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 年度嘉義市西區水災潛勢：建議避難路線
聯合里別

里別

湖內里

是否位於潛勢

避難路線

(450mm/24hr)

是

1. 西邊民眾路線：新民路→民生南路→沿路往北邊直
行→進行疏散
2. 北邊民眾路線：南京路→民生南路→沿路往北邊直
行→進行疏散
3. 東邊民眾路線：湖子內路 87 巷 48 弄→湖子內路
515 巷→湖子內路→民生南路→沿路往北邊直行
→進行疏散
4. 南邊民眾路線：湖子內路→嘉義市垃圾焚化廠
1. 南邊民眾路線：南京路→新民路→新民路 555 巷→

獅子里

否

光路社區活動中心
2. 南邊民眾路線：南京路→新民路→民生國中
3. 東邊民眾路線：民生南路→世賢路四段→新民路→
民生國中
4. 北邊民眾路線：新民路→世賢路三段→南京路→錦
州三街→錦州二街→西區區公所

八掌聯合里

導明里

否

1. 西邊民眾路線：垂楊路→崇文國小
2. 西邊民眾路線：垂楊路→永和街→康樂街→永和里
集會所
3. 北邊民眾路線：垂楊路→崇文國小
4. 北邊民眾路線：垂楊路→吳鳳北路→民族路→民族
國小
5. 南邊民眾路線：永安街→民生南路→興業東路→吳
鳳南路→崇文街→興南里集會所

培元里

否

1. 北邊民眾路線：垂楊路→崇文國小
2. 西邊民眾路線：垂楊路→永和街→康樂街→永和里
集會所
3. 東邊民眾路線：新榮路→垂楊路→崇文國小
4. 南邊民眾路線：仁愛路→興業西路→新民路→民生
國中
5. 南邊民眾路線：仁愛路→興業西路→新民路→重慶
路→興嘉國小

垂楊里

否

1. 北邊民眾路線：垂楊路→崇文國小
2. 北邊民眾路線：垂楊路→永和街→康樂街→永和里
集會所
3. 東邊民眾路線：仁愛路→垂楊路→崇文國小
4. 南邊民眾路線：新民路→民生國中
5. 南邊民眾路線：新民路→重慶路→興嘉國小
6. 西邊民眾路線：新建街→垂楊路→垂楊國小

7. 西邊民眾路線：新建街→興業西路→新民路→重慶
路→興嘉國小
1. 東邊民眾路線：新建街→興業西路→新民路→民生
2.
3.
車店里

否

4.
5.
6.

國中
東邊民眾路線：新建街→興業西路→新民路→重慶
路→興嘉國小
北邊民眾路線：上海路→新建街→垂楊路→垂楊國
小
北邊民眾路線：南京路→重慶路→興嘉國小
北邊民眾路線：興業西路→南京路→重慶路→興嘉
國小
西邊民眾路線：漢口路→重慶路→錦州三街→錦州
二街→西區區公所

7. 南邊民眾路線：世賢路三段→重慶路→錦州三街→
錦州二街→西區區公所
1. 東邊民眾路線：新民路→民生國中

福民里

美源里

否

否

2. 北邊民眾路線：徐州六街→重慶路→興嘉國小
3. 北邊民眾路線：南京路→重慶路→興嘉國小
4. 西邊民眾路線：漢口路→重慶路→錦州三街→錦州
二街→西區區公所
5. 南邊民眾路線：世賢路三段→重慶路→錦州三街→
錦州二街→西區區公所
6. 南邊民眾路線：世賢路三段→新民路→新民路 555
巷→光路社區活動中心
1. 北邊民眾路線：興業東路→興業西路→新民路→民
生國中
2. 北邊民眾路線：興業東路→興業西路→新民路→重
慶路→興嘉國小
3. 東邊民眾路線：興業東路→民生南路→世賢路四段
→新民路→民生國中
4. 東邊民眾路線：世賢路四段→大業街 172 巷→大業
街→大業國中
5. 南邊民眾路線：興安街→大業街→大業國中
6. 南邊民眾路線：世賢路四段→新民路→新民路 555
巷→光路社區活動中心

