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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706-001 安樂區西川里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鄉(鎮、市、區)界圖 
 面積 

0.20 平方公里 

 總人口數 

1381 人  
災害通報單位 

 安樂區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2)2431-2118 

 安定派出所 

電話:(02)2424-6946 

 安樂消防分隊 

電話:(02)2430-2691#9 

緊急聯絡人 
 西川里里長 

王忠誠 

電話:(02)2424-7319 

     0911-240-185 

防災資訊網站 

 行政院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 

  http://www.cdprc.ey.gov.tw/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http://www.swcb.gov.tw/ 

 經濟部水利署 

http://www.wra.gov.tw/ 

 交通部公路總局 

http://www.thb.gov.tw 

避難收容處所 

 西川里民活動中心○震 ○風 ○火 ○土 ○坡  

面積：350 平方公尺  

容納：70 人  

地址：基隆市安樂區新西街 1 號 

電話：:(02)2424-7319 

圖

例 

避難方向 基本圖例與道路 設施 標示 

 疏散避難方向  鄉(鎮、市、區)界線  國道  消防單位 ○震 適用震災 ○土 適用土石流災害 

   河流  快速道路  醫療院所 ○風 適用風災 ○坡 適用坡災 

   建築區域  省道  警察單位 ○水 適用水災 ○海 適用海嘯災害 

   鐵路  縣道  室內避難收容處所 ○火 適用火災  

    鄉道  
 

基隆市政府 108 年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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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706-002 安樂區定國里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鄉(鎮、市、區)界圖 
 面積 

0.07 平方公里 

 總人口數 

1196 人  
災害通報單位 

 安樂區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2)2431-2118 

 安定派出所 

電話:(02)2424-6946 

 安樂消防分隊 

電話:(02)2430-2691#9 

緊急聯絡人 
 定國里里長 

石北海 

電話:(02)2426-2342 

防災資訊網站 

 行政院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 

  http://www.cdprc.ey.gov.tw/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http://www.swcb.gov.tw/ 

 經濟部水利署 

http://www.wra.gov.tw/ 

 交通部公路總局 

http://www.thb.gov.tw 

避難收容處所 

 安樂高中活動中心○震 ○風 ○水 ○火 ○土 ○坡 ○海  

面積：875 平方公尺  

容納：175 人  

地址：基隆市安樂區安一路 360 號 

電話：(02)2423-6600#31  

 圖

例 

避難方向 基本圖例與道路 設施 標示 

 疏散避難方向  鄉(鎮、市、區)界線  國道  消防單位 ○震 適用震災 ○土 適用土石流災害 

   河流  快速道路  醫療院所 ○風 適用風災 ○坡 適用坡災 

   建築區域  省道  警察單位 ○水 適用水災 ○海 適用海嘯災害 

   鐵路  縣道  室內避難收容處所 ○火 適用火災  

    鄉道   

基隆市政府 108 年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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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706-003 安樂區新西里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鄉(鎮、市、區)界圖 
 面積 

0.20 平方公里 

 總人口數 

1577 人  
災害通報單位 

 安樂區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2)2431-2118 

 安定派出所 

電話:(02)2424-6946 

 安樂消防分隊 

電話:(02)2430-2691#9 

緊急聯絡人 
 新西里里長 

陳漢昭 

電話:(02)2422-3094 

0932-926-197 

防災資訊網站 

 行政院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 

  http://www.cdprc.ey.gov.tw/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http://www.swcb.gov.tw/ 

 經濟部水利署 

http://www.wra.gov.tw/ 

 交通部公路總局 

http://www.thb.gov.tw 

避難收容處所 

 新西里里民活動中心○震 ○風 ○火 ○土 ○坡 ○海  

面積：370 平方公尺  

容納：74 人  

地址：基隆市安樂區新西街 106-1 號 

電話：(02)2422-3094 

圖

例 

避難方向 基本圖例與道路 設施 標示 

 疏散避難方向  鄉(鎮、市、區)界線  國道  消防單位 ○震 適用震災 ○土 適用土石流災害 

   河流  快速道路  醫療院所 ○風 適用風災 ○坡 適用坡災 

   建築區域  省道  警察單位 ○水 適用水災 ○海 適用海嘯災害 

   鐵路  縣道  室內避難收容處所 ○火 適用火災  

    鄉道  
  

基隆市政府 108 年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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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706-004 安樂區定邦里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鄉(鎮、市、區)界圖 
 面積 

