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預計施工日期 行政區 村里 原光點 新增光點 路段

1
2018/5/3
星期四

南屯區 NT0202

向上南路一段135號至161號、向上南路一段167號至167號、向上南路一段133巷1號至11號、向上南路一段133巷2號至12號
東興路二段292號至356號、東興路二段332巷1號至13號、東興路二段332巷2號至14號、精誠路309號至343號
精誠路353號至357號、精誠路426號至470號、精誠路442巷1號至25號、精誠路442巷2號至34號
精誠二十九巷1號至29號、大墩七街2號至80號、精誠二十七街1號至15號、精誠二十七街2號至8號
大同街147號至161號、大同街60號至68號

2
2018/5/3
星期四

南屯區 NT0203
向上南路一段115號至131號、大忠街7號至33號、精誠二十八街1號至25號、精誠二十八街2號至20號
精誠二十七街17號至21號、精誠二十七街22號至22號、精誠三十街1號至45號、精誠三十街2號至42號
夏綠蒂:精誠二十七街22號至22號(雙)

3
2018/5/3
星期四

南屯區 NT0204 向上南路一段163號至163號

4
2018/5/3
星期四

南屯區 NT0206

大墩六街1號至37號、精誠三十一街8號至10號、精誠路395號至447號、精誠路520號至598號
精誠路445巷1號至2號、精誠路530巷1號至23號、精誠路530巷2號至26號、精誠路530巷7弄1號至7號
精誠路530巷7弄2號至2號、精誠路574巷1號至13號、精誠路574巷2號至24號、精誠路592巷2號至8號
大墩五街1號至33號、大墩五街2號至28號、大墩四街2號至16號、大同街14號至30號

5
2018/5/3
星期四

南屯區 NT0207 五權西路2段8號至8號
惠宇清寬:五權西路2段8號至8號(雙)

6
2018/5/4
星期五

南屯區 大同里、大誠里 G0701 NT0212 東興路二段175號至237號、五權西路二段62號至220號、大墩四街65號至183號、大墩路168號至168號
大昌街40號至50號、大墩五街82號至96號、大墩六街83號至83號

7
2018/5/4
星期五

南屯區 NT0209
東興路二段281號至353號、大墩七街96號至140號、向上南路一段165號至165號、向上南路一段169號至209號
大進街80號至110號、大昌街83號至121號、大昌街104號至122號、大昌街85巷1號至7號
大昌街85巷2號至8號、大昌街112巷1號至7號、大昌街112巷2號至8號

8
2018/5/4
星期五

南屯區 NT0210
向上南路一段211號至249號、大墩路252號至356號、大進街135號至159號、大進街151巷1號至27號
大進街151巷2號至32號、大墩七街155號至173號、大墩七街142號至188號、大進西街17號至53號
大進西街18號至48號、大墩六街134號至164號

9
2018/5/10
星期四

北區 ND0702

西屯路一段149號至185號、西屯路一段165巷6號、西屯路一段167巷1號至17號、西屯路一段167巷2號至14號
西屯路一段171巷1號至5號、西屯路一段171巷2號至8號、大仁街54號至88號、大仁街60巷1號至17號
大仁街60巷2號至22號、博館一街101號至133號、博館一街138巷1號至13號、臺灣大道二段186號至222號
博館二街149號至163號、博館二街158號至188號、民權路241號至289號
虹府臻璽:博館一街138巷1號至13號(單)

公德里、大同里 A0701

大同里、大誠里、公德里 E0701

淡溝里、民龍里 A0402

大同里、公正里 C0701

光點切割_日期及路段_2018年05月



序 預計施工日期 行政區 村里 原光點 新增光點 路段

10
2018/5/10
星期四

北區 ND0703
英才路357號至415號、臺灣大道二段286號至298號、博館一街51號至75號、博館一街57巷2號至36號
博館一街32號至118號、博館一街46巷1號至1號、博館一街46巷2號至6號、大仁街17號至87號
大仁街30號至50號、博館二街115號至123號、博館二街117巷2號至22號、西屯路一段191號至211號

11
2018/5/10
星期四

北區 ND0704

民權路361號至413號、民權路359巷2號至24號、民權路359巷10弄1號至17號、民權路359巷10弄2號至16號
民權路405巷1號至31號、民權路405巷3弄1號至11號、民權路405巷3弄2號至4號、育德路195號至217號
育德路210號至230號、建行路835號至869號、健行路865巷1號至27號、健行路865巷2號至26號
博館路1號至26號

12
2018/5/10
星期四

北區 ND0705 民權路415號至417號
科博之星:民權路415號至417號(單)

