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 年度嘉義市東區地震災害：建議避難路線
聯合里別

里別

短竹里

避難路線
1. 北邊民眾路線：大雅路二段→小雅路→蘭潭國小
2. 北邊民眾路線：垂楊路→和平路→宣信街→宣信國
小
3. 東邊民眾路線：日新街→立德街→小雅路→蘭潭國
小
4. 東邊民眾路線：嘉工街→彌陀路→芳安路→宣信街
→南興國中
5. 南邊民眾路線：日新街→彌陀路→芳安路→宣信街
→南興國中
6. 西邊民眾路線：彌陀路→興業東路→宣信街→宣信
國小
1. 北邊民眾路線：民權路→圓福街→嘉義國中
2. 北邊民眾路線：民權路→圓福街→林森東路→林森

東川里

3.
4.
5.
6.

公園聯合里

國小
東邊民眾路線：民權路→民權東路→蘭潭國中
西邊民眾路線：啟明路→公園街→嘉義市立棒球場
南邊民眾路線：大雅路二段→啟明路→彌陀路→興
業東路→宣信街→宣信國小
南邊民眾路線：大雅路二段→小雅路→蘭潭國小

1. 東邊民眾路線：學府路→小雅路→蘭潭國小
2. 北邊民眾路線：環潭公路→民權東路→蘭潭國中

鹿寮里

文雅里

長竹里

3. 南邊民眾路線：彌陀路→芳安路→宣信街→南興國
中
4. 南邊民眾路線：彌陀路→興業東路→宣信街→宣信
國小
5. 西邊民眾路線：學府路→小雅路→蘭潭國小
6. 西邊民眾路線：彌陀路→啟明路→公園街→嘉義市
立棒球場
1. 北邊民眾路線：盧義路→文雅街→民權東路→蘭潭
國中
2. 北邊民眾路線：文雅街→文雅國小
3. 西邊民眾路線：文雅街→民權東路→蘭潭國中
4. 南邊民眾路線：大雅路一段→民權東路→蘭潭國中
5. 東邊民眾路線：大雅路一段→文雅街→文雅國小
1. 北邊民眾路線：盧義路→文雅街→文雅國小
2. 東邊民眾路線：大雅路一段→大雅路二段→幼師路
→民權東路→蘭潭國中
3. 南邊民眾路線：雅竹路→小雅路→蘭潭國小
4. 南邊民眾路線：小雅路→蘭潭國小

5. 西邊民眾路線：民權路→圓福街→嘉義國中
6. 西邊民眾路線：民權路→啟明路→中山路→嘉義市
立棒球場
7. 西邊民眾路線：民權路→圓福街→林森東路→林森
國小

新店里

1. 東邊民眾路線：義教街→東義路→義教西路→林森
東路→林森國小
2. 東邊民眾路線：林森東路→林森國小
3. 南邊民眾路線：林森東路→圓福街→嘉義國中
4. 南邊民眾路線：林森東路→博東路→北興國中
5. 北邊民眾路線：義教街→台林街→嘉北街→嘉北國
小
1. 東邊民眾路線：民權路→圓福街→嘉義國中

王田里

2. 南邊民眾路線：民權路→啟明路→中山路→嘉義市
立棒球場
3. 西邊民眾路線：圓福街→嘉義國中
4. 北邊民眾路線：林森東路→林森國小
5. 北邊民眾路線：林森東路→圓福街→嘉義國中
6. 北邊民眾路線：五福街→圓福街→嘉義國中

後庄里

1. 北邊民眾路線：東義路→義教西路→林森東路→林
森國小
2. 西邊民眾路線：林森東路→圓福街→嘉義國中
3. 南邊民眾路線：林森東路→圓福街→嘉義國中
4. 東邊民眾路線：林森東路→林森國小

圳頭里

1. 東邊民眾路線：盧義路→文雅街→民權東路→蘭潭
國中
2. 東邊民眾路線：盧義路→文雅街→文雅國小
3. 北邊民眾路線：林森東路→林森國小
4. 西邊民眾路線：林森東路→圓福街→嘉義國中
1. 東邊民眾路線：環潭公路→大雅路一段→民權東路
→蘭潭國中
2. 北邊民眾路線：環潭公路→大雅路一段→民權東路
→蘭潭國中
3. 北邊民眾路線：大雅路二段→啟明路→公園街→嘉

