2段湳仔巷1號至13-2號(單)、青海路2段湳仔巷2號至76號(雙)、青海路2段
246-7號至246-7號、青海路2段246-8號至246-8號、青海路2段246-9號至246-9號、青海路2段260號至270號(雙)、青海路2段280號至
292-8號(雙)、青海路2段294號至298號(雙)、青海路2段345號至361號(單)、青海路2段363號至369號(單)、青海路2段湳仔巷8-18號至8-
18號、青海路2段湳仔巷9弄2號至2號、青海路2段湳仔巷9弄10號至10號、青海路2段湳仔巷9弄16號至16號、青海路2段湳仔巷12-8號至
12-8號、青海路2段湳仔巷52號至76號(雙)、青海路2段246-16號至246-16號、青海路2段246-18號至246-18號、青海路2段319號至319
號、青海路2段319-1號至319-1號、青海路2段湳仔巷9弄16號至16號、青海路2段339號至339號、青海路2段319巷2號至25-3號、上明一
街36號至80號(雙)、上明一街36號至52號(雙)、上明一街54巷15號至15號、上明一街56號至62號(雙)、上明一街66號至80號(雙)、上明一
街54巷1號至1號、上明一街54巷17號至17號、上明一街54巷2號、逢甲路301號至359號(單)、逢甲路301巷22弄1號至99號、逢甲路301
巷22弄26號至30號(雙)、逢甲路301巷22弄32號至38號(雙)、逢甲路301巷22弄46號至46號、逢甲路301巷22弄8號至8號、逢甲路351號
至351號、河南路2段428號至456號(雙)、河南路2段428號至432號(雙)、至善路65號至93號(單)、至善路68號至150號(雙)、至善路65巷
26號至58號(雙)、至善路65巷2號至18號(雙)、至善路67號至79號(單)、至善路68號至80號(雙)、至善路82巷2號至16號(雙)、至善路82巷
18號至36號(雙)、至善路83號至93號(單)、至善路126號至134號(雙)、至善路112號至122號(雙)、至善路148巷26號至60號(雙)、至善路
86號至96號(雙)、至善路124巷2號至2號(雙)、至善路82巷38號至38號、至善路108號至110號(雙)、至善路110-1號至110-1號、至善路
82巷60號至60號、至善路148巷26號至26號1樓至2樓、至善路82巷39號至39號(單)、上仁街101號至167號(單)、上仁街141巷1號至73
號、上仁街101號至101號、上仁街113號至129號(單)、上仁街141巷6號至6號、上仁街159巷3-2號至3-2號、上仁街141巷10號至10號

5
大石里、大鵬里、
大河里

A2801

成都路317號至329號(單)、長安路2段1號至283號(單)、長安路2段2號至62號(雙)、長安路2段26號至26號2樓至2樓、長安路2段26號至26
號3樓至3樓、長安路2段26號至26號4樓至4樓、長安路2段48-5號至48-5號、文心路3段201號至251號(單)、文心路3段219號至221號
(單)、文心路3段239號至243號(單)、河南路2段2號至130號(雙)、河南路2段138號至138-1號、河南路2段40號至40-18號、河南路2段14-
3號至14-3號4樓至4樓、河南路2段20-4號至20-4號5樓至5樓、大鵬路65號至251號(單)、福上巷1號至151號(單)、福上巷2號至68號
(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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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上巷133號至139號(單)、中平路1號至285
號(單)、中平路2號至172號(雙)、中平路152號至152號、富強巷1號至25號(單)、富強巷2號至24號(雙)、大石3巷1號至99號(單)、大石3巷
2號至98號(雙)、大石1巷1號至99號(單)、大石1巷2號至98號(雙)、大石2巷1號至99號(單)、大石2巷2號至98號(雙)、大石4巷1號至99號
(單)、大石4巷2號至98號(雙)、大石5巷1號至99號(單)、大石5巷2號至98號(雙)、大石6巷1號至99號(單)、大石6巷2號至98號(雙)、皇城街
1號、皇城街13號至35號(單)、皇城街28號至92號(雙)、皇城街13號至23號(單)、皇城街25號至35號(單)、皇城街28號至52號(雙)、皇城街
62號至92號(雙)、皇福街1號、皇福街12號至20號(雙)、皇福街1號至1號、皇福街12號至20號(雙)



NO 村里 光點 路段

6 大鵬里 C2801

長安路2段31號至275號(單)、長安路2段35巷155號至155號、長安路2段71巷5弄31號至31號、長安路2段71巷9弄36號至52-1號(雙)、長
安路2段71巷22弄20號至20號、長安路2段71巷26號至26號、長安路2段71巷72弄16號至16號2樓至4樓、長安路2段71巷92號至92號、長
安路2段109號至123號(單)、長安路2段131巷3號至3-8號、長安路2段131巷5號至5-8號、長安路2段131巷90號至92號(雙)、長安路2段
131巷96號至110號(雙)、長安路2段141號至159號(單)、長安路2段159-1號至183號(單)、長安路2段197巷6號至22-1號(雙)、長安路2段
199號至249號(單)、長安路2段251號至253號(單)、長安路2段255號至279號(單)、長安路2段71巷66號至66號、長安路2段131巷68號至
88號(雙)、長安路2段51巷7號至7號、長安路2段71巷49弄10號至10號、長安路2段71巷67號至67號、中清西二街67號至177號(單)、中清
西二街115號至127號(單)、中平路172-1號至228號(雙)、中平路210號至210號

