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1704-001 仁愛區林泉里疏散避難地圖 

防災資訊 

 

鄉(鎮)界圖 
 面積 

0.2828平方公里 

 總人口數 

2731人  
災害通報單位 

 仁愛區災害應變小組 

   電話:24301122 

 延平街派出所 

   電話:24246950 

 消防第一分隊 

   電話:24316900 

緊急聯絡人 
 林泉里里長 

駱精一 

電話 —24236271 

防災資訊網站 

 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 

http://www.ndppc.n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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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難處所 

 林泉里民活動中心 

面積：105平方公尺 

容納：30人 

地址：基隆市仁愛區復

興街 60巷 2號  

電話：（02）24301122 

ext.313 
 圖

例 

防災 基本 設施 

 疏散避難方向  鄉(鎮)界線  國道  消防局 

   河流  快速道路  醫療中心 

   建築區域  省道  警察局 

   鐵路  縣道  室內避難處所 

    鄉道  

 

基隆縣(市)政府 102年 4月 製作 



1001704-002 仁愛區花崗里疏散避難地圖 

防災資訊 

 

鄉(鎮)界圖 
 面積 

0.0813平方公里 

 總人口數 

1672人  
災害通報單位 

 仁愛區災害應變小組 

   電話:24301122 

 延平街派出所 

   電話:24246950 

 消防第一分隊 

   電話:24316900 

緊急聯絡人 
 花崗里里長 

柳榮昌 

電話 —24273533 

防災資訊網站 

 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 

http://www.ndppc.n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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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難處所 

 花崗里民活動中心 

面積：126平方公尺 

容納：20人 

地址：基隆市仁愛區劉

銘傳路 11巷 24

弄 3號  

電話：（02）24301122 

ext.315 

 圖

例 

防災 基本 設施 

 疏散避難方向  鄉(鎮)界線  國道  消防局 

   河流  快速道路  醫療中心 

   建築區域  省道  警察局 

   鐵路  縣道  室內避難處所 

    鄉道  

 

基隆縣(市)政府 102年 4月 製作 



1001704-003 仁愛區虹橋里疏散避難地圖 

防災資訊 

 

鄉(鎮)界圖 
 面積 

0.1417平方公里 

 總人口數 

2484人  
災害通報單位 

 仁愛區災害應變小組 

   電話:24301122 

 延平街派出所 

   電話:24246950 

 消防第一分隊 

   電話:24316900 

緊急聯絡人 
 虹橋里里長 

李碧霞 

電話 —24241846 

防災資訊網站 

 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 

http://www.ndppc.n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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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難處所 

 花崗里民活動中心 

面積：126平方公尺 

容納：20人 

地址：基隆市仁愛區劉

銘傳路 11巷 24

弄 3號  

電話：（02）24301122 

ext.308 

 圖

例 

防災 基本 設施 

 疏散避難方向  鄉(鎮)界線  國道  消防局 

   河流  快速道路  醫療中心 

   建築區域  省道  警察局 

   鐵路  縣道  室內避難處所 

    鄉道  

 

基隆縣(市)政府 102年 4月 製作 



1001704-004 仁愛區水錦里疏散避難地圖 

防災資訊 

 

鄉(鎮)界圖 
 面積 

0.1762平方公里 

 總人口數 

2849人  
災害通報單位 

 仁愛區災害應變小組 

   電話:24301122 

 延平街派出所 

   電話:24246950 

 消防第一分隊 

   電話:24316900 

緊急聯絡人 
 水錦里里長 

林國星 

電話 —24236271 

防災資訊網站 

 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 

http://www.ndppc.n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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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難處所 

 智仁里民活動中心 

面積：369平方公尺 

容納：50人 

地址：基隆市仁愛區延

平街 7號 

電話：（02）24301122 

ext.31 
 圖

例 

防災 基本 設施 

 疏散避難方向  鄉(鎮)界線  國道  消防局 

   河流  快速道路  醫療中心 

   建築區域  省道  警察局 

   鐵路  縣道  室內避難處所 

    鄉道  

 

基隆縣(市)政府 102年 4月 製作 



1001704-005 仁愛區智仁里疏散避難地圖 

防災資訊 

 

