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點切割_日期及路段_2019年4月

序 預計施工日期 行政區 村里 原光點 新增光點 路段

1
2019/4/15
星期一

關西鎮
北山里、西安里、南山里、
玉山里、石光里、坪林里

KH12 KH0203A

關西鎮：
中山路75號至257-9999號(單)、中山路96號至276-9999號(雙)、中央街1號至91-9999號(單)、中央街2號至
102-9999號(雙)、文化街1號至17-9999號(單)、文化街2號至38-9999號(雙)、北山里1鄰1號至9999-9999
號、北山里2鄰1號至9999-9999號、北山里3鄰1號至9999-9999號、北平路56號至468-9999號(雙)、民享街1
號至15-9999號(單)、民享街2號至20-9999號(雙)、民族街1號至21-9999號(單)、民族街2號至20-9999號
(雙)、老街1號至57-9999號(單)、老街2號至58-9999號(雙)、西安里7鄰10號至10-9999號、西安里10鄰27號
至35-9999號、西安里12鄰46號至46-9999號、南山里1鄰1號至9-9999號、南山里2鄰1號至13-9999號、南
山里3鄰13號至22-9999號、南山里4鄰23號至29-9999號、南山里12鄰8號至8-9999號、三民街1號至99-
9999號(單)、三民街2號至98-9999號(雙)

2
2019/4/16
星期二

關西鎮 仁安里、東安里 KH18 KH0202A
關西鎮：
中豐路2段322號至358-9999號(雙)、中豐路2段323號至379-9999號(單)、仁安里7鄰1號至22-9999號、仁安
里8鄰1號至13-9999號、仁安里9鄰1號至56-9999號、仁安里10鄰1號至27-9999號

3
2019/4/17
星期三

關西鎮 東山里 KH15 KH0201A
關西鎮：
東山里11鄰1號至20-9999號、東山里12鄰1號至124-9999號、東山里13鄰1號至8-9999號

4
2019/4/18
星期四

關西鎮 東山里、金山里、錦山里 KH9 KH0105A、

關西鎮：
東山里1鄰1號至26-9999號、東山里2鄰1號至10-9999號、金山里1鄰1號至12-9999號、金山里2鄰1號至21-
9999號、金山里3鄰20號至28-9999號、金山里4鄰17號至35-9999號、金山里5鄰39號至44-9999號、金山里
6鄰16號至54-9999號、金山里7鄰55號至62-9999號、金山里8鄰64號至75-9999號、金山里9鄰76號至86-
9999號、金山里10鄰87號至100-9999號、金山里11鄰99號至122-9999號、金山里12鄰117號至127-9999
號、金山里13鄰128號至137-9999號、金山里14鄰14號至150-9999號、金山里15鄰1號至12-9999號、金山
里16鄰1號至16-9999號、錦山里1鄰1號至14-9999號、錦山里2鄰15號至26-9999號、錦山里3鄰20號至39-
9999號、錦山里4鄰31號至49-9999號

5
2019/4/18
星期四

關西鎮 東光里、南新里、新富里 KH6 KH0102A

關西鎮：
東光里5鄰131號至282-9999號、東光里6鄰171號至282-9999號、南新里5鄰56號至61-9999號、南新里7鄰
1號至17-9999號、南新里8鄰1號至33-9999號、南新里9鄰1號至14-9999號、南新里10鄰1號至32-9999號、
南新里11鄰1號至42-9999號、南新里15鄰1號至78-9999號、南新里17鄰1號至110-9999號、新富里1鄰1號
至6-9999號、新富里2鄰1號至14-9999號、新富里3鄰1號至28-9999號、新富里4鄰1號至32-9999號、新富
里5鄰1號至40-9999號、新富里6鄰1號至44-9999號、新富里7鄰1號至52-9999號

6
2019/4/19
星期五

關西鎮 玉山里、新富里 KH11 KH0103A

關西鎮：
玉山里1鄰1號至11-9999號、玉山里2鄰12號至17-9999號、玉山里3鄰18號至20-9999號、玉山里4鄰21號至
23-9999號、玉山里5鄰29號至32-9999號、玉山里6鄰46號至47-9999號、玉山里7鄰59號至59-9999號、玉
山里10鄰78號至88-9999號、玉山里11鄰84號至92-9999號、玉山里12鄰94號至94-9999號、玉山里14鄰
112號至122-9999號、玉山里15鄰123號至125-9999號、玉山里16鄰131號至131-9999號、新富里8鄰1號至
7-9999號、新富里9鄰1號至15-9999號、新富里10鄰1號至32-9999號、新富里11鄰1號至34-9999號、新富
里12鄰1號至40-9999號、新富里13鄰1號至54-9999號