7
上安里、至善里、
潮洋里

C1601

青海路2段211-1號至249號(單)、上明一街1號至99號(單)、上明一街2號至34號(雙)、上明一街41號至43號(單)、上明一街45號至51號
(單)、上明一街73號至75號(單)、中港路2段122號至498號(雙)、中港路3段2號至12號(雙)、中港路2段銀中巷1號、中港路2段122-17號至
122-20號、中港路2段184巷30號至42號(雙)、中港路2段184巷2號至26號(雙)、中港路2段190號至194號(雙)、中港路2段128-2號至128-
3號、中港路2段124-1號至124-1號、中港路2段122-29巷5號至39號(單)、中港路2段122-29巷21-1號至21-18號、中港路2段124-5號至
124-8號、中港路2段126號至126-1號、中港路2段202巷13號至13號、中港路2段214號至214號、河南路2段466號至556號(雙)、河南路
2段470號至476號(雙)、河南路2段530號至530號、上安路1號至175號(單)、上安路2號至156號(雙)、上安路11巷41號至53號(單)、上安
路39巷2號至10號、上安路55號至57號(單)、上安路60號至74號(雙)、上安路76號至88號(雙)、上安路84巷1號至11號(單)、上安路84巷2
號至20號(雙)、上安路101號至109號(單)、上安路101巷1號至9號(單)、上安路111號至119號(單)、上安路138號至140號(雙)、上安路151
號至159號(單)、上安路161號至171號(單)、上安路173巷1號至19號(單)、上安路20號至38號(雙)、上安路18巷1號至17號(單)、上安路
118號至130號(雙)、上安路46號至58號(雙)、上安路18巷72號至82號(雙)、上安路40號至42號(雙)、上安路18巷78-1號至78-1號、上安路
11巷16號至52號(雙)、上安路123號至123號、上安路199號至199號(單)、黎明路3段1號至81號(單)、黎明路3段2號至60號(雙)、黎明路3
段2號至2號(雙)、黎明路3段42號至42號、黎明路3段38號至38號、黎明路3段52號至52號、黎明路3段50號至50號、黎明路3段40號至40
號、黎明路3段22號至22號2樓至5樓、黎明路3段8號至8號、至善路1號至59號(單)、至善路2號至66號(雙)、至善路20號至36號(雙)、至善
路38巷1號至9號(單)、至善路40號至60號(雙)、至善路47號至59號(單)、至善路62號至66號(雙)、至善路18巷1號至13號(單)、至善路38巷
50號至58號(雙)、至善路39號至39號、上明三街1號至30號、上明三街1號至17號(單)、上明三街2號至28號(雙)、上明二街1號至77號
(單)、上明二街2號至88號(雙)、上明二街1號至43號(單)、上明二街2號至54號(雙)、上仁街1號至99號(單)、上仁街2號至160號(雙)、上仁
街66號至70號(雙)、上仁街68-1號至68-6號、上仁街102號至122號(雙)、上仁街72號至80號(雙)、上仁街82巷2號至36號(雙)、上仁街86
巷1號至23號(單)、青海南街1號至159號(單)、青海南街2號至98號(雙)、臺灣大道3段498號至828號(雙)、臺灣大道3段526號至540號、臺
灣大道3段566號至566號、臺灣大道3段576號至592號、臺灣大道3段658號至660號、臺灣大道3段692號至698號、臺灣大道3段556巷5
號至37號、臺灣大道3段686巷2號至26號、臺灣大道3段686巷30號至32號、臺灣大道3段708巷13號至13號、臺灣大道3段728號至728
號、臺灣大道3段688號至688號、臺灣大道3段708巷11號至11號、臺灣大道3段686-1號至686-1號、臺灣大道3段686-2號至686-2號、
臺灣大道3段626號至626號2樓至3樓、臺灣大道3段686巷28號至28號(雙)



NO 村里 光點 路段

8 惠來里、上德里 G1501

青海路2段143號至207-9號(單)、青海路2段151號至151號、青海路2段153號至153號(單)、青海路2段155號至179號(單)、青海路2段193
巷1號至17號(單)、青海路2段207-2號至207-9號、青海路2段193巷48號至48號、中港路2段84號至110號(雙)、中港路2段智光巷15號至
29號(單)、中港路2段智光巷14號至30號(雙)、中港路2段98-21巷33號至47號(單)、中港路2段智光巷2-4號至2-5號、中港路2段98-21巷
19弄5號至5號、上石路121號至161號(單)、上石路114號至164號(雙)、惠中路30號至164號(雙)、惠中路74巷18號至18號、惠中路156巷
3號至3號、惠安巷1號至161號(單)、惠安巷2號至138號(雙)、惠安巷106弄1號至99號、惠安巷8弄1號至99號、惠安巷10-1號至10-18
號、惠安巷21號至31-5號(單)、惠安巷25弄1號至16號、惠安巷110弄2號至2號、惠安巷110弄6-1號至6-1號2樓至2樓、智惠街1號至49號
(單)、智惠街2號至142號(雙)、智惠街68號至68號、智惠街33巷9號至9號、智惠街35號至35號、弘孝路1號至157號(單)、弘孝路95號至
99號(單)、惠來路3段30號至138號(雙)、惠來路3段52巷22號至36號(雙)、惠來路3段52巷51號至55號(單)、惠來路3段112號至122號
(雙)、惠來路3段52巷49號至49號、臺灣大道3段182號至328號(雙)、臺灣大道3段306巷5號至5號、臺灣大道3段306巷53號至67號

9
惠來里 何仁里 何安
里

F1501

西屯路2段103號至115號(單)、西屯路2段120號至200號(雙)、西屯路2段120號至122號(雙)、西屯路2段126巷7號至7-6號、西屯路2段
126巷48號至48號、西屯路2段180巷1號至29號(單)、西屯路2段182號至190號(雙)、西屯路2段138號至150-2號、西屯路2段138-1號至
138-26號、西屯路2段103-9號至103-9號、西屯路2段126-7號至126-16號、青海路2段33號至141號(單)、青海路2段2號至124號(雙)、
青海路2段37號至37號、青海路2段41號至41號、青海路2段49巷6號至6號、青海路2段49巷16號至16號、青海路2段49巷24號至24號、
青海路2段49巷20號至20號、青海路2段51-2號至51-2號、文心路3段1號至107號(單)、文心路3段51號至53號(單)、文心路3段91-8號至
91-8號、文心路3段105號至107號(單)、文心路3段91-1號至91-1號4樓至6樓、文心路3段107-1號至107-20號、中港路2段78號至82號
(雙)、中港路2段78-17號至78-25號、中港路2段80號至80-7號、惠中路1號至7號(單)、惠中路97號至135號(單)、洛陽路1號至123號
(單)、洛陽路127號至127號(單)、洛陽路2號至162號(雙)、洛陽路125巷1號至19號(單)、洛陽路2號至6號(雙)、洛陽路106號至118號
(雙)、洛陽路118巷6號至12號(雙)、洛陽路111巷10弄7號至7號、洛陽路115號至115號5樓至6樓、洛陽路118巷1號至999-999號、洛陽南
街1號至49號(單)、洛陽南街2號至50號(雙)、洛陽南街8號至8號、櫻花路1號至57號(單)、櫻花路59號至59號、洛陽東街1號至53號(單)、
洛陽東街2號至52號(雙)、文中路1號、文中路5號至11號(單)、文中路2號至6號(雙)、臺灣大道3段2號至166號(雙)、臺灣大道3段58號至90
號(雙)