0.03 平方公里 

 總人口數 

1173 人  
災害通報單位 

 安樂區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2)2431-2118 

 安定派出所 

電話:(02)2424-6946 

 安樂消防分隊 

電話:(02)2430-2691#9 

緊急聯絡人 
 定邦里里長 

林惠蓮 

電話:(02)2423-1200          

0933-077-144 

防災資訊網站 

 行政院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 

  http://www.cdprc.ey.gov.tw/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http://www.swcb.gov.tw/ 

 經濟部水利署 

http://www.wra.gov.tw/ 

 交通部公路總局 

http://www.thb.gov.tw 

避難收容處所 

 安樂高中活動中心○震 ○風 ○水 ○火 ○土 ○坡 ○海  

面積：875 平方公尺  

容納：175 人  

地址：基隆市安樂區安一路 360 號 

電話：(02)2423-6600#31  

 圖

例 

避難方向 基本圖例與道路 設施 標示 

 疏散避難方向  鄉(鎮、市、區)界線  國道  消防單位 ○震 適用震災 ○土 適用土石流災害 

   河流  快速道路  醫療院所 ○風 適用風災 ○坡 適用坡災 

   建築區域  省道  警察單位 ○水 適用水災 ○海 適用海嘯災害 

   鐵路  縣道  室內避難收容處所 ○火 適用火災  

    鄉道    

基隆市政府 108 年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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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706-005 安樂區慈仁里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鄉(鎮、市、區)界圖 
 面積 

0.05 平方公里 

 總人口數 

1060 人  
災害通報單位 

 安樂區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2)2431-2118 

 安定派出所 

電話:(02)2424-6946 

 安樂消防分隊 

電話:(02)2430-2691#9 

緊急聯絡人 
 慈仁里里長 

陳禮信 

電話:(02)2422-4479      

0910-251-380     

防災資訊網站 

 行政院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 

  http://www.cdprc.ey.gov.tw/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http://www.swcb.gov.tw/ 

 經濟部水利署 

http://www.wra.gov.tw/ 

 交通部公路總局 

http://www.thb.gov.tw 

避難收容處所 

 安和、慈仁里民活動中心○震 ○風 ○火 ○土 ○坡  

面積：700 平方公尺  

容納：140 人  

地址：基隆市安樂區安一路 177 巷 23 號 

電話：02-2422-4479 
圖

例 

避難方向 基本圖例與道路 設施 標示 

 疏散避難方向  鄉(鎮、市、區)界線  國道  消防單位 ○震 適用震災 ○土 適用土石流災害 

   河流  快速道路  醫療院所 ○風 適用風災 ○坡 適用坡災 

   建築區域  省道  警察單位 ○水 適用水災 ○海 適用海嘯災害 

   鐵路  縣道  室內避難收容處所 ○火 適用火災  

    鄉道    

基隆市政府 108 年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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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706-006 安樂區干城里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鄉(鎮、市、區)界圖 
 面積 

0.21 平方公里 

 總人口數 

2377 人  
災害通報單位 

 安樂區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2)2431-2118 

 安定派出所 

電話:(02)2424-6946 

 安樂消防分隊 

電話:(02)2430-2691#9 

緊急聯絡人 
 干城里里長 

俞秀真 

電話:(02)2423-7172 

防災資訊網站 

 行政院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 

  http://www.cdprc.ey.gov.tw/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http://www.swcb.gov.tw/ 

 經濟部水利署 

http://www.wra.gov.tw/ 

 交通部公路總局 

http://www.thb.gov.tw 

避難收容處所 

 干城里民活動中心○震 ○風 ○火 ○土 ○坡 ○海  

面積：1000 平方公尺  

容納：200 人  

地址：基隆市安樂區安一路 278 巷 31 之 1 號 

電話：:(02)2423-7172 

圖

例 

避難方向 基本圖例與道路 設施 標示 

 疏散避難方向  鄉(鎮、市、區)界線  國道  消防單位 ○震 適用震災 ○土 適用土石流災害 

   河流  快速道路  醫療院所 ○風 適用風災 ○坡 適用坡災 

   建築區域  省道  警察單位 ○水 適用水災 ○海 適用海嘯災害 

   鐵路  縣道  室內避難收容處所 ○火 適用火災  

    鄉道  
  

基隆市政府 108 年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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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706-007 安樂區永康里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鄉(鎮、市、區)界圖 
 面積 

0.22 平方公里 

 總人口數 

2222 人  
災害通報單位 

 安樂區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2)2431-2118 

 安定派出所 

電話:(02)2424-6946 

 安樂消防分隊 

電話:(02)2430-2691#9 

緊急聯絡人 
 永康里里長 

陳銘坤 

電話:(02)2426-0655 

     0917-491-667 

防災資訊網站 

 行政院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 

  http://www.cdprc.ey.gov.tw/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http://www.swcb.gov.tw/ 

