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點切割_日期及路段

序 預計施工日期 行政區/村里 原光點 新增光點 影響路段

1
6/6
星期二

竹南鎮：竹南里、
正南里

ZN12 ZN45

國祥街51號至69-9999號(單)、國祥街2號至30-9999號(雙)、國祥街2號至30號(雙)、國祥街57號至69號(單)、獅山街1號至101號(單)、獅山街2號至98-9999號(雙)、
獅山街1號至28號、南大路33號至135-9999號(單)、南大路26號至150-9999號(雙)、國泰路13號至101-9999號(單)、國泰路8號至42號(雙)、環市路1段至95-9999號
(單)、環市路1段35號至49號、環市路1段347巷1弄1號至10-9999號、環市路1段41巷1號至11號、環市路1段39號至39號1樓至3樓、真如路251號至369-9999號
(單)、真如路376號至510-9999號(雙)、真如路510號至510號1樓至5樓、開元路至9999-9999號、開元路22號至266-9999號(雙)、開元路29號至135-9999號(單)、開
元路136號至142號(雙)、開元路148號至160號(雙)、開元路146巷1弄1號至11號、開元路146巷2弄2號至10號(雙)、開元路146巷5弄1號至8號、開元路146巷12弄1
號至5號、開元路146巷6號至10號、開元路146巷3號至3號、開元路238號至256號(雙)、開元路120號至120號2樓至5樓、開元路126號至126號、開元路126號至126
號1樓至4樓、開元路300號至300號、開元路65號至65號、全天路376巷160弄16號至192-9999號(雙)、全天路376巷160弄11號至87-9999號、國昌街197號至203-
9999號(單)、國昌街205巷1號至23-9999號(單)、國昌街205巷2號至30-9999號(雙)、國昌街207號至213-9999號(單)、國昌街215巷1號至23-9999號(單)、國昌街
215巷2號至30-9999號(雙)、國昌街217號至261-9999號(單)、國昌街248號至310-9999號(雙)、國昌街251號至259號(單)、國昌街302號至308號(雙)、國豐路1號至
9999-9999號、國豐路30號至30號3樓至4樓、國豐路28號至28號、國豐路38號至38號2樓至3樓、國豐路43號至43號1樓至2樓、國安街105號至105號(單)、大厝里
13號至83-9999號、大厝里6鄰30號至40-9999號(雙)、大厝里6鄰33號至33-9999號(單)、大厝里6鄰40號至40-9999號(雙)、大厝里7鄰10號至11-9999號、大厝里7
鄰18號至23-9999號、大厝里7鄰31號至31-9999號(單)、大厝里9鄰56號至71-9999號、大厝里9鄰80號至80-9999號(雙)、大厝里10鄰1號至58-9999號、大厝里11
鄰31號至59-9999號、大厝里12鄰2號至70-9999號、大厝里13鄰75號至200-9999號、大厝里14鄰1號至9999-9999號、大厝里17鄰1號至9999-9999號

