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圖
例 

標示 設施 行政區域界線 

防災資訊 
行政區位圖 

災害通報單位及人員 

防災資訊網站 

避難原則 

避難收容處所 

虎尾鎮公所107年7月製作 

雲林縣虎尾鎮中山里水災防災地圖 

  

虎尾鎮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5-632-1322 

里長-陳坤珍 
電話:05-632-6111 

虎尾派出所 
電話:05-632-2118 

虎尾消防分隊 
電話:05-632-2150 

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http://2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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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人口數：1,125人 

室內避難處所 村（里）界 

加油站 

350mm/24小時淹水潛勢 

地點: 虎尾國小體育館 
容納: 686人 
地址: 公安里明正路88號 
電話: 05-632-2026#21 

疏散方向 

適用水災災害 

水災：就地或垂直避難；低窪地
區前往避難處所。淹水潛勢區為
參考值，避難路線請依實際淹水
狀況挑選，或請求當地消防分(小)
隊協助撤離。 

虎尾國小體育館 

http://246.swcb.gov.tw/
http://www.wra.gov.tw/
http://www.thb.gov.tw/


圖
例 

標示 設施 行政區域界線 

防災資訊 
行政區位圖 

災害通報單位及人員 

防災資訊網站 

避難原則 

避難收容處所 

虎尾鎮公所107年7月製作 

雲林縣虎尾鎮新興里水災防災地圖 

  

虎尾鎮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5-632-1322 

里長-蔡榮富 
電話:05-633-2112 

虎尾派出所 
電話:05-632-2118 

虎尾消防分隊 
電話:05-632-2150 

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http://2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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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人口數：1,196人 

村（里）界 室內避難處所 

災害應變中心 

加油站 

350mm/24小時淹水潛勢 

地點: 虎尾廳 
容納: 99人 
地址:新興里行政路6號 
電話: 05-632-2121#221 

疏散方向 

適用水災災害 

水災：就地或垂直避難；低窪地
區前往避難處所。淹水潛勢區為
參考值，避難路線請依實際淹水
狀況挑選，或請求當地消防分(小)
隊協助撤離。 

虎尾廳 

http://246.swcb.gov.tw/
http://www.wra.gov.tw/
http://www.thb.gov.tw/


圖
例 

防災資訊 
行政區位圖 

災害通報單位及人員 

防災資訊網站 

避難原則 

避難收容處所 

虎尾鎮公所107年7月製作 

編號1000903-003 

虎尾鎮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5-632-2132 

里長-鄭蔡雪娥 
電話:05-632-6168 

虎尾派出所 
電話:05-632-2118 

虎尾消防分隊 
電話:05-632-2150 

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http://2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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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人口數：3,396人 

地點: 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活動中心 
容納: 647人 
地址: 公安里博愛路65號 
電話: 05-632-2767#500 標示 設施 行政區域界線 

雲林縣虎尾鎮東仁里水災防災地圖 

  

村（里）界 室內避難處所 

災害應變中心 

加油站 

350mm/24小時淹水潛勢 

疏散方向 

適用水災災害 

水災：就地或垂直避難；低窪地區前
往避難處所。淹水潛勢區為參考值，
避難路線請依實際淹水狀況挑選，或
請求當地消防分(小)隊協助撤離。 

虎尾高級農工 
職業學校活動中心 

http://246.swcb.gov.tw/
http://www.wra.gov.tw/
http://www.thb.gov.tw/


圖
例 

標示 設施 行政區域界線 

防災資訊 
行政區位圖 

災害通報單位及人員 

防災資訊網站 

避難原則 

避難收容處所 

虎尾鎮公所107年7月製作 

雲林縣虎尾鎮公安里水災防災地圖 

  

虎尾鎮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5-632-2132 

里長-黃中輝 
電話:05-632-7643 

虎尾派出所 
電話:05-632-2118 

虎尾消防分隊 
電話:05-632-2150 

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http://2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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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人口數：3,547人 