NO 村里 光點 路段

10
大河里 何仁里 逢福
里

I1501

西屯路2段208巷10號至28號(雙)、西屯路2段208巷25號至99號(單)、西屯路2段208巷16-10號至16-17號、甘肅路2段1號至105號(單)、
甘肅路2段2號至114號(雙)、甘肅路2段117號(單)、甘肅路2段116號(雙)、甘肅路美滿東一巷1號至45號(單)、甘肅路美滿東一巷2號至50號
(雙)、甘肅路美滿東二巷2號至18號(雙)、甘肅路美滿東三巷6弄1號至99號、甘肅路美滿東三巷1號至99號(單)、甘肅路美滿東三巷2號至
100號(雙)、甘肅路2段27號至27號、甘肅路2段23號至25號、長安路1段1號至81號(單)、長安路1段2號至228號(雙)、長安路1段29巷6號
至12號(雙)、長安路1段29巷16弄1號至26號、長安路1段42-1號至42-1號、長安路1段46巷9號至21號(單)、長安路1段46巷23號至31號
(單)、長安路1段56巷20號至30號(雙)、長安路1段88號至98號(雙)、長安路1段46巷22號至22號、文心路3段109號至199號(單)、文心路3
段129巷8號至9號、文心路3段181-1號至181-1號、文心路3段159號至159號、河南路2段1號至37號(單)、河南路2段45號至127號(單)、
美滿街1號至53號(單)、美滿街2號至50號(雙)、美滿街1巷1號至45號(單)、美滿街3巷1號至99號(單)、美滿街1巷2號至50號(雙)、美滿街2
巷2號至18號(雙)、美滿街3巷2號至100號(雙)、美滿街3巷6弄1號至99號、櫻城三街1號至31號(單)、櫻城三街2號至22號(雙)、櫻城三街
11號至31號(單)、櫻城三街8號至12號(雙)、櫻城三街16號至22號(雙)、櫻城三街8號至12號(雙)、福上巷161號至229號(單)、福上巷72號
至170號(雙)、甘河路1號至97號(單)、甘河路2號至108號(雙)、甘河路30巷23號至23號、永輝路1號至101號(單)、永輝路2號至98號(雙)、
櫻城二街1-49號(單)、櫻城二街2號至50號(雙)、櫻城二街1號至13號(單)、櫻城二街2號至22號(雙)、櫻城二街2號至22號(雙)、櫻花路59號
至109號(單)、櫻花路2號至22號(雙)、櫻花路24號至88號(雙)、櫻花路24號至36號(雙)、櫻花路91號至109號(單)、櫻花路88號至88號、櫻
花路87號至87號、櫻花路74巷38號至38號、櫻花路36巷1號、大河街1號至77號(單)、大河街91號(單)、大河街2號至76號(雙)、大河街82
號(雙)、美滿東1巷1號至45號(單)、美滿東1巷2號至50號(雙)、美滿東1巷15號至15號、櫻城一街71號(單)、櫻城一街40號至280號(雙)、
櫻城一街60號至92號(雙)、櫻城一街162號至222號(雙)、櫻城一街120號至120號、櫻城一街146號至146號、櫻城一街122-1號至122-1
號、櫻城一街130號至130號、櫻城一街126號至128號(雙)、櫻城一街142號至142號、美滿東2巷1號、大河2巷1號、大河一巷1號至3號
(單)、大河一巷5號至19號(單)、大河一巷2號至4號(雙)、大河一巷6號至20號(雙)、大河一巷1弄1號至40號、大河一巷3弄1號至99號、大
河一巷5弄1號至99號(單)、大河一巷5弄2號至88號(雙)、大河一巷1-6號至1-7號、美滿東三巷1號至83號(單)、美滿東三巷2號至50號
(雙)、美滿東三巷6弄1號至29號(單)、美滿東三巷6弄11號至11號、美滿東三巷29弄10號至10號

11 上德里 J1501

青海路2段207-18號至209-19號(單)、青海路2段源通巷1號至46號、青海路2段209號至209-6號、中港路2段112號至120-6號(雙)、中港
路2段智光巷1號至13號、河南路2段401號至527號(單)、河南路2段411號至431號(單)、上石路1號至119號(單)、上石路2號至112號(雙)、
上石路2號至12號(雙)、上石路45號至55號(單)、上石路57巷1號至5號(單)、上石路57巷2號至18號(雙)、上石路59號至71號(單)、上石路
66號至90號(雙)、上石路75巷3號至17號(單)、上石路75巷2號至8號(雙)、上石路30巷3號至3號、上石路28號至28號、上石路48號至48
號、上石路30巷39號至39號、智惠街51號至143號(單)、智惠街144號至160號(雙)、智惠街101號至123號(單)、智惠街154號至160號
(雙)、智惠街131巷56號至60號(雙)、弘孝路13號至83號、弘孝路13號至19號(單)、弘孝路21號至31號(單)、弘孝路67號至67-12號、弘孝
路79號至79號、弘孝路45巷22號至22號4樓至4樓、杏林路1號至93號(單)、杏林路2號至80號(雙)、杏林路83巷22號至22號、杏林路65巷
30號至30號、杏林路79號至79號、臺灣大道3段350號至492號(雙)、臺灣大道3段376巷2號至2號