鄉(鎮)界圖 
 面積 

0.1586平方公里 

 總人口數 

3654人  
災害通報單位 

 仁愛區區災害應變小組 

   電話:24301122 

 延平街派出所 

   電話:24246950 

 消防第一分隊 

   電話:24316900 

緊急聯絡人 
 智仁里里長 

林志堅 

電話 —24232066 

防災資訊網站 

 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 

http://www.ndppc.n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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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難處所 

 智仁里民活動中心 

面積：369平方公尺 

容納：50人 

地址：基隆市仁愛區延

平街 7號  

電話：（02）24301122 

ext.309 
 圖

例 

防災 基本 設施 

 疏散避難方向  鄉(鎮)界線  國道  消防局 

   河流  快速道路  醫療中心 

   建築區域  省道  警察局 

   鐵路  縣道  室內避難處所 

    鄉道  

 

基隆縣(市)政府 102年 4月 製作 



1001704-006 仁愛區和明里疏散避難地圖 

防災資訊 

 

鄉(鎮)界圖 
 面積 

0.1412平方公里 

 總人口數 

2492人  
災害通報單位 

 仁愛區區災害應變小組 

   電話:24301122 

 延平街派出所 

   電話:24246950 

 消防第一分隊 

   電話:24316900 

緊急聯絡人 
 和明里里長 

林永雄 

電話 —24222532 

防災資訊網站 

 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 

http://www.ndppc.n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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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難處所 

 和明里民活動中心 

面積：369平方公尺 

容納：50人 

地址：基隆市仁愛區仁

二路 137巷 2弄

1之 3號  

電話：（02）24301122 

ext.316 

 圖

例 

防災 基本 設施 

 疏散避難方向  鄉(鎮)界線  國道  消防局 

   河流  快速道路  醫療中心 

   建築區域  省道  警察局 

   鐵路  縣道  室內避難處所 

    鄉道  

 

基隆縣(市)政府 102年 4月 製作 



1001704-007 仁愛區忠勇里疏散避難地圖 

防災資訊 

 

鄉(鎮)界圖 
 面積 

0.0712平方公里 

 總人口數 

1366人  
災害通報單位 

 仁愛區區災害應變小組 

   電話:24301122 

 延平街派出所 

   電話:24246950 

 消防第一分隊 

   電話:24316900 

緊急聯絡人 
 忠勇里里長 

林羅清梅 

電話 —24266955 

防災資訊網站 

 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 

http://www.ndppc.n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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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難處所 

 忠勇里民活動中心 

面積：120平方公尺 

容納：10人 

地址：基隆市仁愛區愛

五路 6巷 32號  

電話：（02）24301122 

ext.309 
 圖

例 

防災 基本 設施 

 疏散避難方向  鄉(鎮)界線  國道  消防局 

   河流  快速道路  醫療中心 

   建築區域  省道  警察局 

   鐵路  縣道  室內避難處所 

    鄉道  

 

基隆縣(市)政府 102年 4月 製作 



1001704-008 仁愛區玉田里疏散避難地圖 

防災資訊 

 

鄉(鎮)界圖 
 面積 

0.0528平方公里 

 總人口數 

1494人  
災害通報單位 

 仁愛區區災害應變小組 

   電話:24301122 

 延平街派出所 

   電話:24246950 

 4.消防第一分隊 

   電話:24316900 

緊急聯絡人 
 玉田里里長 

劉美玉 

電話 —24225577  0921147999 

防災資訊網站 

 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 

http://www.ndppc.n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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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難處所 

 玉田里民活動中心 

面積：79平方公尺 

容納：20人 

地址：基隆市仁愛區愛

四路 2巷 22之 1

號  

電話：（02）24301122 

ext.313 

 圖

例 

防災 基本 設施 

 疏散避難方向  鄉(鎮)界線  國道  消防局 

   河流  快速道路  醫療中心 

   建築區域  省道  警察局 

   鐵路  縣道  室內避難處所 

    鄉道  

 

基隆縣(市)政府 102年 4月 製作 



1001704-009 仁愛區仁德里疏散避難地圖 

防災資訊 

 