蘭潭里

盧厝里

義市立棒球場
4. 南邊民眾路線：小雅路→蘭潭國小
5. 南邊民眾路線：學府路→彌陀路→芳安路→宣信街
→南興國中
6. 西邊民眾路線：日新街→彌陀路→興業東路→宣信
街→宣信國小
1. 南邊民眾路線：學府路→大雅路一段→文雅街→文
雅國小

2. 南邊民眾路線：學府路→大雅路一段→民權東路→
蘭潭國中
3. 西邊民眾路線：環潭公路→大雅路一段→民權東路
→蘭潭國中
4. 西邊民眾路線：大雅路一段→大雅路二段→雅竹路
→蘭潭國小
5. 北邊民眾路線：盧義路→林森東路→林森國小

民族里

1. 北邊民眾路線：中正路→吳鳳北路→東區區公所
2. 北邊民眾路線：中正路→吳鳳北路→民族路→民族
國小
3. 東邊民眾路線：文昌街→民族路→民族國小
4. 西邊民眾路線：吳鳳北路→民族路→民族國小
5. 西邊民眾路線：吳鳳北路→垂楊路→崇文國小
6. 南邊民眾路線：垂楊路→崇文國小
7. 南邊民眾路線：共和路→民族路→民族國小
8. 南邊民眾路線：垂楊路→吳鳳北路→崇文街→興南
里集會所

朝陽里

1. 東邊民眾路線：啟明路→民族路→民族國小
2. 東邊民眾路線：啟明路→垂楊路→共和路→民族路
→民族國小
3. 南邊民眾路線：垂楊路→共和路→民族路→民族國
小
1. 東邊民眾路線：啟明路→公園街→嘉義市立棒球場
2. 南邊民眾路線：民族路→民族國小

東南門聯合里
華南里

3. 南邊民眾路線：民族路→和平路→垂楊路→崇文國
小
4. 北邊民眾路線：公明路→啟明路→中山路→嘉義市
立棒球場
5. 北邊民眾路線：公明路→和平路→民族路→民族國
小
6. 西邊民眾路線：和平路→民族路→民族國小
1. 北邊民眾路線：中山路→嘉義市立棒球場
2. 東邊民眾路線：公明路→啟明路→公園街→嘉義市
立棒球場

東興里

中央里

3. 南邊民眾路線：公明路→和平路→民族路→民族國
小
4. 西邊民眾路線：中山路→吳鳳北路→民族路→民族
國小
1. 北邊民眾路線：民權路→吳鳳北路→民族路→民族
國小
2. 西邊民眾路線：光華路→吳鳳北路→民族路→民族
國小

3. 西邊民眾路線：中山路→吳鳳北路→民族路→民族
國小
4. 東邊民眾路線：吳鳳北路→民族路→民族國小
5. 南邊民眾路線：吳鳳北路→垂楊路→崇文國小

中山里

1.
2.
3.
4.

東邊民眾路線：民權路→圓福街→嘉義國中
東邊民眾路線：中山路→嘉義市立棒球場
西邊民眾路線：吳鳳北路→東區區公所
西邊民眾路線：吳鳳北路→中山路→啟明路→公園
街→嘉義市立棒球場
5. 西邊民眾路線：民權路→圓福街→嘉義國中
1. 北邊民眾路線：新生路→嘉北街→嘉北國小
2. 北邊民眾路線：博東路→北興國中
3. 西邊民眾路線：維新路→博東路→北興國中

太平里

4. 西邊民眾路線：林森東路→圓福街→嘉義國中
5. 南邊民眾路線：民權路→圓福街→嘉義國中
6. 東邊民眾路線：林森東路→林森國小
7. 東邊民眾路線：林森東路→圓福街→嘉義國中

過溝里

1. 北邊民眾路線：蘭井街→吳鳳北路→民族路→民族
國小
2. 西邊民眾路線：文化路→民族路→民族國小
3. 東邊民眾路線：民族路→民族國小
4. 南邊民眾路線：吳鳳北路→垂楊路→崇文國小
5. 南邊民眾路線：文化路→垂楊路→崇文國小
1. 北邊民眾路線：彌陀路→垂楊路→共和路→民族路

新開里

2.
3.
4.
5.
6.