室內避難處所 村（里）界 室內避難處所 

加油站 

350mm/24小時淹水潛勢 

地點: 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活動中心 
容納: 647人 
地址: 公安里博愛路65號 
電話: 05-632-2767#500 
 

疏散方向 

適用水災災害 

水災：就地或垂直避難；低窪地
區前往避難處所。淹水潛勢區為
參考值，避難路線請依實際淹水
狀況挑選，或請求當地消防分(小)
隊協助撤離。 

虎尾高級農工 
職業學校活動中心 

http://246.swcb.gov.tw/
http://www.wra.gov.tw/
http://www.thb.gov.tw/


圖
例 

標示 設施 行政區域界線 

防災資訊 
行政區位圖 

災害通報單位及人員 

防災資訊網站 

避難原則 

避難收容處所 

虎尾鎮公所107年7月製作 

雲林縣虎尾鎮德興里水災防災地圖 

  

虎尾鎮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5-632-2132 

里長-陳錦松 
電話:05-632-0396 

虎尾派出所 
電話:05-632-2118 

虎尾消防分隊 
電話:05-632-2150 

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http://2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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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人口數：3,167人 

村（里）界 室內避難處所 

加油站 

350mm/24小時淹水潛勢 

疏散方向 

適用水災災害 

地點: 虎尾國小體育館 
容納: 686人 
地址: 公安里明正路88號 
電話: 05-632-2026#21 
 
 

水災：就地或垂直避難；低窪地區
前往避難處所。淹水潛勢區為參考
值，避難路線請依實際淹水狀況挑
選，或請求當地消防分(小)隊協助
撤離。 

虎尾國小體育館 

http://246.swcb.gov.tw/
http://www.wra.gov.tw/
http://www.thb.gov.tw/


圖
例 

標示 設施 行政區域界線 

防災資訊 
行政區位圖 

災害通報單位及人員 

防災資訊網站 

避難原則 

避難收容處所 

虎尾鎮公所107年7月製作 

雲林縣虎尾鎮西安里水災防災地圖 

  

虎尾鎮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5-632-2132 

里長-陳水敏 
電話:05-632-7605 

虎尾派出所 
電話:05-632-2118 

虎尾消防分隊 
電話:05-632-2150 

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http://2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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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人口數：3,958人 

疏散方向 

適用水災災害 

村（里）界 

350mm/24小時淹水潛勢 

室內避難處所 

加油站 

地點: 虎尾國小體育館 
容納: 686人 
地址: 公安里明正路88號 
電話: 05-632-2026#21 
 

水災：就地或垂直避難；低窪地區前
往避難處所。淹水潛勢區為參考值，
避難路線請依實際淹水狀況挑選，或
請求當地消防分(小)隊協助撤離。 

虎尾國小體育館 

http://246.swcb.gov.tw/
http://www.wra.gov.tw/
http://www.thb.gov.tw/


圖
例 

標示 設施 行政區域界線 

防災資訊 
行政區位圖 

災害通報單位及人員 

防災資訊網站 

避難原則 

避難收容處所 

虎尾鎮公所107年7月製作 

雲林縣虎尾鎮安慶里水災防災地圖 

  

虎尾鎮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5-632-2132 

里長-廖勝雄 
電話:05-633-9816 

虎尾派出所 
電話:05-632-2118 

虎尾消防分隊 
電話:05-632-2150 

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http://2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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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人口數：1,777人 

疏散方向 

適用水災災害 

室內避難處所 村（里）界 

加油站 

350mm/24小時淹水潛勢 

水災：就地或垂直避難；低窪地區前
往避難處所。淹水潛勢區為參考值，
避難路線請依實際淹水狀況挑選，或
請求當地消防分(小)隊協助撤離。 

地點: 虎尾廳 
容納: 99人 
地址:新興里行政路6號 
電話: 05-632-2121#221 
 
 

虎尾廳 

http://246.swcb.gov.tw/
http://www.wra.gov.tw/
http://www.thb.gov.tw/


圖
例 

標示 設施 行政區域界線 

防災資訊 
行政區位圖 

災害通報單位及人員 

防災資訊網站 

避難原則 

避難收容處所 

虎尾鎮公所107年7月製作 

雲林縣虎尾鎮平和里水災防災地圖 

  