 經濟部水利署 

http://www.wra.gov.tw/ 

 交通部公路總局 

http://www.thb.gov.tw 

避難收容處所 

 安樂國小活動中心○震 ○風 ○水 ○火 ○土 ○坡 ○海  

面積：1368 平方公尺  

容納：274 人  

地址：基隆市安樂區安一路 177 巷 23 號 

電話：(02)2422-0814#30、31 
圖

例 

避難方向 基本圖例與道路 設施 標示 

 疏散避難方向  鄉(鎮、市、區)界線  國道  消防單位 ○震 適用震災 ○土 適用土石流災害 

   河流  快速道路  醫療院所 ○風 適用風災 ○坡 適用坡災 

   建築區域  省道  警察單位 ○水 適用水災 ○海 適用海嘯災害 

   鐵路  縣道  室內避難收容處所 ○火 適用火災  

    鄉道    

基隆市政府 108 年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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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706-008 安樂區嘉仁里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鄉(鎮、市、區)界圖 
 面積 

0.23 平方公里 

 總人口數 

3644 人  
災害通報單位 

 安樂區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2)2431-2118 

 安定派出所 

電話:(02)2424-6946 

 安樂消防分隊 

電話:(02)2430-2691#9 

緊急聯絡人 
 嘉仁里里長 

王貴美 

電話:(02)2428-2424 

     0935-306-094 

防災資訊網站 

 行政院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 

  http://www.cdprc.ey.gov.tw/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http://www.swcb.gov.tw/ 

 經濟部水利署 

http://www.wra.gov.tw/ 

 交通部公路總局 

http://www.thb.gov.tw 

避難收容處所 

 安樂國小活動中心○震 ○風 ○水 ○火 ○土 ○坡 ○海  

面積：1368 平方公尺  

容納：274 人  

地址：基隆市安樂區安一路 177 巷 23 號 

電話：(02)2422-0814#30、31 
圖

例 

避難方向 基本圖例與道路 設施 標示 

 疏散避難方向  鄉(鎮、市、區)界線  國道  消防單位 ○震 適用震災 ○土 適用土石流災害 

   河流  快速道路  醫療院所 ○風 適用風災 ○坡 適用坡災 

   建築區域  省道  警察單位 ○水 適用水災 ○海 適用海嘯災害 

   鐵路  縣道  室內避難收容處所 ○火 適用火災  

    鄉道    

基隆市政府 108 年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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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706-009 安樂區安和里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鄉(鎮、市、區)界圖 
 面積 

0.04 平方公里 

 總人口數 

949 人  
災害通報單位 

 安樂區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2)2431-2118 

 安定派出所 

電話:(02)2424-6946 

 安樂消防分隊 

電話:(02)2430-2691#9 

緊急聯絡人 
 安和里里長 

童意鵬 

電話:(02)2422-7579 

防災資訊網站 

 行政院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 

  http://www.cdprc.ey.gov.tw/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http://www.swcb.gov.tw/ 

 經濟部水利署 

http://www.wra.gov.tw/ 

 交通部公路總局 

http://www.thb.gov.tw 

避難收容處所 

 安和、慈仁里民活動中心○震 ○風 ○火 ○土 ○坡  

面積：700 平方公尺  

容納：140 人  

地址：基隆市安樂區安一路 177 巷 23 號 

電話：(02)2422-4479 

圖

例 

避難方向 基本圖例與道路 設施 標示 

 疏散避難方向  鄉(鎮、市、區)界線  國道  消防單位 ○震 適用震災 ○土 適用土石流災害 

   河流  快速道路  醫療院所 ○風 適用風災 ○坡 適用坡災 

   建築區域  省道  警察單位 ○水 適用水災 ○海 適用海嘯災害 

   鐵路  縣道  室內避難收容處所 ○火 適用火災  

    鄉道    

 

  

基隆市政府 108 年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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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706-010 安樂區樂一里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鄉(鎮、市、區)界圖 
 面積 

0.05 平方公里 

 總人口數 

655 人  
災害通報單位 

 安樂區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2)2431-2118 

 安定派出所 

電話:(02)2424-6946 

 安樂消防分隊 

電話:(02)2430-2691#9 

緊急聯絡人 
 樂一里里長 

郭時福 

電話:(02)2423-9663 

防災資訊網站 

 行政院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 

  http://www.cdprc.ey.gov.tw/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http://www.swcb.gov.tw/ 