新南聯合里
宣信里

興南里

→民族國小
北邊民眾路線：和平路→宣信街→宣信國小
東邊民眾路線：彌陀路→興業東路→宣信街→宣信
國小
西邊民眾路線：宣信街→宣信國小
西邊民眾路線：崇文街→興南里集會所
南邊民眾路線：芳安路→宣信街→南興國中

1. 北邊民眾路線：和平路→民族路→民族國小
2. 北邊民眾路線：垂楊路→崇文國小
3. 西邊民眾路線：崇文街→宣信街→宣信國小
4. 東邊民眾路線：和平路→宣信街→宣信國小
5. 南邊民眾路線：興業東路→宣信街→宣信國小
7. 南邊民眾路線：宣信街→南興國中
1.
2.
3.
4.
5.

北邊民眾路線：垂楊路→崇文國小
北邊民眾路線：吳鳳南路→垂楊路→崇文國小
西邊民眾路線：吳鳳南路→垂楊路→崇文國小
西邊民眾路線：崇文街→興南里集會所
南邊民眾路線：吳鳳南路→興業東路→宣信街→宣

信國小
6. 東邊民眾路線：崇文街→宣信街→宣信國小
1. 北邊民眾路線：吳鳳南路→吳鳳北路→民族路→民
2.
3.
豐年里
4.
7.
5.

族國小
北邊民眾路線：吳鳳南路→垂楊路→崇文國小
西邊民眾路線：國華街→永安街→興中街→垂楊路
→崇文國小
南邊民眾路線：興業東路→吳鳳南路→垂楊路→崇
文國小
南邊民眾路線：興業東路→宣信街→宣信國小
東邊民眾路線：吳鳳南路→垂楊路→崇文國小

1. 東邊民眾路線：彌陀路→芳安路→宣信街→宣信國
小

芳草里

2. 東邊民眾路線：彌陀路→立仁路→宣信街→南興國
中
3. 北邊民眾路線：宣信街→宣信國小
4. 北邊民眾路線：芳安路→宣信街→宣信國小
5. 南邊民眾路線：宣信街→南興國中
6. 西邊民眾路線：宣信街→南興國中

芳安里

1. 東邊民眾路線：宣信街→南興國中
2. 南邊民眾路線：吳鳳南路 547 巷→宣信街→南興國
中
3. 西邊民眾路線：立仁路→宣信街→南興國中
4. 西邊民眾路線：南興路→宣信街→南興國中
5. 北邊民眾路線：宣信街→宣信國小
6. 北邊民眾路線：芳安路→宣信街→宣信國小
7. 北邊民眾路線：南田路→興業東路→宣信街→宣信
國小

頂寮里

1. 南邊民眾路線：吳鳳南路 547 巷→興安街→興安國
小
2. 東邊民眾路線：立仁路→宣信街→南興國中
3. 北邊民眾路線：芳安路→宣信街→南興國中
4. 北邊民眾路線：南興路→宣信街→南興國中
5. 西邊民眾路線：立仁路→吳鳳南路→大業街→大業
國中

安寮里

1. 南邊民眾路線：吳鳳南路→興安街→興安國小
2. 南邊民眾路線：吳鳳南路 547 巷→興安街→興安國
小
3. 東邊民眾路線：立仁路→吳鳳南路→大業街→大業
國中
4. 東邊民眾路線：南興路→宣信街→南興國中
5. 北邊民眾路線：芳安路→宣信街→宣信國小

6. 北邊民眾路線：吳鳳南路→興業東路→宣信街→宣
信國小
1. 南邊民眾路線：八掌溪防汛道路→平實街→中華路

興村里

興仁里

→吳鳳南路→興安街→興安國小
2. 東邊民眾路線：軍輝路→吳鳳南路→興安街→興安
國小
3. 北邊民眾路線：溪興街→吳鳳南路→興安街→興安
國小
4. 北邊民眾路線：吳鳳南路→大業街→大業國中
1. 南邊民眾路線：軍輝路→吳鳳南路→興安街→興安
國小
2. 東邊民眾路線：興仁街→吳鳳南路→興安街→興安
國小
3. 東邊民眾路線：親水路→吳鳳南路→興安街→興安
國小
4. 北邊民眾路線：吳鳳南路→大業街→大業國中

安業里

1.
2.
3.
4.
5.
6.
7.

