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寬頻管道業者於寬頻管道建置路段情形調查表

雨水下水道 改善期限 道路側溝 改善期限 架空 改善期限

三民路 中正路二段 建國南路 2466.70

中正路 三民路 建國南路 3044.40

中民路 中山路二段 三民路 705.20

建國南路 中山路三段 建國南路7巷 1216.10

小計 7432.40

中山路 中央路 實踐路 6352.50

南郭路 中山路二段 旭光路 491.30

小計 6843.80

中正路 三民路 中正路二段461巷 1921.60

和平路 中華路 光復路 316.90

光復路 和平路 中山路二段 1064.40

中華路 中正路二段 中山路二段 1581.10

民權路 中華路 中山路二段 609.60

華山路 中正路二段 中山路二段 1383.20

小計 6876.80

小計 4”HDPE×6D 21.153

鹿草路 中山路 自由路 2367

民權路 復興路 公園一路 1268.1

中正路 鹿草路 彰鹿路七段 3954.9

復興路 海浴路 民權路 1694.3

小計 9284.3

民生路 中山路 復興南路 354.5

中山路 海浴路 彰鹿路八段 2673.4

民族路 復興路 復興南路 1524.2

三民路 菜園路 復興路 1346.9

菜園路 民權路 三民路 1104.2

復興南路 民生路 三民路 747.3

小計 7750.5

彰鹿路 中山路 中正路 1113.9

民權路 鹿和路 復興路 493.6

鹿和路 平等路 中正路 1674.5

復興路 民權路 彰鹿路 2199.8

小計 5481.8

思源路 鹿和路 鹿東路 1740.9 9.141

海浴路 中山路 永康路 963.8

永靖路 永康路 復興路 1107.7

永康路 海浴路 鹿草路 1464.6

平等路 自由路 鹿和路 1639.9

永安二路 平等路 鹿和路 820.7

自由路 中正路 鹿草路 1403.9

小計 9141.5

鹿興路 鹿東路 中正路 1683 7.772

鹿東路 復興路 思源路 1949

長安路 鹿和路 鹿東路 1074.9

永安一路 鹿和路 長安路 720.1

平和路 中正路 鹿興路 720.4

成功路 民生路 民權路 435.6

復興南路 三民路 彰鹿路七段 1189.3

小計 7772.3

大同路 中山路 員東路 3,996.6 8.234

和平街/和平東街 中山路 大同路 2,139.6 310.000 102/10
浮圳路 中山路 建國路 2,097.6 500.000 

小計 8,233.8

育英路 大同路 萬年路 2,726.2 6.755

三民街/三民東街 中山路 大同路 2,133.2

中山路/中山南路 靜修路 南昌路 1,895.2

小計 6,754.6

中山路/中正路 大同路 民生路 3,627.8 6.716

民生路 光復街 育英路 1,633.0

員東路 育英路 大同路 1,455.2

小計 6,716.0

大同路 員水路 員東路 1,009.2 10.584 180.000 102/08
員東路二段 大同路 三民東街 715.3

三民東街 大同路 員東路 679.8

中山路一段 員鹿路 莒光路 1,134.1 1,000.000 
中山路二段 大同路 莒光路 619.4

員鹿路 中山路 源泉路 1,704.6

莒光路 中山路 惠明街 4,721.4

小計 10,583.8

和平東街 大同路 成功東路 283.0 10.983

林森路 靜修東路 萬年路 2,219.6 350.000 102/10
永昌街 萬年路 中正路 490.9 500.000 
中正路 南昌路 員集路 1,852.9 850.000 

光明南街 南昌路 四維街 614.6 150.000 
光明街 中正路 光明南街 447.4

中山南路 南昌路 惠明街 769.9

三義路 莒光路 南昌地下道 587.5

惠明街 光明南街 惠安街 1,631.2 430.000 
惠安街 惠明街 中山路 652.3

南昌路/南昌東路 光復街 萬年路 1,433.5

小計 10,982.8

彰美路 德美路 孝德路 3691.6 9.119

美寮路 彰美路六段 孝倫路 1427.7

中山路 彰美路五段 仁安路 309.8

德美路 彰美路六段 彰美路五段 3690.1

9119.2

鹿和路 中正路 仁愛路 1707.2 9.566

仁美路 鹿和路 彰美路 1511.3

永樂路 和線路 彰美路六段 1310.8

和卿路 中正路 鹿和路 408.9

道周路 彰美路六段 彰美路五段 4627.3

小計 9565.5

小計 4”HDPE×6D 101.386

法院南街 中山路 育英路 225.30 9.459

博愛路 法院南街 民生路 1875.80

新興街 中山路 育英路 655.50

正興街 中正路 大同路 970.60

育英路37巷 育英路 林森路 399.40

民權路 中山路 中正路 173.20

光明街 民權路 永昌街 1533.70

惠來街 中山路 南昌東路 855.30

民族街 光復街 萬年路 698.30

三民街 光復街 中山路 121.90

光復街 中山路 南昌路 678.50

大同路1段285巷 林森路 大同路 331.90

惠明街136巷 南昌路 惠明街 341.10

惠明街106巷 南昌路 惠明街 598.20

小計 9458.70

成功東路 三民東街 忠孝街 1046.40 9.756

忠孝街 林森路 員水路 1377.50

員農街 員水路 萬年路 496.90

大勇街 永興街 建國路 499.00

育英路 興華街 大同路 365.40

員水路 忠孝街 石笱排水 0.00

永安街 大智街 大榮街 767.90

南興街 永昌街 四維街 0.00

7.432

6.844

6.877

建置長度

(公里)