光路里

否

1. 東邊民眾路線：南京東街→世賢路四段→新民路→
民生國中
2. 南邊民眾路線：南京路→民生南路→世賢路四段→
新民路→民生國中
3. 西邊民眾路線：新民路→新民路 555 巷→光路社區
活動中心
4. 西邊民眾路線：南京路→錦州三街→錦州二街→西

區區公所
5. 西邊民眾路線：南京路→重慶路→興嘉國小
1. 南邊民眾路線：興業東路→嘉南社區活動中心

育英里

否

2. 東邊民眾路線：崇文街→興中街→垂楊路→崇文國
小
3. 東邊民眾路線：崇文街→興南里集會所
4. 西邊民眾路線：民生南路→垂楊路→崇文國小
5. 北邊民眾路線：垂楊路→崇文國小
6. 北邊民眾路線：垂楊路→吳鳳北路→民族路→民族
國小
1. 北邊民眾路線：永安街→民生南路→垂楊路→崇文
國小
2. 南邊民眾路線：興業東路→興業西路→新民路→民

致遠里

否

生國中
3. 南邊民眾路線：興業東路→興業西路→新民路→重
慶路→興嘉國小
4. 西邊民眾路線：西門街→興業西路→新民路→重慶
路→興嘉國小

翠岱里

自強里

否

1. 北邊民眾路線：西門街→垂楊路→崇文國小
2. 東邊民眾路線：興業西路→民生南路→垂楊路→崇
文國小
3. 西邊民眾路線：興業西路→新民路→民生國中
4. 西邊民眾路線：興業西路→新民路→重慶路→興嘉
國小

否

1. 北邊民眾路線：仁愛路→新民路→民生國中
2. 北邊民眾路線：仁愛路→興業西路→新民路→重慶
路→興嘉國小
3. 西邊民眾路線：新民路→重慶路→興嘉國小
4. 西邊民眾路線：新民路→上海路→新建街→垂楊路
→垂楊國小
5. 南邊民眾路線：新民路→重慶路→南京路→錦州三
街→錦州二街→西區區公所
1. 南邊民眾路線：新民路→新民路 555 巷→光路社區
活動中心

紅瓦里

否

2. 南邊民眾路線：新民路→民生國中
3. 東邊民眾路線：南京路→錦州三街→錦州二街→西
區區公所
4. 東邊民眾路線：南京路→重慶路→興嘉國小
5. 西邊民眾路線：重慶一街→世賢路三段→世賢路二
段→友忠路→玉山國中
6. 北邊民眾路線：世賢路三段→世賢路二段→友忠路
→玉山國中

1. 北邊民眾路線：世賢路一段 580 巷→世賢路一段→
保安二路→友愛路→龍江街→新厝社區活動中心
2. 東邊民眾路線：自由路→友愛路→龍江街→新厝社
3.
保安里

否

4.
5.
6.

區活動中心
西邊民眾路線：北社尾路→世賢路一段 612 巷→北
社尾路 166 巷→北園國中
西邊民眾路線：世賢路一段→世賢國小
西邊民眾路線：八德路→竹圍三路→竹圍四路→國
揚五街→四維路→世賢路一段→世賢國小
南邊民眾路線：北興街→北安路→竹圍三路→竹圍
四路→國揚五街→四維路→世賢路一段→世賢國
小

1. 東邊民眾路線：松江一街→友愛路→博愛國小

新厝里

否

北鎮聯合里
北湖里

是

2. 西邊民眾路線：友愛路→龍江街→新厝社區活動中
心
3. 南邊民眾路線：興達路→友忠路→友愛路→博愛國
小
4. 北邊民眾路線：世賢路一段→松江一街→友愛路→
博愛國小
1. 北邊民眾路線：世賢路一段 580 巷→世賢路一段→
世賢國小
2. 東邊民眾路線：北社尾路→世賢路一段 612 巷→北
社尾路 166 巷→北園國中
3. 南邊民眾路線：北港路→世賢路一段→世賢國小
4. 西邊民眾路線：市 2 鄉道(下埤里)→頂埤 57 號→
下埤社區活動中心