2
6/6
星期二

竹南鎮：聖福里、
佳興里、照南里

ZN09 ZN48

延平路174號至174號(雙)、延平路188號至198-9999號(雙)、延平路180號至200-9999號(雙)、正南里27鄰至9999-9999號、正南里21鄰至9999-9999號、立達街
170號至216-9999號(雙)、立達街180巷1號至22號、光復路243號至381-9999號(單)、光復路272號至506-9999號(雙)、光復路265號至294號、光復路282-1號至
282-1號1樓至4樓、光復路259-1號至259-1號1樓至3樓、光復路255-1號至255-1號、光復路249-1號至249-1號、光復路245-1號至245-1號、光復路247號至247
號、光復路247-1號至247-1號、光復路257號至257號2樓至5樓、光復路255號至255號、光復路263號至263號2樓至6樓、光復路243號至243號2樓至6樓、光復路
253-1號至253-1號、光復路249號至249號1樓至3樓、光復路381巷25號至25號1樓至3樓、華東街31號至31-9999號(單)、華東街76號至92-9999號(雙)、華東街92
號至92號2樓至4樓、華東街86號至86號1樓至3樓、華東街67號至67號3樓至3樓、華東街76號至76號1樓至3樓、自強街1號至69-9999號(單)、自強街2號至60-9999
號(雙)、自強街63號至63號1樓至4樓、崇明街13號至47-9999號(單)、崇明街22號至52-9999號(雙)、崇明街協和巷1號至15-9999號(單)、崇明街協和巷2號至16-
9999號(雙)、崇明街新生巷9號至13-9999號(單)、崇明街新生巷2號至16-9999號(雙)、崇明街29-1號至29-1號、崇明街22號至22號1樓至4樓、三泰街3號至63-9999
號(單)、三泰街105號至111-9999號(單)、三泰街167號至215-9999號(單)、三泰街2號至94-9999號(雙)、三泰街138號至228-9999號(雙)、三泰街210號至240-9999
號(雙)、三泰街167號至167-9999號、民安街5號至97-9999號(單)、民安街6號至86-9999號(雙)、民安街60號至86-9999號(雙)、照南路2號至82-9999號(雙)、至善
街1號至11-9999號(單)、至善街10號至28-9999號(雙)、照南里21鄰至9999-9999號、佳興里3鄰至1-9999號、佳興里5鄰至1-9999號、佳興里7鄰至1-9999號、佳興
里8鄰至1-9999號、佳興里9鄰至1-9999號、佳興里11鄰至1-9999號、佳興里12鄰至1-9999號、佳興里13鄰至9999-9999號、佳興里14鄰至1-9999號、佳興里15鄰
至1-9999號、佳興里16鄰至1-9999號、佳興里17鄰至1-9999號、佳興里18鄰至1-9999號、佳興里19鄰至1-9999號、佳興里20鄰至1-9999號、佳興里22鄰至1-
9999號、龍山路3段250號至250號1樓至2樓、建國路84巷89號至93-9999號(單)、建國路84巷86號至96-9999號(雙)、建國路228巷163弄20號至22-12號(雙)、建國
路288巷74號至74號、建國路288巷76號至76號、建國路288巷78號至78號、建國路288巷80號至80號、建國路288巷43號至43號、環市路3段295號至337-9999號
(單)、環市路3段511號至521-9999號(單)、環市路3段178號至492-9999號(雙)、環市路3段327號至329號(單)、環市路3段331巷1號至9號(單)、環市路3段331巷12號
至26號(雙)、環市路3段341弄2號至17-9999號、環市路3段278號至282-9999號(雙)、環市路3段180號至190-9999號(雙)、環市路3段470號至480-9999號(雙)、環
市路3段476巷1號至1-9999號、環市路3段333-1號至333-1號、環市路3段278巷3弄21號至21號1樓至3樓、環市路3段280號至282號、佳興里4鄰1號至9999-9999
號、佳興里6鄰1號至9999-9999號、佳興里10鄰1號至9999-9999號、佳興里21鄰1號至9999-9999號、聖福里1號至9999-9999號



序 預計施工日期 行政區/村里 原光點 新增光點 影響路段

3
6/8
星期四

竹南鎮：營盤里、
正南里、中華里、
大厝里

ZN14 ZN39

博愛街243號至287-9999號(單)、博愛街288號至326-9999號(雙)、博愛街306號至306號、博愛街302號至302號、福德路181號至213-9999號(單)、福德路162號至
228-9999號(雙)、福德路174號至180-9999號(雙)、福德路182巷1號至999-9999號(單)、福德路182巷2號至100-9999號(雙)、福德路200號至214-9999號(雙)、福德
路208巷2號至18-9999號、福德路189巷1號至7-9999號、中正路92號至146-9999號(雙)、中正路167號至395-9999號(單)、中正路333巷19弄20號至20號、文昌街
47號至47-9999號(單)、文昌街62號至96-9999號(雙)、大營路1號至175-9999號(單)、大營路1號至175-9999號(單)、大營路2號至178-9999號(雙)、大營路168-6號
至168-6號2樓至4樓、大營路148號至148號、南大路159號至197-9999號(單)、南大路154號至188-9999號(雙)、南大路190巷249號至273-9999號(單)、文化街1號
至39-9999號(單)、文化街2號至50-9999號(雙)、文心街1號至27-9999號(單)、文心街2號至26-9999號(雙)、環市路1段117號至295-9999號(單)、環市路1段98號至
376-9999號(雙)、環市路2段2號至160-999號(雙)、環市路1段138巷1號至11-9999號、環市路1段140號至144-3號(雙)、環市路1段158號至160-9999號、環市路1段
340巷3弄至18-9999號(單)、環市路2段66號至84-9999號、環市路1段270號至270號1樓至3樓、環市路1段148號至148號1樓至4樓、大業街83號至87號(單)、大業
街113號至131-9999號(單)、大業街54號至72-9999號(雙)、大業街116號至158-9999號(雙)、大業街85號至85號、大業街54號至70號、文祥街1號至41-9999號
(單)、文祥街10號至28-9999號(雙)、文林街9號至47-9999號(單)、文林街8號至40-9999號(雙)、大公街1號至17-9999號(單)、大公街2號至14-9999號(雙)、文聖街1
號至51-9999號(單)、文聖街18號至70-9999號(雙)、國采街37號至59-9999號(單)、國采街50號至72-9999號(雙)、大厝里3鄰10號至10-9999號(雙)、大厝里5鄰41號
至41-9999號(單)、大厝里16鄰47號至47-9999號(單)、大厝里19鄰1號至11-9999號、中華里1鄰1號至9999-9999號