鄉(鎮)界圖 
 面積 

0.1032平方公里 

 總人口數 

1123人  
災害通報單位 

 仁愛區區災害應變小組 

   電話:24301122 

 延平街派出所 

   電話:24246950 

 消防第一分隊 

   電話:24316900 

緊急聯絡人 
 仁德里里長 

王朝成 

電話 — 24269329 

防災資訊網站 

 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 

http://www.ndppc.n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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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難處所 

 仁德里民活動中心 

面積：179平方公尺 

容納：30人 

地址：基隆市仁愛區孝

一路 82之 1號 2

樓旁通道 

電話：（02）24301122   

ext.307 

 

 

圖

例 

防災 基本 設施 

 疏散避難方向  鄉(鎮)界線  國道  消防局 

   河流  快速道路  醫療中心 

   建築區域  省道  警察局 

   鐵路  縣道  室內避難處所 

    鄉道  

 

基隆縣(市)政府 102年 4月 製作 



1001704-010 仁愛區博愛里疏散避難地圖 

防災資訊 

 

鄉(鎮)界圖 
 面積 

0.0705平方公里 

 總人口數 

1841人  
災害通報單位 

 仁愛區區災害應變小組 

   電話:24301122 

 忠二路派出所 

   電話:24241363 

 消防第一分隊 

   電話:24316900 

緊急聯絡人 
 博愛里里長 

李自富 

電話 —0920797662 

防災資訊網站 

 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 

http://www.ndppc.n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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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難處所 

 玉田里民活動中心 

面積：79平方公尺 

容納：20人 

地址：基隆市仁愛區愛

四路 2巷 22之 1

號 

電話：（02）24301122 

ext.313 

    0928264884 

 圖

例 

防災 基本 設施 

 疏散避難方向  鄉(鎮)界線  國道  消防局 

   河流  快速道路  醫療中心 

   建築區域  省道  警察局 

   鐵路  縣道  室內避難處所 

    鄉道  

 

基隆縣(市)政府 102年 4月 製作 



1001704-011 仁愛區福仁里疏散避難地圖 

防災資訊 

 

鄉(鎮)界圖 
 面積 

0.0715平方公里 

 總人口數 

891人  
災害通報單位 

 仁愛區區災害應變小組 

   電話:24301122 

 南榮路派出所 

   電話:24242437 

 消防第一分隊 

   電話:24316900 

緊急聯絡人 
 福仁里里長 

林木火 

電話 —24252406 

防災資訊網站 

 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 

http://www.ndppc.n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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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難處所 

 福仁里民活動中心 

面積：113平方公尺 

容納：20人 

地址：基隆市仁愛區南

榮路 117巷 31

弄 1號  

電話：（02）24301122 

ext.306 

 圖

例 

防災 基本 設施 

 疏散避難方向  鄉(鎮)界線  國道  消防局 

   河流  快速道路  醫療中心 

   建築區域  省道  警察局 

   鐵路  縣道  室內避難處所 

    鄉道  

 

基隆縣(市)政府 102年 4月 製作 



1001704-012 仁愛區誠仁里疏散避難地圖 

防災資訊 
 

鄉(鎮)界圖 
 面積 

0.0881平方公里 

 總人口數 

1162人  
災害通報單位 

 仁愛區區災害應變小組 

   電話:24301122 

 南榮路派出所 

   電話:24242437 

 消防第一分隊 

   電話:24316900 

緊急聯絡人 
 誠仁里里長 

洪棟全 

電話 —24231665 0920774939 

防災資訊網站 

 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 

http://www.ndppc.n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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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難處所 

 吉仁里民活動中心 

面積：97平方公尺 

容納：100人 

地址：基隆市仁愛區南

新街 29之 6號  

電話：（02）24301122 

ext.315 
 圖

例 

防災 基本 設施 

 疏散避難方向  鄉(鎮)界線  國道  消防局 

   河流  快速道路  醫療中心 

   建築區域  省道  警察局 

   鐵路  縣道  室內避難處所 

    鄉道  

 

基隆縣(市)政府 102年 4月 製作 



1001704-013 仁愛區吉仁里疏散避難地圖 

防災資訊 

 

