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加水站名稱 加水站地址 水源別 備註

500002 優福加水站忠孝站 彰化縣彰化市西勢街316號 自來水

500005
埔里天然山泉水古夷2

站

彰化縣彰化市古夷里泰和路3段462號（左邊

空地）
地下水

500006 旺泉水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彰化市金馬路3段99號1樓 自來水

500007 崧然純淨水商行大埔店 彰化市南瑤里大埔路485巷168號 自來水

500008 崧然純淨水商行茄苳店 彰化市茄南里茄苳路2段87巷2號 自來水

500011 聯合泉水南校站 彰化縣彰化市旭光路197號 地下水

500012 聯合泉水埔陽站
彰化縣彰化市埔陽街31號(延平段1110-0002

地號)
地下水

500014 聯合泉水茄苳站 彰化縣彰化市茄苳路一段303巷5號 地下水

500015 聯合泉水聖安站 彰化縣彰化市三村里聖安路743-1號 地下水

500016 聯合泉水台鳳站 彰化縣彰化市台鳳里一德南路259號 地下水

500017 聯合泉水泰和站 彰化縣彰化市泰和路3段1號 地面水

500021 聯合泉水建寶站 彰化縣彰化市建寶街1-7號 地面水

500023 佳泉崙平站
彰化縣彰化市崙平北路(西門口段地號499-5

號)
地下水

500024 佳泉公園站
彰化縣彰化市公園路1段129號旁(南郭小段

地號0021-0144)
地下水

500025 水沛養生加水站 彰化市泰和中街85號1樓 自來水

500026 RO好水加水站 彰化市香山里彰南路2段539號 自來水

500027 清泉行莿桐站
彰化市莿桐里6鄰彰水路53巷13號(荊桐段

1266-0003地號)
地下水

500030 邱家水加水站仁愛站 彰化縣彰化市仁愛東街12號 地下水

500031 一發行加水車948-UD 彰化市中央路17巷18號 地面水

500032 聯合泉水大埔站 彰化市大埔路361號 地下水

500033
冠湧埔里泉水金馬大鎮

1站

彰化市金馬路3段95巷15號1樓(金馬大鎮一

期社區內)
地下水

500034
冠湧埔里泉水金馬大鎮

2站
彰化市金馬路3段95巷10號 地下水



編號 加水站名稱 加水站地址 水源別 備註

500035 冠湧埔里泉水金馬1站 彰化市金馬路3段646巷58號 地下水

500038 邱家水加水站歡喜站 彰化縣彰化市辭修路100巷67號 地下水

500039 冠湧埔里泉水自強站
彰化市牛稠子段下廍小段0072-0000地號(自

強路340巷5號前)
地下水

500040
冠湧埔里泉水水車9K-

096

彰化市牛稠子段下廍小段0072-0000地號(自

強路340巷5號前)
地下水

500041 冠湧埔里泉水寶廍站
彰化市阿夷段寶廍小段56-3地號(寶廍路173

巷28-2號)
地下水

500042 公園加水站2站 彰化市公園路1段150號 自來水

500043 公園加水站1站 彰化市桃源里公園路1段428號 自來水

500044 萬居加水站泰和東街站 彰化市泰和東街370號 地下水

500047 清泉行彰化國宅站 彰化市阿夷里彰益街93號 地下水

500049 聯合泉水八卦山站 彰化市卦山里公園路1段237巷96號 地面水

500050 萬居加水站福順站 彰化市福順街110號 地下水

500052 浤源彰南二站 彰化市彰南路1段209號 地下水

500053 浤源彰南一站 彰化市大竹里彰南路2段247之5號 地下水

500054 浤源水車482-HQ 彰化市彰南路1段209號 地下水

500055 浤源彰草站 彰化市彰草路572巷3號之1 地下水 暫停營業

500056 浤源三民站 彰化市三民段122地號 地下水

500057 勝欽加水站 彰化市仁愛路102巷9號 地下水

500058 萬居加水站永安站 彰化市永安街5號 地下水

500061 浤源自立站 彰化市自立街206號 地下水

500063 莊氏埔西站 彰化市埔西街31號 地面水

500064 埔里森泉彰化站 彰化市東芳里永芳路467巷70弄38號 地下水

500066 浤源礦泉水茄苳站 彰化市茄南街11號 地下水



