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埔鹽鄉埔鹽村水災簡易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村(里)基本資料 

• 總人口數：1998人 

災害通報單位 

*彰化縣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7512148 
*埔鹽鄉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8652301 
*埔東派出所 
  電話：04-8653784 
*埔鹽消防分隊 

  電話:：04-8653437 

緊急聯絡人 

*村長：施瑞權 
  電話：04-8650010 

防災資料網站 

*內政部消防署 
http://www.nfa.gov.tw 
*彰化縣政府消防局 
http://www.chfd.gov.tw 
*彰化縣埔鹽鄉公所 
http://www.puyan.gov.tw/inde
x.aspx 

避難原則 

就地避難或垂直避難;低
窪地區前往避難處所 

避難收容處所 

彰化縣埔鹽國小 

 地址：彰化縣埔鹽鄉彰
水路一段252號 

 電話：04-8852882  

埔鹽鄉公所111年09月製作 

圖
例 

道路 標示 350mm / 24hr 

縣道 建議疏散避難方向 避難收容處所 老人福利 0.5 ~ 1.0 m 

1.0 ~ 2.0 m 
行政區域界線 適用水災災害 護理之家 兒少福利 

2.0 ~ 3.0 m 

村（里）界線 身心障礙福 圖資來源：NCDR災害潛勢地圖網站(105年) > 3.0 m 

埔鹽國小 



彰化縣埔鹽鄉埔鹽村地震簡易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村(里)基本資料 

• 總人口數：1998人 

災害通報單位 

*彰化縣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7512148 
*埔鹽鄉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8652301 
*埔東派出所 
  電話：04-8653784 
*埔鹽消防分隊 

  電話:：04-8653437 

緊急聯絡人 

*村長：施瑞權 
  電話：04-8650010 

防災資料網站 

*內政部消防署 
http://www.nfa.gov.tw 
*彰化縣政府消防局 
http://www.chfd.gov.tw 
*彰化縣埔鹽鄉公所 
http://www.puyan.gov.tw/inde
x.aspx 

避難原則 

前往開放空間或公園避難 

避難收容處所 

埔鹽鄉老人文康中心 

地址：彰化縣埔鹽鄉彰水
路一段340巷32號 

電話：04-8660026  

埔鹽鄉111年9月公所製作 

老人文康中心 

圖
例 

道路 標示 

縣道 建議疏散避難方向 避難收容處所 老人福利 

行政區域界線 適用地震災害 護理之家 兒少福利 

村（里）界線 身心障礙福 圖資來源：NCDR災害潛勢地圖網站(105年) 



彰化縣埔鹽鄉埔南村水災簡易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村(里)基本資料 

• 總人口數：1838人 

災害通報單位 

*彰化縣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7512148 
*埔鹽鄉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8652301 
*埔東派出所 
  電話：04-8653784 
*埔鹽消防分隊 

  電話:：04-8653437 

緊急聯絡人 

*村長：陳鴻振(代理村長) 
  電話：04-8856817 

防災資料網站 

*內政部消防署 
http://www.nfa.gov.tw 
*彰化縣政府消防局 
http://www.chfd.gov.tw 
*彰化縣埔鹽鄉公所 
http://www.puyan.gov.tw/inde
x.aspx 

避難原則 

就地避難或垂直避難;低
窪地區前往避難處所 

避難收容處所 

埔鹽鄉老人文康中心 
 地址：彰化縣埔鹽鄉彰
水路一段340巷32號 
 電話：04-8660026 

埔鹽鄉公所111年9月製作 

老人文康中心 

圖
例 

道路 標示 350mm / 24hr 

縣道 建議疏散避難方向 避難收容處所 老人福利 0.5 ~ 1.0 m 

1.0 ~ 2.0 m 
行政區域界線 適用水災災害 護理之家 兒少福利 

2.0 ~ 3.0 m 

村（里）界線 身心障礙福 圖資來源：NCDR災害潛勢地圖網站(105年) > 3.0 m 



彰化縣埔鹽鄉埔南村地震簡易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村(里)基本資料 

• 總人口數：1838人 

災害通報單位 

*彰化縣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7512148 
*埔鹽鄉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8652301 
*埔東派出所 
  電話：04-8653784 
*埔鹽消防分隊 

  電話:：04-8653437 

緊急聯絡人 

*村長：陳鴻振(代理村長) 

  電話：04-8856817 

防災資料網站 

*內政部消防署 
http://www.nfa.gov.tw 
*彰化縣政府消防局 
http://www.chfd.gov.tw 
*彰化縣埔鹽鄉公所 
http://www.puyan.gov.tw/inde
x.aspx 

避難原則 

前往開放空間或公園避難 

避難收容處所 

埔鹽鄉老人文康中心 

地址：彰化縣埔鹽鄉彰水
路一段340巷32號 

電話：04-8660026  

埔鹽鄉公所111年9月製作 

老人文康中心 

圖
例 

道路 標示 

縣道 建議疏散避難方向 避難收容處所 老人福利 

行政區域界線 適用地震災害 護理之家 兒少福利 

村（里）界線 身心障礙福 圖資來源：NCDR災害潛勢地圖網站(105年) 



彰化縣埔鹽鄉廍子村水災簡易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村(里)基本資料 

• 總人口數：1435人 

災害通報單位 

*彰化縣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7512148 
*埔鹽鄉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8652301 
*埔東派出所 
  電話：04-8653784 
*埔鹽消防分隊 

  電話:：04-8653437 

緊急聯絡人 

*村長：施來平 
  電話：04-8653746 

防災資料網站 

*內政部消防署 
http://www.nfa.gov.tw 
*彰化縣政府消防局 
http://www.chfd.gov.tw 
*彰化縣埔鹽鄉公所 
http://www.puyan.gov.tw/inde
x.aspx 

避難原則 

就地避難或垂直避難;低
窪地區前往避難處所 

避難收容處所 

埔鹽鄉老人文康中心 

 地址：彰化縣埔鹽鄉彰
水路一段340巷32號 

 電話：04-8660026 

埔鹽鄉公所111年9月製作 

埔鹽國小 

老人文康中心 

老人文康中心 

圖
例 

道路 標示 350mm / 24hr 

縣道 建議疏散避難方向 避難收容處所 老人福利 0.5 ~ 1.0 m 

1.0 ~ 2.0 m 
行政區域界線 適用水災災害 護理之家 兒少福利 

2.0 ~ 3.0 m 

村（里）界線 身心障礙福 圖資來源：NCDR災害潛勢地圖網站(105年) > 3.0 m 



彰化縣埔鹽鄉廍子村地震簡易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村(里)基本資料 

• 總人口數：1435人 

災害通報單位 

*彰化縣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7512148 
*埔鹽鄉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8652301 
*埔東派出所 
  電話：04-8653784 
*埔鹽消防分隊 