4
6/8
星期四

頭份鎮：山下里、
成功里、忠孝里
、蟠桃里

TF06 TF46

大仁街21巷1號~20號、大仁街23號~31號、大仁街2號~20號(雙)、大仁~39號(單)、大亨街43巷5弄2號~18號(雙)、大亨街50號~56號(雙)、大亨街~165號(單)、大亨
街~168號(雙)、大勇街11號~23號(單)、大勇街17巷1號~28號、大勇街19號~19號1樓~4樓、大勇街22號~66號(雙)、大勇街2號~14號(雙)、大園街17號~19號(單)、
大園街19號~19號2樓~3樓、大園街20號~36號(雙)、大園街25號~51號(單)、大園街37號~51號(單)、大園街41巷1號~3號(單)、大園街41巷2號~8號(雙)、大園街5號
~5號(單)、大園街5號~5號1樓~4樓、山下街113巷6號~18號、山下街2號~84號(雙)、山下街41號~41號1樓~5樓、山下街88號~102號(雙)、山下街~113號(單)、中
興街2號~88號(雙)、中興路361號~409號(單)、中興路499號~503號(單)、中興路500號~500號、中興路500號~572號(雙)、中興路525號~537號(單)、成功路12號
~42號(雙)、成功路26號~36號、成功路38號~38號1樓~4樓、成功路40號~40號1樓~3樓、成功路42號~42號1樓~4樓、成功路9號~41號(單)、和平路120號~120號
1樓~3樓、忠孝一路111巷、忠孝一路99巷、忠孝一路99巷17弄17號~17號1樓~4樓、忠孝二路16巷、忠孝二路17號~17號3樓~3樓、忠孝二路32巷、忠孝二路34號
~38號(雙)、忠孝二路42號~86號(雙)、忠孝二路5號~71號(單)、忠孝二路69號~69號1樓~4樓、忠孝二路98巷、忠孝里24鄰~351號、明智街12號~18號(雙)、明智街
15巷13號~15號(單)、明智街15巷17弄1號~18號、明智街15巷1號~17號(單)、明智街15巷6號~10號(雙)、明智街9號~13號(單)、長生街11號~57號(單)、長生街2號
~30號(雙)、長生街39巷2-1號~2-2號、長生街41號~57號(單)、長生街53巷1號~6號、長安街1號~51號(單)、長安街6號~56號(雙)、信東路162號~376號(雙)、信東
路211號~381號(單)、信東路246號~246號(雙)、信東路256號~256號、信東路258巷5號~25號(單)、信東路273巷13號~13號、信東路292巷1-1號~1-1號1樓~4
樓、信東路298號~312號(雙)、信東路2段158號~158號1樓~4樓、信東路2段2號~76號(雙)、信東路2段70號~70號1樓~4樓、信東路328號~328號、信東路340巷15
號~15號、信東路340巷9弄1號~1號、建國路2段119號~135號(單)、建國路2段120巷20弄2號~2號(雙)、建國路2段120巷2號~2號(雙)、建國路2段121號~121號、
建國路2段126號~196號(雙)、建國路2段158號~158號1樓~4樓、建國路2段160號~160號1樓~4樓、建國路2段162號~162號1樓~4樓、建國路2段182號~182號、
建國路2段191號~191號(單)、建國路2段196號~196號2樓~7樓、建國路2段3號~101號(單)、建國路2段53號~53號1樓~4樓、建國路2段69號~69號2樓~4樓、建國
路2段71號~71號2樓~4樓、建國路2段78號~78號1樓~4樓、建國路2段80號~80號1樓~3樓、建國路2段8號~118號(雙)、節約街2號~10號(雙)、蟠桃里4鄰63-150號
~63-150號(單)、蟠桃里4鄰63-45號~63-139號、蟠桃里4鄰63-84號~63-104號、蟠桃里5鄰45號~98號、蟠桃里6鄰111-11號~111-12號、蟠桃里6鄰111-1號
~111-5號