編號 加水站名稱 加水站地址 水源別 備註

500067 浤源礦泉水自強南路站 彰化市西勢子段西勢子小段26-138地號 地下水

500070 永豐西勢站 彰化市西勢子段西勢子小段188-16地號 地下水

500071 永豐自強站 彰化市自強路109號 地下水

500072 永豐太平站 彰化市大同里太平街26號 地下水

500073 永豐下廍站 彰化市下廍里永安東街3號 地下水

500074 浤源礦泉水久灃站 彰化市金馬路1段620號 地下水

500078 浤源礦泉水大竹站
彰化市大竹段大竹小段68-3地號(三竹路99

號斜對面)
地下水

500079 浤源礦泉水水尾站 彰化市水尾一路456巷46弄2號 地下水

500081 埔里桃米甘泉水福山站 彰化市福山里福山街188號 地面水

500082 浤源進德站 彰化市進德路51號旁 地下水

500083 浤源仁愛站 彰化市南瑤路137號 地下水

500084 浤源中正站
彰化市中山段240地號(中正路1段163號旁角

間，與慈生街交叉口)
地下水

500085 浤源延平站 彰化市中山路1段436巷22號 地下水

500086 梵泉加水站彰工站
彰化市牛綢子段牛綢子小段190-24號(實踐

路18號旁)
地下水

500087 浤源水車TI-177 彰化市彰南路1段209號 地下水

500088 梵泉加水站彰馬站 彰化市東芳里彰馬路370號 地下水

500089 梵泉加水站山腳站 彰化市福山街156號 地下水

500090 浤源博愛站 彰化市南郭段南郭小段248-31地號 地下水

500092 浤源建和站 彰化市曉陽路301巷12弄27號 地下水

500093 清泉行泰和站 彰化市寶部路281號 地下水

500095
諾克斯自助加水站自強

站
彰化市自強路112之3號 自來水

500096 梵泉加水站崙平站 彰化市西門口段511-3號(崙平南路431號旁) 地下水



編號 加水站名稱 加水站地址 水源別 備註

500097
諾克斯自助加水站天祥

站
彰化市天祥路300巷1號左側 自來水

500098 星霈埔里礦泉欣美站 彰化縣彰化市永安街298號1樓 地下水

500100 星霈埔里礦泉成功站
彰化縣彰化市民權段628地號(成功路15號

旁)
地下水

500104 冠鴻加水站彰南路站
彰化縣彰化市快官段74-6地號(彰南路3段

400號旁邊)
地下水

500105 冠鴻加水站台鳳里站 彰化市一心東街25號 地下水

500106 水之鄉山腳站 彰化市牛稠子段山腳小段66-7地號 地面水

500108 冠鴻加水站田中里站 彰化市田中央段205-8號 地下水

500110 冠鴻加水站永華街站 彰化市富貴里民權路189巷6弄2號 地下水

500111 義華加水站林森站 彰化市平和里林森路179號 自來水

500112 水沛加水站 彰化市彰南路1段269號 自來水

500113 冠鴻加水站桃源站 彰化市桃源里桃源街28號 地下水

500115 冠鴻加水站復興站 彰化市中庄里中庄段牛稠小段153地號 地下水

500116 冠鴻加水站彰德站 彰化市香山里彰南路2段512巷87號 地下水

500118 聯合泉水福城站
彰化市金馬段0987-0000地號(福成街147號

右側)
地下水

500119 宏達加水站 彰化市中山路3段518巷3-16號 地下水

500120 正利加水站 彰化市彰南路1段117巷2-1號 地下水

500121 滙豐加水站 彰化市大埔段906地號(崙美路639號對面) 地面水

500124 海洋加水站 彰化市牛埔里一心南街127號 自來水 暫停營業

500125 冠鴻加水站大竹站 彰化市大竹里安溪東路1巷10號 地下水

500126 聯合泉水竹中站 彰化市竹中路151號 地下水

500128
諾克斯自助加水站長興

站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一段350號 自來水

500133
諾克斯自助加水站崙平

站
彰化縣彰化市崙平南路296號 自來水



編號 加水站名稱 加水站地址 水源別 備註

500134 明芳埔里水西安站 彰化縣彰化市西安里中正路二段354號 地下水

500136
冠鴻甘泉企業加水車

298-TN
彰化市牛埔里彰南路3段234巷34號 地下水

500137 櫻花冠鴻甘泉加水站