 經濟部水利署 

http://www.wra.gov.tw/ 

 交通部公路總局 

http://www.thb.gov.tw 

避難收容處所 

 安和、慈仁里民活動中心○震 ○風 ○火 ○土 ○坡  

面積：700 平方公尺  

容納：140 人  

地址：基隆市安樂區安一路 177 巷 23 號 

電話：(02)2422-4479 
圖

例 

避難方向 基本圖例與道路 設施 標示 

 疏散避難方向  鄉(鎮、市、區)界線  國道  消防單位 ○震 適用震災 ○土 適用土石流災害 

   河流  快速道路  醫療院所 ○風 適用風災 ○坡 適用坡災 

   建築區域  省道  警察單位 ○水 適用水災 ○海 適用海嘯災害 

   鐵路  縣道  室內避難收容處所 ○火 適用火災  

    鄉道    

基隆市政府 108 年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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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706-011 安樂區外寮里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鄉(鎮、市、區)界圖 
 面積 

2.07 平方公里 

 總人口數 

4618 人  
災害通報單位 

 安樂區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2)2431-2118 

 大武崙派出所 

電話:(02)2431-0118 

 安樂消防分隊 

電話:(02)2430-2691#9 

緊急聯絡人 
 外寮里里長 

顏厚廣 

電話: 0911-967-100 

防災資訊網站 

 行政院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 

  http://www.cdprc.ey.gov.tw/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http://www.swcb.gov.tw/ 

 經濟部水利署 

http://www.wra.gov.tw/ 

 交通部公路總局 

http://www.thb.gov.tw 

避難收容處所 

 外寮里民活動中心○震 ○風 ○水 ○火 ○土 ○坡 ○海  

面積：350 平方公尺  

容納：70 人  

地址：基隆市安樂區基金一路 129 巷 6-1 號 

電話：(02)2433-5651 

圖

例 

避難方向 基本圖例與道路 設施 標示 

 疏散避難方向  鄉(鎮、市、區)界線  國道  消防單位 ○震 適用震災 ○土 適用土石流災害 

   河流  快速道路  醫療院所 ○風 適用風災 ○坡 適用坡災 

   建築區域  省道  警察單位 ○水 適用水災 ○海 適用海嘯災害 

   鐵路  縣道  室內避難收容處所 ○火 適用火災  

    鄉道    

基隆市政府 108 年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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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706-012 安樂區中崙里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鄉(鎮、市、區)界圖 
 面積 

3.74 平方公里 

 總人口數 

1812 人  
災害通報單位 

 安樂區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2)2431-2118 

 大武崙派出所 

電話:(02)2431-0118 

 安樂消防分隊 

電話:(02)2430-2691#9 

緊急聯絡人 
 中崙里里長 

李源林 

電話 :(02)2431-0558 

防災資訊網站 

 行政院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 

  http://www.cdprc.ey.gov.tw/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http://www.swcb.gov.tw/ 

 經濟部水利署 

http://www.wra.gov.tw/ 

 交通部公路總局 

http://www.thb.gov.tw 

避難收容處所 

 中崙里民活動中心○震 ○風 ○水 ○火 ○土 ○坡 ○海  

面積:：655 平方公尺  

容納:：131 人  

地址：基隆市安樂區基金二路 3 巷 3 號 

電話：(02)2431-0558 

圖

例 

避難方向 基本圖例與道路 設施 標示 

 疏散避難方向  鄉(鎮、市、區)界線  國道  消防單位 ○震 適用震災 ○土 適用土石流災害 

   河流  快速道路  醫療院所 ○風 適用風災 ○坡 適用坡災 

   建築區域  省道  警察單位 ○水 適用水災 ○海 適用海嘯災害 

   鐵路  縣道  室內避難收容處所 ○火 適用火災  

    鄉道    

基隆市政府 108 年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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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706-013 安樂區內寮里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鄉(鎮、市、區)界圖 
 面積 

3.56 平方公里 

 總人口數 

6097 人  
災害通報單位 

 安樂區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2)2431-2118 

 大武崙派出所 

電話:(02)2431-0118 

 安樂消防分隊 

電話:(02)2430-2691#9 

緊急聯絡人 
 內寮里里長 

嚴福神 

電話 0933-890-293 

防災資訊網站 

 行政院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 

  http://www.cdprc.ey.gov.tw/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http://www.swcb.gov.tw/ 