序 預計施工日期 行政區 村里 原光點 新增光點 路段

7
2019/4/19
星期五

關西鎮 東山里、金山里、錦山里 KH9 KH0106A、

關西鎮：
東山里1鄰1號至26-9999號、東山里2鄰1號至10-9999號、金山里1鄰1號至12-9999號、金山里2鄰1號至21-
9999號、金山里3鄰20號至28-9999號、金山里4鄰17號至35-9999號、金山里5鄰39號至44-9999號、金山里
6鄰16號至54-9999號、金山里7鄰55號至62-9999號、金山里8鄰64號至75-9999號、金山里9鄰76號至86-
9999號、金山里10鄰87號至100-9999號、金山里11鄰99號至122-9999號、金山里12鄰117號至127-9999
號、金山里13鄰128號至137-9999號、金山里14鄰14號至150-9999號、金山里15鄰1號至12-9999號、金山
里16鄰1號至16-9999號、錦山里1鄰1號至14-9999號、錦山里2鄰15號至26-9999號、錦山里3鄰20號至39-
9999號、錦山里4鄰31號至49-9999號

8
2019/4/19
星期五

竹北市
中興里、北崙里、竹義里、
新國里

GP8-1 GP0603

竹北市：
光明一路289號至389-9999號(單)、光明一路494號至606-9999號(雙)、光明二街1號至89-9999號(單)、光明
二街2號至106-9999號(雙)、光明三路1號至135-9999號(單)、光明三路2號至198-9999號(雙)、光明五街67號
至389-9999號(單)、光明五街68號至384-9999號(雙)、光明六路106號至160-9999號(雙)、博愛街123號至
303-9999號(單)、博愛街162號至292-9999號(雙)、縣政九路33號至181-9999號(單)、縣政九路56號至66-
9999號(雙)、縣政十街37號至219-9999號(單)、縣政十街38號至212-9999號(雙)、縣政十一街57號至109-
9999號(單)、縣政十一街68號至126-9999號(雙)、縣政十二街1號至83-9999號(單)、縣政十二街2號至70-
9999號(雙)、縣政十三路79號至145-9999號(單)、縣政十三路92號至170-9999號(雙)、縣政十六街96號至
236-9999號(雙)、縣政十六街105號至261-9999號(單)、縣華街2號至98-9999號(雙)

9
2019/4/19
星期五

竹北市 斗崙里、北崙里 GP8-2 GP0609

竹北市：
光明六路1號至87-9999號(單)、光明六路2號至104-9999號(雙)、光明七街1號至1-9999號(單)、光明七街2號
至6-9999號(雙)、光明九路1號至87-9999號(單)、光明九路2號至38-9999號(雙)、光明九路106號至106-
9999號、嘉德街1號至69-9999號(單)、嘉德街2號至52-9999號(雙)、福興路430號至592-9999號(雙)、縣政
一街137號至355-9999號(單)、縣政一街252號至280-9999號(雙)、縣政二路1號至99-9999號(單)、縣政二路
2號至118-9999號(雙)、縣政三街1號至79-9999號(單)、縣政三街2號至136-9999號(雙)、縣政五街1號至169-
9999號(單)、縣政五街2號至186-9999號(雙)、縣政六路2號至58-9999號(雙)、縣政八街27號至77-9999號
(單)、縣政九路68號至144-9999號(雙)、嘉勤南路2號至100-9999號(雙)

10
2019/4/22
星期一

關西鎮 錦山里 KH16 KH0107A

關西鎮：
錦山里13鄰147號至160-9999號、錦山里14鄰145號至172-9999號、錦山里15鄰173號至191-9999號、錦山
里16鄰182號至190-9999號、錦山里17鄰189號至200-9999號、錦山里18鄰201號至213-9999號、錦山里19
鄰215號至225-9999號、錦山里20鄰226號至235-9999號