彰化市中華段0720-0000小段(華山路273巷

32弄5號)
地下水

500138 義華加水站彰化仁愛站 彰化縣彰化市仁愛東街6號 自來水

500139
諾克斯自助加水站平和

站
彰化縣彰化市平和一街19號 自來水

500140
諾克斯自助加水站辭修

站
彰化市西門段79-26號(辭修路502號巷口) 自來水

500141
諾克斯自助加水站中正

站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段232地號(中正路一段

153號後面)
自來水

500142
諾克斯自助加水站自強

南站
彰化縣彰化市五權里自強南路56號 自來水

500145
諾克斯自助加水站民族

站
彰化縣彰化市民族路86號 自來水

500147 義華加水站彰化延平店 彰化縣彰化市延平路372號 自來水

500150 浤源長壽站 彰化縣彰化市長壽街222號 地下水

500152 玉美研大埔加水站 彰化縣彰化市延平里南平街26號 地下水

500153 義華加水站彰化復興店 彰化縣彰化市復興里中山路三段276巷69號 自來水

500154 玉美研金馬加水站 彰化縣彰化市建國北路149號 地下水

500155 佳泉安溪西站 彰化縣彰化市大竹里安溪西路102號旁 地下水

500156 松盟埔里礦泉水埔西站 彰化縣彰化市延和里埔西街58號 地下水

500157
諾克斯自助加水站華山

站
彰化縣彰化市民族路345巷4號 自來水

500159
諾克斯自助加水站彰南

站
彰化市牛埔里彰南路3段409號 自來水

500160 幸福水屋彰化延平店 彰化市延平路479號 自來水

500161 幸福水屋彰化進德店 彰化市進德路49巷35號 自來水

500162
諾克斯自助加水站彰馬

站
彰化市彰馬路99號 自來水

500163 幸福水屋彰化彰安店 彰化市中正路二段828號 自來水



編號 加水站名稱 加水站地址 水源別 備註

500164 幸福水屋彰化彰新店 彰化縣彰化市彰新路一段72號1樓 自來水

500165 義華加水站彰化中山店 彰化市中山路一段119巷18號 自來水

500166 義華加水站彰化自強店 彰化市自強路209號 自來水

500167
義華加水站彰化自強南

店
彰化市自強南路112-1號 自來水

500168
名人健康加水站彰化建

和站
彰化市建和街87號 自來水

500169 新華加水站彰化埔西店 彰化市延和里埔西街97巷35弄4號 自來水

500171
諾克斯自助加水站茄苳

站
彰化市茄苳路1段124-1號旁 自來水

500172 聯合泉水建寶二站 彰化市建寶街148巷2號 地下水

500173 邱家水加水站南興站 彰化市南興街123號 地下水

500174
正泉企業社807-QU加水

車
彰化縣彰化市辭修路100巷67號 地下水

500175
台灣加水聯盟彰化永安

站
彰化市永安東街45號 自來水

500176 永豐三福站 彰化市中山段805地號(三福街36巷巷口) 地下水

500177 水專家加水站 彰化市曉陽路44號 自來水

500178
台灣加水聯盟彰化民族

站
彰化市民族路219巷41號 自來水

500179 UFO加水站彰化中山站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一段397-2號 自來水

500180 大河馬加水站和平站 彰化縣彰化市和平路94號 自來水

500181
台灣加水聯盟穎穎加水

站
彰化縣彰化市中興路208-2號 自來水

500182 凌科加水三福站 彰化縣彰化市三福街137號 自來水

502002 星霈埔里礦泉茄荖站 彰化縣芬園鄉茄荖村芬草路1段352號 地下水

503001 埔里聯合泉水加水站 彰化縣花壇鄉中庄村中山路1段119號 地面水

503004 桃米坑泉水明德站 彰化縣花壇鄉明德街39號 地下水

503005 啟順加水站中正站 彰化縣花壇鄉長沙村21鄰中正路200號 自來水



編號 加水站名稱 加水站地址 水源別 備註

503007 埔里甘泉水中口站 彰化縣花壇鄉中口村口庄街3號 地面水

503008 永豐長昇站 彰化縣花壇鄉橋頭村長昇街125號旁 地下水

503009 埔里甘泉水聖興站 彰化縣花壇鄉中口村中山路2段506號 地面水