虎尾鎮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5-632-2132 

里長-黃火聰 
電話:05-632-1962 

虎尾派出所 
電話:05-632-2118 

虎尾消防分隊 
電話:05-632-2150 

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http://2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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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人口數：5,754人 

疏散方向 

適用水災災害 

室內避難處所 村（里）界 

加油站 

350mm/24小時淹水潛勢 

水災：就地或垂直避難；低窪地區前
往避難處所。淹水潛勢區為參考值，
避難路線請依實際淹水狀況挑選，或
請求當地消防分(小)隊協助撤離。 

地點: 虎尾鎮立體育館 
容納: 6000人 
地址:公安里水源路10-10號 
電話: 05-632-2132#221 
 

虎尾鎮立體育館 

http://246.swcb.gov.tw/
http://www.wra.gov.tw/
http://www.thb.gov.tw/


圖
例 

標示 設施 行政區域界線 

防災資訊 
行政區位圖 

災害通報單位及人員 

防災資訊網站 

避難原則 

避難收容處所 

虎尾鎮公所107年7月製作 

雲林縣虎尾鎮興南里水災防災地圖 

  

虎尾鎮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5-632-2132 

里長-周清石 
電話:05-6313-839 

虎尾派出所 
電話:05-632-2118 

虎尾消防分隊 
電話:05-632-2150 

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http://2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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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人口數：2,858人 

室內避難處所 村（里）界 

350mm/24小時淹水潛勢 

疏散方向 

適用水災災害 

地點: 虎尾廳 
容納: 99人 
地址:新興里行政路6號 
電話: 05-632-2121#221 

水災：就地或垂直避難；低窪地區
前往避難處所。淹水潛勢區為參考
值，避難路線請依實際淹水狀況挑
選，或請求當地消防分(小)隊協助
撤離。 

虎尾廳 

http://246.swcb.gov.tw/
http://www.wra.gov.tw/
http://www.thb.gov.tw/


圖
例 

標示 設施 行政區域界線 

防災資訊 
行政區位圖 

災害通報單位及人員 

防災資訊網站 

避難原則 

避難收容處所 

虎尾鎮公所107年7月製作 

雲林縣虎尾鎮新吉里水災防災地圖 

  

虎尾鎮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5-632-2132 

里長-吳秋女 
電話:05-633-3042 

虎尾派出所 
電話:05-632-2118 

虎尾消防分隊 
電話:05-632-2150 

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http://2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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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人口數：4,884人 

室內避難處所 村（里）界 

地點: 虎尾國小體育館 
容納: 686人 
地址: 公安里明正路88號 
電話: 05-632-2026#21 

350mm/24小時淹水潛勢 

疏散方向 

適用水災災害 

水災：就地或垂直避難；低窪
地區前往避難處所。淹水潛勢
區為參考值，避難路線請依實
際淹水狀況挑選，或請求當地
消防分(小)隊協助撤離。 

虎尾國小體育館 

http://246.swcb.gov.tw/
http://www.wra.gov.tw/
http://www.thb.gov.tw/


圖
例 

標示 設施 行政區域界線 

防災資訊 
行政區位圖 

災害通報單位及人員 

防災資訊網站 

避難原則 

避難收容處所 

虎尾鎮公所107年7月製作 

雲林縣虎尾鎮穎川里水災防災地圖 

  

虎尾鎮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5-632-2132 

里長-郭惠珍 
電話:05-632-2650 

虎尾派出所 
電話:05-632-2118 

虎尾消防分隊 
電話:05-632-2150 

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http://2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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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人口數：2,432人 