  電話:：04-8653437 

緊急聯絡人 

*村長：施來平 
  電話：04-8653746 

防災資料網站 

*內政部消防署 
http://www.nfa.gov.tw 
*彰化縣政府消防局 
http://www.chfd.gov.tw 
*彰化縣埔鹽鄉公所 
http://www.puyan.gov.tw/inde
x.aspx 

避難原則 

前往開放空間或公園避難 

避難收容處所 

埔鹽鄉老人文康中心 

地址：彰化縣埔鹽鄉彰水
路一段340巷32號 

電話：04-8660026  

埔鹽鄉公所111年9月製作 

老人文康中心 

圖
例 

道路 標示 

縣道 建議疏散避難方向 避難收容處所 老人福利 

行政區域界線 適用地震災害 護理之家 兒少福利 

村（里）界線 身心障礙福 圖資來源：NCDR災害潛勢地圖網站(105年) 



彰化縣埔鹽鄉出水村水災簡易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村(里)基本資料 

• 總人口數：1036人 

災害通報單位 

*彰化縣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7512148 
*埔鹽鄉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8652301 
*埔東派出所 
  電話：04-8653784 
*埔鹽消防分隊 

  電話:：04-8653437 

緊急聯絡人 

*村長：陳秋城 
  電話：04-8655419 

防災資料網站 

*內政部消防署 
http://www.nfa.gov.tw 
*彰化縣政府消防局 
http://www.chfd.gov.tw 
*彰化縣埔鹽鄉公所 
http://www.puyan.gov.tw/inde
x.aspx 

避難原則 

就地避難或垂直避難;低
窪地區前往避難處所 

避難收容處所 

彰化縣南港國小 

 地址：彰化縣埔鹽鄉南
港村埔菜路29-2號 

 電話：04-8850169  

埔鹽鄉公所111年9月製作 

南港國小 

圖
例 

道路 標示 350mm / 24hr 

縣道 建議疏散避難方向 避難收容處所 老人福利 0.5 ~ 1.0 m 

1.0 ~ 2.0 m 
行政區域界線 適用水災災害 護理之家 兒少福利 

2.0 ~ 3.0 m 

村（里）界線 身心障礙福 圖資來源：NCDR災害潛勢地圖網站(105年) > 3.0 m 



彰化縣埔鹽鄉出水村地震簡易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村(里)基本資料 

• 總人口數：1036人 

災害通報單位 

*彰化縣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7512148 
*埔鹽鄉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8652301 
*埔東派出所 
  電話：04-8653784 
*埔鹽消防分隊 

  電話:：04-8653437 

緊急聯絡人 

*村長：陳秋城 
  電話：04-8655419 

防災資料網站 

*內政部消防署 
http://www.nfa.gov.tw 
*彰化縣政府消防局 
http://www.chfd.gov.tw 
*彰化縣埔鹽鄉公所 
http://www.puyan.gov.tw/inde
x.aspx 

避難原則 

前往開放空間或公園避難 

避難收容處所 

埔鹽鄉老人文康中心 

地址：彰化縣埔鹽鄉彰水
路一段340巷32號 

電話：04-8660026  

埔鹽鄉公所111年9月製作 

老人文康中心 

圖
例 

道路 標示 

縣道 建議疏散避難方向 避難收容處所 老人福利 

行政區域界線 適用地震災害 護理之家 兒少福利 

村（里）界線 身心障礙福 圖資來源：NCDR災害潛勢地圖網站(105年) 



彰化縣埔鹽鄉南港村水災簡易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村(里)基本資料 

• 總人口數：2028人 

災害通報單位 

*彰化縣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7512148 
*埔鹽鄉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8652301 
*埔東派出所 
  電話：04-8653784 
*埔鹽消防分隊 

  電話:：04-8653437 

緊急聯絡人 

*村長：林啓崇 
  電話：04-8851741 

防災資料網站 

*內政部消防署 
http://www.nfa.gov.tw 
*彰化縣政府消防局 
http://www.chfd.gov.tw 
*彰化縣埔鹽鄉公所 
http://www.puyan.gov.tw/inde
x.aspx 

避難原則 

就地避難或垂直避難;低
窪地區前往避難處所 

避難收容處所 

彰化縣南港國小 

地址：彰化縣埔鹽鄉南港
村埔菜路29之2號 

電話：04-8850169               

埔鹽鄉公所111年9月製作 

南港國小 

圖
例 

道路 標示 350mm / 24hr 

縣道 建議疏散避難方向 避難收容處所 老人福利 0.5 ~ 1.0 m 

1.0 ~ 2.0 m 
行政區域界線 適用水災災害 護理之家 兒少福利 

2.0 ~ 3.0 m 

村（里）界線 身心障礙福 圖資來源：NCDR災害潛勢地圖網站(105年) > 3.0 m 



彰化縣埔鹽鄉南港村地震簡易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村(里)基本資料 

• 總人口數：2028人 

災害通報單位 

*彰化縣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7512148 
*埔鹽鄉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8652301 
*埔東派出所 
  電話：04-8653784 
*埔鹽消防分隊 

  電話:：04-8653437 

緊急聯絡人 

*村長：林啓崇 
  電話：04-8851741 

防災資料網站 

*內政部消防署 
http://www.nfa.gov.tw 
*彰化縣政府消防局 
http://www.chfd.gov.tw 
*彰化縣埔鹽鄉公所 
http://www.puyan.gov.tw/inde
x.aspx 

避難原則 

前往開放空間或公園避難 

避難收容處所 

埔鹽鄉老人文康中心 

地址：彰化縣埔鹽鄉彰水
路一段340巷32號 

電話：04-8660026 

埔鹽鄉公所111年9月製作 

老人文康中心 

圖
例 

道路 標示 

縣道 建議疏散避難方向 避難收容處所 老人福利 

行政區域界線 適用地震災害 護理之家 兒少福利 

村（里）界線 身心障礙福 圖資來源：NCDR災害潛勢地圖網站(105年) 



彰化縣埔鹽鄉打廉村水災簡易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村(里)基本資料 

• 總人口數：1033人 

災害通報單位 

*彰化縣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7512148 
*埔鹽鄉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8652301 
*埔東派出所 
  電話：04-8653784 
*埔鹽消防分隊 

  電話:：04-8653437 

緊急聯絡人 

*村長：陳育勝 
  電話：04-8811263 

防災資料網站 

*內政部消防署 
http://www.nfa.gov.tw 
*彰化縣政府消防局 
http://www.chfd.gov.tw 
*彰化縣埔鹽鄉公所 
http://www.puyan.gov.tw/inde
x.aspx 

避難原則 

就地避難或垂直避難;低
窪地區前往避難處所 

避難收容處所 

彰化縣大園國小 

地址：彰化縣埔鹽鄉豐澤
村埔打路45之1號 

電話：04-8853760   

埔鹽鄉公所111年9月製作 

大園國小 

圖
例 

道路 標示 350mm / 24hr 

縣道 建議疏散避難方向 避難收容處所 老人福利 0.5 ~ 1.0 m 

1.0 ~ 2.0 m 
行政區域界線 適用水災災害 護理之家 兒少福利 

2.0 ~ 3.0 m 

村（里）界線 身心障礙福 圖資來源：NCDR災害潛勢地圖網站(105年) > 3.0 m 



彰化縣埔鹽鄉打廉村地震簡易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村(里)基本資料 

• 總人口數：1033人 

災害通報單位 

*彰化縣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7512148 
*埔鹽鄉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8652301 
*埔東派出所 
  電話：04-8653784 
*埔鹽消防分隊 