是

1. 北邊民眾路線：賢達路→市 2 鄉道(下埤里)→頂埤
57 號→下埤社區活動中心
2. 北邊民眾路線：賢達路→世賢路一段→世賢國小
3. 東邊民眾路線：市 2 鄉道→北社尾路→北社尾路
166 巷→北園國中
4. 南邊民眾路線：北港路→世賢路一段→世賢國小
5. 西邊民眾路線：保福一路→保正街→市 2 鄉道(下
埤里) →頂埤 57 號→下埤社區活動中心

竹村里

是

1. 北邊民眾路線：賢達路→市 2 鄉道(下埤里)→頂埤
57 號→下埤社區活動中心
2. 東邊民眾路線：保正街→市 2 鄉道(下埤里) →頂
埤 57 號→下埤社區活動中心
3. 南邊民眾路線：北港路→保福一路→保正街→市 2
鄉道(下埤里) →頂埤 57 號→下埤社區活動中心

保生里

否

1. 北邊民眾路線：世賢路一段→保安二路→友愛路→
博愛國小

下埤里

2. 東邊民眾路線：友愛路→博愛國小
3. 東邊民眾路線：友愛路→龍江街→新厝社區活動中
心
4. 南邊民眾路線：自由路→遠東街→龍江街→新厝社
區活動中心
5. 南邊民眾路線：北興街→友忠路→友愛路→博愛國
小
6. 西邊民眾路線：自由路→北安路→竹圍三路→竹圍
四路→國揚五街→四維路→世賢路一段→世賢國小

保福里

北新里

否

是

1. 北邊民眾路線：世賢路一段→世賢國小
2. 東邊民眾路線：北安路→竹圍三路→竹圍四路→國
揚五街→四維路→世賢路一段→世賢國小
3. 東邊民眾路線：竹圍路→四維路→世賢路一段→世
賢國小
4. 南邊民眾路線：德安路→四維路→世賢路一段→世
賢國小
5. 西邊民眾路線：四維路→世賢路一段→世賢國小
1. 西邊民眾路線：海口寮路→許厝庄→文化路→世賢
路一段→松江一街→友愛路→博愛國小
2. 北邊民眾路線：文化路→世賢路一段→松江一街→
友愛路→博愛國小
3. 南邊民眾路線：保安二路→友愛路→龍江街→新厝
社區活動中心
4. 南邊民眾路線：世賢路一段→世賢國小
5. 南邊民眾路線：世賢路一段→北社尾路→世賢路一
段 612 巷→北社尾路 166 巷→北園國中

書院里

否

1. 北邊民眾路線：中山路→民生北路→垂楊路→崇文
國小
2. 東邊民眾路線：民族路→民生北路→垂楊路→崇文
國小
3. 南邊民眾路線：仁愛路→垂楊路→崇文國小
4. 西邊民眾路線：民族路→新民路→垂楊路→垂楊國
小
1. 北邊民眾路線：民族路→民生北路→垂楊路→崇文

長榮聯合里
新富里

永和里

否

否

國小
2. 西邊民眾路線：仁愛路→垂楊路→永和街→康樂街
→永和里集會所
3. 南邊民眾路線：垂楊路→崇文國小
1. 北邊民眾路線：民族路→民生北路→垂楊路→崇文
國小
2. 北邊民眾路線：民族路→新民路→康樂街→永和里
集會所

3. 西邊民眾路線：垂楊路→垂楊國小
4. 南邊民眾路線：垂楊路→崇文國小
1. 北邊民眾路線：中山路→公明路→吳鳳北路→東區
文化里

西榮里

否

否

區公所
2. 西邊民眾路線：民族路→民族國小
3. 南邊民眾路線：垂楊路→崇文國小
4. 東邊民眾路線：文化路→垂楊路→崇文國小
1. 北邊民眾路線：中山路→公明路→吳鳳北路→東區
區公所
2. 南邊民眾路線：民族路→文化路→垂楊路→崇文國
小
3. 西邊民眾路線：民族路→民生北路→垂楊路→崇文
國小
1. 北邊民眾路線：文化路→公明路→吳鳳北路→東區
區公所
2. 西邊民眾路線：民生北路→民族路→民族國小