11
2019/4/22
星期一

關西鎮 東山里、金山里、錦山里 KH9 KH0108A

關西鎮：
東山里1鄰1號至26-9999號、東山里2鄰1號至10-9999號、金山里1鄰1號至12-9999號、金山里2鄰1號至21-
9999號、金山里3鄰20號至28-9999號、金山里4鄰17號至35-9999號、金山里5鄰39號至44-9999號、金山里
6鄰16號至54-9999號、金山里7鄰55號至62-9999號、金山里8鄰64號至75-9999號、金山里9鄰76號至86-
9999號、金山里10鄰87號至100-9999號、金山里11鄰99號至122-9999號、金山里12鄰117號至127-9999
號、金山里13鄰128號至137-9999號、金山里14鄰14號至150-9999號、金山里15鄰1號至12-9999號、金山
里16鄰1號至16-9999號、錦山里1鄰1號至14-9999號、錦山里2鄰15號至26-9999號、錦山里3鄰20號至39-
9999號、錦山里4鄰31號至49-9999號

12
2019/4/22
星期一

竹北市 斗崙里、興安里 GP56 GP0610

竹北市：
光明五街1號至65-9999號(單)、光明五街2號至66-9999號(雙)、縣政一街1號至135-9999號(單)、縣政一街2
號至250-9999號(雙)、縣政二路101號至105-9999號(單)、縣政二路120號至422-9999號(雙)、縣政五街188
號至192-9999號(雙)、嘉仁街1號至139-9999號(單)、嘉仁街2號至188-9999號(雙)、嘉勤北路1號至87-9999
號(單)、嘉勤北路2號至10-9999號(雙)



序 預計施工日期 行政區 村里 原光點 新增光點 路段

13
2019/4/22
星期一

竹北市 文化里、興安里 GP11 GP0612

竹北市：
文仁街1號至77-9999號(單)、文仁街2號至58-9999號(雙)、文田街1號至37-9999號(單)、文田街2號至66-
9999號(雙)、文平路2號至308-9999號(雙)、文孝街1號至5-9999號(單)、文和街1號至59-9999號(單)、文和街
2號至86-9999號(雙)、文祿街1號至23-9999號(單)、文祿街2號至10-9999號(雙)、文信路1號至109-9999號
(單)、文信路2號至116-9999號(雙)、文信路191號至397-9999號(單)、文信路228號至318-9999號(雙)、文愛
街1號至61-9999號(單)、文愛街2號至60-9999號(雙)、文義街1號至97-9999號(單)、文義街2號至124-9999
號(雙)、文義街109號至265-9999號(單)、文義街214號至332-9999號(雙)、吳濁流路1號至175-9999號(單)、
吳濁流路2號至88-9999號(雙)、光明一路1號至287-9999號(單)、光明一路2號至492-9999號(雙)、縣政二路
107號至137-9999號(單)、縣政二路424號至532-9999號(雙)、縣政九路146號至302-9999號(雙)、縣政九路
183號至229-9999號(單)、文忠路1號至109-9999號(單)、文壽街1號至5-9999號(單)、文壽街2號至16-9999
號(雙)、文和路1號至53-9999號(單)、文和路2號至72-9999號(雙)、文福街2號至20-9999號(雙)、文喜街1號
至37-9999號(單)、文喜街2號至30-9999號(雙)

14
2019/4/23
星期二

關西鎮 錦山里 KH22 KH0109A
關西鎮：
錦山里5鄰35號至59-9999號、錦山里6鄰60號至70-9999號、錦山里8鄰88號至92-9999號、錦山里9鄰94號
至99-9999號、錦山里10鄰105號至112-9999號

15
2019/4/23
星期二

關西鎮、橫山鄉
關西鎮：南新里
橫山鄉：沙坑村

HS12 KH0101A

關西鎮：
南新里12鄰1號至9999-9999號、南新里13鄰1號至9999-9999號、南新里14鄰1號至9999-9999號、南新里
15鄰73號至73-2號、南新里16鄰1號至9999-9999號
橫山鄉：
沙坑村19鄰76號至86-9999號