  電話:：04-8653437 

緊急聯絡人 

*村長：陳育勝 
  電話：04-8811263 

防災資料網站 

*內政部消防署 
http://www.nfa.gov.tw 
*彰化縣政府消防局 
http://www.chfd.gov.tw 
*彰化縣埔鹽鄉公所 
http://www.puyan.gov.tw/inde
x.aspx 

避難原則 

前往開放空間或公園避難 

避難收容處所 

埔鹽鄉老人文康中心 

地址：彰化縣埔鹽鄉彰水
路一段340巷32號 

電話：04-8660026  

埔鹽鄉公所111年9月製作 

老人文康中心 

圖
例 

道路 標示 

縣道 建議疏散避難方向 避難收容處所 老人福利 

行政區域界線 適用地震災害 護理之家 兒少福利 

村（里）界線 身心障礙福 圖資來源：NCDR災害潛勢地圖網站(105年) 



彰化縣埔鹽鄉豐澤村水災簡易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村(里)基本資料 

• 總人口數：1483人 

災害通報單位 

*彰化縣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7512148 
*埔鹽鄉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8652301 
*埔東派出所 
  電話：04-8653784 
*埔鹽消防分隊 

  電話:：04-8653437 

緊急聯絡人 

*村長：林振榮 
  電話：04-8850209 

防災資料網站 

*內政部消防署 
http://www.nfa.gov.tw 
*彰化縣政府消防局 
http://www.chfd.gov.tw 
*彰化縣埔鹽鄉公所 
http://www.puyan.gov.tw/inde
x.aspx 

避難原則 

就地避難或垂直避難;低
窪地區前往避難處所 

避難收容處所 

彰化縣大園國小 

地址：彰化縣埔鹽鄉豐澤
村埔打路45之1號 

電話：04-8853760  

埔鹽鄉公所111年9月製作 

大園國小 

圖
例 

道路 標示 350mm / 24hr 

縣道 建議疏散避難方向 避難收容處所 老人福利 0.5 ~ 1.0 m 

1.0 ~ 2.0 m 
行政區域界線 適用水災災害 護理之家 兒少福利 

2.0 ~ 3.0 m 

村（里）界線 身心障礙福 圖資來源：NCDR災害潛勢地圖網站(105年) > 3.0 m 



彰化縣埔鹽鄉豐澤村地震簡易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村(里)基本資料 

• 總人口數：1483人 

災害通報單位 

*彰化縣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7512148 
*埔鹽鄉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8652301 
*埔東派出所 
  電話：04-8653784 
*埔鹽消防分隊 

  電話:：04-8653437 

緊急聯絡人 

*村長：林振榮 
  電話：04-8850209 

防災資料網站 

*內政部消防署 
http://www.nfa.gov.tw 
*彰化縣政府消防局 
http://www.chfd.gov.tw 
*彰化縣埔鹽鄉公所 
http://www.puyan.gov.tw/inde
x.aspx 

避難原則 

前往開放空間或公園避難 

避難收容處所 

埔鹽鄉老人文康中心 

地址：彰化縣埔鹽鄉彰水
路一段340巷32號 

電話：04-8660026  

埔鹽鄉公所111年9月製作 

老人文康中心 

圖
例 

道路 標示 

縣道 建議疏散避難方向 避難收容處所 老人福利 

行政區域界線 適用地震災害 護理之家 兒少福利 

村（里）界線 身心障礙福 圖資來源：NCDR災害潛勢地圖網站(105年) 



彰化縣埔鹽鄉崑崙村水災簡易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村(里)基本資料 

• 總人口數：1280人 

災害通報單位 

*彰化縣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7512148 
*埔鹽鄉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8652301 
*埔東派出所 
  電話：04-8653784 
*埔鹽消防分隊 

  電話:：04-8653437 

緊急聯絡人 

*村長：蔡志錦 
  電話：04-8854015 

防災資料網站 

*內政部消防署 
http://www.nfa.gov.tw 
*彰化縣政府消防局 
http://www.chfd.gov.tw 
*彰化縣埔鹽鄉公所 
http://www.puyan.gov.tw/inde
x.aspx 

避難原則 

就地避難或垂直避難;低
窪地區前往避難處所 

避難收容處所 

彰化縣埔鹽國小 

地址：彰化縣埔鹽鄉彰水
路一段252號 

電話：04-8852882  

埔鹽鄉公所111年9月製作 

埔鹽國小 

圖
例 

道路 標示 350mm / 24hr 

縣道 建議疏散避難方向 避難收容處所 老人福利 0.5 ~ 1.0 m 

1.0 ~ 2.0 m 
行政區域界線 適用水災災害 護理之家 兒少福利 

2.0 ~ 3.0 m 

村（里）界線 身心障礙福 圖資來源：NCDR災害潛勢地圖網站(105年) > 3.0 m 



彰化縣埔鹽鄉崑崙村地震簡易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村(里)基本資料 

• 總人口數：1280人 

災害通報單位 

*彰化縣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7512148 
*埔鹽鄉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8652301 
*埔東派出所 
  電話：04-8653784 
*埔鹽消防分隊 

  電話:：04-8653437 

緊急聯絡人 

*村長：蔡志錦 
  電話：04-8854015 

防災資料網站 

*內政部消防署 
http://www.nfa.gov.tw 
*彰化縣政府消防局 
http://www.chfd.gov.tw 
*彰化縣埔鹽鄉公所 
http://www.puyan.gov.tw/inde
x.aspx 

避難原則 

前往開放空間或公園避難 

避難收容處所 

埔鹽鄉老人文康中心 

地址：彰化縣埔鹽鄉彰水
路一段340巷32號 

電話：04-8660026  

埔鹽鄉公所111年9月製作 

老人文康中心 

圖
例 

道路 標示 

縣道 建議疏散避難方向 避難收容處所 老人福利 

行政區域界線 適用地震災害 護理之家 兒少福利 

村（里）界線 身心障礙福 圖資來源：NCDR災害潛勢地圖網站(105年) 



彰化縣埔鹽鄉角樹村水災簡易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村(里)基本資料 

• 總人口數：757人 

災害通報單位 

*彰化縣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7512148 
*埔鹽鄉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8652301 
*埔東派出所 
  電話：04-8653784 
*埔鹽消防分隊 

  電話:：04-8653437 

緊急聯絡人 

*村長：楊源豊 
  電話：04-8855371 

防災資料網站 

*內政部消防署 
http://www.nfa.gov.tw 
*彰化縣政府消防局 
http://www.chfd.gov.tw 
*彰化縣埔鹽鄉公所 
http://www.puyan.gov.tw/inde
x.aspx 