地點: 虎尾國小體育館 
容納: 686人 
地址: 公安里明正路88號 
電話: 05-632-2026#21 
 

村（里）界 室內避難處所 

350mm/24小時淹水潛勢 

疏散方向 

適用水災災害 

水災：就地或垂直避難；低窪地區
前往避難處所。淹水潛勢區為參考
值，避難路線請依實際淹水狀況挑
選，或請求當地消防分(小)隊協助
撤離。 

虎尾國小體育館 

http://246.swcb.gov.tw/
http://www.wra.gov.tw/
http://www.thb.gov.tw/


圖
例 

標示 設施 行政區域界線 

防災資訊 
行政區位圖 

災害通報單位及人員 

防災資訊網站 

避難原則 

避難收容處所 

虎尾鎮公所107年7月製作 

雲林縣虎尾鎮延平里水災防災地圖 

  

虎尾鎮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5-632-2132 

里長-林新坤 
電話:0936-246-277 

虎尾派出所 
電話:05-632-2118 

虎尾消防分隊 
電話:05-632-2150 

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http://2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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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人口數：1,338人 

 

 

村（里）界 室內避難處所 疏散方向 

適用水災災害 

350mm/24小時淹水潛勢 

水災：就地或垂直避難；低窪地區前
往避難處所。淹水潛勢區為參考值，
避難路線請依實際淹水狀況挑選，或
請求當地消防分(小)隊協助撤離。 

地點: 虎尾國小體育館 
容納: 686人 
地址: 公安里明正路88號 
電話: 05-632-2026#21 

虎尾國小體育館 

http://246.swcb.gov.tw/
http://www.wra.gov.tw/
http://www.thb.gov.tw/


圖
例 

標示 設施 行政區域界線 

防災資訊 
行政區位圖 

災害通報單位及人員 

防災資訊網站 

避難原則 

避難收容處所 

虎尾鎮公所107年7月製作 

雲林縣虎尾鎮三合里水災防災地圖 

  

虎尾鎮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5-632-2132 

里長-林昆座 
電話:05-662-2739 

虎尾派出所 
電話:05-632-2118 

虎尾消防分隊 
電話:05-632-2150 

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http://2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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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人口數：1,535人 

地點：崇德國中桌球館 
容納：357人 
電話：05-632-2806#043 
地址：廉使里文科路1530號 
 

室內避難處所 村（里）界 疏散方向 

適用水災災害 

350mm/24小時淹水潛勢 

水災：就地或垂直避難；低窪地區前
往避難處所。淹水潛勢區為參考值，
避難路線請依實際淹水狀況挑選，或
請求當地消防分(小)隊協助撤離。 

虎尾廳 

崇德國中桌球館 

http://246.swcb.gov.tw/
http://www.wra.gov.tw/
http://www.thb.gov.tw/


圖
例 

標示 設施 行政區域界線 

防災資訊 
行政區位圖 

災害通報單位及人員 

防災資訊網站 

避難原則 

避難收容處所 

虎尾鎮公所107年7月製作 

雲林縣虎尾鎮北溪里水災防災地圖 

  

虎尾鎮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5-632-2132 

里長-彭志原 
電話:05-631-4056 

東屯派出所 
電話:05-665-1474 

虎尾消防分隊 
電話:05-632-2150 

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http://2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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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人口數：1,032人 

室內避難處所 村（里）界 

地點：崇德國中桌球館 
容納：357人 
電話：05-632-2806#043 
地址：廉使里文科路1530號 
 

350mm/24小時淹水潛勢 

疏散方向 

適用水災災害 

水災：就地或垂直避難；低窪地區前
往避難處所。淹水潛勢區為參考值，
避難路線請依實際淹水狀況挑選，或
請求當地消防分(小)隊協助撤離。 

虎尾國小
體育館 

崇德國中桌球館 

http://246.swcb.gov.tw/
http://www.wra.gov.tw/
http://www.thb.gov.tw/


圖
例 

標示 設施 行政區域界線 

防災資訊 
行政區位圖 

災害通報單位及人員 

防災資訊網站 

避難原則 

避難收容處所 

虎尾鎮公所107年7月製作 

雲林縣虎尾鎮墾地里水災防災地圖 

  

虎尾鎮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5-632-2132 

里長-黃秋雄 
電話:05-636-3060 

東屯派出所 
電話:05-665-1474 

虎尾消防分隊 
電話:05-632-2150 

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http://2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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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人口數：1,824人 