503012 聯合泉水灣雅站 彰化縣花壇鄉灣雅村彰員路1段750號 地下水

503013 超淨純水加水站 彰化縣花壇鄉白沙村彰員路3段42號 自來水

503015 永豐光明站 彰化縣花壇鄉光明路70-2號 地下水

503017 水之鄉虎山站 彰化縣花壇鄉白沙村虎山街338號 地面水

503018 水之鄉學前站 彰化縣花壇鄉長沙村29鄰學前路300號 地面水

503020 水之鄉花秀路站 彰化縣花壇鄉南口村九鄰花秀路26號 地面水

503021 水之鄉溪南站 彰化縣花壇鄉文德村溪南街16號 地面水

503022 水之鄉金墩站 彰化縣花壇鄉金墩街177號 地面水

503023 水之鄉三春站 彰化縣花壇鄉三春村彰員路1段臨552號 地下水

503025 冠鴻加水站溪埔路站 彰化縣花壇鄉三春村溪埔路22號 地下水

503027 明芳埔里泉白沙站 彰化縣花壇鄉白沙村彰員路3段160號 地下水 暫停營業

503028 義華加水站花壇學前站 彰化縣花壇鄉學前路臨286號 自來水

503030 聯合泉水花橋站 彰化縣花壇鄉橋頭村花橋街173號 自來水

503031 聯合泉水明德站 彰化縣花壇鄉明德街439號 地下水

503032 諾克斯加水站學前站 彰化縣花壇鄉學前路109號 自來水

503034 永豐水車522-X2 彰化縣花壇鄉長沙村中正路61號之5 地下水

503035 聯合泉水三家春站 彰化縣花壇鄉彰員路一段352號 地下水

503036 義華加水站花壇二店 彰化縣花壇鄉花壇村花壇街87號 自來水

503037 永豐忠孝站 彰化縣花壇鄉長沙村忠孝街169巷臨1號 地下水



編號 加水站名稱 加水站地址 水源別 備註

503038 花壇加水站
彰化縣花壇鄉文德村彰員路2段962-6號

(花壇鄉南白沙坑375地號)
自來水

504003 加好水生活館 彰化縣秀水鄉埔崙村彰水路2段230號 自來水

504005 埔里森泉東興站
彰化縣秀水鄉東興段107地號(中山路87號

前)
地下水

504006 埔里森泉西興站
彰化縣秀水鄉西興段1119地號(民意街408號

旁邊)
地下水

504007 埔里森泉安溪站
彰化縣秀水鄉秀水段206地號(彰水路1段682

號旁)
地下水

504008 埔里水鶴鳴加水站 彰化縣秀水鄉鶴鳴村民主街174號 地下水

504009 埔里森泉馬鳴站
彰化縣秀水鄉馬鳴段601-0000地號(瓦嗂街

71之3號旁邊)
地下水

504010 埔里松泉東興站
彰化縣秀水鄉東興段地號336(中山路133巷

巷口)
地下水

504011 冠鴻加水站金興橋站 彰化縣秀水鄉金興村番花路171號 地下水

504012 冠鴻加水站秀工站 彰化縣秀水鄉西興段1984-0003地號 地下水

504013 冠鴻加水站下崙站 彰化縣秀水鄉下崙村民生街147號 地下水

504014
諾克斯自助加水站秀水

站
彰化縣秀水鄉彰水路2段410號 自來水

504015 義華加水站彰化秀水店 彰化縣秀水鄉福安村11鄰中山路519號 自來水

504016 聯合泉水番花站
彰化縣秀水鄉陝西段7地號(番花路324號對

面)
地下水

505001 藍光淨水 彰化縣鹿港鎮金門街61號 自來水

505003 藍光淨水 彰化縣鹿港鎮鹿和路2段272號 自來水

505004 義華加水站 彰化縣鹿港鎮埔崙里鹿東路69號 自來水

505005 義華加水站 彰化縣鹿港鎮溝乾里鹿和路3段622巷12-1號 自來水

505007 藍光淨水 彰化縣鹿港鎮洋厝里洋厝巷42-3號 自來水

505008 埔里甘淨泉水東崎站 彰化縣鹿港鎮東崎里東崎一巷6號 地面水

505009 埔里甘淨泉水頭崙站 彰化縣鹿港鎮頭崙里頂草路2段113號 地面水

505010 聯合泉水頂草站 彰化縣鹿港鎮頭崙里頂草路3段161號 地下水



編號 加水站名稱 加水站地址 水源別 備註

505011 聯合泉水頂番站 彰化縣鹿港鎮頂番里鹿和路4段23號 地面水

505012 埔里聖鑫泉水 彰化縣鹿港鎮永安里東隆路119之5號 地下水

505013 莊氏南勢站 彰化縣鹿港鎮南勢巷62-2號 地面水

505014 莊氏椹橋站 彰化縣鹿港鎮頭南里頭庄巷26號 地面水

505015 浤源礦泉水溝墘站
彰化縣鹿港鎮振興路1162號(溝漧巷335弄13

號左側)
地下水

505016 埔里森泉鹿港站