NO 村里 光點 路段

12 惠來里 逢福里 K1501

西屯路2段171號至207號(單)、西屯路2段204號至242號(雙)、西屯路2段208巷1號至23號(單)、西屯路2段208巷2號至8號(雙)、西屯路2
段179號至185號(單)、西屯路2段240-30號至240-30號、西屯路2段208巷6-10號至6-10號、青海路2段126號至176號(雙)、青海路2段
176號至176號(雙)、惠中路2號至26號(雙)、惠中路8-3號至8-3號、惠中路18巷2號至2號、惠中路8-16號至8-16號、洛陽路111巷36號至
40號(雙)、洛陽路125巷21-2號至77號(單)、洛陽路125巷37號至51號(單)、洛陽路125巷53號至77號(單)、櫻城三街33號至61號(單)、櫻
城三街26號至58號(雙)、櫻城三街52號至66號(雙)、櫻城三街32號至36號(雙)、惠安巷167號(單)、惠安巷142號(雙)、惠安巷162弄5號至5
號、惠安巷148弄7號至7號、惠安巷162弄6號至6號、惠北巷1號(單)、惠北巷2號(雙)、惠北巷4弄12號至12號、櫻花路111號(單)、櫻花路
90號(雙)、櫻花路122號至128號(雙)、櫻花路90號至90號、櫻花路111號至111號、惠來路3段142號至328號(雙)、惠來路3段142號至148
號(雙)、惠來路3段198號至198-5號、惠來路3段200號至202號(雙)、惠來路3段206號至206號、惠來路3段208號至230號(雙)、惠來路3
段248號至248號、惠來路3段250號至252號(雙)、惠來路3段256號至260號(雙)、惠來路3段262號至328號(雙)、惠來路3段150號至150-1
號、櫻城六街1號至49號(單)、櫻城六街2號至50號(雙)、櫻城六街2號至20號(雙)、櫻城六街11巷1號至21號、櫻城六街25號至27號(單)、
櫻城五街1號、櫻城五街1號至49號(單)、櫻城五街2號至50號(雙)、櫻城五街33號至33-2號、櫻城五街1號至5號(單)、櫻城五街21號至29
號(單)、櫻城五街33號至33-2號、櫻城五街26號至32號(雙)、櫻城五街7巷1號至15號、櫻城五街8號至10號(雙)、櫻城一街1號至69號
(單)、櫻城一街17號至27號(單)、櫻城一街61號至69號(單)、櫻城一街29巷1號至17號(單)、櫻城一街59-6號至59-6號、櫻城一街51-3號至
51-3號2樓至5樓

13 西安里 至善里 F1601

西屯路2段295-15號至307號(單)、西屯路2段297-5號至297-6號、西屯路2段297-16號至297-17號、西屯路2段295-17號至295-17號
(單)2樓至2樓、西屯路2段297-8巷11號至11號、西屯路2段297-8巷12弄9-1號至9-1號3樓至5樓、西屯路2段295-25號至295-25號、西屯
路2段297-8巷12弄33號至33號、西屯路2段297-8巷1號至11號(單)、西屯路2段297-8巷11-1號至11-1號、西屯路2段297-8巷12弄10號
至26號(雙)、西屯路2段297-8巷12弄32號至40號(雙)、西屯路2段297-8巷50號至62號(雙)、西屯路2段297-8巷66號至72號(雙)、西屯路2
段297-8巷76號至78號(雙)、西屯路2段297-8巷12弄35號至35號、西屯路2段297-8巷15號至15號、西屯路2段297-8巷17號至17號、青
海路2段423號至429號(單)、青海路2段308號至478號(雙)、青海路2段316號至350號(雙)、青海路2段360號至360號、逢甲路168號至362
號(雙)、逢甲路200巷19號至21號(單)、逢甲路200巷17弄2號至52號(雙)、逢甲路200巷17弄2號至2號、逢甲路200巷19號至21號(單)、逢
甲路202號至218號(雙)、逢甲路200巷17弄2-1號至2-1號、逢甲路200巷17弄4號至52號(雙)、逢甲路200巷27號至27號、逢甲路260號至
262號(雙)、逢甲路200巷7號至7號、逢甲路200巷2號至2-1號、逢甲路318巷1號至7號(單)、逢甲路326巷1號至9號(單)、逢甲路338巷2號
至20號(雙)、逢甲路338巷1號至11號(單)、逢甲路344巷18號至18號、逢甲路320號至342號(雙)、逢甲路242號至242號、逢甲路352號至
352號、逢甲路354號至354號、逢甲路358號至358號、逢甲路172號至172號3樓至5樓、黎明路3段62號至120號(雙)、黎明路3段90號至
118號(雙)、光明路51-50號至51-53號(單)、光明路42號至52-19號(雙)、光明路52-21號至52-32號(雙)、光明路52-22號至52-25號、烈
美街1號至37號(單)、烈美街2號至52號(雙)、烈美街17號至17號、烈美街36號至36號、烈美街52號至52號、烈美街23號至23號、西安南
巷1號至29號(單)、西安南巷2號至30號(雙)、逢明街1號至95號、逢明街29巷6號至56號(雙)、逢明街31號至33號(單)、逢明街29巷2號至2
號、逢明街85號至95號(單)、逢明街1號至1號



NO 村里 光點 路段

14 鵬程里 逢福里 H1501

河南路2段146號至256號(雙)、河南路2段244號至244號、福上巷214弄31號至130號、福上巷214弄31號至110號、福上巷214弄112號至
118號(雙)、福上巷214弄82號至82號5樓至6樓、福上巷214弄84號至84號2樓至2樓、福上巷214弄102號至102號2樓至2樓、福上巷214
弄108號至108號5樓至6樓、福上巷214弄106號至106號5樓至6樓、文華路22號至98號(雙)、文華路22號至98號(雙)、文華路62號至62號
1樓至1樓、逢大路1號至99號、逢大路21號至125號(單)、逢大路98號至98號