鄉(鎮)界圖 
 面積 

0.1762平方公里 

 總人口數 

2923人  
災害通報單位 

 仁愛區區災害應變小組 

   電話:24301122 

 南榮路派出所 

   電話:24242437 

 消防第一分隊 

   電話:24316900 

緊急聯絡人 
 吉仁里里長 

李建德 

電話 —24275229 

防災資訊網站 

 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 

http://www.ndppc.n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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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難處所 

 英仁里民活動中心 

面積：205平方公尺 

容納：50人 

地址：基隆市仁愛區南

榮路 463巷 5之

1號 

電話：（02）24301122 

ext.312 

    0933101318 

 圖

例 

防災 基本 設施 

 疏散避難方向  鄉(鎮)界線  國道  消防局 

   河流  快速道路  醫療中心 

   建築區域  省道  警察局 

   鐵路  縣道  室內避難處所 

    鄉道  

 

基隆縣(市)政府 102年 4月 製作 



1001704-014 仁愛區育仁里疏散避難地圖 

防災資訊 

 

鄉(鎮)界圖 
 面積 

0.1812平方公里 

 總人口數 

928人  
災害通報單位 

 仁愛區區災害應變小組 

   電話:24301122 

 南榮路派出所 

   電話:24242437 

 消防第一分隊 

   電話:24316900 

緊急聯絡人 
 育仁里里長 

藍慶煌 

電話 —24252969 

防災資訊網站 

 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 

http://www.ndppc.n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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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難處所 

 育仁里民活動中心 

面積：73平方公尺 

容納：30人 

地址：基隆市仁愛區南

榮路 269巷 28

之 1號  

電話：（02）24301122 

ext.307 

0922566137 

 圖

例 

防災 基本 設施 

 疏散避難方向  鄉(鎮)界線  國道  消防局 

   河流  快速道路  醫療中心 

   建築區域  省道  警察局 

   鐵路  縣道  室內避難處所 

    鄉道  

 

基隆縣(市)政府 102年 4月 製作 



1001704-015 仁愛區英仁里疏散避難地圖 

防災資訊 

 

鄉(鎮)界圖 
 面積 

1.0575平方公里 

 總人口數 

1522人  
災害通報單位 

 仁愛區區災害應變小組 

   電話:24301122 

 南榮路派出所 

   電話:24242437 

 消防第一分隊 

   電話:24316900 

緊急聯絡人 
 英仁里里長 

簡萬枝 

電話 —24271166 

防災資訊網站 

 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 

http://www.ndppc.n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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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難處所 

 英仁里民活動中心 

面積：205平方公尺 

容納：50人 

地址：基隆市仁愛區南

榮路 463巷 5之

1號 

電話：（02）24301122 

ext.312 

     0933101318 

 圖

例 

防災 基本 設施 

 疏散避難方向  鄉(鎮)界線  國道  消防局 

   河流  快速道路  醫療中心 

   建築區域  省道  警察局 

   鐵路  縣道  室內避難處所 

    鄉道  

 

基隆縣(市)政府 102年 4月 製作 



1001704-016 仁愛區龍門里疏散避難地圖 

防災資訊 

 

鄉(鎮)界圖 
 面積 

0.1586平方公里 

 總人口數 

889人  
災害通報單位 

 仁愛區區災害應變小組 

   電話:24301122 

 南榮路派出所 

   電話:24242437 

 消防第一分隊 

   電話:24316900 

緊急聯絡人 
 龍門里里長 

林宗益 

電話 —24273672 

防災資訊網站 

 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 

http://www.ndppc.n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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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難處所 

 南榮國小 

面積：396平方公尺 

容納：150人 

地址：基隆市仁愛區南

榮路 321號  

電話：（02）24223038  圖

例 

防災 基本 設施 

 疏散避難方向  鄉(鎮)界線  國道  消防局 

   河流  快速道路  醫療中心 

   建築區域  省道  警察局 

   鐵路  縣道  室內避難處所 

    鄉道  

 

基隆縣(市)政府 102年 4月 製作 



1001704-017 仁愛區德厚里疏散避難地圖 

防災資訊 

 

鄉(鎮)界圖 
 面積 

0.1532平方公里 

 總人口數 

2017人  
災害通報單位 

 仁愛區區災害應變小組 

   電話:24301122 

 南榮路派出所 

   電話:24242437 

 消防第一分隊 

   電話:24316900 

緊急聯絡人 
 福仁里里長 

林金旺 

電話 —24288677 

防災資訊網站 

 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 

http://www.ndppc.n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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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難處所 