彰化縣鹿港鎮鹿港段大有口小段924之28地

號(公園ㄧ路109號)
地下水

505017 埔里桃米甘泉水鹿東站 彰化縣鹿港鎮東昇段0068-0007地號 地面水

505018 埔里桃米甘泉水媽祖站
彰化縣鹿港鎮臨時攤販集中市場丁區第6-25

號
地面水

505019 埔里桃米甘泉水永康站 彰化縣鹿港鎮埔崙里永康路24號 地面水

505021 埔里桃米甘泉水中庄站 彰化縣鹿港鎮草中里草中巷6號 地面水

505022 埔里桃米甘泉水頭庄站 彰化縣鹿港鎮頭南里頭庄巷125-4號 地面水

505023 埔里桃米甘泉水街尾站 彰化縣鹿港鎮街尾里中山南路48號 地面水

505024 埔里桃米甘泉水洋厝站 彰化縣鹿港鎮洋厝里洋厝巷65號 地面水

505025 埔里桃米甘泉水復興站 彰化縣鹿港鎮復興南路7號 地面水

505026 埔里桃米甘泉水頂草站 彰化縣鹿港鎮頂草路4段360號 地面水

505027 埔里桃米甘泉水溝尾站 彰化縣鹿港鎮溝墘里溝尾巷173號 地面水

505029 埔里森泉東昇站
彰化縣鹿港鎮東昇段1661地號(彰鹿路五段2

巷76之1號對面)
地下水

505031 埔里森泉永安站
彰化縣鹿港鎮永安段0950地號(鹿和路2段

240號旁邊)
地下水

505033 冠鴻加水站天和宮站 彰化縣鹿港鎮洋厝里新厝巷58號 地下水

505034 藍光淨水復興站 彰化縣鹿港鎮復興路424號 自來水

505036
諾克斯自助加水站永康

站
彰化縣鹿港鎮永康路175號 自來水

505038
統清商行埔里甘淨泉水

呈照站
彰化縣鹿港鎮頂草路三段132號 地面水



編號 加水站名稱 加水站地址 水源別 備註

505040
幸福水屋鹿港海浴旗艦

館
彰化縣鹿港鎮玉順里海浴路37-1號 自來水

505042 藍科加水站鹿港站 彰化縣鹿港鎮民族路94號 自來水

505043
幸福水屋鹿港永安旗艦

店
彰化縣鹿港鎮長安路133號 自來水

505044 聯合泉水福崙站 彰化縣鹿港鎮山崙里福崙街323巷3號 地下水

505046
幸福水屋鹿港平等旗艦

館
彰化縣鹿港鎮平等路57號 自來水

505048
名人健康加水站彰化永

安站
彰化縣鹿港鎮永安三路29號 自來水

505049 諾克斯加水站護安站 彰化縣鹿港鎮中山南路58號 自來水

505050 幸福水屋鹿港復興店 彰化縣鹿港鎮復興路210號 自來水

505051 安飲加水站鹿和站 彰化縣鹿港鎮鹿和路4段176號 自來水

505052
諾克斯自助加水站光明

站

彰化縣鹿港鎮永安里東昇段5-2地號 (光明

街110號北邊空地)
自來水

505053 鹿港淨好喝水站 彰化縣鹿港鎮興化巷45號 自來水

505054 水阿公加水站 彰化縣鹿港鎮鹿草路一段50號 自來水

505055 藍光淨水山崙站 彰化縣鹿港鎮山崙里崙尾巷26-9號 自來水

505056 聯合泉水彰頂站 彰化縣鹿港鎮彰頂路52號 地下水

505057 諾克斯加水站埔崙站 彰化縣鹿港鎮永安二路128號 自來水

505058 依潔&凌科淨水 彰化縣鹿港鎮彰頂路252號 自來水

505059 鹿港頂厝站 彰化縣鹿港鎮頂厝里頂厝巷35號 地下水

506002 義華加水站 彰化縣福興鄉員鹿路1段579巷186號 自來水

506003 埔里甘淨泉水頂粘站 彰化縣福興鄉頂粘街13號 地面水

506004 埔里甘淨泉水福南站 彰化縣福興鄉福興段227地號 地面水

506005 埔里甘淨泉水外中站 彰化縣福興鄉外中村外中街305號 地面水

506006 統明泉水鎮平站 彰化縣福興鄉鎮平村阿力街23號 地下水



編號 加水站名稱 加水站地址 水源別 備註

506008 埔里甘泉水番花站 彰化縣福興鄉三汴村番花路1段149號 地面水

506009 諾克斯加水站福興站 彰化縣福興鄉同安村員鹿路1段604號 自來水

506010 佳加加水站 彰化縣福興鄉同安村員鹿路1段377巷43號 自來水

506012 藍光淨水沿海站
彰化縣福興鄉福路段0626-0000地號(沿海路

5段100號隔壁)
自來水

506013 藍光淨水中正站 彰化縣福興鄉中正路134號1樓 自來水

506014 藍光優質加水站 彰化縣福興鄉頂粘村10鄰頂粘街56號 自來水

506015 玉美研鹿港加水站 彰化縣福興鄉中正路226號 地下水

506016
