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點切割_日期及路段_2019年6月

序 預計施工日期 行政區 村里 原光點 新增光點 路段

1
2019/6/17
星期一

北埔鄉

北埔鄉：大林村、水磜村、
北埔村、南埔村、南興村、
埔尾村
峨眉鄉：中盛村

PP1 PP0102A

北埔鄉：大林村4鄰1號至47-9999號、中山路109號至253-9999號(單)、中山路134號至232-9999號(雙)、中正路30號至76-9999號(雙)、中興街44巷3
號至19-9999號(單)、中豐路1號至165-9999號(單)、中豐路2號至138-9999號(雙)、仁愛路1號至111-9999號(單)、仁愛路2號至118-9999號(雙)、水祭
村1鄰1號至13-9999號、水祭村2鄰1號至24-9999號、水祭村3鄰13號至34-9999號、水祭村4鄰35號至41-9999號、水祭村5鄰1號至19-9999號、水祭
村6鄰21號至36-9999號、水祭村7鄰38號至48-9999號、水祭村8鄰1號至10-9999號、水祭村9鄰45號至47-9999號、水祭村10鄰1號至5-9999號、水祭
村11鄰1號至15-9999號、水祭村12鄰25號至26-9999號、水祭村15鄰43號至45-9999號、水祭村16鄰53號至53-9999號、正德街66號至68-9999號
(雙)、南埔村5鄰1號至8-9999號、南興街168號至180-9999號(雙)、南興街189號至191-9999號(單)、埔心街66號至154-9999號(雙)、埔心街67號至
157-9999號(單)、埔尾村7鄰1號至59-9999號、埔尾村8鄰1號至21-9999號、埔尾村9鄰1號至26-9999號、埔尾村11鄰26號至26-9999號、埔尾村12鄰
1號至34-9999號、埔尾村13鄰8號至50-9999號
峨眉鄉：中盛村7鄰3-11號至3-11號、

2
2019/6/17
星期一

北埔鄉

北埔鄉：大林村、水磜村、
北埔村、南埔村、南興村、
埔尾村
峨眉鄉：中盛村

PP1 PP0103A

峨眉鄉：中盛村7鄰3-11號至3-11號、
北埔鄉：大林村4鄰1號至47-9999號、中山路109號至253-9999號(單)、中山路134號至232-9999號(雙)、中正路30號至76-9999號(雙)、中興街44巷3
號至19-9999號(單)、中豐路1號至165-9999號(單)、中豐路2號至138-9999號(雙)、仁愛路1號至111-9999號(單)、仁愛路2號至118-9999號(雙)、水祭
村1鄰1號至13-9999號、水祭村2鄰1號至24-9999號、水祭村3鄰13號至34-9999號、水祭村4鄰35號至41-9999號、水祭村5鄰1號至19-9999號、水祭
村6鄰21號至36-9999號、水祭村7鄰38號至48-9999號、水祭村8鄰1號至10-9999號、水祭村9鄰45號至47-9999號、水祭村10鄰1號至5-9999號、水祭
村11鄰1號至15-9999號、水祭村12鄰25號至26-9999號、水祭村15鄰43號至45-9999號、水祭村16鄰53號至53-9999號、正德街66號至68-9999號
(雙)、南埔村5鄰1號至8-9999號、南興街168號至180-9999號(雙)、南興街189號至191-9999號(單)、埔心街66號至154-9999號(雙)、埔心街67號至
157-9999號(單)、埔尾村7鄰1號至59-9999號、埔尾村8鄰1號至21-9999號、埔尾村9鄰1號至26-9999號、埔尾村11鄰26號至26-9999號、埔尾村12鄰
1號至34-9999號、埔尾村13鄰8號至50-9999號

3
2019/6/17
星期一

竹北市 竹義里、新社里、新國里 GP7 GP0713
國強街41號至55-9999號(單)、國強街54號至90-9999號(雙)、國盛街1號至139-9999號(單)、國盛街2號至26-9999號(雙)、國興街1號至21-9999號
(單)、國興街38號至60-9999號(雙)、華興一街1號至85-9999號(單)、華興一街2號至18-9999號(雙)、華興一街44號至50-9999號(雙)、華興街51號至
103-9999號(單)、華興街88號至106-9999號(雙)、新民街21號至57-9999號(單)、新民街30號至154-9999號(雙)