16
2019/4/23
星期二

竹北市 斗崙里、福德里 GP20-1 GP0607

竹北市：
光明八街94號至158-9999號(雙)、光明八街97號至111-9999號(單)、光明九路40號至90-9999號(雙)、光明九
路155巷2弄1號至9999-9999號、光明九路201號至231-9999號(單)、光明十街1號至195-9999號(單)、光明
十街2號至166-9999號(雙)、光明十街1段1號至105-9999號(單)、光明十街1段2號至90-9999號(雙)、博愛街2
號至8-9999號(雙)、嘉德街71號至71-9999號(單)、福興路1號至977-9999號(單)、福興路594號至958-9999
號(雙)、縣政七街1號至41-9999號(單)、縣政八街1號至25-9999號(單)、縣政八街2號至72-9999號(雙)、縣政
九路1號至31-9999號(單)、縣政九路2號至54-9999號(雙)、縣政十三路1號至61-9999號(單)、縣政十三路2號
至60-9999號(雙)、嘉勤南路102號至146-9999號(雙)、台科一路1號至95-9999號(單)、台科路1號至67-9999
號(單)、台科路2號至56-9999號(雙)、縣政二路南段1號至79-9999號(單)、縣政二路南段2號至60-9999號
(雙)、縣政九路南段1號至55-9999號(單)、科大一路113號至131-9999號(單)

17
2019/4/23
星期二

竹北市 斗崙里、北崙里 GP8-2 GP0608

竹北市：
光明六路1號至87-9999號(單)、光明六路2號至104-9999號(雙)、光明七街1號至1-9999號(單)、光明七街2號
至6-9999號(雙)、光明九路1號至87-9999號(單)、光明九路2號至38-9999號(雙)、光明九路106號至106-
9999號、嘉德街1號至69-9999號(單)、嘉德街2號至52-9999號(雙)、福興路430號至592-9999號(雙)、縣政
一街137號至355-9999號(單)、縣政一街252號至280-9999號(雙)、縣政二路1號至99-9999號(單)、縣政二路
2號至118-9999號(雙)、縣政三街1號至79-9999號(單)、縣政三街2號至136-9999號(雙)、縣政五街1號至169-
9999號(單)、縣政五街2號至186-9999號(雙)、縣政六路2號至58-9999號(雙)、縣政八街27號至77-9999號
(單)、縣政九路68號至144-9999號(雙)、嘉勤南路2號至100-9999號(雙)



序 預計施工日期 行政區 村里 原光點 新增光點 路段

18
2019/4/24
星期三

關西鎮 玉山里、新富里 KH11 KH0104A

關西鎮：
玉山里1鄰1號至11-9999號、玉山里2鄰12號至17-9999號、玉山里3鄰18號至20-9999號、玉山里4鄰21號至
23-9999號、玉山里5鄰29號至32-9999號、玉山里6鄰46號至47-9999號、玉山里7鄰59號至59-9999號、玉
山里10鄰78號至88-9999號、玉山里11鄰84號至92-9999號、玉山里12鄰94號至94-9999號、玉山里14鄰
112號至122-9999號、玉山里15鄰123號至125-9999號、玉山里16鄰131號至131-9999號、新富里8鄰1號至
7-9999號、新富里9鄰1號至15-9999號、新富里10鄰1號至32-9999號、新富里11鄰1號至34-9999號、新富
里12鄰1號至40-9999號、新富里13鄰1號至54-9999號

19
2019/4/24
星期三

竹北市 斗崙里、福德里 GP20-1 GP0605

竹北市：
光明八街94號至158-9999號(雙)、光明八街97號至111-9999號(單)、光明九路40號至90-9999號(雙)、光明九
路155巷2弄1號至9999-9999號、光明九路201號至231-9999號(單)、光明十街1號至195-9999號(單)、光明
十街2號至166-9999號(雙)、光明十街1段1號至105-9999號(單)、光明十街1段2號至90-9999號(雙)、博愛街2
號至8-9999號(雙)、嘉德街71號至71-9999號(單)、福興路1號至977-9999號(單)、福興路594號至958-9999
號(雙)、縣政七街1號至41-9999號(單)、縣政八街1號至25-9999號(單)、縣政八街2號至72-9999號(雙)、縣政
九路1號至31-9999號(單)、縣政九路2號至54-9999號(雙)、縣政十三路1號至61-9999號(單)、縣政十三路2號
至60-9999號(雙)、嘉勤南路102號至146-9999號(雙)、台科一路1號至95-9999號(單)、台科路1號至67-9999
號(單)、台科路2號至56-9999號(雙)、縣政二路南段1號至79-9999號(單)、縣政二路南段2號至60-9999號
(雙)、縣政九路南段1號至55-9999號(單)、科大一路113號至131-9999號(單)