避難原則 

就地避難或垂直避難;低
窪地區前往避難處所 

避難收容處所 

彰化縣埔鹽鄉公所 

地址：彰化縣埔鹽鄉中正
路192號 

電話：04-8652301  

埔鹽鄉公所111年9月製作 

埔鹽鄉公所 

圖
例 

道路 標示 350mm / 24hr 

縣道 建議疏散避難方向 避難收容處所 老人福利 0.5 ~ 1.0 m 

1.0 ~ 2.0 m 
行政區域界線 適用水災災害 護理之家 兒少福利 

2.0 ~ 3.0 m 

村（里）界線 身心障礙福 圖資來源：NCDR災害潛勢地圖網站(105年) > 3.0 m 



彰化縣埔鹽鄉角樹村地震簡易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村(里)基本資料 

• 總人口數：757人 

災害通報單位 

*彰化縣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7512148 
*埔鹽鄉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8652301 
*埔東派出所 
  電話：04-8653784 
*埔鹽消防分隊 

  電話:：04-8653437 

緊急聯絡人 

*村長：楊源豊 
  電話：04-8855371 

防災資料網站 

*內政部消防署 
http://www.nfa.gov.tw 
*彰化縣政府消防局 
http://www.chfd.gov.tw 
*彰化縣埔鹽鄉公所 
http://www.puyan.gov.tw/inde
x.aspx 

避難原則 

前往開放空間或公園避難 

避難收容處所 

埔鹽鄉老人文康中心 

地址：彰化縣埔鹽鄉彰水
路一段340巷32號 

電話：04-8660026  

埔鹽鄉公所111年9月製作 

老人文康中心 

圖
例 

道路 標示 

縣道 建議疏散避難方向 避難收容處所 老人福利 

行政區域界線 適用地震災害 護理之家 兒少福利 

村（里）界線 身心障礙福 圖資來源：NCDR災害潛勢地圖網站(105年) 



彰化縣埔鹽鄉瓦磘村水災簡易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村(里)基本資料 

• 總人口數：1430人 

災害通報單位 

*彰化縣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7512148 
*埔鹽鄉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8652301 
*埔東派出所 
  電話：04-8653784 
*埔鹽消防分隊 

  電話:：04-8653437 

緊急聯絡人 

*村長：施易昌 
  電話：0910-464860 

防災資料網站 

*內政部消防署 
http://www.nfa.gov.tw 
*彰化縣政府消防局 
http://www.chfd.gov.tw 
*彰化縣埔鹽鄉公所 
http://www.puyan.gov.tw/inde
x.aspx 

避難原則 

就地避難或垂直避難;低
窪地區前往避難處所 

避難收容處所 

彰化縣埔鹽鄉公所 

地址：彰化縣埔鹽鄉中正
路192號 

電話：04-8652301 

埔鹽鄉公所111年9月製作 

埔鹽鄉公所 

圖
例 

道路 標示 350mm / 24hr 

縣道 建議疏散避難方向 避難收容處所 老人福利 0.5 ~ 1.0 m 

1.0 ~ 2.0 m 
行政區域界線 適用水災災害 護理之家 兒少福利 

2.0 ~ 3.0 m 

村（里）界線 身心障礙福 圖資來源：NCDR災害潛勢地圖網站(105年) > 3.0 m 



彰化縣埔鹽鄉瓦磘村地震簡易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村(里)基本資料 

• 總人口數：1430人 

災害通報單位 

*彰化縣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7512148 
*埔鹽鄉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8652301 
*埔東派出所 
  電話：04-8653784 
*埔鹽消防分隊 

  電話:：04-8653437 

緊急聯絡人 

*村長：施易昌 
  電話：0910-464860 

防災資料網站 

*內政部消防署 
http://www.nfa.gov.tw 
*彰化縣政府消防局 
http://www.chfd.gov.tw 
*彰化縣埔鹽鄉公所 
http://www.puyan.gov.tw/inde
x.aspx 

避難原則 

前往開放空間或公園避難 

避難收容處所 

埔鹽鄉老人文康中心 

地址：彰化縣埔鹽鄉彰水
路一段340巷32號 

電話：04-8660026 

埔鹽鄉公所111年9月製作 

老人文康中心 

圖
例 

道路 標示 

縣道 建議疏散避難方向 避難收容處所 老人福利 

行政區域界線 適用地震災害 護理之家 兒少福利 

村（里）界線 身心障礙福 圖資來源：NCDR災害潛勢地圖網站(105年) 



彰化縣埔鹽鄉好修村水災簡易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村(里)基本資料 

• 總人口數：2080人 

災害通報單位 

*彰化縣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7512148 
*埔鹽鄉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8652301 
*埔東派出所 
  電話：04-8653784 
*埔鹽消防分隊 

  電話:：04-8653437 

緊急聯絡人 

*村長：黃世仁 
  電話：04-8651658 

防災資料網站 

*內政部消防署 
http://www.nfa.gov.tw 
*彰化縣政府消防局 
http://www.chfd.gov.tw 
*彰化縣埔鹽鄉公所 
http://www.puyan.gov.tw/inde
x.aspx 

避難原則 

就地避難或垂直避難;低
窪地區前往避難處所 

避難收容處所 

彰化縣好修國小 
 地址：彰化縣埔鹽鄉員
鹿路二段149號 
電話：04-8653555 
 

埔鹽鄉公所111年9月製作 

好修國小 

圖
例 

道路 標示 350mm / 24hr 

縣道 建議疏散避難方向 避難收容處所 老人福利 0.5 ~ 1.0 m 

1.0 ~ 2.0 m 
行政區域界線 適用水災災害 護理之家 兒少福利 

2.0 ~ 3.0 m 

村（里）界線 身心障礙福 圖資來源：NCDR災害潛勢地圖網站(105年) > 3.0 m 



彰化縣埔鹽鄉好修村地震簡易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村(里)基本資料 

• 總人口數：2080人 

災害通報單位 

*彰化縣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7512148 
*埔鹽鄉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8652301 
*埔東派出所 
  電話：04-8653784 
*埔鹽消防分隊 

  電話:：04-8653437 

緊急聯絡人 

*村長：黃世仁 
  電話：04-8651658 

防災資料網站 

*內政部消防署 
http://www.nfa.gov.tw 
*彰化縣政府消防局 
http://www.chfd.gov.tw 
*彰化縣埔鹽鄉公所 
http://www.puyan.gov.tw/inde
x.aspx 

避難原則 

前往開放空間或公園避難 

避難收容處所 

埔鹽鄉老人文康中心 

地址：彰化縣埔鹽鄉彰水
路一段340巷32號 

電話：04-8660026 

埔鹽鄉公所111年9月製作 

老人文康中心 

圖
例 

道路 標示 

縣道 建議疏散避難方向 避難收容處所 老人福利 

行政區域界線 適用地震災害 護理之家 兒少福利 

村（里）界線 身心障礙福 圖資來源：NCDR災害潛勢地圖網站(105年) 