序 預計施工日期 行政區/村里 原光點 新增光點 影響路段

5
6/13
星期二

頭份市：尖山里
竹南鎮：公館里

TF14 TF38

上埔里12鄰34號至35-9999號、上埔里12鄰40號至40-9999號、土牛里1鄰2號至15-9999號、土牛里2鄰17號至26-9999號、土牛里3鄰28號至40-999號、土牛里4鄰
41號至52-9999號、土牛里5鄰54號至63-9999號、土牛里6鄰64號至76-9999號、土牛里7鄰77號至86-9999號、土牛里7鄰102號至102-9999號、土牛里7鄰111號
至111-9999號、土牛里8鄰134號至134-9999號、土牛里8鄰145號至147-9999號(單)、正興路750號至9999-9999號、中正北路169號至169號(單)、中正北路229巷
26號至32號(雙)、中正路249號至249-9999號(單)、中正路289號至367-9999號(單)、中正路405號至529-9999號(單)、中正路412號至600-9999號(雙)、中正路642
號至658-9999號(雙)、中正路492號至492號、中正路319號至319號2樓至2樓、濱江街2號至168-9999號(雙)、濱江街3號至111-9999號(單)、濱江街71巷1號至20
號、新華路1號至9999-9999號、新華路150號至308號、中正一路1號至167-9999號(單)、中正一路2號至198-9999號(雙)、中正一路248號至268-9999號(雙)、興隆
里1鄰至9999-9999號、興隆路1號至103-9999號(單)、興隆路2號至124-9999號(雙)、新華里六合二村巷13號至181-9999號、新華里六合二村巷405號至422-9999
號、新華里松旺新村巷1號至47-9999號、新華里6鄰31號至51-9999號、新華里6鄰62號至62-9999號(雙)、新華里7鄰1號至30-9999號、新華里8鄰1號至24-9999
號、新華里10鄰29號至41-9999號、新華里10鄰45號至45-9999號、新華里11鄰47號至99-9999號、新華里12鄰153-6號至153-48號、新華里12鄰170-1號至170-7
號、新華里13鄰303號至307-9999號(單)、新華里13鄰321號至325-9999號(單)、新華里13鄰331號至331-22號、新華里14鄰322號至334-9999號、新華里14鄰364
號至375-9999號、新華里15鄰200號至278-9999號(雙)、新華里16鄰201號至279-9999號(單)、新華里21鄰13號至13-9999號、頭份里1鄰12號至12-9999號(雙)、
頭份里2鄰138號至139-9999號、頭份里2鄰141號至141-9999號(單)

6
6/13
星期二

頭份市：斗煥里、
新華里

TF15 TF47

中正二路1號至131-9999號(單)、中正二路2號至6-9999號(雙)、中正二路68號至114-9999號(雙)、中正二路35巷3弄31號至35-9999號(單)、中正二路35巷3弄32號至
46-9999號(雙)、大營路1號至133-9999號(單)、大營路2號至84-9999號(雙)、大成街1號至111-9999號(單)、大成街185號至225-9999號(單)、大成街2號至78-9999
號(雙)、大成街132號至146-9999號(雙)、大成街190號至230-9999號(雙)、斗煥里3鄰53-1號至53-1號(單)、斗煥里14鄰57號至57-9999號(單)、中正一路428號至
438-9999號(雙)、中正一路508號至718-9999號(雙)、中正一路395號至615-9999號(單)、新華里3鄰68-3號至68-3號(雙)、新華里4鄰137號至140-9999號、新華里5
鄰2號至28-9999號、新華里5鄰56號至80-9999號(雙)