 經濟部水利署 

http://www.wra.gov.tw/ 

 交通部公路總局 

http://www.thb.gov.tw 

避難收容處所 

 內寮里民活動中心○震 ○風 ○水 ○火 ○土 ○坡 ○海  

面積：635 平方公尺  

容納：127 人  

地址：基隆市安樂區武聖街 9 號 

電話：(02)2432-7738  

 圖

例 

避難方向 基本圖例與道路 設施 標示 

 疏散避難方向  鄉(鎮、市、區)界線  國道  消防單位 ○震 適用震災 ○土 適用土石流災害 

   河流  快速道路  醫療院所 ○風 適用風災 ○坡 適用坡災 

   建築區域  省道  警察單位 ○水 適用水災 ○海 適用海嘯災害 

   鐵路  縣道  室內避難收容處所 ○火 適用火災  

    鄉道    

基隆市政府 108 年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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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706-014 安樂區新崙里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鄉(鎮、市、區)界圖 
 面積 

1.33 平方公里 

 總人口數 

4662 人  
災害通報單位 

 安樂區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2)2431-2118 

 大武崙派出所 

電話:(02)2431-0118 

 安樂消防分隊 

電話:(02)2430-2691#9 

緊急聯絡人 
 新崙里里長 

林金龍 

電話:(02)2433-5133 

0937-865-290 

防災資訊網站 

 行政院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 

  http://www.cdprc.ey.gov.tw/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http://www.swcb.gov.tw/ 

 經濟部水利署 

http://www.wra.gov.tw/ 

 交通部公路總局 

http://www.thb.gov.tw 

避難收容處所 

 新崙里民活動中心○震 ○風 ○水 ○火 ○土 ○坡 ○海  

面積：499.22 平方公尺  

容納：89 人  

地址：基隆市安樂區基金一路 208 巷 6 號 

電話：(02)2433-5133 
圖

例 

避難方向 基本圖例與道路 設施 標示 

 疏散避難方向  鄉(鎮、市、區)界線  國道  消防單位 ○震 適用震災 ○土 適用土石流災害 

   河流  快速道路  醫療院所 ○風 適用風災 ○坡 適用坡災 

   建築區域  省道  警察單位 ○水 適用水災 ○海 適用海嘯災害 

   鐵路  縣道  室內避難收容處所 ○火 適用火災  

    鄉道    

基隆市政府 108 年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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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706-015 安樂區三民里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鄉(鎮、市、區)界圖 
 面積 

0.19 平方公里 

 總人口數 

3087 人  
災害通報單位 

 安樂區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2)2431-2118 

 安樂分駐所 

電話:(02)2431-6212 

 安樂消防分隊 

電話:(02)2430-2691#9 

緊急聯絡人 
 三民里里長 

許超勝 

電話:(02)2434-5158 

防災資訊網站 

 行政院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 

  http://www.cdprc.ey.gov.tw/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http://www.swcb.gov.tw/ 

 經濟部水利署 

http://www.wra.gov.tw/ 

 交通部公路總局 

http://www.thb.gov.tw 

避難收容處所 

 三民里民活動中心○震 ○風 ○水 ○火 ○土 ○坡 ○海  

面積：445 平方公尺  

容納：89 人  

地址：基隆市安樂區麥金路 439 巷 2 號 

電話：(02)2434-5158 

圖

例 

避難方向 基本圖例與道路 設施 標示 

 疏散避難方向  鄉(鎮、市、區)界線  國道  消防單位 ○震 適用震災 ○土 適用土石流災害 

   河流  快速道路  醫療院所 ○風 適用風災 ○坡 適用坡災 

   建築區域  省道  警察單位 ○水 適用水災 ○海 適用海嘯災害 

   鐵路  縣道  室內避難收容處所 ○火 適用火災  

    鄉道    

基隆市政府 108 年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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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706-016 安樂區四維里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鄉(鎮、市、區)界圖 
 面積 

0.48 平方公里 

 總人口數 

5819 人  
災害通報單位 

 安樂區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2)2431-2118 

 安樂分駐所 

電話:(02)2431-6212 

 安樂消防分隊 

電話:(02)2430-2691#9 

緊急聯絡人 
 四維里里長 

黃雅玲 

電話: 0952-716-345 

防災資訊網站 

 行政院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 

  http://www.cdprc.ey.gov.tw/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http://www.swcb.gov.tw/ 