彰化縣埔鹽鄉西湖村水災簡易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村(里)基本資料 

• 總人口數：2392人 

災害通報單位 

*彰化縣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7512148 
*埔鹽鄉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8652301 
*埔東派出所 
  電話：04-8653784 
*埔鹽消防分隊 

  電話:：04-8653437 

緊急聯絡人 

*村長：李宗喜 
  電話：04-8652371 

防災資料網站 

*內政部消防署 
http://www.nfa.gov.tw 
*彰化縣政府消防局 
http://www.chfd.gov.tw 
*彰化縣埔鹽鄉公所 
http://www.puyan.gov.tw/inde
x.aspx 

避難原則 

就地避難或垂直避難;低
窪地區前往避難處所 

避難收容處所 

彰化縣好修國小 

地址：彰化縣埔鹽鄉員鹿
路二段149號 

電話：04-8653555   

埔鹽鄉公所111年9月製作 

好修國小 

圖
例 

道路 標示 350mm / 24hr 

縣道 建議疏散避難方向 避難收容處所 老人福利 0.5 ~ 1.0 m 

1.0 ~ 2.0 m 
行政區域界線 適用水災災害 護理之家 兒少福利 

2.0 ~ 3.0 m 

村（里）界線 身心障礙福 圖資來源：NCDR災害潛勢地圖網站(105年) > 3.0 m 



彰化縣埔鹽鄉西湖村地震簡易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村(里)基本資料 

• 總人口數：2392人 

災害通報單位 

*彰化縣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7512148 
*埔鹽鄉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8652301 
*埔東派出所 
  電話：04-8653784 
*埔鹽消防分隊 

  電話:：04-8653437 

緊急聯絡人 

*村長：李宗喜 
  電話：04-8652371 

防災資料網站 

*內政部消防署 
http://www.nfa.gov.tw 
*彰化縣政府消防局 
http://www.chfd.gov.tw 
*彰化縣埔鹽鄉公所 
http://www.puyan.gov.tw/inde
x.aspx 

避難原則 

前往開放空間或公園避難 

避難收容處所 

埔鹽鄉老人文康中心 

地址：彰化縣埔鹽鄉彰水
路一段340巷32號 

電話：04-8660026 

埔鹽鄉公所111年9月製作 

老人文康中心 

圖
例 

道路 標示 

縣道 建議疏散避難方向 避難收容處所 老人福利 

行政區域界線 適用地震災害 護理之家 兒少福利 

村（里）界線 身心障礙福 圖資來源：NCDR災害潛勢地圖網站(105年) 



彰化縣埔鹽鄉大有村水災簡易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村(里)基本資料 

• 總人口數：1403人 

災害通報單位 

*彰化縣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7512148 
*埔鹽鄉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8652301 
*埔東派出所 
  電話：04-8653784 
*埔鹽消防分隊 

  電話:：04-8653437 

緊急聯絡人 

*村長：李廣瑾 
  電話：04-8652225 

防災資料網站 

*內政部消防署 
http://www.nfa.gov.tw 
*彰化縣政府消防局 
http://www.chfd.gov.tw 
*彰化縣埔鹽鄉公所 
http://www.puyan.gov.tw/inde
x.aspx 

避難原則 

就地避難或垂直避難;低
窪地區前往避難處所 

避難收容處所 

彰化縣好修國小 

地址：彰化縣埔鹽鄉員鹿
路二段149號 

電話：04-8653555   

埔鹽鄉公所111年9月製作 

好修國小 

圖
例 

道路 標示 350mm / 24hr 

縣道 建議疏散避難方向 避難收容處所 老人福利 0.5 ~ 1.0 m 

1.0 ~ 2.0 m 
行政區域界線 適用水災災害 護理之家 兒少福利 

2.0 ~ 3.0 m 

村（里）界線 身心障礙福 圖資來源：NCDR災害潛勢地圖網站(105年) > 3.0 m 



彰化縣埔鹽鄉大有村地震簡易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村(里)基本資料 

• 總人口數：1403人 

災害通報單位 

*彰化縣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7512148 
*埔鹽鄉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8652301 
*埔東派出所 
  電話：04-8653784 
*埔鹽消防分隊 

  電話:：04-8653437 

緊急聯絡人 

*村長：李廣瑾 
  電話：04-8652225 

防災資料網站 

*內政部消防署 
http://www.nfa.gov.tw 
*彰化縣政府消防局 
http://www.chfd.gov.tw 
*彰化縣埔鹽鄉公所 
http://www.puyan.gov.tw/inde
x.aspx 

避難原則 

前往開放空間或公園避難 

避難收容處所 

埔鹽鄉老人文康中心 

地址：彰化縣埔鹽鄉彰水
路一段340巷32號 

電話：04-8660026   

埔鹽鄉公所111年9月製作 

老人文康中心 

圖
例 

道路 標示 

縣道 建議疏散避難方向 避難收容處所 老人福利 

行政區域界線 適用地震災害 護理之家 兒少福利 

村（里）界線 身心障礙福 圖資來源：NCDR災害潛勢地圖網站(105年) 



彰化縣埔鹽鄉新興村水災簡易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村(里)基本資料 

• 總人口數：479人 

災害通報單位 

*彰化縣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7512148 
*埔鹽鄉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8652301 
*埔東派出所 
  電話：04-8653784 
*埔鹽消防分隊 

  電話:：04-8653437 

緊急聯絡人 

*村長：康炳旺 
  電話：04-8660601 

防災資料網站 

*內政部消防署 
http://www.nfa.gov.tw 
*彰化縣政府消防局 
http://www.chfd.gov.tw 
*彰化縣埔鹽鄉公所 
http://www.puyan.gov.tw/inde
x.aspx 

避難原則 

就地避難或垂直避難;低
窪地區前往避難處所 

避難收容處所 

彰化縣好修國小 

地址：彰化縣埔鹽鄉員鹿
路二段149號 

電話：04-8653555   

埔鹽鄉公所111年9月製作 

好修國小 

圖
例 

道路 標示 350mm / 24hr 

縣道 建議疏散避難方向 避難收容處所 老人福利 0.5 ~ 1.0 m 

1.0 ~ 2.0 m 
行政區域界線 適用水災災害 護理之家 兒少福利 

2.0 ~ 3.0 m 

村（里）界線 身心障礙福 圖資來源：NCDR災害潛勢地圖網站(105年) > 3.0 m 



彰化縣埔鹽鄉新興村地震簡易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村(里)基本資料 

• 總人口數：479人 

災害通報單位 

*彰化縣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7512148 
*埔鹽鄉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8652301 
*埔東派出所 
  電話：04-8653784 
*埔鹽消防分隊 

  電話:：04-8653437 

緊急聯絡人 

*村長：康炳旺 
  電話：04-8660601 

防災資料網站 

*內政部消防署 
http://www.nfa.gov.tw 
*彰化縣政府消防局 
http://www.chfd.gov.tw 
*彰化縣埔鹽鄉公所 
http://www.puyan.gov.tw/inde
x.aspx 

