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文山區可供災民收容場所一覽表         更新日期：106 年 4月 5日 

說明：本表為文山區可供災民收容場所一覽表，平時遇天然災害時原則以「優先安置學校」優先開設， 

      其餘各類別收容場所由文山區應變中心視災情需要開設。 

編號 行政區 類別 收容場所名稱 

可供

收容

人數 

管理人 聯絡電話 地址 應收容里別 

SA116-0001 文山區 優先安置學校 景興國中 100 總務處 02-29323794#130 景興路 46巷 2號 

萬祥里、萬有里、萬隆里 

萬和里、興福里、景華里 

景東里、興豐里、興安里 

SA116-0002 文山區 優先安置學校 萬興國小 125 總務處 02-29381721#130 秀明路二段 114號 萬興里、政大里、指南里 

SA116-0003 文山區 優先安置學校 景興國小 126 總務處 02-29329439#41 景華街 150巷 21號 
興福里、景東里、景華里 

興安里 

SA116-0004 文山區 防災公園 景華公園 1350 公園處 02-27884255 
景興路與景華街交义

口 
全區 

SA116-0005 文山區 活動中心 行政中心大禮堂 60 
文山區

公所 
02-29365522#324 

木柵路三段 220號 10

樓 
木新里、老泉里 

SA116-0006 文山區 運動場館 
臺北市文山運動

中心 
189 體育局 02-22308268#211 興隆路三段 222號 全區 

SA116-0007 文山區 學校 力行國小 30 總務處 02-29371093 木新路三段 155巷 7號 
樟腳里、老泉里、樟新里 

順興里、木新里、樟樹里 

SA116-0008 文山區 學校 木柵高工 169 總務處 02-22300506#601 木柵路四段 77號 博嘉里、萬美里、萬芳里 



SA116-0009 文山區 學校 木柵國小 155 總務處 02-29391234#130 木柵路三段 191號 

木柵里、木新里、順興里 

樟腳里、忠順里、博嘉里 

萬芳里、萬美里、明義里 

SA116-0010 文山區 學校 木柵國中 30 總務處 02-29393031#600 
木柵路三段 102巷 12

號 

木柵里、木新里、順興里 

樟腳里、忠順里、博嘉里 

萬芳里、萬美里、明義里 

SA116-0011 文山區 學校 北政國中 20 總務處 02-29393651#51 指南路三段 2巷 14號 指南里、萬興里、政大里 

SA116-0012 文山區 學校 永建國小 30 總務處 02-22363855#125 試院路 2號 試院里、華興里 

SA116-0013 文山區 學校 志清國小 35 總務處 02-29323875#40 景福街 21巷 5號 
景華里、景仁里、萬隆里 

萬有里 

SA116-0014 文山區 學校 辛亥國小 30 總務處 02-29357282#141 辛亥路四段 103號 
興昌里、興光里、興泰里 

萬美里 

SA116-0015 文山區 學校 明道國小 42 總務處 02-29392821#14 
木柵路二段 138巷 61

號 

明義里、明興里、順興里 

木柵里、忠順里、樟林里 

SA116-0016 文山區 學校 武功國小 50 總務處 02-29314360#19 興隆路一段 68號 
萬盛里、萬祥里、萬有里 

興豐里、興豐里 

SA116-0017 文山區 學校 指南國小 20 總務處 02-29393546#21 
指南路三段 38巷 5-2

號 
指南里 

SA116-0018 文山區 學校 博嘉國小 30 總務處 02-22302585#130 
木柵路四段 159巷

14-1號 
博嘉里、萬興里 

SA116-0019 文山區 學校 景美女中 300 總務處 02-29368847#213 木新路三段 312號 樟林里、樟文里、樟樹里 

SA116-0020 文山區 學校 景美國小 74 總務處 02-29322151#130 景文街 108號 
景美里、景行里、景東里 

試院里 



SA116-0021 文山區 學校 景美國中 80 總務處 02-89353130#301 景中街 27號 

景美里、景行里、景仁里 

景慶里、景東里、景華里 

試院里 

SA116-0022 文山區 學校 溪口國小 90 總務處 02-29350955#715 景福街 225號 景慶里、景美里、景仁里 

SA116-0023 文山區 學校 萬芳高中 131 總務處 02-22309585#500 興隆路三段 115巷 1號 

興得里、興昌里、興光里 

興家里、明興里、萬美里 

萬芳里、博嘉里、明義里 

SA116-0024 文山區 學校 萬芳國小 135 總務處 02-22301232#31 萬和街 1號 萬芳里、博嘉里、萬美里 

SA116-0025 文山區 學校 萬福國小 32 總務處 02-29353123#131 
羅斯福五段 170巷 32

號 
萬年里、萬和里、萬隆里 

SA116-0026 文山區 學校 實踐國小 75 總務處 02-29360725#141 忠順街一段 4號 樟樹里、樟林里、樟文里 

SA116-0027 文山區 學校 實踐國中 300 總務處 02-22362852#150 辛亥路七段 67號 

老泉里、華興里、試院里 

樟林里、樟新里、樟腳里 

樟文里、樟樹里、明義里 

SA116-0028 文山區 學校 興華國小 30 總務處 02-22393070#130 興隆路三段 125巷 6號 興家里、興得里、興光里 

SA116-0029 文山區 學校 興隆國小 133 總務處 02-29323131#511 福興路 2號 
興旺里、興泰里、興業里、

興邦里、興得里 

SA116-0030 文山區 學校 興福國中 300 總務處 02-29322024#400 福興路 80號 

興旺里、興泰里、興業里 

興安里、興邦里、景東里 

興豐里、興福里、萬盛里 

萬芳里、萬美里、博嘉里 



SA116-0031 文山區 學校 興德國小 30 總務處 02-29329431#35 興隆路二段 235號 

興豐里、興安里、興邦里 

興豐里、興業里、興邦里 

興旺里 

 

 

 

 

 

          臺北市文山區可供災民收容場所一覽表              

 
類別 場所數（處） 收容數 

  

 

優先安置學校 3 351 
  

 
防災公園 1 1,350 

  

 
寺廟 0 0 

  

 
活動中心 1 60 

  

 
國軍營區 0 0 

  

 
運動場館 1 189 

  

 
學校 25 2,351 

  

 
總計 31 4,301 

  

 

 

     

區別 小計 收容場所（處） 區收容人數 室外收容人數 室內收容人數 

文山區 小計 31 4,301 1,350 2,9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