9.284

7.750

5.482

小計

施作路段

96年度寬頻管道新建工程(鹿港鎮)第一施工區

96年度寬頻管道新建工程(鹿港鎮)第二施工區

96年度寬頻管道新建工程(鹿港鎮)第三施工區

96

96年度寬頻管道新建工程(鹿港鎮)第四施工區

96年度寬頻管道新建工程(鹿港鎮)第五施工區

96年度寬頻管道新建工程(員林鎮)第一施工區

96年度寬頻管道新建工程(員林鎮)第二施工區

96年度寬頻管道新建工程(和美鎮)第一施工區

年度 標案名稱 管道型式

95

95年度寬頻管道新建工程—第一施工區

（三民區、中正路、中民路、建國南路）

（含設計監造）

95年度寬頻管道新建工程—第二施工區

（中山路、南郭路）（含設計監造）

95年度寬頻管道新建工程—第三施工區

（中正路、和平路、光復路、中華路、民權路、華山路）

（含設計監造）

三大有線電視 單位:公尺

96年度寬頻管道新建工程(員林鎮)第三施工區

4”HDPE×6D

4”HDPE×6D

4”HDPE×6D

4”HDPE×6D

4”HDPE×6D

4”HDPE×6D

4”HDPE×6D

4”HDPE×6D

4”HDPE×6D

4”HDPE×6D

路段起點 路段訖點
完成管道長度

(公尺)

4”HDPE×6D96年度寬頻管道新建工程(員林鎮)第四施工區

4”HDPE×6D96年度寬頻管道新建工程(員林鎮)第五施工區

4”HDPE×6D

4”HDPE×6D

4”HDPE×6D96年度寬頻管道新建工程(和美鎮)第二施工區

彰化縣員林鎮97年度寬頻管道新建工程(第一施工區) 4”HDPE×6D



彰化縣-寬頻管道業者於寬頻管道建置路段情形調查表

雨水下水道 改善期限 道路側溝 改善期限 架空 改善期限

建置長度

(公里)
施作路段年度 標案名稱 管道型式 三大有線電視 單位:公尺路段起點 路段訖點

完成管道長度

(公尺)