 經濟部水利署 

http://www.wra.gov.tw/ 

 交通部公路總局 

http://www.thb.gov.tw 

避難收容處所 

 四維里民活動中心○震 ○風 ○水 ○火 ○土 ○坡 ○海  

面積：300 平方公尺  

容納：60 人  

地址：基隆市安樂區安和一街 128 之 1 號 

電話：(02)2433-5805 

 圖

例 

避難方向 基本圖例與道路 設施 標示 

 疏散避難方向  鄉(鎮、市、區)界線  國道  消防單位 ○震 適用震災 ○土 適用土石流災害 

   河流  快速道路  醫療院所 ○風 適用風災 ○坡 適用坡災 

   建築區域  省道  警察單位 ○水 適用水災 ○海 適用海嘯災害 

   鐵路  縣道  室內避難收容處所 ○火 適用火災  

    鄉道    

基隆市政府 108 年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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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706-017 安樂區五福里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鄉(鎮、市、區)界圖 
 面積 

0.10 平方公里 

 總人口數 

4021 人  
災害通報單位 

 安樂區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2)2431-2118 

 安樂分駐所 

電話:(02)2431-6212 

 安樂消防分隊 

電話:(02)2430-2691#9 

緊急聯絡人 
 五福里里長 

舒瑞利 

電話:(02)2431-4186 

     0933-929-967 

防災資訊網站 

 行政院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 

  http://www.cdprc.ey.gov.tw/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http://www.swcb.gov.tw/ 

 經濟部水利署 

http://www.wra.gov.tw/ 

 交通部公路總局 

http://www.thb.gov.tw 

避難收容處所 

 長樂國小餐廳旁空間○震 ○風 ○水 ○火 ○土 ○坡 ○海  

面積：504 平方公尺 

容納：101 人 

地址：基隆市安樂區樂利三街 34 巷 52 號 

電話：0928-555-373 

圖

例 

避難方向 基本圖例與道路 設施 標示 

 疏散避難方向  鄉(鎮、市、區)界線  國道  消防單位 ○震 適用震災 ○土 適用土石流災害 

   河流  快速道路  醫療院所 ○風 適用風災 ○坡 適用坡災 

   建築區域  省道  警察單位 ○水 適用水災 ○海 適用海嘯災害 

   鐵路  縣道  室內避難收容處所 ○火 適用火災  

    鄉道    

基隆市政府 108 年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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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706-018 安樂區六合里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鄉(鎮、市、區)界圖 
 面積 

0.09 平方公里 

 總人口數 

4550 人  
災害通報單位 

 安樂區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2)2431-2118 

 安樂分駐所 

電話:(02)2431-6212 

 安樂消防分隊 

電話:(02)2430-2691#9 

緊急聯絡人 
 六合里里長 

潘德發 

電話:(02)2433-5270 

0910-319-505 

防災資訊網站 

 行政院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 

  http://www.cdprc.ey.gov.tw/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http://www.swcb.gov.tw/ 

 經濟部水利署 

http://www.wra.gov.tw/ 

 交通部公路總局 

http://www.thb.gov.tw 

避難收容處所 

 六合里民活動中心○震 ○風 ○水 ○火 ○土 ○坡 ○海  

面積：309.99 平方公尺  

容納：61 人  

地址：基隆市安樂區樂利三街 229 巷 5 號 

電話：(02)2433-5270 

    圖

例 

避難方向 基本圖例與道路 設施 標示 

 疏散避難方向  鄉(鎮、市、區)界線  國道  消防單位 ○震 適用震災 ○土 適用土石流災害 

   河流  快速道路  醫療院所 ○風 適用風災 ○坡 適用坡災 

   建築區域  省道  警察單位 ○水 適用水災 ○海 適用海嘯災害 

   鐵路  縣道  室內避難收容處所 ○火 適用火災  

    鄉道  
  

基隆市政府 108 年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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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706-019 安樂區七賢里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鄉(鎮、市、區)界圖 
 面積 

0.19 平方公里 

 總人口數 

3088 人  
災害通報單位 

 安樂區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2)2431-2118 

 安樂分駐所 

電話:(02)2431-6212 

 安樂消防分隊 

電話:(02)2430-2691#9 

緊急聯絡人 
 七賢里里長 

林慶寶 

電話:(02)2431-9538 

0937-426-339 

防災資訊網站 

 行政院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 

  http://www.cdprc.ey.gov.tw/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http://www.swcb.gov.tw/ 

 經濟部水利署 

http://www.wra.gov.tw/ 

 交通部公路總局 

http://www.thb.gov.tw 

避難收容處所 

 七賢里民活動中心○震 ○風 ○水 ○火 ○土 ○坡 ○海  

面積：270 平方公尺  

容納：54 人  

地址：基隆市安樂區安和一街 10 號 

電話：(02)2432-3787 
圖

例 

避難方向 基本圖例與道路 設施 標示 

 疏散避難方向  鄉(鎮、市、區)界線  國道  消防單位 ○震 適用震災 ○土 適用土石流災害 

   河流  快速道路  醫療院所 ○風 適用風災 ○坡 適用坡災 

   建築區域  省道  警察單位 ○水 適用水災 ○海 適用海嘯災害 

   鐵路  縣道  室內避難收容處所 ○火 適用火災  

    鄉道    

基隆市政府 108 年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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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706-020 安樂區鶯歌里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鄉(鎮、市、區)界圖 
 面積 

