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類別 里別 防空疏散避難設施地址 可容納人數

嘉田汽車公司 小東里
斗南鎮小東里17鄰延平路1段100

號
191

振裕米廠 小東里
斗南鎮小東里16鄰大同路444巷

41號
55

源欣興農畜食

品公司
小東里 斗南鎮小東里17鄰公論路12號 23

德謙製鞋公司 小東里 斗南鎮小東里17鄰德業路27號 233

弘安紙業（萬

能公司）
小東里

斗南鎮小東里17鄰大業路30-10

號
140

環亞橡膠公司 小東里 斗南鎮小東里17鄰德業路16號 293

妙一慈堂 小東里 斗南鎮小東里17鄰德業路29號 24

和記食品 小東里 斗南鎮小東里17鄰公論路3號 41

品祥企業 小東里 斗南鎮小東里17鄰公論路2號 98

長城電纜 小東里 斗南鎮小東里17鄰公論路14號 56

裕農（嘉升）

冷凍
小東里

斗南鎮小東里17鄰德業路33巷15

號
51

黃氏製葯廠 小東里
斗南鎮小東里16鄰大同路444巷

11號
138

總發企業 小東里 斗南鎮小東里17鄰公論路19號 536

木豐企業 小東里 斗南鎮小東里17鄰公論路21號 75

妙一慈堂 小東里 斗南鎮小東里德業路29號 361

金農貿昜公司 小東里 斗南鎮小東里17鄰德業路36號 55

裕農冷凍公司 小東里 斗南鎮小東里17鄰公論路8號 71

大榮貨運 小東里 斗南鎮小東里17鄰公論路25號 170

振裕機械 小東里 斗南鎮小東里17鄰德業路28號 95

三福食品 小東里 斗南鎮小東里17鄰公論路17號 111

匯豐汽車公司 小東里 斗南鎮小東里大業路106號 264

冠軍公司 小東里 斗南鎮小東里17鄰德業路25巷8 830

大德工商 小東里 斗南鎮小東里16鄰大同路400號 372

富盛發實業公

司
小東里

斗南鎮小東里17鄰德業路33巷16

號
118

大德工商 小東里 斗南鎮小東里15鄰大同路400號 1162

一般住宅 中天里 斗南鎮中天里中山路120號 206

一般住宅 中天里 斗南鎮中天里順安街112號 127

一般住宅 中天里 斗南鎮中天里順安街134號 40

雲林縣斗南鎮防空疏散避難設施



斗南高中 西岐里 斗南鎮西岐里中山路212號 746

斗南高中 西岐里 斗南鎮西岐里中山路212號 503

一般住宅 北銘里 斗南鎮北銘里6鄰興北路1號 556

大樓 北銘里 斗南鎮北銘里4鄰新生1路19號 1355

永安旅社 北銘里 斗南鎮北銘里10鄰永安街132號 123

福安醫院 北銘里 斗南鎮北銘里15鄰永安街58號 119

南都汽車斗南

服務廠
北銘里 斗南鎮北銘里6鄰延平路2段87號 103

福安醫院 北銘里 斗南鎮北銘里15鄰永安街58號 118

福安醫院 北銘里 斗南鎮北銘里永安街58號 268

福安醫院 北銘里 斗南鎮北銘里文昌路110號 661

雲林縣農會 北銘里 斗南鎮北銘里永安街57號 1083

一般住宅 西岐里 斗南鎮西岐里34鄰六合街20號-34號 1097

一般住宅 西岐里 斗南鎮西岐里34鄰六合街1-11號 649

一般住宅 西岐里 斗南鎮西岐里建國2路149-161號 930

一般住宅 西岐里 斗南鎮西岐里19鄰福德街135號 662
大樓 西岐里 斗南鎮西岐里2鄰永安街186號 1102

一般住宅 西岐里 斗南鎮西岐里大同路331號 118

一般住宅 西岐里 斗南鎮西岐里17鄰同安街66-76號 265

斗南圖書館 西岐里 斗南鎮西岐里19鄰福德街151號 168

鎮立立體停車

場(停一)
西岐里 斗南鎮西岐里延平路2段266號 1172

斗南鎮公所 西岐里 斗南鎮西岐里27鄰文昌路200號 310

凱司娛樂 西岐里 斗南鎮西岐里29鄰大同路325號 205

國泰人壽大樓 西岐里 斗南鎮西岐里延平路2段368號 523

斗南高中 西岐里 斗南鎮西岐里中山路212號 722

煙洒公賣局倉

庫
西岐里 斗南鎮西岐里6鄰文昌路493號 205

真耶穌教會斗

南教會
西岐里 斗南鎮西岐里33鄰建國2路127號 106

一般住宅 明昌里 斗南鎮明昌里明昌路46號 792
大樓 明昌里 斗南鎮明昌里延平路2段572之2 468

大銘電業公司 明昌里 斗南鎮明昌里1鄰興華街32號 133

順安宮 明昌里 斗南鎮明昌里明昌路1號 870

內政部雲林教

養院
東仁里 斗南鎮東仁里忠孝路157號 747

內政部雲林教

養院
東仁里 斗南鎮東仁里忠孝路157號 800



內政部雲林教

養院
東仁里 斗南鎮東仁里忠孝路157號 565

醫院 東仁里 斗南鎮東仁里中山路12-14號 123

一般住宅 林子里 斗南鎮林子里1鄰大同路12號 400

大樓 南昌里 斗南鎮南昌里25鄰民生路82號 1588

一般住宅 南昌里 斗南鎮南昌里25鄰世榮街20號 297

大樓 南昌里
斗南鎮南昌里順安街45號（南昌

路162號）
527

一般住宅 南昌里
斗南鎮南昌里五福2街25號之1、

福興街1號
1393

大樓 南昌里 斗南鎮南昌里民權路29-31號 248

公路局斗南站 南昌里 斗南鎮南昌里22鄰南昌路145號 136

紅美人茶室 南昌里 斗南鎮南昌里24鄰民權路91號 123

佳賓旅社 南昌里 斗南鎮南昌里24鄰新興街203號 426

他里霧旅社 南昌里 斗南鎮南昌里23鄰順安街65號 166

廣東香小吃部 南昌里 斗南鎮南昌里29鄰五福街17號 56

仁安堂葯局 南昌里 斗南鎮南昌里10鄰文元街43號 150

南美大旅社 南昌里 斗南鎮南昌里18鄰民權路26號 16

清龍旅社 南昌里 斗南鎮南昌里20鄰民權路15號 8

斗南第二市場 南昌里 斗南鎮南昌里光復街36號 4890

吳外科 南昌路 斗南鎮南昌里南昌路124號 121

斗南鎮農會（

小東加工廠）
新光里

斗南鎮新光里20鄰延平路1段412

號
43

加企實業有限

公司
新光里 斗南鎮新光里20鄰興業1街29號 82

一般住宅 新南里 斗南鎮新南里1鄰南勢路200號 67

特殊教育學校

行政大樓
新崙里 斗南鎮新崙里26鄰新崙路100號 440

特殊教育學校

教學大樓
新崙里 斗南鎮新崙里26鄰新崙路100號 1321

一般住宅 舊社里 斗南鎮舊社里新生三路519巷1-14號 752

育明興業 舊社里 斗南鎮舊社里信義路25巷15號 80

鴻茂股份公司 舊社里 斗南鎮舊社里11鄰信義路25巷5 69

亞美企業社 舊社里 斗南鎮舊社里信義路66號 116

合計 87處 37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