4
2019/6/17
星期一

竹北市 新社里 GP35 GP0714

國盛街195號至203-9999號(單)、國盛街204號至326-9999號(雙)、國盛街333號至391-9999號(單)、國華街50號至56-9999號(雙)、新社里8鄰16號至
16-9999號、新社里12鄰15號至20-9999號、新社里13鄰2號至95-9999號、新社里14鄰21號至94-9999號、新社里26鄰64號至64-9999號、新社里27
鄰67號至67-9999號、莊敬三路217號至271-9999號(單)、新工二路100號至182-9999號(雙)、保泰五路1號至999-9999號(單)、保泰五路2號至998-
9999號(雙)

5
2019/6/17
星期一

竹北市 泰和里、聯興里 GP36 GP0715

中華路515號至855-9999號(單)、中華路536號至670-9999號(雙)、中華路883號至951-9999號(單)、泰和一街1號至97-9999號(單)、泰和一街2號至86-
9999號(雙)、泰和里6鄰52號至68-9999號、泰和里7鄰83號至193-9999號、泰和路233號至333-9999號(單)、聯興里9鄰1號至9-9999號、新工六路1號
至15-9999號(單)、新工六路2號至52-9999號(雙)、新工二路2號至88-9999號(雙)、新工三路1號至9999-9999號(單)、新工三路2號至9999-9999號
(雙)、環北路3段1號至999-9999號(單)、環北路3段2號至990-9999號(雙)、保泰三路1號至89-9999號(單)、保泰六路1號至51-9999號(單)、新北街1號
至41-9999號(單)、新北街2號至80-9999號(雙)

6
2019/6/17
星期一

竹北市 竹義里、新國里 GP50 GP0716
新國里13鄰188號至188-9999號、新國里14鄰197號至203-9999號、新溪街21號至143-9999號(單)、新溪街22號至140-9999號(雙)、社崙街2號至
100-9999號(雙)、環北路5段63號至141-9999號(單)、環北路5段157號至259-9999號(單)、環北路5段370號至432-9999號(雙)

7
2019/6/18
星期二

北埔鄉

北埔鄉：大林村、水磜村、
北埔村、南埔村、南興村、
埔尾村
峨眉鄉：中盛村

PP1 PP0101A

北埔鄉：大林村4鄰1號至47-9999號、中山路109號至253-9999號(單)、中山路134號至232-9999號(雙)、中正路30號至76-9999號(雙)、中興街44巷3
號至19-9999號(單)、中豐路1號至165-9999號(單)、中豐路2號至138-9999號(雙)、仁愛路1號至111-9999號(單)、仁愛路2號至118-9999號(雙)、水祭
村1鄰1號至13-9999號、水祭村2鄰1號至24-9999號、水祭村3鄰13號至34-9999號、水祭村4鄰35號至41-9999號、水祭村5鄰1號至19-9999號、水祭
村6鄰21號至36-9999號、水祭村7鄰38號至48-9999號、水祭村8鄰1號至10-9999號、水祭村9鄰45號至47-9999號、水祭村10鄰1號至5-9999號、水祭
村11鄰1號至15-9999號、水祭村12鄰25號至26-9999號、水祭村15鄰43號至45-9999號、水祭村16鄰53號至53-9999號、正德街66號至68-9999號
(雙)、南埔村5鄰1號至8-9999號、南興街168號至180-9999號(雙)、南興街189號至191-9999號(單)、埔心街66號至154-9999號(雙)、埔心街67號至
157-9999號(單)、埔尾村7鄰1號至59-9999號、埔尾村8鄰1號至21-9999號、埔尾村9鄰1號至26-9999號、埔尾村11鄰26號至26-9999號、埔尾村12鄰
1號至34-9999號、埔尾村13鄰8號至50-9999號
峨眉鄉：中盛村7鄰3-11號至3-11號、



