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類別 里別 防空疏散避難設施地址 可容納人數

一般住宅 中山里 虎尾鎮中山里中正路94號 23

一般住宅 中山里 虎尾鎮中山里中正路100號 176

一般住宅 中山里 虎尾鎮中山里仁愛路60號 22

一般住宅 中山里 虎尾鎮中山里中正路106號 64

一般住宅 中山里 虎尾鎮中山里中正路108號 68

一般住宅 中山里 虎尾鎮中山里中正路110號 74

一般住宅 中山里 虎尾鎮中山里中正路116號 18

一般住宅 中山里 虎尾鎮中山里中正路121號 53

一般住宅 中山里 虎尾鎮中山里中正路143號 18

一般住宅 中山里 虎尾鎮中山里仁愛路1號 106

一般住宅 中山里 虎尾鎮中山里中正路140號 38

一般住宅 中山里 虎尾鎮中山里中正路140號 127

一般住宅 中山里 虎尾鎮中山里中正路146號 22

一般住宅 中山里 虎尾鎮中山里公安路115號 92

大樓 中山里 虎尾鎮中山里新生路157號 1411

一般住宅 中山里 虎尾鎮中山里新興路63號 126

一般住宅 中山里 虎尾鎮中山里中山路82號 209

一般住宅 中山里 虎尾鎮中山里德興路16號 733

永慶房屋 中山里 虎尾鎮中山里中正路39號 170

一般住宅 中山里 虎尾鎮中山里中正路140號 165

振宏公司 中山里 虎尾鎮中山里中山路67號 116

大樓 公安里 虎尾鎮公安里林森路1段416巷31號 657

大樓 公安里 虎尾鎮公安里林森路1段360巷41號 381

大樓 公安里 虎尾鎮公安里林森路1段360巷9-39號 1766

一般住宅 公安里 虎尾鎮公安里博愛路20號 22

一般住宅 公安里 虎尾鎮公安里博愛路96號 31

一般住宅 公安里 虎尾鎮公安里博愛路106巷39號 27

一般住宅 公安里 虎尾鎮公安里博愛路106巷41號 27

一般住宅 公安里 虎尾鎮公安里博愛路106巷37之1號 27

一般住宅 公安里 虎尾鎮公安里博愛路98號 31

大樓 公安里 虎尾鎮公安里新興路114號 283

大樓 公安里 虎尾鎮公安里光復路482號 231

一般住宅 公安里 虎尾鎮公安里林森路1段396巷47號 193

一般住宅 公安里 虎尾鎮公安里光復路446號 139

雲林縣虎尾鎮防空疏散避難設施



一般住宅 公安里 虎尾鎮公安里博愛路43號 176

一般住宅 公安里 虎尾鎮公安里林森路1段416巷13號 261

一般住宅 公安里 虎尾鎮公安里明正東路40號 221

虎尾國小 公安里 虎尾鎮公安里明正路88號 878

啟楠公司 公安里 虎尾鎮公安里光復路432號 138

虎尾帝王管委

會
公安里 虎尾鎮公安里林森路1段476至488號 890

大樓 公安里 虎尾鎮公安里公安路178號之18 348

一般住宅 平和里 虎尾鎮平和里光明路56號 408

雲林農田水利

會
平和里 虎尾鎮平和里七鄰光明路91之1號 196

大成商工

升學大樓
平和里 虎尾鎮平和里成平街21號 1000

平和國小

B棟
平和里 虎尾鎮平和里光復路22號 186

平和國小A棟 平和里 虎尾鎮平和里光復路22號 558

大成商工

行政大樓
平和里 虎尾鎮平和里成平街21號 739

圖書館 平和里 虎尾鎮平和里光明路68號 672

大樓 平和里 虎尾鎮平和里成德街100號 378

大樓 立仁里 虎尾鎮立仁里北平路228號 2128

一般住宅 立仁里 虎尾鎮立仁里復興路147巷1-5號 117

一般住宅 立仁里 虎尾鎮立仁里北平路218號 40

大樓 立仁里 虎尾鎮立仁里立仁路51號 1047

大樓 立仁里 虎尾鎮立仁里忠孝路216號 1198

大樓 立仁里 虎尾鎮立仁里北平路250號 2128

一般住宅 立仁里 虎尾鎮立仁里復興路149號 1859

立仁國小

後棟
立仁里 虎尾鎮立仁里立仁路40號 450

立仁國小