加好水生活館加水站番

花站
彰化縣福興鄉番花路一段臨229號 自來水

506017 聯合泉水復興站 彰化縣福興鄉外埔村復興路24-3號 地下水

506018 台灣加水聯盟福興店 彰化縣福興鄉福興村福興路66-17號 自來水

506019 安新加水站 彰化縣福興鄉福興村沿海路5段52號 自來水

506020 三汴加水站
彰化縣福興鄉三汴村三汴街14號(彰水路334

號旁)
自來水

506022
諾克斯自助加水站番社

站
彰化縣福興鄉番花路二段535號 自來水

506023 秀厝加水站 彰化縣福興鄉秀厝村秀厝二街141巷2號 自來水

507001 老虎RO加水站 彰化縣線西鄉寓埔村沿海路一段804號 自來水 暫停營業

507003 詠寓加水站線西站 彰化縣線西鄉線西村中央路2段458號 地下水

507005 塭仔加水站
彰化縣線西鄉重光段372地號(沿海路1段塭

仔路與草豐路間)
地下水

507006 順幼山泉水 彰化縣線西鄉線西村沿海路2段145號 地下水

507007 福記茗茶加水站 彰化縣線西鄉和線路373號 地下水

507008 埔里森泉下犁站 彰化縣線西鄉下犁路50-9號 地下水

507010 義華加水站線西店 彰化縣線西鄉沿海路2段1號 自來水

507011
諾克斯自助加水站線西

站
彰化縣線西鄉溝內村育英路168號 自來水



編號 加水站名稱 加水站地址 水源別 備註

507012 金順利中央站 彰化縣線西鄉寓埔村中央路2段15號 地下水

507013 金順利沿海站 彰化縣線西鄉沿海路一段569號 地下水

508001 優福加水站和美站 彰化縣和美鎮糖友里糖東一街22號 自來水

508002 總來加水站 彰化縣和美鎮彰草路2段112號左側 自來水

508003 聯合泉水和美站 彰化縣和美鎮和厝路二段384巷16號1樓 地面水

508004 健灥優質加水站平安站
彰化縣和美鎮和西里鹿和路6段467巷25弄3

號（平安路臨277號旁）
自來水

508005 金山加水站 彰化縣和美鎮犁盛里彰新路3段81巷11號 自來水

508006 埔里山泉水和頭站
彰化縣和美鎮和頭路和北段101地號(和頭路

691號斜對面)
地下水

508010 埔里山泉水大佃站 彰化縣和美鎮大佃路438號 地下水

508012 松盟埔里礦泉水 彰化縣和美鎮東發路185號 地下水

508013 清泉行瑞聯站
彰化縣和美鎮糖友里16鄰糖東2街3號(糖友

段1286-0000地號)
地下水

508014 清泉行中寮國宅站 彰化縣和美鎮糖友里彰新路3段228號 地下水

508015 清泉行中寮站
彰化縣和美鎮中圍里桂東路163號(中寮北段

0905-0000地號)
地下水

508018 清泉行竹園站 彰化縣和美鎮柑竹路750號 地下水

508019 冠湧埔里泉水彰新站
彰化縣和美鎮彰新路3段636巷46弄57號(中

寮段竹圍子小段0057-0024地號)
地下水

508020 冠湧埔里泉水和美站 彰化縣和美鎮彰新路2段239號 地下水

508021 冠湧埔里泉水十茂站
彰化縣和美鎮十茂路192號

(彰化縣和美鎮新庄子段46地號)
地下水

508022 福泉加水站仁美站 彰化縣和美鎮山犁里仁美路153號 地下水

508024 埔里森泉和線站 彰化縣和美鎮四張里和線路417號 地下水

508025
聯合泉水加水車9521-

KE
彰化縣和美鎮鎮平里彰草路2段491號 地面水

508026 邱家水加水站美寮站
彰化縣和美段163-93號(美寮路、德美路路

口)
地下水

508027 清泉行水車IJ-256 彰化縣和美鎮柑竹路750號 地下水



編號 加水站名稱 加水站地址 水源別 備註

508029 清泉行竹營站 彰化縣和美鎮竹營里美寮路2段446號 地下水

508030 清泉行仁美站 彰化縣和美鎮山犁里仁美路251號左側 地下水

508032 清泉行和頭站 彰化縣和美鎮頭前里4鄰和頭路691號 地下水

508033 天一紅茶莊源泉供水站 彰化縣和美鎮仁愛里和靖路17號 地下水

508034 金針加水站平原站 彰化縣和美鎮平原路160號 地下水

508035 詠寓加水站平等站 彰化縣和美鎮和南段533地號(平等路7號) 地下水

508035
詠寓加水站加水車

KEG9081
彰化縣和美鎮平原路160號 地下水

508037 莊氏大榮站