15 逢甲里 上石里 A1501

西屯路2段209號至253號(單)、西屯路2段202號至202號(雙)、西屯路2段244號至258-21號(雙)、西屯路2段253巷1號至39號(單)、西屯路
2段上石南2巷1號至30號、西屯路2段249號至249-12號、西屯路2段208巷8號至8號、西屯路2段256巷6號至6號、西屯路2段253巷33號
至39號(單)、西屯路2段208巷2弄8號至8號、西屯路2段245號至247號(單)、西屯路2段249-9巷2號至12號(雙)、西屯路2段249-9巷1弄1
號至20號、西屯路2段249-9巷3弄1號至12號、青海路2段178號至240-8號(雙)、青海路2段240-1號至240-5號、青海路2段188號至188
號、河南路2段301巷76號至90號(雙)、寶慶街1號至41號(單)、寶慶街2號至28號(雙)、寶慶街30巷2號至200號(雙)、寶慶街18巷18號至38
號(雙)、寶慶街26號至28號(雙)、寶慶街30巷2號至8號(雙)、寶慶街18巷5號至35號(單)、寶慶街33號至33號、寶慶街9號至9號、寶慶街
23巷9號至9號、寶慶街30巷10號至30號(雙)、上石路171號至205號(單)、上石路166號至204號(雙)、上石路171號至179號(單)、上石路
182號至190號、上石路192號至208號(雙)、上石路181巷8號至12號(雙)、上石路181巷19號至29號(單)、上石路180號至180號2樓至6
樓、洛陽路125巷21號至21-1號(單)、洛陽路125巷36號至40號(雙)、洛陽路111巷36號至40號(雙)、櫻城三街24號至24號(雙)、惠安巷
163號至165號(單)、惠安巷140號至140號(雙)、弘孝路159號至231號(單)、弘孝路161號至161號、惠來路3段157號至157號

16 逢甲里 上石里 B1501

西屯路2段255號至257號(單)、西屯路2段258-22號至258-30號(雙)、西屯路2段258-_巷23-1號至23-1號、西屯路2段253巷2號至24號
(雙)、西屯路2段上石北2巷1號至29號(單)、西屯路2段上石北2巷2號至46號(雙)、西屯路2段上石北3巷1號至40號、西屯路2段上石北2巷6
弄1號至99號、西屯路2段253巷2號至16號(雙)、西屯路2段255號至255-2號、西屯路2段256巷11號至23號(單)、西屯路2段258-23號至
258-23號、西屯路2段上石北2巷13號至13號、西屯路2段上石北2巷15號至17號(單)、西屯路2段上石北2巷22號至22號、西屯路2段上石
北2巷26號至36號(雙)、西屯路2段上石北2巷11號至11號、西屯路2段上石北3巷17號至17號、西屯路2段上石北3巷3號至3號、西屯路2段
上石北3巷20號至20號、西屯路2段258-24號至258-24號2樓至4樓、西屯路2段258-_巷28-1號至28-1號、青海路2段242號至242號(雙)、
青海路2段242號至242-16號、河南路2段259號至363號(單)、河南路2段303號至303號、河南路2段317號至327號(單)、河南路2段301巷
4號至4號、河南路2段301巷13號至13號、河南路2段301巷16號至20號(雙)、河南路2段301巷24號至24號、河南路2段301巷26號至36號
(雙)、河南路2段301巷50號至72號(雙)、河南路2段315號至315號、河南路2段313號至313號、河南路2段311號至311號2樓至2樓、河南
路2段301巷2號至2號、河南路2段317巷5號至5號、河南路2段314號至314號、河南路2段307號至307號、河南路2段307號至307號、寶
慶街30巷1號至199號(單)、寶慶街32號至60號(雙)、寶慶街30巷1號至17號(單)、寶慶街32號至48號(雙)、寶慶街50巷1號至31號(單)、寶
慶街50巷2號至8號(雙)、寶慶街50巷10號至26號(雙)、寶慶街50巷45號至59號(單)、寶慶街56號至56號、福星路632號至690號(雙)、福星
路642號至644號(雙)、福星路654巷14號至14號、福星路654巷26-1號至26-1號、福星路654巷26-2號至26-2號、福星路654巷12號至12
號、福星路652號至652號、福星路654巷4號至10號(雙)、福星路654巷26號至26號、福星路654巷26-3號至26-3號、福星路654巷28-2號
至28-3號、福星路654巷24號至24號、福星路654巷28-1號至28-1號、福星路654巷30號至30號、福星路654巷20號至20號、福星路650
號至650號、福星路634號至634號2樓至3樓