避難原則 

前往開放空間或公園避難 

避難收容處所 

彰化縣永樂福利社區 

地址： 彰化縣埔鹽鄉永
樂村永樂路435號 

電話：04-8651608    

埔鹽鄉公所111年9月製作 

永樂福利園區 

永豐國小 

圖
例 

道路 標示 

縣道 建議疏散避難方向 避難收容處所 老人福利 

行政區域界線 適用地震災害 護理之家 兒少福利 

村（里）界線 身心障礙福 圖資來源：NCDR災害潛勢地圖網站(105年) 



彰化縣埔鹽鄉永平村水災簡易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村(里)基本資料 

• 總人口數：1231人 

災害通報單位 

*彰化縣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7512148 
*埔鹽鄉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8652301 
*埔東派出所 
  電話：04-8653784 
*埔鹽消防分隊 

  電話:：04-8653437 

緊急聯絡人 

*村長：施永玉 
  電話：04-8652227 

防災資料網站 

*內政部消防署 
http://www.nfa.gov.tw 
*彰化縣政府消防局 
http://www.chfd.gov.tw 
*彰化縣埔鹽鄉公所 
http://www.puyan.gov.tw/inde
x.aspx 

避難原則 

就地避難或垂直避難;低
窪地區前往避難處所 

避難收容處所 

彰化縣永樂國小 

地址：彰化縣埔鹽鄉永樂
村永樂路600號 

電話：04-8652263   

埔鹽鄉公所111年9月製作 

永樂國小 

圖
例 

道路 標示 350mm / 24hr 

縣道 建議疏散避難方向 避難收容處所 老人福利 0.5 ~ 1.0 m 

1.0 ~ 2.0 m 
行政區域界線 適用水災災害 護理之家 兒少福利 

2.0 ~ 3.0 m 

村（里）界線 身心障礙福 圖資來源：NCDR災害潛勢地圖網站(105年) > 3.0 m 



彰化縣埔鹽鄉永平村地震簡易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村(里)基本資料 

• 總人口數：1231人 

災害通報單位 

*彰化縣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7512148 
*埔鹽鄉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8652301 
*埔東派出所 
  電話：04-8653784 
*埔鹽消防分隊 

  電話:：04-8653437 

緊急聯絡人 

*村長：施永玉 
  電話：04-8652227 

防災資料網站 

*內政部消防署 
http://www.nfa.gov.tw 
*彰化縣政府消防局 
http://www.chfd.gov.tw 
*彰化縣埔鹽鄉公所 
http://www.puyan.gov.tw/inde
x.aspx 

避難原則 

前往開放空間或公園避難 

避難收容處所 

彰化縣永樂福利社區 

地址：彰化縣埔鹽鄉永樂
村永樂路435號 

電話：04-8651608 

埔鹽鄉公所111年9月製作 

永樂福利園區 

圖
例 

道路 標示 

縣道 建議疏散避難方向 避難收容處所 老人福利 

行政區域界線 適用地震災害 護理之家 兒少福利 

村（里）界線 身心障礙福 圖資來源：NCDR災害潛勢地圖網站(105年) 



彰化縣埔鹽鄉永樂村水災簡易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村(里)基本資料 

• 總人口數：992人 

災害通報單位 

*彰化縣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7512148 
*埔鹽鄉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8652301 
*埔東派出所 
  電話：04-8653784 
*埔鹽消防分隊 

  電話:：04-8653437 

緊急聯絡人 

*村長：林瑞財 
  電話：04-8652215 

防災資料網站 

*內政部消防署 
http://www.nfa.gov.tw 
*彰化縣政府消防局 
http://www.chfd.gov.tw 
*彰化縣埔鹽鄉公所 
http://www.puyan.gov.tw/inde
x.aspx 

避難原則 

就地避難或垂直避難;低
窪地區前往避難處所 

避難收容處所 

彰化縣永樂福利園區 
 地址：彰化縣福興鄉永
樂村永樂路435號 
電話：04-8651608 

埔鹽鄉公所111年9月製作 

永樂福利園區 

圖
例 

道路 標示 350mm / 24hr 

縣道 建議疏散避難方向 避難收容處所 老人福利 0.5 ~ 1.0 m 

1.0 ~ 2.0 m 
行政區域界線 適用水災災害 護理之家 兒少福利 

2.0 ~ 3.0 m 

村（里）界線 身心障礙福 圖資來源：NCDR災害潛勢地圖網站(105年) > 3.0 m 



彰化縣埔鹽鄉永樂村地震簡易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村(里)基本資料 

• 總人口數：992人 

災害通報單位 

*彰化縣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7512148 
*埔鹽鄉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8652301 
*埔東派出所 
  電話：04-8653784 
*埔鹽消防分隊 

  電話:：04-8653437 

緊急聯絡人 

*村長：林瑞財 
  電話：04-8652215 

防災資料網站 

*內政部消防署 
http://www.nfa.gov.tw 
*彰化縣政府消防局 
http://www.chfd.gov.tw 
*彰化縣埔鹽鄉公所 
http://www.puyan.gov.tw/inde
x.aspx 

避難原則 

前往開放空間或公園避難 

避難收容處所 

彰化縣永樂福利社區 

 地址：彰化縣埔鹽鄉永
樂村永樂路435號 

電話：04-8652301  

埔鹽鄉公所111年9月製作 

永樂福利園區 

圖
例 

道路 標示 

縣道 建議疏散避難方向 避難收容處所 老人福利 

行政區域界線 適用地震災害 護理之家 兒少福利 

村（里）界線 身心障礙福 圖資來源：NCDR災害潛勢地圖網站(105年) 



彰化縣埔鹽鄉石埤村水災簡易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村(里)基本資料 

• 總人口數：1639人 

災害通報單位 

*彰化縣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7512148 
*埔鹽鄉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8652301 
*埔東派出所 
  電話：04-8653784 
*埔鹽消防分隊 

  電話:：04-8653437 

緊急聯絡人 

*村長：施讚興 
  電話：04-8652596 

防災資料網站 

*內政部消防署 
http://www.nfa.gov.tw 
*彰化縣政府消防局 
http://www.chfd.gov.tw 
*彰化縣埔鹽鄉公所 
http://www.puyan.gov.tw/inde
x.aspx 

避難原則 

就地避難或垂直避難;低
窪地區前往避難處所 

避難收容處所 

彰化縣天盛國小 

地址：彰化縣埔鹽鄉天盛
村番金路68之1號 

電話：04-8650842 
  

埔鹽鄉公所111年9月製作 

天盛國小 

圖
例 

道路 標示 350mm / 24hr 

縣道 建議疏散避難方向 避難收容處所 老人福利 0.5 ~ 1.0 m 

1.0 ~ 2.0 m 
行政區域界線 適用水災災害 護理之家 兒少福利 

2.0 ~ 3.0 m 

村（里）界線 身心障礙福 圖資來源：NCDR災害潛勢地圖網站(105年) > 3.0 m 



彰化縣埔鹽鄉石埤村地震簡易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村(里)基本資料 

• 總人口數：1639人 

災害通報單位 

*彰化縣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7512148 
*埔鹽鄉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8652301 
*埔東派出所 
  電話：04-8653784 
*埔鹽消防分隊 