20
2019/4/24
星期三

竹北市 斗崙里、福德里 GP20-1 GP0606

竹北市：
光明八街94號至158-9999號(雙)、光明八街97號至111-9999號(單)、光明九路40號至90-9999號(雙)、光明九
路155巷2弄1號至9999-9999號、光明九路201號至231-9999號(單)、光明十街1號至195-9999號(單)、光明
十街2號至166-9999號(雙)、光明十街1段1號至105-9999號(單)、光明十街1段2號至90-9999號(雙)、博愛街2
號至8-9999號(雙)、嘉德街71號至71-9999號(單)、福興路1號至977-9999號(單)、福興路594號至958-9999
號(雙)、縣政七街1號至41-9999號(單)、縣政八街1號至25-9999號(單)、縣政八街2號至72-9999號(雙)、縣政
九路1號至31-9999號(單)、縣政九路2號至54-9999號(雙)、縣政十三路1號至61-9999號(單)、縣政十三路2號
至60-9999號(雙)、嘉勤南路102號至146-9999號(雙)、台科一路1號至95-9999號(單)、台科路1號至67-9999
號(單)、台科路2號至56-9999號(雙)、縣政二路南段1號至79-9999號(單)、縣政二路南段2號至60-9999號
(雙)、縣政九路南段1號至55-9999號(單)、科大一路113號至131-9999號(單)

21
2019/4/25
星期四

竹北市
中興里、北崙里、竹義里、
新國里

GP8-1 GP0601

竹北市：
光明一路289號至389-9999號(單)、光明一路494號至606-9999號(雙)、光明二街1號至89-9999號(單)、光明
二街2號至106-9999號(雙)、光明三路1號至135-9999號(單)、光明三路2號至198-9999號(雙)、光明五街67號
至389-9999號(單)、光明五街68號至384-9999號(雙)、光明六路106號至160-9999號(雙)、博愛街123號至
303-9999號(單)、博愛街162號至292-9999號(雙)、縣政九路33號至181-9999號(單)、縣政九路56號至66-
9999號(雙)、縣政十街37號至219-9999號(單)、縣政十街38號至212-9999號(雙)、縣政十一街57號至109-
9999號(單)、縣政十一街68號至126-9999號(雙)、縣政十二街1號至83-9999號(單)、縣政十二街2號至70-
9999號(雙)、縣政十三路79號至145-9999號(單)、縣政十三路92號至170-9999號(雙)、縣政十六街96號至
236-9999號(雙)、縣政十六街105號至261-9999號(單)、縣華街2號至98-9999號(雙)



序 預計施工日期 行政區 村里 原光點 新增光點 路段

22
2019/4/25
星期四

竹北市
中興里、北崙里、竹義里、
新國里

GP8-1 GP0602

竹北市：
光明一路289號至389-9999號(單)、光明一路494號至606-9999號(雙)、光明二街1號至89-9999號(單)、光明
二街2號至106-9999號(雙)、光明三路1號至135-9999號(單)、光明三路2號至198-9999號(雙)、光明五街67號
至389-9999號(單)、光明五街68號至384-9999號(雙)、光明六路106號至160-9999號(雙)、博愛街123號至
303-9999號(單)、博愛街162號至292-9999號(雙)、縣政九路33號至181-9999號(單)、縣政九路56號至66-
9999號(雙)、縣政十街37號至219-9999號(單)、縣政十街38號至212-9999號(雙)、縣政十一街57號至109-
9999號(單)、縣政十一街68號至126-9999號(雙)、縣政十二街1號至83-9999號(單)、縣政十二街2號至70-
9999號(雙)、縣政十三路79號至145-9999號(單)、縣政十三路92號至170-9999號(雙)、縣政十六街96號至
236-9999號(雙)、縣政十六街105號至261-9999號(單)、縣華街2號至98-9999號(雙)