南邊民眾路線：吳鳳南路→興安街→興安國小
南邊民眾路線：興安街→興安國小
東邊民眾路線：吳鳳南路→大業街→大業國中
東邊民眾路線：南興路→宣信街→南興國中
北邊民眾路線：芳安路→宣信街→宣信國小
北邊民眾路線：興業東路→宣信街→宣信國小
西邊民眾路線：世賢路四段→志航國小

1. 南邊民眾路線：八掌溪防汛道路→興安街→興安國
興安里

北門里

小
2. 北邊民眾路線：興安街→大業街→大業國中
3. 西邊民眾路線：南京路→新民路→民生國中
4. 西邊民眾路線：南京東街→世賢路四段→志航國小
1. 南邊民眾路線：民權路→忠孝路→博東路→北興國
中
2. 東邊民眾路線：林森西路→忠孝路→博東路→北興
國中
3. 西邊民眾路線：文化路→向榮街→博愛路一段→博
東路→北興國中
4. 北邊民眾路線：博愛路一段→博東路→北興國中

北門聯合里

中庄里

1. 南邊民眾路線：博愛路一段→博東路→北興國中
2. 南邊民眾路線：忠孝路→博東路→北興國中
3. 西邊民眾路線：世賢路一段→新生路→嘉北街→嘉
北國小
4. 北邊民眾路線：忠孝路→新生路→嘉北街→嘉北國
小

仁義里

1. 南邊民眾路線：博愛路一段→博東路→北興國中

2. 南邊民眾路線：忠孝路→博東路→北興國中
3. 南邊民眾路線：維新路→博東路→北興國中
4. 西邊民眾路線：忠孝路→嘉北街→嘉北國小
5. 北邊民眾路線：新生路→嘉北街→嘉北國小

後湖里

1. 西邊民眾路線：忠孝路→嘉北街→嘉北國小
2. 南邊民眾路線：台林街→嘉北街→嘉北國小
3. 東邊民眾路線：牛稠溪防汛道路→台林街→嘉北街
→嘉北國小
4. 北邊民眾路線：保忠二街→保成路→台林街→嘉北
街→嘉北國小
5. 北邊民眾路線：保順路→忠孝二街→保義路→義教
街→台林街→嘉北街→嘉北國小
6. 北邊民眾路線：忠孝路→嘉北街→嘉北國小
1. 北邊民眾路線：忠孝北街→忠孝路→嘉北街→嘉北
國小
2. 西邊民眾路線：文化路→世賢路一段→忠孝路→博

荖藤里

義教里

東路→北興國中
3. 東邊民眾路線：忠孝路→嘉北街→嘉北國小
4. 南邊民眾路線：文化路→世賢路一段→忠孝路→博
東路→北興國中
1. 北邊民眾路線：保健街→台林街→嘉北街→嘉北國
小
2. 北邊民眾路線：保健街→忠孝路→嘉北街→嘉北國
小
3. 東邊民眾路線：義教街→台林街→嘉北街→嘉北國
小

頂庄里

林森里

1. 東邊民眾路線：義教街→台林街→嘉北街→嘉北國
小
2. 北邊民眾路線：台林街→嘉北街→嘉北國小
3. 南邊民眾路線：新生路→嘉北街→嘉北國小
4. 南邊民眾路線：新生路→博東路→北興國中
1. 北邊民眾路線：博愛路一段→博東路→北興國中
2. 北邊民眾路線：維新路→博東路→北興國中
3. 西邊民眾路線：忠孝路→博東路→北興國中
4. 東邊民眾路線：維新路→博東路→北興國中
5. 南邊民眾路線：民權路→維新路→博東路→北興國
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