  電話:：04-8653437 

緊急聯絡人 

*村長：施讚興 
  電話：04-8652596 

防災資料網站 

*內政部消防署 
http://www.nfa.gov.tw 
*彰化縣政府消防局 
http://www.chfd.gov.tw 
*彰化縣埔鹽鄉公所 
http://www.puyan.gov.tw/inde
x.aspx 

避難原則 

前往開放空間或公園避難 

避難收容處所 

彰化縣永樂福利社區 

地址：彰化縣埔鹽鄉永樂
村永樂路435號 

電話：04-8651608   

埔鹽鄉公所111年9月製作 

永樂福利園區 

圖
例 

道路 標示 

縣道 建議疏散避難方向 避難收容處所 老人福利 

行政區域界線 適用地震災害 護理之家 兒少福利 

村（里）界線 身心障礙福 圖資來源：NCDR災害潛勢地圖網站(105年) 



彰化縣埔鹽鄉天盛村水災簡易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村(里)基本資料 

• 總人口數：946人 

災害通報單位 

*彰化縣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7512148 
*埔鹽鄉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8652301 
*埔東派出所 
  電話：04-8653784 
*埔鹽消防分隊 

  電話:：04-8653437 

緊急聯絡人 

*村長：施慶堯 
  電話：04-8650226 

防災資料網站 

*內政部消防署 
http://www.nfa.gov.tw 
*彰化縣政府消防局 
http://www.chfd.gov.tw 
*彰化縣埔鹽鄉公所 
http://www.puyan.gov.tw/inde
x.aspx 

避難原則 

就地避難或垂直避難;低
窪地區前往避難處所 

避難收容處所 

彰化縣天盛國小 

地址：彰化縣埔鹽鄉天盛
村番金路68之1號 

電話：04-8650842 
  

埔鹽鄉公所111年9月製作 

天盛國小 

圖
例 

道路 標示 350mm / 24hr 

縣道 建議疏散避難方向 避難收容處所 老人福利 0.5 ~ 1.0 m 

1.0 ~ 2.0 m 
行政區域界線 適用水災災害 護理之家 兒少福利 

2.0 ~ 3.0 m 

村（里）界線 身心障礙福 圖資來源：NCDR災害潛勢地圖網站(105年) > 3.0 m 



彰化縣埔鹽鄉天盛村地震簡易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村(里)基本資料 

• 總人口數：946人 

災害通報單位 

*彰化縣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7512148 
*埔鹽鄉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8652301 
*埔東派出所 
  電話：04-8653784 
*埔鹽消防分隊 

  電話:：04-8653437 

緊急聯絡人 

*村長：施慶堯 
  電話：04-8650226 

防災資料網站 

*內政部消防署 
http://www.nfa.gov.tw 
*彰化縣政府消防局 
http://www.chfd.gov.tw 
*彰化縣埔鹽鄉公所 
http://www.puyan.gov.tw/inde
x.aspx 

避難原則 

前往開放空間或公園避難 

避難收容處所 

彰化縣永樂福利社區 

地址：彰化縣埔鹽鄉永樂
村永樂路435號 

電話：04-8651608   

埔鹽鄉公所111年9月製作 

永樂福利園區 

圖
例 

道路 標示 

縣道 建議疏散避難方向 避難收容處所 老人福利 

行政區域界線 適用地震災害 護理之家 兒少福利 

村（里）界線 身心障礙福 圖資來源：NCDR災害潛勢地圖網站(105年) 



彰化縣埔鹽鄉太平村水災簡易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村(里)基本資料 

• 總人口數：1735人 

災害通報單位 

*彰化縣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7512148 
*埔鹽鄉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8652301 
*埔東派出所 
  電話：04-8653784 
*埔鹽消防分隊 

  電話:：04-8653437 

緊急聯絡人 

*村長：童永冬 

  電話：04-8650728 

防災資料網站 

*內政部消防署 
http://www.nfa.gov.tw 
*彰化縣政府消防局 
http://www.chfd.gov.tw 
*彰化縣埔鹽鄉公所 
http://www.puyan.gov.tw/inde
x.aspx 

避難原則 

就地避難或垂直避難;低
窪地區前往避難處所 

避難收容處所 

埔鹽鄉立幼兒園 
地址：彰化縣埔鹽鄉新水
村大新路1巷12-8號 
電話：04-8658724 
 

埔鹽鄉公所111年9月製作 

鄉立幼兒園 

圖
例 

道路 標示 350mm / 24hr 

縣道 建議疏散避難方向 避難收容處所 老人福利 0.5 ~ 1.0 m 

1.0 ~ 2.0 m 
行政區域界線 適用水災災害 護理之家 兒少福利 

2.0 ~ 3.0 m 

村（里）界線 身心障礙福 圖資來源：NCDR災害潛勢地圖網站(105年) > 3.0 m 



彰化縣埔鹽鄉太平村地震簡易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村(里)基本資料 

• 總人口數：1735人 

災害通報單位 

*彰化縣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7512148 
*埔鹽鄉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8652301 
*埔東派出所 
  電話：04-8653784 
*埔鹽消防分隊 

  電話:：04-8653437 

緊急聯絡人 

*村長：童永冬 

  電話：04-8650728 

防災資料網站 

*內政部消防署 
http://www.nfa.gov.tw 
*彰化縣政府消防局 
http://www.chfd.gov.tw 
*彰化縣埔鹽鄉公所 
http://www.puyan.gov.tw/inde
x.aspx 

避難原則 

前往開放空間或公園避難 

避難收容處所 

彰化縣永樂福利社區 

地址：彰化縣埔鹽鄉永樂
村永樂路435號 

電話：04-8651608 

埔鹽鄉公所111年9月製作 

永樂福利園區 

圖
例 

道路 標示 

縣道 建議疏散避難方向 避難收容處所 老人福利 

行政區域界線 適用地震災害 護理之家 兒少福利 

村（里）界線 身心障礙福 圖資來源：NCDR災害潛勢地圖網站(105年) 



彰化縣埔鹽鄉新水村水災簡易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村(里)基本資料 

• 總人口數：1765人 

災害通報單位 

*彰化縣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7512148 
*埔鹽鄉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8652301 
*埔東派出所 
  電話：04-8653784 
*埔鹽消防分隊 

  電話:：04-8653437 

緊急聯絡人 

*村長：施愷峻 

  電話：04-8650922 

防災資料網站 

*內政部消防署 
http://www.nfa.gov.tw 
*彰化縣政府消防局 
http://www.chfd.gov.tw 
*彰化縣埔鹽鄉公所 
http://www.puyan.gov.tw/inde
x.aspx 