23
2019/4/26
星期五

竹北市 斗崙里 GP20-2 GP0604

竹北市：
光明六路89號至331-9999號(單)、光明八街1號至95-9999號(單)、光明八街2號至92-9999號(雙)、光明九路
89號至199-9999號(單)、光明九路92號至104-9999號(雙)、光明九路108號至272-9999號(雙)、光明九路233
號至375-9999號(單)、博愛街10號至160-9999號(雙)、博愛街91號至121-9999號(單)、福興路2號至428-
9999號(雙)、福興路754巷16號至16-9999號、縣政十街1號至35-9999號(單)、縣政十街2號至36-9999號
(雙)、縣政十一街1號至55-9999號(單)、縣政十一街2號至66-9999號(雙)、縣政十三路62號至90-9999號
(雙)、縣政十三路63號至77-9999號(單)、縣政十四街1號至65-9999號(單)、縣政十四街2號至50-9999號
(雙)、北崙里9鄰39號至39-9999號

24
2019/4/26
星期五

竹北市 文化里、興安里 GP11 GP0611

竹北市：
文仁街1號至77-9999號(單)、文仁街2號至58-9999號(雙)、文田街1號至37-9999號(單)、文田街2號至66-
9999號(雙)、文平路2號至308-9999號(雙)、文孝街1號至5-9999號(單)、文和街1號至59-9999號(單)、文和街
2號至86-9999號(雙)、文祿街1號至23-9999號(單)、文祿街2號至10-9999號(雙)、文信路1號至109-9999號
(單)、文信路2號至116-9999號(雙)、文信路191號至397-9999號(單)、文信路228號至318-9999號(雙)、文愛
街1號至61-9999號(單)、文愛街2號至60-9999號(雙)、文義街1號至97-9999號(單)、文義街2號至124-9999
號(雙)、文義街109號至265-9999號(單)、文義街214號至332-9999號(雙)、吳濁流路1號至175-9999號(單)、
吳濁流路2號至88-9999號(雙)、光明一路1號至287-9999號(單)、光明一路2號至492-9999號(雙)、縣政二路
107號至137-9999號(單)、縣政二路424號至532-9999號(雙)、縣政九路146號至302-9999號(雙)、縣政九路
183號至229-9999號(單)、文忠路1號至109-9999號(單)、文壽街1號至5-9999號(單)、文壽街2號至16-9999
號(雙)、文和路1號至53-9999號(單)、文和路2號至72-9999號(雙)、文福街2號至20-9999號(雙)、文喜街1號
至37-9999號(單)、文喜街2號至30-9999號(雙)

25
2019/4/29
星期一

竹北市 斗崙里 GP20-2 GP0613

竹北市：
光明六路89號至331-9999號(單)、光明八街1號至95-9999號(單)、光明八街2號至92-9999號(雙)、光明九路
89號至199-9999號(單)、光明九路92號至104-9999號(雙)、光明九路108號至272-9999號(雙)、光明九路233
號至375-9999號(單)、博愛街10號至160-9999號(雙)、博愛街91號至121-9999號(單)、福興路2號至428-
9999號(雙)、福興路754巷16號至16-9999號、縣政十街1號至35-9999號(單)、縣政十街2號至36-9999號
(雙)、縣政十一街1號至55-9999號(單)、縣政十一街2號至66-9999號(雙)、縣政十三路62號至90-9999號
(雙)、縣政十三路63號至77-9999號(單)、縣政十四街1號至65-9999號(單)、縣政十四街2號至50-9999號
(雙)、北崙里9鄰39號至39-9999號

26
2019/4/29
星期一

竹北市
文化里、竹仁里、福德里、
興安里、

GP25 GP0614

竹北市：
文仁街60號至98-9999號(雙)、文采街1號至17-9999號(單)、文采街170號至208-9999號(雙)、中正東路51號
至51-9999號(單)、文孝街2號至86-9999號(雙)、文孝街7號至53-9999號(單)、文愛街62號至98-9999號
(雙)、文愛街63號至79-9999號(單)、縣政二路251號至295-9999號(單)、縣政二路536號至620-9999號(雙)、
文忠路111號至201-9999號(單)



序 預計施工日期 行政區 村里 原光點 新增光點 路段

27
2019/4/30
星期二

竹北市 斗崙里、興安里 GP56 GP0615

竹北市：
光明五街1號至65-9999號(單)、光明五街2號至66-9999號(雙)、縣政一街1號至135-9999號(單)、縣政一街2
號至250-9999號(雙)、縣政二路101號至105-9999號(單)、縣政二路120號至422-9999號(雙)、縣政五街188
號至192-9999號(雙)、嘉仁街1號至139-9999號(單)、嘉仁街2號至188-9999號(雙)、嘉勤北路1號至87-9999
號(單)、嘉勤北路2號至10-9999號(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