7
6/15
星期四

竹南鎮：中港里、
開元里、大厝里、
港漧里

ZN18 ZN42

中正路419號至503-9999號(單)、中正路160號至192-9999號(雙)、中正路204號至244-9999號(雙)、中正路250號至252-9999號(雙)、中正路501號至501號1樓至4
樓、南大路201號至339-9999號(單)、南大路190號至366-9999號(雙)、南大路190巷26弄1號至7-9999號(單)、南大路190巷26弄2號至20-9999號(雙)、南大路310
號至310號1樓至2樓、環市路1段305號至353-999號(單)、環市路2段1號至51-999號(單)、環市路1段347巷5號至5號2樓至5樓、環市路1段305巷7號至9-9999號
(單)、環市路1段305巷10號至18-9999號(雙)、南門街21號至29-9999號(單)、南門街22號至32-9999號(雙)、真如路528號至589-9999號(單)、真如路658號至738-
9999號(雙)、真如路720號至720號2樓至3樓、真如路585號至585號2樓至4樓、真如路583號至583號2樓至4樓、真如路561巷20弄2號至5號、開元路292號至520-
9999號(雙)、開元路471號至565-9999號(單)、開元路487巷33號至49-9999號(單)、開元路487巷33號至49-9999號(單)、全天路至9999-9999號、全天路108巷182
弄1號至57-9999號(單)、國昌街205巷25號至53-9999號(單)、國昌街205巷32號至62-9999號(雙)、國昌街215巷25號至53-9999號(單)、國昌街215巷32號至62-
9999號(雙)、新生路1號至59-9999號(單)、新生路2號至168-9999號(雙)、新生路106巷至25-9999號(單)、新生路9106巷15弄1號至10-9999號、新生路9106巷25弄
1號至99-9999號、新生路106巷16弄1號至11-9999號(單)、新生路46巷22號至22號1樓至5樓、新生路35號至35號1樓至3樓、新生路166號至168號、新生路56號至
56號1樓至4樓、新生路106巷25弄13號至13號1樓至4樓、迎薰路2號至120-99號(雙)、迎薰路1號至93-9999號(單)、中港里生存巷9號至11-9999號(單)、中港里生存
巷12號至12-9999號(雙)、八德街1號至13-9999號(單)、八德街2號至26-9999號(雙)、平等街至68-9999號(雙)、平等街1段60號至80號(雙)、守法街1號至3-9999號
(單)、守法街2號至4-9999號(雙)、守法街3-2號至3-2號2樓至4樓、守法街2-13號至2-13號、迎薰南路115號至170-9999號、國安街218號至218號(雙)、鹽館街47號
至47-9999號、大厝里1鄰1號至9999-9999號、大厝里2鄰12號至52-9999號、大厝里3鄰26號至26-999號(雙)、大厝里3鄰34號至34-9999號(雙)、大厝里4鄰25號至
41-9999號(單)、大厝里4鄰46號至46-9999號(雙)、大厝里20鄰至9999-9999號、大厝里22鄰12號至14-9999號、大厝里23鄰1號至9999-9999號、中港里1鄰生存巷
9號至12號、中港里9鄰7號至9-9999號、中港里11鄰10號至10-3號(雙)、中港里12鄰76-1號至76-1號、中港里12鄰86號至87-9999號(單)、中港里13鄰1號至3-9999
號、中港里13鄰6號至6-1號(雙)、開元里1-9999號至9999號、明勝路2號至92-9999號(雙)、明勝路263號至263-9999號(單)、明勝路68號至82號(雙)、明勝路86巷2
號至16-9999號(雙)、明勝路6號至6號



序 預計施工日期 行政區/村里 原光點 新增光點 影響路段

8
6/15
星期四

頭份市：斗煥里、
流東里、珊瑚里

TF16 TF48

中正二路133號至333-9999號(單)、中正二路351號至363-9999號(單)、中正二路116號至314-9999號(雙)、中正二路151號至151號3樓至4樓、中正二路177巷9號至
9號、大成街227號至309-9999號(單)、大成街232號至314-9999號(雙)、介壽街1號至23-9999號(單)、介壽街2號至40-9999號(雙)、介壽街50號至50-9999號(雙)、
斗煥里4鄰87號至87-9999號(單)、斗煥里9鄰153-1號至153-1號(單)、斗煥里11鄰194號至197-9999號、斗煥里12鄰198號至216-9999號、斗煥里19鄰32-1號至32-
17號、斗煥里20鄰189號至189-9999號、斗煥里培德新村巷1號至30-9999號、斗煥里培德新村1巷1號至9999-9999號、斗煥里培德新村2巷1號至9999-9999號、斗
煥里培德新村3巷1號至9999-9999號、斗煥里培德新村5巷1號至9999-9999號、斗煥里培德新村巷36號至37-9999號、斗煥里祥泰新村巷1號至48-9999號、斗煥里
國校新村巷1號至119-9999號、斗煥里4鄰至9999-9999號、斗煥里6鄰至9999-9999號、斗煥里7鄰至9999-9999號、斗煥里10鄰至9999-9999號、斗煥里12鄰至
9999-9999號、斗煥里13鄰至9999-9999號、斗煥里14鄰至9999-9999號、斗煥里15鄰至9999-9999號、斗煥里19鄰至9999-9999號、斗煥里20鄰至9999-9999
號、流東里13鄰26號至33-9999號、流東里15鄰101號至101-9999號(單)、珊湖里4鄰229-77號至229-77號(單)、雙喜街1號至9-9999號(單)、雙喜街20號至20-9999
號(雙)、雙喜街2巷2號至36-9999號(雙)、雙喜街2巷21號至21-9999號(單)、中正三路1號至155-9999號(單)、中正三路6號至176-9999號(雙)、中正三路200號至
272-9999號(雙)、三灣鄉內灣村10鄰至9999-9999號、三灣鄉內灣村10鄰至9999-9999號