1.07 平方公里 

 總人口數 

3486 人  
災害通報單位 

 安樂區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2)2431-2118 

 安樂分駐所 

電話:(02)2431-6212 

 安樂消防分隊 

電話:(02)2430-2691#9 

緊急聯絡人 
 鶯歌里里長 

何進守 

電話:(02)2431-9835 

防災資訊網站 

 行政院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 

  http://www.cdprc.ey.gov.tw/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http://www.swcb.gov.tw/ 

 經濟部水利署 

http://www.wra.gov.tw/ 

 交通部公路總局 

http://www.thb.gov.tw 

避難收容處所 

 鶯歌里民活動中心○震 ○風 ○水 ○火 ○土 ○坡 ○海  

面積：635 平方公尺  

容納：127 人  

地址：基隆市安樂區安樂路二段 164 號 9 樓  

電話：(02)2431-9835  

 圖

例 

避難方向 基本圖例與道路 設施 標示 

 疏散避難方向  鄉(鎮、市、區)界線  國道  消防單位 ○震 適用震災 ○土 適用土石流災害 

   河流  快速道路  醫療院所 ○風 適用風災 ○坡 適用坡災 

   建築區域  省道  警察單位 ○水 適用水災 ○海 適用海嘯災害 

   鐵路  縣道  室內避難收容處所 ○火 適用火災  

    鄉道    

基隆市政府 108 年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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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706-021 安樂區武崙里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鄉(鎮、市、區)界圖 
 面積 

1.16 平方公里 

 總人口數 

5438 人  
災害通報單位 

 安樂區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2)2431-2118 

 大武崙派出所 

電話:(02)2431-0118 

 安樂消防分隊 

電話:(02)2430-2691#9 

緊急聯絡人 
 武崙里里長 

李文財 

電話:0977-011-588 

        

防災資訊網站 

 行政院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 

  http://www.cdprc.ey.gov.tw/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http://www.swcb.gov.tw/ 

 經濟部水利署 

http://www.wra.gov.tw/ 

 交通部公路總局 

http://www.thb.gov.tw 

避難收容處所 

 中崙里民活動中心○震 ○風 ○水 ○火 ○土 ○坡 ○海  

面積:：655 平方公尺  

容納:：131 人  

地址：基隆市安樂區基金二路 3 巷 3 號 

電話：(02)2431-0558  

 圖

例 

避難方向 基本圖例與道路 設施 標示 

 疏散避難方向  鄉(鎮、市、區)界線  國道  消防單位 ○震 適用震災 ○土 適用土石流災害 

   河流  快速道路  醫療院所 ○風 適用風災 ○坡 適用坡災 

   建築區域  省道  警察單位 ○水 適用水災 ○海 適用海嘯災害 

   鐵路  縣道  室內避難收容處所 ○火 適用火災  

    鄉道    

基隆市政府 108 年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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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706-022 安樂區長樂里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鄉(鎮、市、區)界圖 
 面積 

0.17 平方公里 

 總人口數 

3883 人  
災害通報單位 

 安樂區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2)2431-2118 

 安樂分駐所 

電話:(02)2431-6212 

 安樂消防分隊 

電話:(02)2430-2691#9 

緊急聯絡人 
 長樂里里長 

張德發 

電話:(02)2433-5849 

      0932-073-225 

防災資訊網站 

 行政院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 

  http://www.cdprc.ey.gov.tw/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http://www.swcb.gov.tw/ 

 經濟部水利署 

http://www.wra.gov.tw/ 

 交通部公路總局 

http://www.thb.gov.tw 

避難收容處所 

 地點：長樂國小活動中心○震 ○風 ○水 ○火 ○土 ○坡 ○海  

面積：1056 平方公尺  

容納：212 人  

地址：基隆市安樂區樂利三街 30 巷 123 號 

電話：(02)2432-2765#31  

 圖

例 

避難方向 基本圖例與道路 設施 標示 

 疏散避難方向  鄉(鎮、市、區)界線  國道  消防單位 ○震 適用震災 ○土 適用土石流災害 

   河流  快速道路  醫療院所 ○風 適用風災 ○坡 適用坡災 

   建築區域  省道  警察單位 ○水 適用水災 ○海 適用海嘯災害 

   鐵路  縣道  室內避難收容處所 ○火 適用火災  

    鄉道    

基隆市政府 108 年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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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706-023 安樂區興寮里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鄉(鎮、市、區)界圖 
 面積 