地點：崇德國中桌球館 
容納：357人 
電話：05-632-2806#043 
地址：廉使里文科路1530號 

室內避難處所 村（里）界 

350mm/24小時淹水潛勢 

疏散方向 

適用水災災害 

水災：就地或垂直避難；低窪地區前
往避難處所。淹水潛勢區為參考值，
避難路線請依實際淹水狀況挑選，或
請求當地消防分(小)隊協助撤離。 

崇德國中桌球館 

http://246.swcb.gov.tw/
http://www.wra.gov.tw/
http://www.thb.gov.tw/


圖
例 

標示 設施 行政區域界線 

防災資訊 
行政區位圖 

災害通報單位及人員 

防災資訊網站 

避難原則 

避難收容處所 

虎尾鎮公所107年7月製作 

雲林縣虎尾鎮西屯里水災防災地圖 

  

虎尾鎮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5-632-2132 

里長-王文杉 
電話:05-665-1210 

東屯派出所 
電話:05-665-1474 

虎尾消防分隊 
電話:05-632-2150 

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http://2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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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人口數：1,765人 

室內避難處所 村（里）界 

地點：崇德國中桌球館 
容納：357人 
電話：05-632-2806#043 
地址：廉使里文科路1530號 

疏散方向 

適用水災災害 

350mm/24小時淹水潛勢 

水災：就地或垂直避難；低窪地區前
往避難處所。淹水潛勢區為參考值，
避難路線請依實際淹水狀況挑選，或
請求當地消防分(小)隊協助撤離。 

崇德國中桌球館 

http://246.swcb.gov.tw/
http://www.wra.gov.tw/
http://www.thb.gov.tw/


圖
例 

標示 設施 行政區域界線 

防災資訊 
行政區位圖 

災害通報單位及人員 

防災資訊網站 

避難原則 

避難收容處所 

虎尾鎮公所107年7月製作 

雲林縣虎尾鎮芳草里水災防災地圖 

  

虎尾鎮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5-632-2132 

里長-趙朝勤 
電話:05-665-1825 

東屯派出所 
電話:05-665-1474 

虎尾消防分隊 
電話:05-632-2150 

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http://2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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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人口數：1,023人 

室內避難處所 

地點：崇德國中桌球館 
容納：357人 
電話：05-632-2806#043 
地址：廉使里文科路1530號 

村（里）界 疏散方向 

適用水災災害 

350mm/24小時淹水潛勢 

水災：就地或垂直避難；低窪地
區前往避難處所。淹水潛勢區為
參考值，避難路線請依實際淹水
狀況挑選，或請求當地消防分(小)
隊協助撤離。 

崇德國中桌球館 

http://246.swcb.gov.tw/
http://www.wra.gov.tw/
http://www.thb.gov.tw/


圖
例 

標示 設施 行政區域界線 

防災資訊 
行政區位圖 

災害通報單位及人員 

防災資訊網站 

避難原則 

避難收容處所 

虎尾鎮公所107年7月製作 

雲林縣虎尾鎮埒內里水災防災地圖 

  

虎尾鎮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5-632-2132 

里長-鐘大焜 
電話:05-622-1039 

埒內派出所 
電話:05-622-1995 

虎尾消防分隊 
電話:05-632-2150 

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http://2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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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人口數：3,086人 

地點: 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活動中心 
容納: 647人 
地址: 公安里博愛路65號 
電話: 05-632-2767#500 
 
 
 室內避難處所 村（里）界 疏散方向 

適用水災災害 

350mm/24小時淹水潛勢 

水災：就地或垂直避難；低窪地區前
往避難處所。淹水潛勢區為參考值，
避難路線請依實際淹水狀況挑選，或
請求當地消防分(小)隊協助撤離。 

虎尾高級農工 
職業學校活動中心 

http://246.swcb.gov.tw/
http://www.wra.gov.tw/
http://www.thb.gov.tw/


圖
例 

標示 設施 行政區域界線 

防災資訊 
行政區位圖 

災害通報單位及人員 

防災資訊網站 

避難原則 

避難收容處所 

虎尾鎮公所107年7月製作 

雲林縣虎尾鎮堀頭里水災防災地圖 

  