避難原則 

就地避難或垂直避難;低
窪地區前往避難處所 

避難收容處所 

彰化縣新水國小 

地址：彰化縣埔鹽鄉新水
村大新路1巷15號 

電話：04-8651112 
  

埔鹽鄉公所111年9月製作 

新水國小 

圖
例 

道路 標示 350mm / 24hr 

縣道 建議疏散避難方向 避難收容處所 老人福利 0.5 ~ 1.0 m 

1.0 ~ 2.0 m 
行政區域界線 適用水災災害 護理之家 兒少福利 

2.0 ~ 3.0 m 

村（里）界線 身心障礙福 圖資來源：NCDR災害潛勢地圖網站(105年) > 3.0 m 



彰化縣埔鹽鄉新水村地震簡易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村(里)基本資料 

• 總人口數：1765人 

災害通報單位 

*彰化縣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7512148 
*埔鹽鄉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8652301 
*埔東派出所 
  電話：04-8653784 
*埔鹽消防分隊 

  電話:：04-8653437 

緊急聯絡人 

*村長：施愷峻 

  電話：04-8650922 

防災資料網站 

*內政部消防署 
http://www.nfa.gov.tw 
*彰化縣政府消防局 
http://www.chfd.gov.tw 
*彰化縣埔鹽鄉公所 
http://www.puyan.gov.tw/inde
x.aspx 

避難原則 

前往開放空間或公園避難 

避難收容處所 

 
彰化縣永樂福利社區 

 地址：彰化縣埔鹽鄉永
樂村永樂路435號 

電話：04-8651608   

埔鹽鄉公所111年9月製作 

永樂福利園區 

圖
例 

道路 標示 

縣道 建議疏散避難方向 避難收容處所 老人福利 

行政區域界線 適用地震災害 護理之家 兒少福利 

村（里）界線 身心障礙福 圖資來源：NCDR災害潛勢地圖網站(105年) 



彰化縣埔鹽鄉三省村水災簡易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村(里)基本資料 

• 總人口數：1515人 

災害通報單位 

*彰化縣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7512148 
*埔鹽鄉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8652301 
*埔東派出所 
  電話：04-8653784 
*埔鹽消防分隊 

  電話:：04-8653437 

緊急聯絡人 

*村長：張志鵬 

  電話：04-8660520 

防災資料網站 

*內政部消防署 
http://www.nfa.gov.tw 
*彰化縣政府消防局 
http://www.chfd.gov.tw 
*彰化縣埔鹽鄉公所 
http://www.puyan.gov.tw/inde
x.aspx 

避難原則 

就地避難或垂直避難;低
窪地區前往避難處所 

避難收容處所 

彰化縣新水國小 

地址：彰化縣埔鹽鄉新水
村大新路1巷15號 

電話：04-8651112  

埔鹽鄉公所111年9月製作 

新水國小 

圖
例 

道路 標示 350mm / 24hr 

縣道 建議疏散避難方向 避難收容處所 老人福利 0.5 ~ 1.0 m 

1.0 ~ 2.0 m 
行政區域界線 適用水災災害 護理之家 兒少福利 

2.0 ~ 3.0 m 

村（里）界線 身心障礙福 圖資來源：NCDR災害潛勢地圖網站(105年) > 3.0 m 



彰化縣埔鹽鄉三省村地震簡易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村(里)基本資料 

• 總人口數：1515人 

災害通報單位 

*彰化縣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7512148 
*埔鹽鄉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8652301 
*埔東派出所 
  電話：04-8653784 
*埔鹽消防分隊 

  電話:：04-8653437 

緊急聯絡人 

*村長：張志鵬 

  電話：04-8660520 

防災資料網站 

*內政部消防署 
http://www.nfa.gov.tw 
*彰化縣政府消防局 
http://www.chfd.gov.tw 
*彰化縣埔鹽鄉公所 
http://www.puyan.gov.tw/inde
x.aspx 

避難原則 

前往開放空間或公園避難 

避難收容處所 

彰化縣永樂福利社區 

地址：彰化縣埔鹽鄉永樂
村永樂路435號 

電話：04-8651608  

埔鹽鄉公所111年9月製作 

永樂福利園區 

圖
例 

道路 標示 

縣道 建議疏散避難方向 避難收容處所 老人福利 

行政區域界線 適用地震災害 護理之家 兒少福利 

村（里）界線 身心障礙福 圖資來源：NCDR災害潛勢地圖網站(105年) 



彰化縣埔鹽鄉南新村水災簡易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村(里)基本資料 

• 總人口數：1512人 

災害通報單位 

*彰化縣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7512148 
*埔鹽鄉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8652301 
*埔東派出所 
  電話：04-8653784 
*埔鹽消防分隊 

  電話:：04-8653437 

緊急聯絡人 

*村長：施正賀 

  電話：04-8655587 

防災資料網站 

*內政部消防署 
http://www.nfa.gov.tw 
*彰化縣政府消防局 
http://www.chfd.gov.tw 
*彰化縣埔鹽鄉公所 
http://www.puyan.gov.tw/inde
x.aspx 

避難原則 

就地避難或垂直避難;低
窪地區前往避難處所 

避難收容處所 

埔鹽鄉利幼兒園 
地址：彰化縣埔鹽鄉新水
村大新路1巷12-8號 
電話：04-8658724 
 

埔鹽鄉公所111年9月製作 

鄉立幼兒園 

圖
例 

道路 標示 350mm / 24hr 

縣道 建議疏散避難方向 避難收容處所 老人福利 0.5 ~ 1.0 m 

1.0 ~ 2.0 m 
行政區域界線 適用水災災害 護理之家 兒少福利 

2.0 ~ 3.0 m 

村（里）界線 身心障礙福 圖資來源：NCDR災害潛勢地圖網站(105年) > 3.0 m 



彰化縣埔鹽鄉南新村地震簡易疏散避難圖 
防災資訊 

村(里)基本資料 

• 總人口數：1512人 

災害通報單位 

*彰化縣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7512148 
*埔鹽鄉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8652301 
*埔東派出所 
  電話：04-8653784 
*埔鹽消防分隊 

  電話:：04-8653437 

緊急聯絡人 

*村長：施正賀 

  電話：04-8655587 

防災資料網站 

*內政部消防署 
http://www.nfa.gov.tw 
*彰化縣政府消防局 
http://www.chfd.gov.tw 
*彰化縣埔鹽鄉公所 
http://www.puyan.gov.tw/inde
x.aspx 

避難原則 

前往開放空間或公園避難 

避難收容處所 

彰化縣永樂福利社區 

地址：彰化縣埔鹽鄉永樂
村永樂路435號 

電話：04-8651608 

埔鹽鄉公所111年9月製作 

永樂福利園區 

圖
例 

道路 標示 

縣道 建議疏散避難方向 避難收容處所 老人福利 

行政區域界線 適用地震災害 護理之家 兒少福利 

村（里）界線 身心障礙福 圖資來源：NCDR災害潛勢地圖網站(10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