 

 圖

例 

防災 基本 設施 

 疏散避難方向  鄉(鎮)界線  國道  消防局 

   河流  快速道路  醫療中心 

   建築區域  省道  警察局 

   鐵路  縣道  室內避難處所 

    鄉道  

 

基隆縣(市)政府 102年 4月 製作 



1001704-018 仁愛區曲水里疏散避難地圖 

防災資訊 

 

鄉(鎮)界圖 
 面積 

0.1481平方公里 

 總人口數 

1000人  
災害通報單位 

 仁愛區區災害應變小組 

   電話:24301122 

 南榮路派出所 

   電話:24242437 

 消防第一分隊 

   電話:24316900 

緊急聯絡人 
 曲水里里長 

徐鄭麗鳳 

電話 —24245938 

防災資訊網站 

 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 

http://www.ndppc.n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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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難處所 

 吉仁里民活動中心 

面積：97平方公尺 

容納：100人 

地址：基隆市仁愛區南

新街 29之 6號  

電話：（02）24301122 

ext.315 
 圖

例 

防災 基本 設施 

 疏散避難方向  鄉(鎮)界線  國道  消防局 

   河流  快速道路  醫療中心 

   建築區域  省道  警察局 

   鐵路  縣道  室內避難處所 

    鄉道  

 

基隆縣(市)政府 102年 4月 製作 



1001704-019 仁愛區崇文里疏散避難地圖 

防災資訊 

 

鄉(鎮)界圖 
 面積 

0.0705平方公里 

 總人口數 

999人  
災害通報單位 

 仁愛區區災害應變小組 

   電話:24301122 

 南榮路派出所 

   電話:24242437 

 消防第一分隊 

   電話:24316900 

緊急聯絡人 
 崇文里里長 

何永吉 

電話 —24247076 

防災資訊網站 

 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 

http://www.ndppc.n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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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難處所 

 兆連里民活動中心 

面積：241平方公尺 

容納：40人 

地址：基隆市仁愛區獅

球路 25巷 8號  

電話：（02）24301122 

ext.304 
 圖

例 

防災 基本 設施 

 疏散避難方向  鄉(鎮)界線  國道  消防局 

   河流  快速道路  醫療中心 

   建築區域  省道  警察局 

   鐵路  縣道  室內避難處所 

    鄉道  

 

基隆縣(市)政府 102年 4月 製作 



1001704-020 仁愛區文安里疏散避難地圖 

防災資訊 

 

鄉(鎮)界圖 
 面積 

0.1057平方公里 

 總人口數 

1123人  
災害通報單位 

 仁愛區區災害應變小組 

   電話:24301122 

 南榮路派出所 

   電話:24242437 

 消防第一分隊 

   電話:24316900 

緊急聯絡人 
 文安里里長 

李隆進 

電話 — 24262020 

防災資訊網站 

 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 

http://www.ndppc.n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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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難處所 

 文安里民活動中心 

面積：252平方公尺 

容納：50人 

地址：基隆市仁愛區仁

五路 20號 2樓 

電話：24301122 

ext.312 

     0930089687 

 圖

例 

防災 基本 設施 

 疏散避難方向  鄉(鎮)界線  國道  消防局 

   河流  快速道路  醫療中心 

   建築區域  省道  警察局 

   鐵路  縣道  室內避難處所 

    鄉道  

 

基隆縣(市)政府 102年 4月 製作 



1001704-021 仁愛區兆連里疏散避難地圖 

防災資訊 

 

鄉(鎮)界圖 
 面積 

0.0817平方公里 

 總人口數 

874人  
災害通報單位 

 仁愛區區災害應變小組 

   電話:24301122 

 南榮路派出所 

   電話:24242437 

 消防第一分隊 

   電話:24316900 

緊急聯絡人 
 兆連里里長 

潘國龍 

電話 —24323529 

防災資訊網站 

 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 

http://www.ndppc.n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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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難處所 