彰化縣和美鎮大霞段717地號(大榮國小正對

面)
地面水

508038 莊氏柑竹站 彰化縣和美鎮柑竹路18巷3號 地面水

508039 莊氏孝文站 彰化縣和美鎮孝文路248號 地面水

508041 浤源礦泉水培英站 彰化縣和美鎮彰新路5段270號 地下水

508042 浤源礦泉水分局站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5段355號 地下水

508043 浤源礦泉水鹿和站 彰化縣和美鎮鹿和路5段241號 地下水

508044 浤源礦泉水彰草站 彰化縣和美鎮彰草路2段658巷19號 地下水 暫停營業

508045 浤源礦泉水新庄站 彰化縣和美鎮新庄里東發路161巷13號 地下水

508046 浤源礦泉水和卿站
彰化縣和美鎮和中段1506地號(平安路與和

卿路交叉路口處)
地下水

508048 埔里森泉和美站 彰化縣和美鎮糖友里東萊路81巷11號 地下水

508049
浤源礦泉水加水車7V-

122
彰化縣和美鎮彰草路2段658巷19號 地下水

508050 梵泉加水站嘉鐵站 彰化縣和美鎮大嘉段221地號(嘉鐵路327號) 地下水

508051 浤源彰和站 彰化縣和美鎮彰和路與東安路交叉路口 地下水

508053 綠大地加水站 彰化縣和美鎮西園路358號 地下水

508054 埔里水大佃加水站 彰化縣和美鎮源埤里大佃路310號 地下水



編號 加水站名稱 加水站地址 水源別 備註

508055 埔里水鹿和加水站 彰化縣和美鎮鹿和路6段82號 地下水

508056 埔里水面前加水站 彰化縣和美鎮面前里西安路39號 地下水

508057 梵泉加水站線西站 彰化縣和美鎮月眉段354號(西興路650號) 地下水

508058 水之鄉彰新站 彰化縣和美鎮彰新路3段569號 地面水

508059 榮園加水站 彰化縣和美鎮和西里和光路135號對面 地下水

508062 星霈埔里礦泉小月眉站
彰化縣和美鎮月眉里月北路400巷21號(好修

里活動中心)
地下水

508063
星霈埔里礦泉消防隊部

站
彰化縣和美鎮和北里義利路80號 地下水

508065 埔里森泉月眉站
彰化縣和美鎮福澤段0053-0000地號(月眉里

和厝路1段456
地下水

508066 冠鴻加水站平安宮站 彰化縣和美鎮和東段0369-0016地號 地下水

508067 美泉水嘉寶站 彰化縣和美鎮嘉寶里彰新路5段127號 地下水

508068 美泉水還社站 彰化縣和美鎮還社里北美路60巷10號 地下水

508069 松盟加水站仁和站
彰化縣和美鎮仁和段782地號(仁愛路279號

對面)
地下水

508072 上元加水站 彰化縣和美鎮鐵山里17鄰彰美路3段89號 地下水

508073
水爸爸加水屋嘉佃全家

站
彰化縣和美鎮嘉佃路8號 自來水

508075 義華加水站和美站 彰化縣和美鎮竹營里德美路251號 自來水

508077 諾克斯加水站柑竹店
彰化縣和美鎮和群段1197地號（和美鎮柑竹

路32號旁）
自來水

508078 聯合泉水和群站
彰化縣和美鎮和群段0155-000地號(和美鎮

美寮路二段與柑竹路路口）
地面水

508079
諾克斯自助加水站糖友

站
彰化縣和美鎮糖東二街2號 自來水

508081 鹿ㄚ加水站 彰化縣和美鎮犁盛里東平路9號 地下水

508082 健灥優質加水站月眉站
彰化縣和美鎮福澤段1260-0000地號(和厝路

一段臨219-6號)
自來水

508083 健灥優質加水站仁化站 彰化縣和美鎮山梨里道周路184號 自來水

508084 華大加水站 彰化縣和美鎮中正路40號 自來水



編號 加水站名稱 加水站地址 水源別 備註

508085 玉美研和美加水站 彰化縣和美鎮和東里安仁路92號 地下水

508086 埔里山泉水和厝站 彰化縣和美鎮和厝路2段490號旁 地下水

508087
諾克斯自助加水站和美

站
彰化縣和美鎮中正路173號 自來水

508088 松盟埔里礦泉水美寮站 彰化縣和美鎮美寮路2段636號 地下水

508089 松盟埔里礦泉水孝倫站
彰化縣和美鎮和東段169地號(孝倫路135號

正對面)
地下水

508090
諾克斯自助加水站忠孝

站
彰化縣和美鎮忠孝路248號旁 自來水

508091
幸福水屋彰化和美道周

店