國華里

番社里

否

否

3. 南邊民眾路線：中山路→公明路→吳鳳北路→東區
區公所
4. 南邊民眾路線：中山路→光華路→吳鳳北路→民族
路→民族國小
1. 北邊民眾路線：民生北路→中山路→公明路→吳鳳
北路→東區區公所
2. 南邊民眾路線：民生北路→垂楊路→崇文國小
3. 西邊民眾路線：林森西路→中山路→民族路→民生
北路→垂楊路→崇文國小
4. 西邊民眾路線：林森西路→中山路→新民路→康樂
街→永和里集會所

慶安里

否

1. 南邊民眾路線：北興路橋→民權路→自由路→友忠
路→友愛路→博愛國小
2. 東邊民眾路線：五顯街→博愛路一段→文化路→友
愛路→博愛國小
3. 西邊民眾路線：北興街→友忠路→興達路→龍江街
→新厝社區活動中心
1. 北邊民眾路線：博愛路一段→文化路→友愛路→博

北興聯合里

北榮里

否

2.
3.
4.
5.

重興里

否

愛國小
北邊民眾路線：博愛路一段→博東路→北興國中
東邊民眾路線：文化路→友愛路→博愛國小
南邊民眾路線：五顯街→博愛路一段→文化路→友
愛路→博愛國小
西邊民眾路線：博愛路一段→興達路→龍江街→新
厝社區活動中心

1. 東邊民眾路線：博愛路一段→文化路→友愛路→博

愛國小
2. 北邊民眾路線：友忠路→友愛路→博愛國小
3. 西邊民眾路線：遠東街→龍江街→新厝社區活動中
心
4. 南邊民眾路線：北興街→友忠路→友愛路→博愛國
小

後驛里

否

1. 北邊民眾路線：北興街→友忠路→沿路往東北邊行
進→進行疏散
2. 東邊民眾路線：後驛街→中興路→沿路往西邊行進
→進行疏散
3. 南邊民眾路線：博愛路二段→中興路→沿路往西邊
行進→進行疏散
4. 西邊民眾路線：友忠路→友愛路→沿路往北邊行進
→進行疏散
1. 南邊民眾路線：博愛路一段→文化路→友愛路→博
愛國小

香湖里

否

2. 南邊民眾路線：博愛路一段→博東路→北興國中
3. 西邊民眾路線：世賢路一段→松江一街→友愛路→
博愛國小
4. 西邊民眾路線：世賢路一段→松江一街→保安一路
→龍江街→新厝社區活動中心
5. 東邊民眾路線：世賢路一段→松江一街→友愛路→
博愛國小
6. 北邊民眾路線：文化路 722 巷→文化路→世賢路一
段→松江一街→友愛路→博愛國小

湖邊里

否

1. 北邊民眾路線：世賢路一段→松江一街→友愛路→
博愛國小
2. 東邊民眾路線：文化路→友愛路→博愛國小
3. 南邊民眾路線：博愛路一段→文化路→友愛路→博
愛國小
4. 南邊民眾路線：博愛路一段→博東路→北興國中
5. 西邊民眾路線：友忠路→興達路→龍江街→新厝社
區活動中心
1. 北邊民眾路線：北興街→北安路→竹圍三路→竹圍

竹園聯合里

竹圍里

否

福全里

否

四路→國揚五街→四維路→世賢路一段→世賢國
小
2. 東邊民眾路線：友忠路→中興路→八德路→德安路
→四維路→世賢路一段→世賢國小
3. 南邊民眾路線：中興路→八德路→德安路→四維路
→世賢路一段→世賢國小
1. 南邊民眾路線：友愛路→沿路往北邊行進→進行疏
散