 兆連里民活動中心 

面積：241平方公尺 

容納：40人 

地址：基隆市仁愛區獅

球路 25巷 8號 

電話：（02）24301122 

ext.308 
 圖

例 

防災 基本 設施 

 疏散避難方向  鄉(鎮)界線  國道  消防局 

   河流  快速道路  醫療中心 

   建築區域  省道  警察局 

   鐵路  縣道  室內避難處所 

    鄉道  

 

基隆縣(市)政府 102年 4月 製作 



1001704-022 仁愛區獅球里疏散避難地圖 

防災資訊 

 

鄉(鎮)界圖 
 面積 

0.1727平方公里 

 總人口數 

1167人  
災害通報單位 

 仁愛區區災害應變小組 

   電話:24301122 

 南榮路派出所 

   電話:24242437 

 消防第一分隊 

   電話:24316900 

緊急聯絡人 
 獅球里里長 

林錦榮 

電話 —24317291 

防災資訊網站 

 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 

http://www.ndppc.n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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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難處所 

 獅球書院聯合里民活

動中心 

面積：447平方公尺 

容納：50人 

地址：基隆市仁愛區獅

球路 50號  

電話：（02）24301122 

ext.308 

 圖

例 

防災 基本 設施 

 疏散避難方向  鄉(鎮)界線  國道  消防局 

   河流  快速道路  醫療中心 

   建築區域  省道  警察局 

   鐵路  縣道  室內避難處所 

    鄉道  

 

基隆縣(市)政府 102年 4月 製作 



1001704-023 仁愛區書院里疏散避難地圖 

防災資訊 

 

鄉(鎮)界圖 
 面積 

0.1412平方公里 

 總人口數 

1279人  
災害通報單位 

 仁愛區區災害應變小組 

   電話:24301122 

 南榮路派出所 

   電話:24242437 

 消防第一分隊 

   電話:24316900 

緊急聯絡人 
 書院里里長 

林文肯 

電話 —24316771 

防災資訊網站 

 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 

http://www.ndppc.n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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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難處所 

 獅球書院聯合里民活

動中心 

面積：447平方公尺 

容納：50人 

地址：基隆市仁愛區獅

球路 50號  

電話：（02）24301122 

ext.308 

 圖

例 

防災 基本 設施 

 疏散避難方向  鄉(鎮)界線  國道  消防局 

   河流  快速道路  醫療中心 

   建築區域  省道  警察局 

   鐵路  縣道  室內避難處所 

    鄉道  

 

基隆縣(市)政府 102年 4月 製作 



1001704-024 仁愛區朝棟里疏散避難地圖 

防災資訊 

 

鄉(鎮)界圖 
 面積 

0.1339平方公里 

 總人口數 

3325人  
災害通報單位 

 仁愛區區災害應變小組 

   電話:24301122 

 忠二路派出所 

   電話:24241363 

 消防第一分隊 

   電話:24316900 

緊急聯絡人 
 朝棟里里長 

游長村 

電話 —24338633 

防災資訊網站 

 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 

http://www.ndppc.n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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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難處所 

 朝棟里民活動中心 

面積：421平方公尺 

容納：150人 

地址：基隆市仁愛區成

功一路 133巷 5

號  

電話：（02）24301122 

ext.316 

 圖

例 

防災 基本 設施 

 疏散避難方向  鄉(鎮)界線  國道  消防局 

   河流  快速道路  醫療中心 

   建築區域  省道  警察局 

   鐵路  縣道  室內避難處所 

    鄉道  

 

基隆縣(市)政府 102年 4月 製作 



1001704-025 仁愛區明德里疏散避難地圖 

防災資訊 
 

鄉(鎮)界圖 
 面積 

0.0353平方公里 

 總人口數 

789人  
災害通報單位 

 仁愛區區災害應變小組 

   電話:24301122 

 忠二路派出所 

   電話:24241363 

 消防第一分隊 

   電話:24316900 

緊急聯絡人 
 明德里里長 

許文杰 

電話 —24280858 

防災資訊網站 

 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 

http://www.ndppc.n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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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難處所 

 明德里民活動中心 

面積：144平方公尺 

容納：40人 

地址：基隆市仁愛區自

來街 13巷 5之 2

號  

電話：（02）24301122 

ext.309 

 圖

例 

防災 基本 設施 

 疏散避難方向  鄉(鎮)界線  國道  消防局 

   河流  快速道路  醫療中心 

   建築區域  省道  警察局 

   鐵路  縣道  室內避難處所 

    鄉道  

 