NO 村里 光點 路段

17 至善里 上石里 D1601

西屯路2段273-3號至295-10號(單)、西屯路2段上石南10巷1號至60號、西屯路2段上石南8巷2號至46號(雙)、西屯路2段上石南8巷31弄2
號至8號(雙)、西屯路2段285號至285-21號、西屯路2段295-6號至295-6號、西屯路2段上石南10巷1號至59號(單)、西屯路2段上石南10
巷2號至20號(雙)、西屯路2段上石南10巷22號至22號(雙)、西屯路2段上石南10巷24號至40號(雙)、西屯路2段273-5號至273-5號8樓至8
樓、西屯路2段293巷13號至13號、西屯路2段273-5號至273-5號6樓至6樓、西屯路2段287號至287號、西屯路2段上石南10巷26號至26
號、西屯路2段上石南10巷45號至45號、西屯路2段上石南10巷35號至35號、西屯路2段285-8號至285-8號、西屯路2段上石南10巷15號
至15號、西屯路2段291號至291號、西屯路2段上石南10巷18號至18號、西屯路2段281-5號至281-11號、西屯路2段上石南10巷11號至
11號、西屯路2段293巷36號至36號、西屯路2段上石南8巷24號至24號、西屯路2段上石南10巷59號至59號、西屯路2段上石南10巷32號
至32號、西屯路2段273-5號至273-5號5樓至5樓、西屯路2段273-5號至273-5號(單)7樓至7樓、西屯路2段上石南10巷5號至5號、西屯路
2段上石南8巷31弄2號至2號5樓至5樓、西屯路2段上石南8巷31弄2號至8號(雙)、西屯路2段291-1號至291-8號、逢甲路171號至299號
(單)、逢甲路225巷1號至50號、逢甲路253巷31號至59號(單)、逢甲路223號至223-3號、逢甲路225巷1號至33號(單)、逢甲路225巷2號
至50號(雙)、逢甲路227號至227號、逢甲路253巷31號至59號(單)、逢甲路173號至173號、逢甲路215號至215號2樓至4樓、逢甲路253
巷45弄1號、逢甲路227-2號至227號、至善路101號至159號(單)、至善路152號至152號(雙)、至善路174號至208號(雙)、至善路101巷1
號至11號(單)、至善路101巷1-1號至1-2號、至善路101巷8號至20號(雙)、至善路111號至119號(單)、至善路121巷2號至28號(雙)、至善
路101巷26號至38號(雙)、至善路123號至131號(單)、至善路121巷1號至19號(單)、至善路133巷1號至13號(單)、至善路121巷36號至38
號(雙)、至善路103號至109號(單)、至善路101巷2號至6號(雙)、至善路101巷15號至23號(單)、至善路174巷11號至11號、至善路153巷
10號至10號、至善路174巷9弄12號至12號、至善路204巷10號至12號(雙)、至善路204巷10號至10號、至善路153巷6號至6號、至善路
174巷9弄30號至30號、至善路174巷9弄13號至13號、至善路153巷28號至28號、至善路206號至206號4樓至5樓、至善路153巷26號至
26號、至善路206號至206號6樓至7樓



NO 村里 光點 路段

18 逢甲里 C1501

西屯路2段260號至272-5號(雙)、西屯路2段上石北5巷1號至50號、西屯路2段上石北6巷1號至50號、西屯路2段上石北5巷1弄1號至12
號、西屯路2段上石北5巷2弄1號至12號、西屯路2段上石北5巷3弄1號至12號、西屯路2段上石北5巷4弄1號至12號、西屯路2段上石北5巷
5弄1號至12號、西屯路2段260-13號至260-13號、西屯路2段260-15號至260-15號、西屯路2段268號至268-15號、西屯路2段270巷11
號至13號(單)、西屯路2段270巷20號至20號、西屯路2段上石北5巷2號至18號(雙)、西屯路2段270巷10號至10號2樓至2樓、西屯路2段上
石北5巷2弄10號至10號、西屯路2段260-_巷13-3號至13-3號、西屯路2段260-14號至260-14號、西屯路2段上石北6巷1號至1號、西屯路
2段上石北6巷25號至25號、西屯路2段上石北5巷2弄7號至7號、西屯路2段上石北5巷7號至7號、西屯路2段上石北5巷11號至11號、西屯
路2段270巷6號至6號5樓至5樓、西屯路2段260-18號至260-18號、西屯路2段上石北5巷15號至15號、西屯路2段270巷42號至42號、西
屯路2段260-_巷13-1號至13-6號、西屯路2段268-8巷1號至9號(單)、西屯路2段268-8巷2號至28號(雙)、西屯路2段270巷14號至14號2樓
至2樓、西屯路2段270巷14號至14號3樓至3樓、西屯路2段270巷8號至8號4樓至4樓、西屯路2段上石北5巷2弄1號至6號、西屯路2段上石
北5巷4弄1號至7號、西屯路2段上石北5巷2弄8號至12號、河南路2段324號至426號(雙)、河南路2段342號至346號(雙)、河南路2段348號
至348號、河南路2段350號至350號、河南路2段370號至370號2樓至4樓、河南路2段372號至372號、河南路2段374號至374號、河南路2
段388號至388號、甘州五街7號至7號、福星路550號至630號(雙)、福星路572號至572號、福星路574號至574號、福星路584號至584
號、福星路626-1號至626-1號、福星路570號至570號(雙)2樓至6樓、福星路566號至566號2樓至5樓、福上巷287號至343號(單)、福上巷
250號至308號(雙)、福上巷289號至289-1號、福上巷307號至307號、福上巷321-1號至321-1號、福上巷331號至331號、福上巷252號
至252號、福上巷258號至258號、福上巷319弄15號至15號、福上巷323弄18號至20號、福上巷319弄18-34號至18-34號4樓至4樓、福上
巷319弄18-26號至18-26號3樓至3樓、福上巷319弄18-41號至18-41號5樓至5樓、福上巷319弄18-48號至18-48號6樓至6樓、福上巷
319弄89號至89號、福上巷323弄22號至22號、福上巷295號至295號、福上巷303號至303號、福上巷323弄5號至5號、福上巷323弄12
號至12號、福上巷293-3號至293-3號、福上巷323弄4號至4號、福上巷323弄14號至14號、福上巷323弄2號至2號、福上巷319弄20號至
20號5樓至5樓、福上巷319弄22-9號至22-9號6樓至7樓、福上巷319弄22-9號至22-9號2樓至2樓、福上巷323弄4號至4號、福上巷333號
至333號、福上巷319弄22-9號至22-9號4樓至4樓、福上巷323弄18號至22號、福上巷333-1號至333-2號、福上巷295-1號至295號、崇
義街1號至59號(單)、崇義街2號至60號(雙)、崇義街6-5號至6-12號、崇義街8-3號至8-3號、崇義街30號至30號、崇義街52號至54號
(雙)、崇義街44號至44號、崇義街6-13號至6-13號(單)、崇義街2號至2號、崇義街2-6號至2-6號、崇義街56巷2號至6號、崇義街9號至9
號、崇義街2-1號至2-5號、崇義街2-7號至2-8號、文華路2號至10號(雙)、文華路10-1號至10-8號、文華路正煌巷1號至5號(單)、文華路
正煌巷2號至14號(雙)、文華路2-12號至2-12號、文華路正煌巷5號至5號、中新巷1號至29號(單)、中新巷2號至30號(雙)、中新巷1弄1號
至99號、中新巷2弄1號至99號、中新巷2弄10號至10號、中新巷2弄13號至13號、中新巷14號至14號、中新巷2弄11號至11號、中新巷2
弄9號至9號、中新巷1弄8號至8號、中新巷2弄15號至15號