13
2018/5/11
星期五

北區 淡溝里、民龍里 D0402 ND0707

臺灣大道二段310號至362號、博館路81號至98號、博館路91巷2號至12號、博館路91巷1號至1號
博館路91巷12弄2號至8號、博館路91巷12弄1號至7號、博館東街9巷2號至8號、博館東街9巷1號至5號
博館東街10巷2號至16號、博館東街10巷1號至17號、博館東街2號至48號、博館東街1號至37號
博館一街2號至12號、博館二街1號至41號、博館二街2號至62號、博館二街45巷2號至2號
館前路1號至23號
博觀華夏:博館二街45巷2號至2號(雙)

14
2018/5/11
星期五

北區 育德里、中達里 B0402 ND0709
健行路603號至699號、健行路609巷6弄2號至14號、健行路609巷1號至7號、篤行路410號至426號
篤行路408巷1號至13號、篤行路418巷1號至13號、篤行路418巷2號至10號、中清路一段201號至229號
美德街310號至398號、美德街352巷1號至23號、美德街352巷2號至18號

15
2018/5/11
星期五

北區 中達里、文莊里、邱厝里 F0402 ND0717

梅川西路三段201號至243號、英才路189號至243號、英才路217巷1弄1號至11號、英才路217巷1弄2號至14號
英才路217巷2弄1號至11號、英才路217巷2弄2號至12號、篤行路284號至338號、篤行路296巷1號至23號
篤行路296巷2號至24號、篤行路296巷4弄14號至16號、篤行路296巷4弄15號至17號、篤行路316巷1號至35號
篤行路324巷1號至7號、篤行路324巷2號至22號

16
2018/5/17
星期四

北區 ND0711
民權路470號至476、民權路466巷1號至15號、美德街383號至421號、美德街462號至486號
美德街381巷2號至10號、健行路771號至827號、華中街55號至67號
科博觀邸:民權路466巷1號至15號(單)

17
2018/5/17
星期四

北區 ND0712

華中街36號至92號、健行路701號至765號、篤行路371號至395號、美德街400號至460號
美德街343號至375號、篤行路375巷2號至42號、篤行路375巷1號至25號、篤行路347巷1號至9號
篤行路347巷2號至10號、篤行路379巷1號至5號、健行路733巷1號至3號、健行路721巷1號至27號
健行路721巷2號至26號
植物苑二期:篤行路379巷1號至5號(全)

18
2018/5/17
星期四

北區 ND0714

育德路189巷1號至7號、育德路189巷2號至10號、英才路306巷1號至7號、英才路286號至304號
篤行路333巷30弄1號至9號、民權路406號至438號、民權路422巷1號至19號、民權路422巷2號至22號
英才路262巷9號至23號、英才路262巷10號至20號、民權路422巷9弄1至7號、民權路422巷9弄2至6號
麗宮:英才路286號至304號(雙)

淡溝里、中達里 C0402

淡溝里、民龍里 A0402

淡溝里、育德里、中達里 E0402



序 預計施工日期 行政區 村里 原光點 新增光點 路段

19
2018/5/17
星期四

北區 ND0715
育德路159號至185號、英才路216號至236-4號、篤行路323號至367號、篤行路361巷2號至24號
篤行路361巷1號至17號、篤行路333巷1弄2號至34號、篤行路333巷1弄1號至23號、篤行路333巷1號至9號
篤行路337巷1號至15號、篤行路333巷7弄1號至14-2號

20
2018/5/18
星期五

北區 ND0502

柳川西路三段150號至208號、柳川西路三段196巷1號至5號、柳川西路三段2號至16號、公園路179號至195號
原子街120號至172號、原子街130巷7號至13號、原子街140巷1號至33號、原子街140巷2號至26號
原子街150巷1號至15號、原子街150巷2號至26號、原子街150巷2弄1號至1號、原子街150巷2弄2號至6號
英士路9號至27號、英士路2號至20號、篤行路52巷3號至5號、篤行路54號至122號
篤行路90巷1號至29號、篤行路90巷2號至28號、篤行路90巷1弄1號至7號、篤行路90巷1弄2號至10號
篤行路90巷2弄11號至19號、篤行路90巷2弄14號至20號、篤行路90巷9弄1號至11號、篤行路90巷9弄2號至16號
篤行路90巷17弄4號至4號

21
2018/5/18
星期五

北區 ND0503
原子街129號至161號、原子街127巷21弄6號至8號、原子街127巷1號至21號、原子街127巷2號至20號
公園路197號至225號、五權路178號至238號、英士路29號至31號、英士路26號至32號
光大街1號至41號、光大街2號至50號