西棟
立仁里 虎尾鎮立仁里立仁路40號 613

大樓 西安里 虎尾鎮西安里中正路263號 352

大樓 西安里 虎尾鎮西安里26鄰八德街101號 945

一般住宅 西安里 虎尾鎮西安里林森路2段57、59號 1503

大樓 西安里 虎尾鎮西安里中正路189號 282

一般住宅 西安里 虎尾鎮西安里五間厝60號 330

白宮影城 西安里 虎尾鎮西安里中正路257號 77

虎科大
西安里 虎尾鎮西安里工專路103號 121



虎科大學

單一館
西安里 虎尾鎮西安里文化路64號 445

虎科大學

機械館
西安里 虎尾鎮西安里文化路64號 1990

虎科大學

行政大樓
西安里 虎尾鎮西安里文化路64號 603

虎科技大學

文理大樓
西安里 虎尾鎮西安里文化路64號 716

大樓 東仁里 虎尾鎮東仁里三民路35號 849

國泰人壽 東仁里 虎尾鎮東仁里信義路67號 37

虎尾高中

至善樓
東仁里 虎尾鎮東仁里光復路222號 468

虎尾高中

圖書館
東仁里 虎尾鎮東仁里光復路222號 512

上毅公司 東仁里 虎尾鎮東仁里信義路28號 250

鄉寶公司

世中居大樓
東仁里 虎尾鎮東仁里福民路76號 307

東仁國中辦公

大樓
東仁里 虎尾鎮東仁里東明路85號 473

東仁國中

停車場
東仁里 虎尾鎮東仁里31鄰東明路85號 2058

昱龍建設公司 東仁里 虎尾鎮東仁里11鄰東興路146-1號 165

一般住宅 惠來里 虎尾鎮惠來里惠來145之10號 141

殯葬管理所 惠來里 虎尾鎮惠來里惠來201號 380

台榮企業 惠來里 虎尾鎮惠來里惠來112號 80

台大醫院

虎尾院區
廉使里 虎尾鎮廉使里學府路95號 3262

大樓 新吉里 虎尾鎮新吉里工專路281號 860

大樓 新吉里 虎尾鎮新吉里林森路2段436巷68號 464

大樓 新吉里 虎尾鎮新吉里工專路231號 504

一般住宅 新吉里 虎尾鎮新吉里工專路113號 473

安安婦產科 新吉里 虎尾鎮新吉里林森路2段428號 550

虎科大新一舍 新吉里 虎尾鎮新吉里工專路103號 1723

一般住宅 新興里 虎尾鎮新興里光復路441號 296

大樓 新興里 虎尾鎮新興里新生路92號 221

大樓 新興里 虎尾鎮新興里民生路46號 183

雲林縣稅務局

虎尾分局
新興里 虎尾鎮新興里光明路118號 449



虎尾地政事務

所
新興里 虎尾鎮新興里光明路120號 344

虎尾

鎮公所
新興里 虎尾鎮新興里行政路6號 833

源欣安股份有

限公司
新興里 虎尾鎮新興里和平路1號 471

台西客運虎尾

站
新興里 虎尾鎮新興里新興路80號 487

元富證券 新興里 虎尾鎮新興里中正路15號 402

海洋商業大樓 新興里 虎尾鎮新興里光復路443號 137

若瑟醫院A棟 新興里 虎尾鎮新興里民權路2號 1284

敬業公司 新興里 虎尾鎮新興里和平路17號 1064

若瑟醫院B棟 新興里 虎尾鎮新興里新生路74號 277

一般住宅 德興里 虎尾鎮德興里復興路84號 914

一般住宅 德興里 虎尾鎮德興里德興路75巷26號 957

大樓 德興里 虎尾鎮德興里德興路155號 652

聯合報虎尾辦

事處
德興里 虎尾鎮德興里北平路64號 411

天主堂 德興里 虎尾鎮德興里北平路77號 259

友華生技醫藥

股份有限公司
墾地里 虎尾鎮墾地里1鄰科虎路128號 521

松嶺實業有限

公司
墾地里 虎尾鎮墾地里1鄰永興北二街150號 1094

橋馥建築有限

公司
墾地里 虎尾鎮墾地里10鄰松園三路98號 682

鼎然建設公司 墾地里 雲林縣虎尾鎮墾地里1鄰科虎路6號 355

雲林家扶中心 穎川里 虎尾鎮穎川里1鄰頂南56號 596

安慶國小 安慶里 虎尾鎮安慶里中山路36號 747

合計 112處 58831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