1.19 平方公里 

 總人口數 

5445 人  
災害通報單位 

 安樂區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2)2431-2118 

 大武崙派出所 

電話:(02)2431-0118 

 安樂消防分隊 

電話:(02)2430-2691#9 

緊急聯絡人 
 興寮里里長 

黃書筠 

電話: 0926-775-040 

防災資訊網站 

 行政院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 

  http://www.cdprc.ey.gov.tw/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http://www.swcb.gov.tw/ 

 經濟部水利署 

http://www.wra.gov.tw/ 

 交通部公路總局 

http://www.thb.gov.tw 

避難收容處所 

 興寮里民活動中心○震 ○風 ○水 ○火 ○土 ○坡 ○海  

面積：370 平方公尺  

容納：74 人  

地址：基隆市安樂區基金一路 41 號 

電話：(02)2432-9977 
圖

例 

避難方向 基本圖例與道路 設施 標示 

 疏散避難方向  鄉(鎮、市、區)界線  國道  消防單位 ○震 適用震災 ○土 適用土石流災害 

   河流  快速道路  醫療院所 ○風 適用風災 ○坡 適用坡災 

   建築區域  省道  警察單位 ○水 適用水災 ○海 適用海嘯災害 

   鐵路  縣道  室內避難收容處所 ○火 適用火災  

    鄉道    

基隆市政府 108 年 更新    



80 
 

1001706-024 安樂區鶯安里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鄉(鎮、市、區)界圖 
 面積 

0.67 平方公里 

 總人口數 

4765 人  
災害通報單位 

 安樂區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2)2431-2118 

 安樂分駐所 

電話:(02)2431-6212 

 安樂消防分隊 

電話:(02)2430-2691#9 

緊急聯絡人 
 鶯安里里長 

謝偉仁 

電話:(02)2434-4304 

防災資訊網站 

 行政院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 

  http://www.cdprc.ey.gov.tw/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http://www.swcb.gov.tw/ 

 經濟部水利署 

http://www.wra.gov.tw/ 

 交通部公路總局 

http://www.thb.gov.tw 

避難收容處所 

 安樂區公所(二樓禮堂)○震 ○風 ○水 ○火 ○土 ○坡 ○海  

面積：378 平方公尺  

容納:：76 人  

地址：基隆市安樂區安樂路二段 164 號 2 樓  

電話：(02)2431-2118#101  

圖

例 

避難方向 基本圖例與道路 設施 標示 

 疏散避難方向  鄉(鎮、市、區)界線  國道  消防單位 ○震 適用震災 ○土 適用土石流災害 

   河流  快速道路  醫療院所 ○風 適用風災 ○坡 適用坡災 

   建築區域  省道  警察單位 ○水 適用水災 ○海 適用海嘯災害 

   鐵路  縣道  室內避難收容處所 ○火 適用火災  

    鄉道    

基隆市政府 108 年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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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706-025 安樂區壯觀里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鄉(鎮、市、區)界圖 
 面積 

0.43 平方公里 

 總人口數 

5240 人  
災害通報單位 

 安樂區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2)2431-2118 

 安樂分駐所 

電話:(02)2431-6212 

 安樂消防分隊 

電話:(02)2430-2691#9 

緊急聯絡人 
 壯觀里里長 

楊添發 

電話:(02)2434-2001 

0910-050-023 

防災資訊網站 

 行政院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 

  http://www.cdprc.ey.gov.tw/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http://www.swcb.gov.tw/ 

 經濟部水利署 

http://www.wra.gov.tw/ 

 交通部公路總局 

http://www.thb.gov.tw 

避難收容處所 

 壯觀里民活動中心○震 ○風 ○水 ○火 ○土 ○坡 ○海  

面積：150 平方公尺  

容納：30 人  

地址：基隆市安樂區樂利二街 62 巷 282 號地下層 

電話：(02)2432-4741 
圖

例 

避難方向 基本圖例與道路 設施 標示 

 疏散避難方向  鄉(鎮、市、區)界線  國道  消防單位 ○震 適用震災 ○土 適用土石流災害 

   河流  快速道路  醫療院所 ○風 適用風災 ○坡 適用坡災 

   建築區域  省道  警察單位 ○水 適用水災 ○海 適用海嘯災害 

   鐵路  縣道  室內避難收容處所 ○火 適用火災  

    鄉道    

基隆市政府 108 年 更新    



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