虎尾鎮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5-632-2132 

里長-李萬壽 
電話:05-622-0374 

埒內派出所 
電話:05-622-1995 

虎尾消防分隊 
電話:05-632-2150 

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http://2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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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人口數：936人 

地點: 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活動中心 
容納: 647人 
地址: 公安里博愛路65號 
電話: 05-632-2767#500 

村（里）界 疏散方向 

適用水災災害 

350mm/24小時淹水潛勢 

室內避難處所 

加油站 

水災：就地或垂直避難；低窪地區前
往避難處所。淹水潛勢區為參考值，
避難路線請依實際淹水狀況挑選，或
請求當地消防分(小)隊協助撤離。 

虎尾高級農工 
職業學校活動中心 

http://246.swcb.gov.tw/
http://www.wra.gov.tw/
http://www.thb.gov.tw/


圖
例 

標示 設施 行政區域界線 

防災資訊 
行政區位圖 

災害通報單位及人員 

防災資訊網站 

避難原則 

避難收容處所 

虎尾鎮公所107年7月製作 

雲林縣虎尾鎮安溪里水災防災地圖 

  

虎尾鎮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5-632-2132 

里長-蔡朝忠 
電話:05-622-3365 

埒內派出所 
電話:05-622-1995 

虎尾消防分隊 
電話:05-632-2150 

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http://2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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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人口數：2,013人 

室內避難處所 村（里）界 

350mm/24小時淹水潛勢 

地點: 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活動中心 
容納: 647人 
地址: 公安里博愛路65號 
電話: 05-632-2767#500 
 

疏散方向 

適用水災災害 

水災：就地或垂直避難；低窪地區前
往避難處所。淹水潛勢區為參考值，
避難路線請依實際淹水狀況挑選，或
請求當地消防分(小)隊協助撤離。 

虎尾高級農工 
職業學校活動中心 

http://246.swcb.gov.tw/
http://www.wra.gov.tw/
http://www.thb.gov.tw/


圖
例 

標示 設施 行政區域界線 

防災資訊 
行政區位圖 

災害通報單位及人員 

防災資訊網站 

避難原則 

避難收容處所 

虎尾鎮公所107年7月製作 

雲林縣虎尾鎮興中里水災防災地圖 

  

虎尾鎮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5-632-2132 

里長-蔡忠化 
電話:05-632-4907 

埒內派出所 
電話:05-622-1995 

虎尾消防分隊 
電話:05-632-2150 

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http://2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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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人口數：1,892人 

室內避難處所 村（里）界 

350mm/24小時淹水潛勢 

疏散方向 

適用水災災害 

地點: 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活動中心 
容納: 647人 
地址: 公安里博愛路65號 
電話: 05-632-2767#500 

水災：就地或垂直避難；低窪地區前
往避難處所。淹水潛勢區為參考值，
避難路線請依實際淹水狀況挑選，或
請求當地消防分(小)隊協助撤離。 

虎尾高級農工 
職業學校活動中心 

http://246.swcb.gov.tw/
http://www.wra.gov.tw/
http://www.thb.gov.tw/


圖
例 

標示 設施 行政區域界線 

防災資訊 
行政區位圖 

災害通報單位及人員 

防災資訊網站 

避難原則 

避難收容處所 

虎尾鎮公所107年7月製作 

雲林縣虎尾鎮廉使里水災防災地圖 

  

虎尾鎮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5-632-2132 

里長-戴國華 
電話:05-632-2701 

埒內派出所 
電話:05-622-1995 

虎尾消防分隊 
電話:05-632-2150 

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http://2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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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人口數：3,770人 