NO 村里 光點 路段

19 逢福里 D1501

河南路2段173號至253號(單)、河南路2段258號至322號(雙)、河南路2段258號至270號(雙)、河南路2段272號至282號(雙)、河南路2段
298號至300號(雙)、河南路2段306號至306號(雙)、河南路2段316號至316號、福星路563號至699號(單)、福星路649號至649號、福星路
583號至587號(單)、福星路601號至601號、福星路651號至651號、福星路651-1號至651-8號、福上巷253號至275-8號(單)、福上巷
182-10號至240號(雙)、福上巷龍欣一弄1號至31號(單)、福上巷龍欣二弄1號至27號(單)、福上巷龍欣二弄2號至20號(雙)、福上巷214弄1
號至25號(單)、福上巷214弄2號至28號(雙)、福上巷269號至271號(單)、福上巷275號至275號、福上巷182-13號至182-14號、福上巷
214號至214號、福上巷218-4號至218-4號、福上巷230號至230號、福上巷214弄28號至28號、福上巷216弄2號至2號、福上巷216弄2-1
號至2-1號、福上巷216弄4號至4號、福上巷216弄6號至6號、福上巷216弄7號至7號、福上巷216弄10號至10號、福上巷216弄11號至11
號、福上巷216弄14號至14號、福上巷216弄23號至27號(單)、福上巷216弄24號至24號、福上巷216弄30號至30號、福上巷216弄8號至
8號、福上巷216弄38號至38號、福上巷216弄40號至40號、福上巷216弄42號至42號、福上巷216弄44號至44號、福上巷216弄46號至
46號、福上巷216弄52號至52號、福上巷216弄53號至53號、福上巷216弄54號至54號、福上巷216弄58號至58號、福上巷216弄61號至
61號、福上巷龍欣一弄9號至9號、福上巷182-12號至182-12號、福上巷182-11號至182-11號、福上巷216弄2-9號至2-9號、福上巷216
弄2-6號至2-6號、福上巷216弄2-10號至2-10號、福上巷216弄2-4號至2-4號、福上巷216弄37-7號至37-7號、福上巷216弄56號至56
號、福上巷190弄16號至16號、福上巷216弄48-3號至48-3號、福上巷龍欣二弄18號至18號、福上巷275-3號至275-3號、福上巷253-1號
至253-1號、福上巷216弄42-1號至42-1號、福上巷218-2號至218-2號、福上巷190弄29號至29號、福上巷216弄9號至9號、福上巷214
弄24號至24號、福上巷220弄5號至9號(單)、福上巷190弄19號至19號、福上巷218-3號至218-3號、福上巷269-1號至269-1號、福上巷
214弄1號至27號、福上巷275-1號至275-2號、福上巷216弄9-1號至9-1號、福上巷275-4號至275-8號、福上巷184-6號至184-6號、慶
和街1號至103號(單)、慶和街2號至92號(雙)、慶和街39號至39號、慶和街54號至60號(雙)、慶和街59號至59號、慶和街90號至90號3樓
至3樓、慶和街92號至92號、慶和街80號至80號、慶和街16號至16號、慶和街35號至35號、慶和街40號至40號、慶和街72號至72號、慶
和街37號至37號、慶和街21號至21號、慶和街54-9號至54-9號5樓至6樓、文華路10-13號至10-20號、文華路12號至12-12號、文華路14
號至20號(雙)、文華路20-1號至20-1號、文華路16-1號至16-1號1樓至1樓、文華路14-1號至14-1號3樓至3樓、逢甲巷1號至33號(單)、逢
甲巷2號至38號(雙)、逢甲巷24弄1號至99號、逢甲巷28弄1號至99號、逢甲巷32弄1號至99號、逢甲巷8號至8號、逢甲巷24弄2號至2號、
逢甲巷24弄5號至5號、逢甲巷24弄13號至15號(單)、逢甲巷26弄2號至2號(雙)、逢甲巷24弄8號至8號、逢甲巷24弄9號至9號、逢甲巷24
弄10號至10號、逢甲巷24弄7號至7號、逢甲巷24弄17號至17號、逢甲巷24弄3號至5號、逢甲巷26弄6號至6號、逢甲巷24弄12號至12
號、逢甲巷26弄1號至1號、逢甲巷24弄12號至12-1號、逢甲巷26弄14號至16號(雙)、逢甲巷10號至10號、逢甲巷24弄16號至16號、逢
甲巷24弄7-1號至7-1號、逢甲巷24弄7-2號至7號