序 預計施工日期 行政區 村里 原光點 新增光點 路段

8
2019/6/18
星期二

北埔鄉

北埔鄉：大林村、水磜村、
北埔村、南埔村、南興村、
埔尾村
峨眉鄉：中盛村

PP1 PP0104A

北埔鄉：大林村4鄰1號至47-9999號、中山路109號至253-9999號(單)、中山路134號至232-9999號(雙)、中正路30號至76-9999號(雙)、中興街44巷3
號至19-9999號(單)、中豐路1號至165-9999號(單)、中豐路2號至138-9999號(雙)、仁愛路1號至111-9999號(單)、仁愛路2號至118-9999號(雙)、水祭
村1鄰1號至13-9999號、水祭村2鄰1號至24-9999號、水祭村3鄰13號至34-9999號、水祭村4鄰35號至41-9999號、水祭村5鄰1號至19-9999號、水祭
村6鄰21號至36-9999號、水祭村7鄰38號至48-9999號、水祭村8鄰1號至10-9999號、水祭村9鄰45號至47-9999號、水祭村10鄰1號至5-9999號、水祭
村11鄰1號至15-9999號、水祭村12鄰25號至26-9999號、水祭村15鄰43號至45-9999號、水祭村16鄰53號至53-9999號、正德街66號至68-9999號
(雙)、南埔村5鄰1號至8-9999號、南興街168號至180-9999號(雙)、南興街189號至191-9999號(單)、埔心街66號至154-9999號(雙)、埔心街67號至
157-9999號(單)、埔尾村7鄰1號至59-9999號、埔尾村8鄰1號至21-9999號、埔尾村9鄰1號至26-9999號、埔尾村11鄰26號至26-9999號、埔尾村12鄰
1號至34-9999號、埔尾村13鄰8號至50-9999號
峨眉鄉：中盛村7鄰3-11號至3-11號、

9
2019/6/18
星期二

竹北市 竹義里、新社里、新國里 GP0703 GP0703
中央路33號至221-9999號(單)、中央路62號至168-9999號(雙)、中央路190巷7號至9-9999號(單)、中正西路1號至21-9999號(單)、華興二街1號至39-
9999號(單)、華興二街2號至82-9999號(雙)、華興街151號至289-9999號(單)、華興街162號至288-9999號(雙)、新光街211號至245-9999號(單)、新光
街212號至312-9999號(雙)

10
2019/6/18
星期二

竹北市 竹義里、新國里 GP0709 GP0709
文昌街1號至101-9999號(單)、文昌街2號至80-9999號(雙)、華興三街1號至65-9999號(單)、華興五街1號至91-9999號(單)、華興五街2號至92-9999號
(雙)、華興街290號至390-9999號(雙)、華興街291號至391-9999號(單)、新溪街1號至19-9999號(單)、新溪街2號至20-9999號(雙)、新光一街50號至
78-9999號(雙)、社崙街1號至99-9999號(單)、環北路5段261號至311-9999號(單)、社崙一街1號至9-9999號(單)、社崙一街2號至36-9999號(雙)

11
2019/6/18
星期二

竹北市 竹義里、新國里 GP0710 GP0710 新溪街142號至320-9999號(雙)、新溪街145號至301-9999號(單)

12
2019/6/18
星期二

竹北市 新國里 GP0712 GP0712
中央路170號至312-9999號(雙)、中央路223號至311-9999號(單)、華興街262巷6弄1號至7-9999號(單)、新光街31號至31-9999號(單)、新光街201巷1
號至11-9999號(單)、新光街201巷2號至18-9999號(雙)

13
2019/6/19
星期三

北埔鄉

北埔鄉：大林村、水磜村、
北埔村、南埔村、南興村、
埔尾村
峨眉鄉：中盛村

PP1 PP0105A

北埔鄉：大林村4鄰1號至47-9999號、中山路109號至253-9999號(單)、中山路134號至232-9999號(雙)、中正路30號至76-9999號(雙)、中興街44巷3
號至19-9999號(單)、中豐路1號至165-9999號(單)、中豐路2號至138-9999號(雙)、仁愛路1號至111-9999號(單)、仁愛路2號至118-9999號(雙)、水祭
村1鄰1號至13-9999號、水祭村2鄰1號至24-9999號、水祭村3鄰13號至34-9999號、水祭村4鄰35號至41-9999號、水祭村5鄰1號至19-9999號、水祭
村6鄰21號至36-9999號、水祭村7鄰38號至48-9999號、水祭村8鄰1號至10-9999號、水祭村9鄰45號至47-9999號、水祭村10鄰1號至5-9999號、水祭
村11鄰1號至15-9999號、水祭村12鄰25號至26-9999號、水祭村15鄰43號至45-9999號、水祭村16鄰53號至53-9999號、正德街66號至68-9999號
(雙)、南埔村5鄰1號至8-9999號、南興街168號至180-9999號(雙)、南興街189號至191-9999號(單)、埔心街66號至154-9999號(雙)、埔心街67號至
157-9999號(單)、埔尾村7鄰1號至59-9999號、埔尾村8鄰1號至21-9999號、埔尾村9鄰1號至26-9999號、埔尾村11鄰26號至26-9999號、埔尾村12鄰
1號至34-9999號、埔尾村13鄰8號至50-9999號
峨眉鄉：中盛村7鄰3-11號至3-11號、