室內避難處所 村（里）界 

地點：崇德國中桌球館 
容納：357人 
電話：05-632-2806#043 
地址：廉使里文科路1530號 
 

350mm/24小時淹水潛勢 

疏散方向 

適用水災災害 

水災：就地或垂直避難；低窪地區前
往避難處所。淹水潛勢區為參考值，
避難路線請依實際淹水狀況挑選，或
請求當地消防分(小)隊協助撤離。 崇德國中桌球館 

http://246.swcb.gov.tw/
http://www.wra.gov.tw/
http://www.thb.gov.tw/


圖
例 

標示 設施 行政區域界線 

防災資訊 
行政區位圖 

災害通報單位及人員 

防災資訊網站 

避難原則 

避難收容處所 

虎尾鎮公所107年7月製作 

雲林縣虎尾鎮惠來里水災防災地圖 

  

虎尾鎮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5-632-2132 

里長-周森寶 
電話:05-622-1982 

惠來派出所 
電話:05-622-2065 

虎尾消防分隊 
電話:05-632-2150 

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http://2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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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人口數：2,719人 

室內避難處所 村（里）界 

多功能活動中心 
容納：360人 
電話：05-632-2132#216 
地址：平和里大成街123號 
 

350mm/24小時淹水潛勢 

疏散方向 

適用水災災害 

水災：就地或垂直避難；低窪地區前
往避難處所。淹水潛勢區為參考值，
避難路線請依實際淹水狀況挑選，或
請求當地消防分(小)隊協助撤離。 

多功能活動中心 

http://246.swcb.gov.tw/
http://www.wra.gov.tw/
http://www.thb.gov.tw/


圖
例 

標示 設施 行政區域界線 

防災資訊 
行政區位圖 

災害通報單位及人員 

防災資訊網站 

避難原則 

避難收容處所 

虎尾鎮公所107年7月製作 

雲林縣虎尾鎮頂溪里水災防災地圖 

  

虎尾鎮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5-632-2132 

里長-張長和 
電話:05-622-2710 

惠來派出所 
電話:05-622-2065 

虎尾消防分隊 
電話:05-632-2150 

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http://2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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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人口數：3,022人 

室內避難處所 
村（里）界 

多功能活動中心 
容納：360人 
電話：05-632-2132#216 
地址：平和里大成街123號 

350mm/24小時淹水潛勢 

疏散方向 

適用水災災害 

水災：就地或垂直避難；低窪地區前
往避難處所。淹水潛勢區為參考值，
避難路線請依實際淹水狀況挑選，或
請求當地消防分(小)隊協助撤離。 

多功能活動中心 

http://246.swcb.gov.tw/
http://www.wra.gov.tw/
http://www.thb.gov.tw/


圖
例 

標示 設施 行政區域界線 

防災資訊 
行政區位圖 

災害通報單位及人員 

防災資訊網站 

避難原則 

避難收容處所 

虎尾鎮公所107年7月製作 

雲林縣虎尾鎮中溪里水災防災地圖 

  

虎尾鎮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5-632-2132 

里長-鄭武山 
電話:05-622-0608 

惠來派出所 
電話:05-622-2065 

虎尾消防分隊 
電話:05-632-2150 

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http://2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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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人口數：1,569人 

室內避難處所 村（里）界 

350mm/24小時淹水潛勢 

多功能活動中心 
容納：360人 
電話：05-632-2132#216 
地址：平和里大成街123號 
 
 

疏散方向 

適用水災災害 

水災：就地或垂直避難；低窪地區
前往避難處所。淹水潛勢區為參考
值，避難路線請依實際淹水狀況挑
選，或請求當地消防分(小)隊協助
撤離。 

疏散方向 

適用水災災害 

疏散方向 

適用水災災害 

多功能活動中心 

http://246.swcb.gov.tw/
http://www.wra.gov.tw/
http://www.thb.gov.tw/


圖
例 

標示 設施 行政區域界線 

防災資訊 
行政區位圖 

災害通報單位及人員 

防災資訊網站 

避難原則 

避難收容處所 

虎尾鎮公所107年7月製作 

雲林縣虎尾鎮下溪里水災防災地圖 

  