永吉街 萬年路 中正路 0.00

合作街 212.80

合作街 建國以南 成功路 385.80 300.000 
員水路二段421巷 員水路 萬年路 373.80

明德街 大同路 建國路 182.30

實踐街 大同路 建國路 188.90

光華街 大同路 建國路 198.20

長榮街 大同路 建國路 213.70

興昌街 中山路 育英路 154.40

永裕街 育英路 大仁街 145.20

永福街 興華街 大仁街 93.00

大智街 興華街 大同路 125.70

興華街 永興街 長泰街 396.30

長泰街 興華街 永興街 223.60

大成街 永興街 興昌街 157.40

僑信街及巷道 民權路 南昌路 280.70

大仁南街 大同路 建國路 602.70

中山路二段456巷 中山路二段 中山路二段456巷底 292.80

中山路二段456巷25弄 中山路二段456巷 中山路二段456巷 247.20

中山路二段456巷67弄 中山路二段456巷25弄 中山路二段456巷 40.60

莒光路798巷 莒光路 中山路二段369巷2弄 223.80

莒光路780巷 莒光路798巷 莒光路798巷 110.90

莒光路陸橋東側 莒光路798巷 莒光路780巷 41.70

中山路二段369巷2弄 莒光路798巷 中山路二段369巷2弄15-19號 76.30

中山路二段369巷 中山路二段369巷 中山路二段369巷2弄 0.00

中山路二段277巷10弄 中山路二段277巷 中山路二段277巷10弄7號 159.30

中山路二段277巷 中山路二段 中山路二段277巷10弄 75.30

小計 9755.50

新義街 靜修路 惠來西街 1453.00 9.083

北和街 莒光路 新生路 347.50

南和街 莒光路 新生路 374.10

南平街 莒光路 靜修路 1377.90 400.000 
至平街 靜修路 至善路 328.80

新生路 莒光橋 雙平路 958.20 700.000 
新生路 雙平路 靜修路 241.20

雙平路 莒光路 中山路 775.20

惠來西街 中山路 惠安街 435.90 160.000 
日泰街57巷及惠明街196

巷
日泰街 惠明街 167.80 168.000 

日泰街 南昌路 惠明街 400.30 270.000 
光明街141巷及15弄等 中山南街 光明街 636.00

南平東街 復興路59巷 南平一街 476.80

南平西街 南平街 南平一街 360.40

南平一街 南平西街 莒光路 0.00

南平二街 南平西街 永平街 79.70

南平三街 南平西街 永平街 127.00

永平街 南平三街 南平一街 0.00

至平街50巷等 至平路 至善街 253.70

至善街66巷等 至善街 至賢街 289.40

小計 9082.90

海浴路 永祥街 永康街 386.0 11.132

永春街 永祥街 永康路 310.1

北興街 永祥街 永康路 263.2

永興街 永祥街 永康路 0.0

永祥街 海浴路 永興街 143.5

崇文路 永康路 海浴路 610.2

永寧路 鹿草路 永康路 1244.5

進德街 永寧街 永康路 308.7

明德街 永寧街 永康路 165.5

四維路 鹿草路 崇文路 695.9

安定街 自由路 友愛街 329.7

安順街 安祥街 永安二路 600.7

安祥街 安福街 自由路 576.4

安福街 自由路 安定街 747.9

安和街 平等路 安順街 268.3

安泰街 平等路 安順街 279.9

漳州街 鹿和路 港后路 281.3

大同路 思源路 港后路 782.0

文城街 大同路 港后路 434.6

明禮街 文城街 思源路 325.8

裕民街 思源路 長安路 610.4

港后路 思源路 長安路 700.3

永靖路 永寧街 永康路 318.8

萬壽路 民權路 民族路 231.3

安樂街 安定街 安寧街 213.9

仁愛街 鹿東路 光武街 302.6

小計 11131.5

介壽路 民權路 鹿草路 422.8 11.721

文開路 公園一路 成功路 120.9

公園一路 民權路 文開路 281.1

德興街 三民路 民族路 712.3

龍山街 復興南路 三民路 665.3

力行街 龍山街 青雲路 398.5

金門街 龍山街 中山南路 428.3

青雲路 彰鹿路七段 復興南路 0.0

中山南路 金門街 文化路 914.1

東隆路 鹿東路 復興路 935.4

東興路 鹿東路 復興路 728.8

光明街 鹿東路 平和街 737.0

樂群路 鹿東路 平和街 584.9

光武街 光明街 樂群街 233.5

友愛街 平等路 永安二路 1027.4

五福街 永安三路 民主街 85.3

自立街 永安三路 民主街 240.6

永安三路 永安一路 五福街 431.6

安寧街 永安二路 安邦街 410.3

民主街 永安一路 五福街 419.8

自治街 永安三路 民主街 294.2

育才街 平等路 友愛街 270.1

安邦街 平等路 友愛街 371.3

文化路 中山南路 文興街 219.6

文興街 復興路 文化街 143.3

大明路 公園三路 民族街 134.6

公園三路 復興南路 公園一路 509.6

小計 11720.6

小計 4”HDPE×6D 51.151

靜修路 中山路 員林高中 1703.6 9.769 800.000 102/11
新生路 靜修路 員鹿路 1315.5

永興街 育英路 大榮街 1481.3

至善街 員鹿路 新生路 1157.5 250.000 102/11
靜修東路 中正路 浮圳路 1578.5

成功路 靜修東路 建國路 567.4

成功東路 建國路 員東路 1133.6

大榮街 永興街 建國路 372.4

南潭路 員大路 南潭路44巷口 458.8

小計 9768.6

萬年路 中山路 林森路 2357.8 9.285

大仁街 興華街 大同路 892.8

員水路 萬年路 大同路 1069.2 330.000 
大仁南街 大同路 萬年路 0.0

建國以北

97

98

彰化縣員林鎮97年度寬頻管道新建工程(第二施工區)

彰化縣鹿港鎮97年度寬頻管道新建工程第二工區

4”HDPE×6D

彰化縣員林鎮97年度寬頻管道新建工程(第三施工區) 4”HDPE×6D

彰化縣鹿港鎮97年度寬頻管道新建工程第一工區 4”HDPE×6D

4”HDPE×6D

98年度員林鎮寬頻管道工程-(第一工區) 4”HDPE×6D



彰化縣-寬頻管道業者於寬頻管道建置路段情形調查表

雨水下水道 改善期限 道路側溝 改善期限 架空 改善期限

建置長度

(公里)
施作路段年度 標案名稱 管道型式 三大有線電視 單位:公尺路段起點 路段訖點

完成管道長度

(公尺)

建國路 育英路 成功路 2566.5

中正路 民生路 南昌路 385.3

永和街 中正路 光明南街 483.2

員東路二段423巷 員東路 忠孝街 193.4

員水路二段388巷 忠孝街 員水路 127.2

大同路二段97巷 大同路 建國路 131.1

建國路136巷 建國路 三橋街 152.6

大榮街16巷 大榮街 三橋街 174.1

浮圳路二段 建國路 三橋街 316.7

光明南街 惠明街 中正路一巷 434.8

小計 9284.7

小計 4”HDPE×6D 19.054

192.744 7,648.000 

98年度員林鎮寬頻管道工程-(第二工區) 4”HDPE×6D


	進駐佈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