9
6/20
星期二

頭份市：山下里 TF17 TF45

力行街27號~45-9999號(單)、力行街2號~2-9999號(雙)、力行街2號~2號、力行街31號~31號1樓~5樓、力行街48號~48-9999號(雙)、力行街55號~63-9999號
(單)、力行街58號~60-9999號(雙)、三民街~120-9999號(雙)、三民街~89-9999號(單)、三民街13號~13號、三民街30號~30號、大同街~9999-9999號、大同路100
號~136-9999號(雙)、大同路11巷17號~17號、大同路11巷23號~23號3樓~3樓、大同路124號~124號1樓~2樓、大同路146號~146-9999號(雙)、大同路155號
~183-9999號(單)、大同路158號~182-9999號(雙)、大同路190號~278-9999號(雙)、大同路198巷~6-9999號、大同路1號~143-9999號(單)、大同路201號~207-
9999號(單)、大同路253號~253-9999號(單)、大同路265巷7號~7-9999號、大同路265號~301-9999號(單)、大同路278號~278號2樓~5樓、大同路2號~60-9999
號(雙)、大同路301巷1-10號~1-10號、大同路51號~51號1樓~3樓、大同路53號~53號1樓~3樓、大同路60號~60號1樓~4樓、大同路88巷1號~1-9999號(單)、山下
里3鄰23-1號~23-1號1樓~3樓、山下里3鄰23-7號~23-7號1樓~2樓、山下里5鄰32號~45-9999號、山下街236巷133號~133-9999號、中華路1231號~1351-9999
號(單)、中華路1319號~1319號、中華路1326巷59號~59號1樓~5樓、中華路1326巷61號~61號1樓~5樓、中華路1346號~1346號、中華路1350號~1370-9999號
(雙)、中華路1415號~1415號1樓~5樓、中華路1417巷5號~10-9999號、中華路1417巷5號~5號、中華路1511巷6號~22-9999號(雙)、中華路1513-1號~1513-5
號、中興街150號~150-9999號(雙)、中興街188號~200-9999號(雙)、中興路690號~710號(雙)、五福街2號~58-9999號(雙)、五福街3號~73-9999號(單)、四維街5
號~48-9999號、永安街1號~251-9999號(單)、永安街2號~266-9999號(雙)、永安街33號~33號1樓~4樓、光大街2號~2-9999號(雙)、光大街35號~55-9999號
(單)、光大街46號~82-9999號(雙)、合作街1號~9-9999號(單)、合作街33號~35-9999號(單)、忠孝一路222號~222-9999號(雙)、忠孝一路246號~246號1樓~5樓、
建國路2號~66-9999號(雙)、建國路38號~38號、建國路66號~66-9999號(雙)、建國路9號~91-9999號(單)、顯會路175號~181-9999號(單)

10
6/20
星期二

竹南鎮：大埔里、
頂埔里

ZN03 ZN52

公義路705號至1119-9999號(單)、公義路496號至1678-9999號(雙)、公義路891-1號至891-1號、公義路1122巷5號至5號1樓至5樓、公義路1122巷7號至7號1樓至5
樓、公義路1130號至1130號2樓至3樓、公義路995號至995號3樓至4樓、忠信街至9999-9999號、建勇街至9999-9999號、建忠街至9999-9999號、仁愛路507號至
561-9999號(單)、仁愛路727號至1103-9999號(單)、仁愛路502號至1092-9999號(雙)、仁愛路676號至676號1樓至4樓、仁愛路968號至968號、仁愛路950-1號至
950-1號、仁愛路706巷30弄18號至18號、仁愛路916巷22號至22號1樓至4樓、大埔里1鄰1號至24-9999號、大埔里1號至9999-9999號、大埔里7鄰106-2號至106-
2號、大埔里10鄰21號至21-9999號、大埔里10鄰42號至42-9999號、大埔里10鄰28-11號至28-11號、大埔里18鄰1號至9999-9999號、大埔里10鄰28-18號至28-
18號1樓至3樓、竹興里17鄰1號至9999-9999號