虎尾鎮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5-632-2132 

里長-周勝騰 
電話:05-622-0608 

惠來派出所 
電話:05-622-2065 

虎尾消防分隊 
電話:05-632-2150 

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http://2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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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人口數：1,748人 

多功能活動中心 
容納：360人 
電話：05-632-2132#216 
地址：平和里大成街123號 
 

室內避難處所 村（里）界 

350mm/24小時淹水潛勢 

疏散方向 

適用水災災害 

水災：就地或垂直避難；低窪地區前
往避難處所。淹水潛勢區為參考值，
避難路線請依實際淹水狀況挑選，或
請求當地消防分(小)隊協助撤離。 

多功能活動中心 

http://246.swcb.gov.tw/
http://www.wra.gov.tw/
http://www.thb.gov.tw/


圖
例 

標示 設施 行政區域界線 

防災資訊 
行政區位圖 

災害通報單位及人員 

防災資訊網站 

避難原則 

避難收容處所 

虎尾鎮公所107年7月製作 

雲林縣虎尾鎮建國里水災防災地圖 

  

虎尾鎮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5-632-2132 

里長-蘇成就 
電話:6323373 

埓內派出所 
電話:05-622-1995 

虎尾消防分隊 
電話:05-632-2150 

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http://2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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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人口數：641人 

室內避難處所 村（里）界 

地點：崇德國中桌球館 
容納：357人 
電話：05-632-2806#043 
地址：廉使里文科路1530號 

疏散方向 

適用水災災害 

350mm/24小時淹水潛勢 

水災：就地或垂直避難；低窪地區前
往避難處所。淹水潛勢區為參考值，
避難路線請依實際淹水狀況挑選，或
請求當地消防分(小)隊協助撤離。 

崇德國中桌球館 

http://246.swcb.gov.tw/
http://www.wra.gov.tw/
http://www.thb.gov.tw/


圖
例 

標示 設施 行政區域界線 

防災資訊 
行政區位圖 

災害通報單位及人員 

防災資訊網站 

避難原則 

避難收容處所 

虎尾鎮公所107年7月製作 

雲林縣虎尾鎮立仁里水災防災地圖 

  

虎尾鎮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5-632-2132 

里長-王仁德 
電話:05-633-4142 

虎尾派出所 
電話:05-632-2118 

虎尾消防分隊 
電話:05-632-2150 

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http://2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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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人口數：4,650人 

地點: 虎尾國小體育館 
容納: 686人 
地址: 公安里明正路88號 
電話: 05-632-2026#21 
 

室內避難處所 村（里）界 

350mm/24小時淹水潛勢 

疏散方向 

適用水災災害 

水災：就地或垂直避難；低窪地區前
往避難處所。淹水潛勢區為參考值，
避難路線請依實際淹水狀況挑選，或
請求當地消防分(小)隊協助撤離。 

虎尾國小體育館 

http://246.swcb.gov.tw/
http://www.wra.gov.tw/
http://www.thb.gov.tw/


圖
例 

標示 設施 行政區域界線 

防災資訊 
行政區位圖 

災害通報單位及人員 

防災資訊網站 

避難原則 

避難收容處所 

虎尾鎮公所107年7月製作 

雲林縣虎尾鎮東屯里水災防災地圖 

  

虎尾鎮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5-632-2132 

里長-方西湖 
電話:05-665-5308 

東屯派出所 
電話:05-665-1474 

虎尾消防分隊 
電話:05-632-2150 

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http://2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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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人口數：1,447人 

室內避難處所 村（里）界 

地點：崇德國中桌球館 
容納：357人 
電話：05-632-2806#043 
地址：廉使里文科路1530號 
 

350mm/24小時淹水潛勢 

疏散方向 

適用水災災害 

水災：就地或垂直避難；低窪地區前
往避難處所。淹水潛勢區為參考值，
避難路線請依實際淹水狀況挑選，或
請求當地消防分(小)隊協助撤離。 

崇德國中桌球館 

http://246.swcb.gov.tw/
http://www.wra.gov.tw/
http://www.thb.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