14
2019/6/19
星期三

峨眉鄉、
寶山鄉、

寶山鄉：三峰村、油田村 PS15 PP0111A
三峰路1段119號至179-9999號(單)、油石路1號至49-9999號(單)、油石路2號至68-9999號(雙)、新湖路3段1號至385-9999號(單)、新湖路3段2號至
480-9999號(雙)、五仙路1段336號至548-9999號(雙)、五仙路2段1號至289-9999號(單)、五仙路2段2號至508-9999號(雙)

15
2019/6/19
星期三

竹北市 竹義里、新社里、新國里 GP0702 GP0702
中正西路2號至154-9999號(雙)、中正西路23號至85-9999號(單)、中華路405巷10號至20-9999號(雙)、國興街2號至36-9999號(雙)、華興一街20號至
42-9999號(雙)、華興街105號至149-9999號(單)、華興街108號至160-9999號(雙)

16
2019/6/19
星期三

竹北市 新社里、新國里 GP0704 GP0704
國光街2巷1弄1號至99-9999號(單)、國光街3號至59-9999號(單)、國光街4號至60-9999號(雙)、國盛街319號至331-9999號(單)、新民街26巷40號至
60-9999號(雙)、新民街26巷41號至61-9999號(單)、新民街93號至103-9999號(單)、新民街212號至250-9999號(雙)、新民街268巷35號至67-9999號
(單)、新社里19鄰1號至96-9999號、新工二路90號至98-9999號(雙)

17
2019/6/19
星期三

竹北市 新社里、新國里 GP0705 GP0705
國光街1號至1-9999號(單)、國光街2巷2號至37-9999號、國盛街205號至317-9999號(單)、國盛街218號至320-9999號(雙)、國華街1號至39-9999號
(單)、國華街2號至38-9999號(雙)、新民街59號至91-9999號(單)、新民街156號至210-9999號(雙)

18
2019/6/19
星期三

竹北市 新社里、新國里 GP0706 GP0706
中正西路87號至207-9999號(單)、中正西路150號至242-9999號(雙)、國華街40號至48-9999號(雙)、華興一街52號至150-9999號(雙)、華興一街71號
至141-9999號(單)、新光街1號至15-9999號(單)、新光街2號至8-9999號(雙)



序 預計施工日期 行政區 村里 原光點 新增光點 路段

19
2019/6/20
星期四

北埔鄉 大林村、外坪村、南坑村 PP3 PP0108A
大林村1鄰1號至62-9999號、大林村2鄰1號至29-9999號、大林村3鄰1號至41-9999號、大林街1號至61-9999號(單)、大林街2號至62-9999號(雙)、外
坪村1鄰1號至13-9999號、外坪村2鄰29號至35-9999號、外坪村3鄰30號至30-9999號、南坑村1鄰1號至16-9999號、南坑村2鄰17號至32-9999號、南
坑村3鄰1號至9-9999號、南坑村4鄰10號至29-9999號、南坑村7鄰25號至32-9999號、南坑村8鄰1號至18-9999號、南坑村9鄰1號至8-9999號

20
2019/6/20
星期四

北埔鄉 大林村、外坪村、南坑村 PP3 PP0109A
大林村1鄰1號至62-9999號、大林村2鄰1號至29-9999號、大林村3鄰1號至41-9999號、大林街1號至61-9999號(單)、大林街2號至62-9999號(雙)、外
坪村1鄰1號至13-9999號、外坪村2鄰29號至35-9999號、外坪村3鄰30號至30-9999號、南坑村1鄰1號至16-9999號、南坑村2鄰17號至32-9999號、南
坑村3鄰1號至9-9999號、南坑村4鄰10號至29-9999號、南坑村7鄰25號至32-9999號、南坑村8鄰1號至18-9999號、南坑村9鄰1號至8-9999號

21
2019/6/20
星期四

竹北市 竹義里、新社里、新國里 GP0701 GP0701
國強街1號至39-9999號(單)、國強街2號至52-9999號(雙)、國盛街28號至100-9999號(雙)、國盛街141號至193-9999號(單)、華興街1號至49-9999號
(單)、華興街2號至86-9999號(雙)

22
2019/6/20
星期四

竹北市 泰和里、聯興里 GP0707 GP0707
中華路672號至760-9999號(雙)、中華路857號至871-9999號(單)、中華路953號至1003-9999號(單)、沿河街89號至203-9999號(單)、新工五路2號至
92-9999號(雙)、新工五路29號至95-9999號(單)、保泰二街1號至41-9999號(單)、保泰一街1號至61-9999號(單)

23
2019/6/20
星期四

竹北市 泰和里、聯興里 GP0708 GP0708 中和街34號至220-9999號(雙)、中和街55號至225-9999號(單)、泰和路1號至231-9999號(單)、泰和路2號至188-9999號(雙)