序 預計施工日期 行政區/村里 原光點 新增光點 影響路段

11
6/22
星期四

頭份市：蟠桃里、
忠孝里、自強里、
東庄里

TF08 TF41

忠孝里至9999-9999號、忠孝里麗園華夏巷至9999-9999號、中華路1181號至1215-9999號(單)、中華路1106號至1110-9999號(雙)、雙十街47號至95-9999號
(單)、雙十街58號至120-9999號(雙)、仁愛路127號至177-9999號(單)、仁愛路150號至172-9999號(雙)、忠孝里長樂街至9999-9999號、忠孝一路3號至93-9999號
(單)、忠孝一路101號至109-9999號(單)、忠孝一路113號至219-9999號(單)、忠孝一路44號至220-9999號(雙)、忠孝一路182巷1號至1號、忠孝一路220巷3號至3號
1樓至5樓、忠孝一路67號至67號、忠孝一路70號至70號2樓至6樓、忠孝一路138巷9號至9號1樓至3樓、忠孝一路219號至219號1樓至5樓、忠孝一路105號至105號4
樓至4樓、忠孝一路55號至55號14樓至4樓、忠孝一路53號至53號1樓至4樓、忠孝一路186號至186號1樓至3樓、忠孝一路217號至217號2樓至3樓、忠孝一路175號
至175號1樓至3樓、忠孝二路1號至3-9999號(單)、忠孝二路6號至30-9999號(雙)、忠孝二路16巷8弄12號至12號1樓至5樓、忠孝二路8號至8號、長泰街15號至55-
9999號(單)、長泰街2號至42-9999號(雙)、長泰街40號至40號1樓至5樓、長安街48巷至9999-9999號、長安街95號至127-9999號(單)、長安街112號至150-9999號
(雙)、長安街105號至105號1樓至3樓、四維街1號至3-9999號(單)、信東路99號至207-9999號(單)、信東路94號至158-9999號(雙)、信東路156號至156號、信東路
115號至115號、自強路華泰巷1號至11-9999號(單)、自強路25號至69-9999號(單)、自強路華泰巷2號至30-9999號(雙)、自強路2號至182-9999號(雙)、自強路2段50
號至50號、自強路82號至82號1樓至5樓、太平街至9999-9999號、長治街1號至17-9999號(單)、長治街2號至2-9999號(雙)、長治街26號至32-9999號(雙)、長治街
華美巷1號至7-9999號(單)、長治街35號至35-9999號(單)、中興路366號至436-9999號(雙)、中興路366號至366號2樓至3樓、中興路436巷38號至38號1樓至6樓、
中央路1號至203-9999號(單)、中央路2號至230-9999號(雙)、中央路226巷19弄29號至29號、中央路2號至14-9999號(雙)、中央路81號至81號1樓至5樓、中央路15
號至15號、中央路35巷20號至20號、自立街1號至1-9999號、自立街25號至37-9999號(單)、自立街55號至85-9999號(單)、自立街20號至80-9999號(雙)、自立街31
巷14弄2號至20-9999號(雙)、自立街31巷36弄1號至1號、自立街31巷36弄3號至3號1樓至3樓、蟠桃里大勇街2號至26-9999號(雙)、蟠桃里2鄰至9999-9999號、蟠
桃里3鄰61號至62-9999號、蟠桃里3鄰63-1號至63-37號、蟠桃里4鄰63-75號至63-75號、長樂街1號至23-9999號(單)、長樂街16號至40-9999號(雙)

12
6/22
星期四

竹南鎮：新南里，
佳興里
頭份市：後庄里

ZN23 TF49

竹南鎮：
光華北路101號至101-9999號(單)、光華北路175號至181-9999號(單)、光華北路158號至164-9999號(雙)、光華北路190號至220-9999號(雙)、公北三街1號至9999-
9999號、公園二街68號至68-9999號(雙),
頭份市：
后庄里至9999-9999號、后庄里72號至72號、信中路111號至125-9999號(單)、信中路88號至128-9999號(雙)、信中路120號至120-9999號、信中路115巷2號至32-
9999號(雙)、公北二路89號至123-9999號(單)、公北二路86號至86-9999號(雙)、公北二路110號至120-9999號(雙)、公北三路60號至96-9999號(雙)、公北三路108
號至110-9999號(雙)、公北三路77號至85-9999號(單)、公北三路111號至117-9999號(單)、信義路783號至889-9999號(單)、信義路790號至816-9999號(雙)、八德
一路305巷3弄至9999-9999號、八德一路305巷3弄13號至13號1樓至4樓、中央路689號至765-9999號(單)、中央路658號至718-9999號(雙)、中央路756號至798-
9999號(雙)、中央路680號至680號3樓至4樓、文林路120號至120號、公園三街95號至105-9999號(單)、公園三街56號至106-9999號(雙)、光華北路至9999-9999
號、光華北路2號至58-9999號(雙)、光華北路68號至82-9999號(雙)、光華北路96號至140-9999號(雙)、光華北路5號至5-9999號(單)、光華北路96號至96號、新北
街8巷7號至7號1樓至4樓