NO 村里 光點 路段

20
逢福里 逢甲里 西平
里

E1601

西屯路2段272-6號至284-17號(雙)、西屯路2段282巷26號至26號、西屯路2段284-10號至284-10號、西屯路2段282巷28弄18號至18
號、西屯路2段282巷14弄5號至5號、西屯路2段272-16號至272-17號、西屯路2段282巷28弄19號至19號、西屯路2段282巷19號至19
號、西屯路2段272-12號至272-12號、西屯路2段282巷30號至30號、西屯路2段282巷34號至34號、西屯路2段282巷36號至36號、西屯
路2段282巷38號至38號、西屯路2段282巷40號至42號(雙)、西屯路2段282巷56號至56號、西屯路2段282巷61號至61號、西屯路2段282
巷63號至63號、西屯路2段282巷65號至65號、西屯路2段282巷67號至67號、西屯路2段282巷71號至71號、西屯路2段284巷12號至12
號、西屯路2段282巷13號至13號、逢甲路1號至169號(單)、逢甲路19巷13號至19號(單)、逢甲路75巷15號至19號(單)、逢甲路75巷2號至
48號(雙)、逢甲路3號至13號(單)、逢甲路19巷13號至19號(單)、逢甲路19巷16號至16-32號、逢甲路75巷15號至19號(單)、逢甲路75巷2
號至48號(雙)、逢甲路77號至77號、逢甲路107號至107號、逢甲路155號至159-1號(單)、逢甲路169號至169號(單)、逢甲路21號至33號
(單)、逢甲路41巷16號至18號、逢甲路41巷20號至20號、逢甲路41巷22號至22號、逢甲路75巷21-1號至21-1號、逢甲路153號至153
號、逢甲路167號至167號、逢甲路19巷3號至3號、逢甲路19巷10號至10號、福星路431號至561號(單)、福星路444號至546號(雙)、福星
路永新巷南二弄1號、福星路472號至472號、福星路437號至439號(單)、福星路441號至441號、福星路443號至443號、福星路447號至
447號、福星路449號至449號、福星路451號至451號、福星路459號至459號、福星路461巷1號至3號(單)、福星路513號至513號、福星
路557號至557-1號、福星路466-1號至466-1號、福星路466號至466號、福星路445號至445號、福星路468號至468號、福星路511巷7號
至7號、至善路161號至177號(單)、至善路212號至250號(雙)、至善路163號至163號(單)、至善路165號至175號(單)、至善路232號至232
號、至善路234巷1號至9號(單)、至善路236號至250號(雙)、至善路232號至232號2樓至5樓、至善路232-2號至232-2號3樓至3樓、至善
路232-2號至232-2號1樓至2樓、至善路232-3號至232-3號1樓至2樓、至善路220號至220號2樓至4樓、至善路232-1號至232-1號2樓至2
樓、至善路232-3號至232-3號2樓至2樓、至善路232-1號至232-1號4樓至4樓、文華路1號至99號(單)、文華路5巷1號至27號(單)、文華路
5巷2號至30號(雙)、文華路永新巷1號至19號(單)、文華路永新巷37號至39號(單)、文華路永新巷2號至6號(雙)、文華路永新巷北一弄1號
至37號(單)、文華路永新巷北一弄2號至38號(雙)、文華路永新巷北二弄1號至15號(單)、文華路永新巷北二弄2號至10號(雙)、文華路永新
巷北三弄1號至17號(單)、文華路永新巷北三弄2號至28號(雙)、文華路永新巷南二弄1號至41號(單)、文華路永新巷南二弄2號至66號(雙)、
文華路永新巷南三弄1號至11號(單)、文華路永新巷南三弄2號至12號(雙)、文華路1-6號至1-6號、文華路5巷8號至8號、文華路5巷8-1號
至8-1號、文華路5巷10號至12號(雙)、文華路21號至21號、文華路55巷3號至3號、文華路永新巷北二弄8號至8號、文華路永新巷南二弄
50-3號至50-3號、文華路永新巷南二弄58號至58-1號、文華路永新巷南二弄60號至66號(雙)、文華路永新巷北三弄22號至22號、文華路
永新巷北三弄26號至26號(雙)、文華路永新巷北三弄28號至28號、文華路9-11號至9-11號2樓至2樓、文華路5巷18號至18號4樓至4樓、
文華路55巷12號至12號、文華路永新巷南二弄52-3號至52-3號、文華路永新巷北一弄37號至37號、文華路永新巷北一弄21號至21號、文
華路55巷9號至9號、文華路55巷11號至11號、文華路永新巷北一弄36號至36號、文華路永新巷南二弄39號至39號、文華路永新巷北二弄
4號至4號、文華路25-2巷3-3號至3-3號、文華路永新巷北三弄2號至2號、文華路127巷1-1號至1-1號3樓至3樓、文華路永新巷南二弄25
號至25號

21
大福里、水湳里、
大鵬里

E2801
華美西街2段406號至526號、文心路3段405號至1055號、中清路2段1號至151號、大連西路1號至69號、大連西路2號至60號、中清西一
街1號至9999號、中清西一街2號至8888號、中清西二街1號至29號、中清西二街2號至18號



NO 村里 光點 路段

22 大鵬里 F2801
中平路172-1號至228號、中平路172巷1號至21號、長安路2段31號至69號、長安路2段71巷1號至73號、長安路2段71巷2號至22號、長
安路2段73號至129號、長安路2段131巷3號至9號、長安路2段131巷2號至32號、長安路2段133號至195號、長安路2段197巷2號至22
號、長安路2段199號至275號

23 逢福里 L1501

河南路2段121號至169號(單)、福上巷231號至251號(單)、福上巷172號至182號(雙)、福上巷龍欣一弄2號至42號(雙)、福上巷龍欣三弄1
號至44號、福上巷251弄1號至47號(單)、福上巷239號至243-2號(單)、福上巷249-8號至249-8號、福上巷251弄37號至39號(單)、福上巷
251弄41號至47號(單)、福上巷龍欣三弄28號至28號(雙)、福上巷龍欣三弄28號至28號、福上巷龍欣三弄22號至22號、福上巷251弄25號
至25號(單)4樓至6樓、福上巷龍欣三弄21號至25號(單)、福上巷龍欣三弄10號至10號(雙)、福上巷178-8號至178-8號(雙)、弘孝路267號
至279號(單)、弘孝路267號至277號(單)

24 惠來里 何安里 M1501

青海路2段33號至141號(單)、青海路2段37號至37號、青海路2段41號至41號、青海路2段49巷6號至6號、青海路2段49巷16號至16號、
青海路2段49巷24號至24號、青海路2段49巷20號至20號(雙)、青海路2段51-2號至51-2號、文心路3段1號至85號(單)、文心路3段51號至
53號(單)、文心路3段11巷2-6號至2-6號(雙)7樓至7樓、文心路3段13-8號至13-8號(單)7樓至9樓、惠中路97號至135號(單)、洛陽路1號至
13號(單)、洛陽路2號至96號(雙)、
洛陽路2號至6號(雙)、洛陽南街1號至49號(單)、洛陽南街2號至50號(雙)、洛陽南街8號至8號、洛陽東街1號至53號(單)、洛陽東街2號至
52號(雙)、文中路5號至81號(單)、文中路2號至168號(雙)、文中路5號至11號(單)、
文中路2號至6號(雙)、臺灣大道3段2號至166號(雙)、臺灣大道3段58號至90號(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