24
2019/6/20
星期四

竹北市 泰和里、聯興里 GP0711 GP0711 中華路873號至881-9999號(單)、新工五路1號至23-9999號(單)、保泰一街2號至40-9999號(雙)

25
2019/6/21
星期五

北埔鄉 大林村、南埔村、埔尾村 PP5 PP0106A

大林村5鄰1號至23-9999號、大林村6鄰1號至13-9999號、中正路45號至9999-9999號(單)、中正路46巷1號至13-9999號、北埔街62號至104-9999號
(雙)、北埔街67號至107-9999號(單)、長春街1號至1-9999號(單)、長春街2號至6-9999號(雙)、長興街1號至9999-9999號(單)、長興街2號至9999-9999
號(雙)、南埔村1鄰1號至9-9999號、南埔村2鄰10號至25-9999號、南埔村3鄰1號至31-9999號、南埔村4鄰34號至39-9999號、埔心街1號至65-9999號
(單)、埔心街2號至64-9999號(雙)、埔尾村7鄰6-1號至6-3號

26
2019/6/21
星期五

北埔鄉 大林村、南埔村、埔尾村 PP5 PP0107A

大林村5鄰1號至23-9999號、大林村6鄰1號至13-9999號、中正路45號至9999-9999號(單)、中正路46巷1號至13-9999號、北埔街62號至104-9999號
(雙)、北埔街67號至107-9999號(單)、長春街1號至1-9999號(單)、長春街2號至6-9999號(雙)、長興街1號至9999-9999號(單)、長興街2號至9999-9999
號(雙)、南埔村1鄰1號至9-9999號、南埔村2鄰10號至25-9999號、南埔村3鄰1號至31-9999號、南埔村4鄰34號至39-9999號、埔心街1號至65-9999號
(單)、埔心街2號至64-9999號(雙)、埔尾村7鄰6-1號至6-3號

27
2019/6/21
星期五

新豐鄉
上坑村、松柏村、重興村、
員山村、崎頂村

HF3 HF0109
上坑村4鄰381號至394-9999號、茄苳路155號至301-9999號(單)、茄苳路220號至270-9999號(雙)、建興路2段61號至543-9999號(單)、建興路2段62
號至552-9999號(雙)、重興村8鄰372號至372-9999號、重興村37鄰29號至100-9999號、員山村1鄰12號至26-9999號、崎頂村16鄰1號至9999-9999
號、崎頂村17鄰1號至9999-9999號、崎頂村21鄰1號至9999-9999號

28
2019/6/21
星期五

新豐鄉 上坑村、重興村、崎頂村 HF20 HF0110
上坑村8鄰507號至513-9999號、上坑村8鄰514號至519-9999號、上坑村10鄰545號至545-9999號、長春路1號至99-9999號(單)、長春路2號至92-
9999號(雙)、建興路2段545號至587-9999號(單)、建興路2段554號至594-9999號(雙)、建興路2段598號至744-9999號(雙)、建興路2段603號至727-
9999號(單)、新市路1號至17-9999號(單)

29
2019/6/21
星期五

新豐鄉 上坑村、松柏村 HF21 HF0111
上坑村1鄰103號至104-9999號、自強街1號至19-9999號(單)、自強街2號至90-9999號(雙)、茄苳路1號至153-9999號(單)、茄苳路2號至218-9999號
(雙)、康樂路1段416號至566-9999號(雙)、康樂路1段449號至495-9999號(單)、康平街1號至31-9999號(單)、莊敬街1號至65-9999號(單)、莊敬街2號
至60-9999號(雙)、福陽一街125號至139-9999號(單)、福陽一街166巷18號至26-9999號(雙)

30
2019/6/21
星期五

新豐鄉 忠孝村、員山村、崎頂村 HF22 HF0112
忠信街288號至464-9999號(雙)、忠信街301號至385-9999號(單)、建興路1段200號至9999-9999號(雙)、建興路2段1號至59-9999號(單)、建興路2段2
號至60-9999號(雙)、員山村1鄰1號至11-9999號、員山村6鄰145號至145-9999號、員山村12鄰1號至9999-9999號、榮華街1號至39-9999號(單)、榮
華街2號至40-9999號(雙)

31
2019/6/24
星期一

北埔鄉 大湖村 PP2 PP0110A
大湖村1鄰1號至6-9999號、大湖村8鄰1號至10-9999號、大湖村9鄰1號至34-9999號、大湖村10鄰1號至10-9999號、大湖村11鄰1號至13-9999號、大
湖村12鄰1號至19-9999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