序 預計施工日期 行政區/村里 原光點 新增光點 影響路段

13
6/27
星期二

竹南鎮：正南里、
頂埔里、照南里、
營盤里

ZN10 ZN53

中山路136號~136號、中山路1號~141-9999號(單)、中山路1號~1號2樓~2樓、中山路28號~28號、中山路2號~188-9999號(雙)、中山路39號~93號、中正路1號
~49-9999號(單)、中正路2號~40-9999號(雙)、正南里保民巷5號~53-9999號、正南里廟前巷6號~23-9999號、民治街17號~17號、民治街1號~17-9999號(單)、民
治街6號~34-9999號(雙)、民族街147號~147-9999號(單)、民族街66號~121-9999號(單)、民族街67號~69-9999號(單)、民族街6號~146-9999號(雙)、民族街7號
~25-9999號(單)、民族街第二市場巷~9999-9999號、民權街51巷~16-9999號、民權街51巷10號~10號12樓~12樓、民權街6號~60-9999號(雙)、民權街7號~67-
9999號(單)、立達街112號~122-9999號、立達街121號~121-9999號、立達街126號~130-9999號(雙)、立達街129巷12弄1號~20號、立達街129巷1號~46號、立
達街129巷9弄1號~40號、立達街140巷1號~28號、立達街141號~141號1樓~2樓、立達街1號~147-9999號(單)、立達街208號~216-9999號(雙)、立達街22號
~140-9999號(雙)、立達街28號~28號、立達街79巷1號~16號、立達街79巷9弄1號~41號、光復路184巷8號~8號1樓~4樓、光復路18號~18號、光復路205號~221
號、光復路241號~241號3樓~4樓、光復路254巷2-1號~2-1號1樓~3樓、光復路372-1號~372-1號2樓~4樓、光復路6號~270-9999號(雙)、光復路9號~241-9999
號(單)、竹中~9999-9999號、自由街1號~91-99號(單)、自由街25號~69-9999號(單)、自由街2號~86號(雙)、自由街42巷1號~7號、自由街54巷2弄1號~1號、自由
街54巷3號~3號、自由街72號~72號、自由街78號~80-9999號(雙)、自由街88-1號~88-1號、和平街51號~105-9999號(單)、和平街80號~126-9999號(雙)、和平街
80號~82-9999號(雙)、和平街97號~97號、延平路128號~128號2樓~2樓、延平路27號~91-9999號(單)、延平路68號~148-9999號(雙)、延平路89-2號~89-2號1樓
~3樓、建國路12巷1號~9999-9999號、頂埔里9鄰21-36號~21-36號1樓~4樓、博愛街1號~123-9999號(單)、博愛街2號~100-999號(雙)、博愛街48號~48號、博
愛街48號~48號1樓~2樓、博愛街51號~51號3樓~3樓、博愛街53號~53號3樓~7樓、博愛街57號~59-2號、敦化街1號~1-9999號(單)、華東街1號~25-9999號
(單)、華東街2號~36-9999號(雙)、華東街51號~73-9999號(單)、華東街69號~69號、華東街69號~69號3樓~3樓、華東街71號~71號2樓~5樓、照南里3鄰~9999-
9999號、照南里3鄰16號~9999-9999號(雙)、照南里3鄰19號~9999-9999號(單)、照南里4鄰~9999-9999號、照南里4鄰1號~11-4號、福德路1號~65-999號(單)、
福德路20號~74-9999號(雙)、福德路保民巷~9999-9999號、福德路廟前巷~9999-9999號、營盤里2鄰~1號、環市路1段~16-9999號(雙)、環市路1段150巷1號
~12-9999號、環市路1段8號~8號2樓~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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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治街21號至59-9999號(單)、民治街36號至88-9999號(雙)、民治街38號至52號(雙)、民治街80號至80號1樓至4樓、民族街35號至65-9999號(單)、民族街61號至65
號(單)、和平街1號至49-9999號(單)、和平街2號至78-9999號(雙)、和平街66號至78號(雙)、和平街49號至49號、延平路2號至66-9999號(雙)、延平路1號至15-9999
號(單)、福德路73號至165-9999號(單)、福德路76號至152-9999號(雙)、福德路136號至144-9999號(雙)、中南街5號至11-9999號(單)、中南街2號至20-9999號
(雙)、中正路51號至159-9999號(單)、中正路42號至90-9999號(雙)、中正路105號至105號、中正路139號至139號2樓至3樓、立達街210號至210號1樓至4樓、南大
路1號至31-999號(單)、南大路2號至24-9999號(雙)、南大路9號至9號1樓至4樓、環市路1段20號至26-9999號(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