2. 南邊民眾路線：嘉雄陸橋→民族路→新民路→康樂
街→永和里集會所
3. 西邊民眾路線：中興路→北港路→四維路→沿路往
北邊行進→進行疏散
4. 東邊民眾路線：友忠路→沿路往東北邊行進→進行
疏散

福安里

否

1. 東邊民眾路線：德安路→四維路→世賢路一段→世
賢國小
2. 南邊民眾路線：中興路→北港路→四維路→世賢路
一段→世賢國小
3. 西邊民眾路線：世賢路二段→世賢路一段→世賢國
小
4. 西邊民眾路線：興達路→北港路→世賢路一段→世
賢國小
5. 北邊民眾路線：四維路→世賢路一段→世賢國小
1. 南邊民眾路線：劉厝路→劉厝 131 號→劉厝社區活
2.

劉厝里

否

3.
4.
5.

動中心
東邊民眾路線：博愛路二段→世賢路二段→友忠路
→玉山國中
北邊民眾路線：玉山路→世賢路二段→友忠路→玉
山國中
西邊民眾路線：自強街→大利街→劉厝 131 號→劉
厝社區活動中心
西邊民眾路線：大貴路→大同路→育人路→育人路
165 巷→港坪社區活動中心

是

1. 西邊民眾路線：育人路 381 巷→育人路→育人路
165 巷→港坪社區活動中心
2. 西邊民眾路線：大同路→育人路→育人路 165 巷→
港坪社區活動中心
3. 南邊民眾路線：玉山路→世賢路二段→友忠路→玉
山國中
4. 北邊民眾路線：世賢路二段→大同路→港坪運動公
園
5. 東邊民眾路線：大同路→港坪運動公園

頭港里

是

1. 西邊民眾路線：玉山路→大貴路→自強街→大利街
→劉厝 131 號→劉厝社區活動中心
2. 東邊民眾路線：育人路→育人路 165 巷→港坪社區
活動中心
3. 北邊民眾路線：育人路 778 巷→育人路→何庄社區
活動中心

西平里

否

1. 北邊民眾路線：四維路→大同路→港坪運動公園
2. 北邊民眾路線：友忠路→大同路→港坪運動公園

港坪里

3. 南邊民眾路線：世賢路三段→世賢路二段→友忠路
→玉山國中
4. 東邊民眾路線：興業西路→中興路→友忠路→玉山
國中
5. 東邊民眾路線：垂楊路→垂楊國小

大溪里

是

1. 北邊民眾路線：保福一路→保正街→市 2 鄉道(下
埤里) →頂埤 57 號→下埤社區活動中心
2. 東邊民眾路線：北港路→世賢路一段→世賢國小
3. 東邊民眾路線：世賢路二段→大同路→港坪運動公
園
4. 西邊民眾路線：高鐵大道→埤竹路→北港路→保福
一路→保正街→市 2 鄉道(下埤里) →頂埤 57 號→
下埤社區活動中心
5. 南邊民眾路線：育人路 778 巷→育人路→何庄社區
活動中心
6. 南邊民眾路線：育人路 381 巷→育人路→育人路
165 巷→港坪社區活動中心

磚磘里

否

1. 西邊民眾路線：金山路→大同路→港坪運動公園
2. 南邊民眾路線：玉山路→世賢路二段→友忠路→玉
山國中
3. 南邊民眾路線：大統路→友忠路→玉山國中
4. 北邊民眾路線：大同路→港坪運動公園
5. 東邊民眾路線：友忠路→玉山國中
6. 東邊民眾路線：博愛路二段→中興路→友忠路→玉
山國中

新西里

否

1. 北邊民眾路線：垂楊路→垂楊國小
2. 西邊民眾路線：青年街→上海路→漢口路→錦州二
街→西區區公所
3. 西邊民眾路線：青年街→南京路→重慶路→興嘉國
小
4. 東邊民眾路線：上海路→新建街→垂楊路→垂楊國
小
5. 南邊民眾路線：上海路→漢口路→錦州二街→西區
區公所
6. 南邊民眾路線：南京路→興業西路→徐州六街→重
慶路→興嘉國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