22
2018/5/18
星期五

北區 ND0504
篤行路119號至135號、五權路124號至172號、五權路162巷1號至9號、五權路162巷2號至10號
福龍街85號至123號、臺灣大道一段718號至728號、成功路469號至481號、成功路524號至542號

23
2018/5/18
星期五

北區 ND0505
中華路一段159號至187號、中華路一段193巷2號至4號、中華西街91號至115號、中華西街72號至96號
成功路357號至391號、成功路380號至474號、成功路397巷1號至11號、成功路397巷4號至8號

24
2018/5/18
星期五

北區 ND0506

中華路一段147號、臺灣大道一段558號至716號、成功路399號至463號、成功路478號至516號
成功路427巷1號至3號、成功路427巷2號至12號、原子街87號至109號、原子街46號至98號
原子街90巷1號至21號、原子街90巷2號至8號、原子街95巷1號至9號、原子街95巷2號至8號
福龍街80號至98號

25
2018/5/24
星期四

北區 ND0508

民權路222號至242號、臺灣大道一段701號、五權路36號至98號、五權路54巷1號至3號
中山路460號至476號、中山路447號至483號、福龍街2號至44號、福龍街1號至79號
民族路316號至354號、民族路263號至297號、原子街1號至47號、原子街35巷2號至24號
原子街35巷1號至15號

26
2018/5/24
星期四

北區 ND0509

臺灣大道一段561號至699號、臺灣大道一段655巷1號至19號、臺灣大道一段655巷2號至20號、臺灣大道一段655巷2弄1號至8號
臺灣大道一段655巷5弄1號至11號、臺灣大道一段655巷5弄2號至18號、臺灣大道一段655巷8弄1號至10號、臺灣大道一段613巷1號至15號
臺灣大道一段613巷2號至18號、中山路352號至458號、原子街59號至85號、原子街20號至44號
原子街38巷1號至3號、原子街38巷2號至16號、原子街26巷1號至7號、原子街24巷1號至59號
福龍街46號至78號、中華西街52號至70號、中華西街53號至79號

27
2018/5/24
星期四

北區 ND0510 中華路1段121號至121號
金殿888:中華路1段121號至121號(單)

A0601
光大里、大湖里、六合里、大

誠里

C0601後龍里、中正里、中華里

淡溝里、中達里 C0402



序 預計施工日期 行政區 村里 原光點 新增光點 路段

28
2018/5/25
星期五

北區 ND0512

五權路337號至407號、五權路339巷1號至23號、五權路339巷2號至22號、五順街127號至223號
五順街158號至204號、柳川東路四段65號至98號、五義街163號至175號、五義街170號至192號
五常街17號至71號、五常街10號至34號、五常街43巷1號至15號、五常街43巷2號至12號
學士路1號至19號、學士路6號

29
2018/5/25
星期五

北區 ND0513
學士路39號至83號、學士路98號、五義街123號至159號、五義街120號至166號
五義街146巷1號至11號、五義街146巷2號至10號、五義街146巷6弄1號至9號、五義街146巷6弄2號至6號
五順街122號至156號、柳川東路四段99號至116號、五常街36號至82號、崇德路一段50號

30
2018/5/25
星期五

北區 ND0514

五權路269號至287號、中清路一段2號至78號、中清路一段96號至172號、中清路一段150巷1號至13號
中清路一段150巷2號至8號、中清路一段150巷10弄1號至7號、中清路一段150巷10弄2號至10號、太平路225號至261號
五義街202號至240號、五義街208巷1號至13號、五義街208巷2號至12號、五義街220巷1號至19號
五義街220巷2號至20號、五義街238巷1號至17號、五義街238巷2號至28號、英才路115號至135號
文武街2-6號至2-15號

31
2018/5/25
星期五

北區 ND0515 中清路1段80號至92號
喜連來大樓:中清路1段80號至92號(雙)

32
2018/5/25
星期五

北區 中華里、大誠里 G0603 ND0518

臺灣大道1段501號至555號、臺灣大道一段527巷1號至41號、臺灣大道一段527巷2號至28號、中華路1段58號至110號
中華路一段60巷1號至17號、中華路一段60巷2號至20號、中華路一段102巷1號至11號、中華路一段102巷2號至18號
柳川西路3段35號至38號、仁愛街21號至45號、仁愛街17巷3號至4號、中山路286號至338號
中山路285號至321號、中山路303巷8至22號、民族路198-1號至216-1號
鼎泰豐華:柳川西路三段35至38號(全)

五常里、光大里 B06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