基隆縣(市)政府 102年 4月 製作 



1001704-026 仁愛區同風里疏散避難地圖 

防災資訊 

 

鄉(鎮)界圖 
 面積 

0.0362平方公里 

 總人口數 

632人  
災害通報單位 

 仁愛區區災害應變小組 

   電話:24301122 

 延平街派出所 

   電話:24246950 

 消防第一分隊 

   電話:24316900 

緊急聯絡人 
 同風里里長 

楊春生 

電話 —24288731 

防災資訊網站 

 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 

http://www.ndppc.n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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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難處所 

 光華里民活動中心 

面積：828平方公尺 

容納：200人 

地址：基隆市仁愛區光

一路 28號 5樓  

電話：（02）24301122 

ext.315 
 圖

例 

防災 基本 設施 

 疏散避難方向  鄉(鎮)界線  國道  消防局 

   河流  快速道路  醫療中心 

   建築區域  省道  警察局 

   鐵路  縣道  室內避難處所 

    鄉道  

 

基隆縣(市)政府 102年 4月 製作 



1001704-027 仁愛區文昌里疏散避難地圖 

防災資訊 

 

鄉(鎮)界圖 
 面積 

0.0528平方公里 

 總人口數 

887人  
災害通報單位 

 仁愛區區災害應變小組 

   電話:24301122 

 忠二路派出所 

   電話:24241363 

 消防第一分隊 

   電話:24316900 

緊急聯絡人 
 文昌里里長 

王明清 

電話 —24238780 

防災資訊網站 

 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 

http://www.ndppc.n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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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難處所 

 文昌里民活動中心 

面積：179平方公尺 

容納：25人 

地址：基隆市仁愛區 

四路 10之 1號 

（陸橋下） 

電話：（02）24301122 

ext.309 

 圖

例 

防災 基本 設施 

 疏散避難方向  鄉(鎮)界線  國道  消防局 

   河流  快速道路  醫療中心 

   建築區域  省道  警察局 

   鐵路  縣道  室內避難處所 

    鄉道  

 

基隆縣(市)政府 102年 4月 製作 



1001704-028 仁愛區新店里疏散避難地圖 

防災資訊 

 

鄉(鎮)界圖 
 面積 

0.0362平方公里 

 總人口數 

711人  
災害通報單位 

 仁愛區區災害應變小組 

   電話:24301122 

 忠二路派出所 

   電話:24241363 

 消防第一分隊 

   電話:24316900 

緊急聯絡人 
 新店里里長 

陳祐益 

電話 —24274968 

防災資訊網站 

 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 

http://www.ndppc.n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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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難處所 

 新店里民活動中心 

面積：50平方公尺 

容納：30人 

地址：基隆市仁愛區孝

一路 100之 1號

2樓旁通道  

電話：（02）24301122 

ext.319 

 圖

例 

防災 基本 設施 

 疏散避難方向  鄉(鎮)界線  國道  消防局 

   河流  快速道路  醫療中心 

   建築區域  省道  警察局 

   鐵路  縣道  室內避難處所 

    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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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704-029 仁愛區光華里疏散避難地圖 

防災資訊 

 

鄉(鎮)界圖 
 面積 

0.1233平方公里 

 總人口數 

2862人  
災害通報單位 

 仁愛區區災害應變小組 

   電話:24301122 

 忠二路派出所 

   電話:24241363 

 消防第一分隊 

   電話:24316900 

緊急聯絡人 
 光華里里長 

陳世豐 

電話 —24322222 

防災資訊網站 

 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 

http://www.ndppc.n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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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難處所 

 光華里民活動中心 

面積：828平方公尺 

容納：200人 

地址：基隆市仁愛區光

一路 28號 5樓  

電話：（02）24301122 

ext.315 
 圖

例 

防災 基本 設施 

 疏散避難方向  鄉(鎮)界線  國道  消防局 

   河流  快速道路  醫療中心 

   建築區域  省道  警察局 

   鐵路  縣道  室內避難處所 

    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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