彰化縣和美鎮山犁里平安路115號1樓 自來水

508092 金順利月眉站 彰化縣和美鎮月眉里潭北路111巷12弄8號 地下水

508093 金順利和頭站 彰化縣和美鎮和頭路34號旁 地下水

508094 金順利鹿和站 彰化縣和美鎮鹿和路6段261號 地下水

508095 幸福水屋和美德美店 彰化縣和美鎮德美路551號 自來水

508096
松盟埔里礦泉水興德太

平站
彰化縣和美鎮源埤里太平路97巷2號(對面) 地下水

508097 新華加水站和線站 彰化縣和美鎮和線路51號 自來水

508098 邱家水加水站彰和站 彰化縣和美鎮嘉犁里彰和路二段527號旁 地下水

508099
諾克斯自助加水站彰和

站

彰化縣和美鎮彰和路2段446巷巷口旁 (嘉慶

段17地號)
自來水

508100
幸福水屋四季百貨和美

店
彰化縣和美鎮道周路407號 自來水

508101 光明月眉站 彰化縣和美鎮和厝路1段255號 地下水

508102 光明秀春站
彰化縣和美鎮彰新路新賢段00220000地號

(十茂路401號旁)
地下水

508103 健康加水生活館 彰化縣和美鎮和西里道周路874號 自來水

508104 凌科加水彰草站 彰化縣和美鎮彰草路二段330號前 自來水

508105 孝文加水站 彰化縣和美鎮和東里孝文路18號 自來水

508106 聯合泉水義美站
彰化縣和美鎮和北段415地號（和北里義美

98號）
地下水



編號 加水站名稱 加水站地址 水源別 備註

509001 玉鼎淨水廚師生活館 彰化縣伸港鄉中興路1段298號 自來水

509002 和平加水站 彰化縣伸港鄉和平路12號 地下水

509003 清泉行埤墘站
彰化縣伸港鄉埤墘村7鄰埤墘路90號(埤子墘

段汴頭小段0556-0000地號)
地下水

509004 清泉行蚵寮站 彰化縣伸港鄉蚵寮村3鄰蚵寮路17號 地下水

509005 莊氏溪底站 彰化縣伸港鄉彰新路7段399號 地面水

509007
夏威夷埔里加水站中山

站

彰化縣伸港鄉中山路113號(伸榮段0444-

0000地號)
地下水

509008
夏威夷埔里加水站中華

站
彰化縣伸港鄉中華路285號 地下水

509009 景發加水站 彰化縣伸港鄉定興村彰新路7段417號 地下水

509010 美泉水什股站 彰化縣伸港鄉什股村什股路30之1號 地下水

509011 埔里森泉伸港站 彰化縣伸港鄉大同村3鄰中興路2段328號 地下水

509014 美泉水汴頭站 彰化縣伸港鄉汴頭村汴頭路66之1號 地下水

509015 美泉水埤墘站 彰化縣伸港鄉埤墘村埤墘一路153號 地下水

509016 美泉水中華站 彰化縣伸港鄉七嘉村中華路552號 地下水

509018 承妤加水站 彰化縣伸港鄉泉州村泉州路36號 地下水

509019 義華加水站伸港站 彰化縣伸港鄉新港村中正路24號 自來水

509020 義華加水站伸港中山店 彰化縣伸港鄉泉州村中山路156至158號 自來水

509021 家翔加水站 彰化縣伸港鄉彰新路7段464號 自來水

509022
諾克斯自助加水站伸港

站
彰化縣伸港鄉中山路735號 自來水

509023
諾克斯自助加水站伸東

站
彰化縣伸港鄉中華路489號旁 自來水

509024
諾克斯自助加水站中興

站
彰化縣伸港鄉中興路1段400-1號 自來水

509025 金順利建興站 彰化縣伸港鄉建興路11號 地下水

509026 金順利全興站 彰化縣伸港鄉中興路三段719號 地下水



編號 加水站名稱 加水站地址 水源別 備註

509027 金順利七嘉站 彰化縣伸港鄉七嘉村中華路257號 地下水

509028 金順利曾家站 彰化縣伸港鄉曾家村中山路787號 地下水

509029 金順利新港站 彰化縣伸港鄉新港村新港路184號 地下水

509030 金順利泉州站 彰化縣伸港鄉泉州路197號 地下水

509031 義華加水站伸港新港店 彰化縣伸港鄉新港村新港路390號 自來水

509032
台灣加水聯盟伸港自強

站
彰化縣伸港鄉新港村自強路69號 自來水

509033 光明海尾站 彰化縣伸港鄉中興路2段445號 地下水

510001 義華加水站員林正興店 彰化縣員林市新興里正興街304號 自來水

510003 優福加水站和平站 彰化縣員林市和平東街14號 自來水

510005 優福加水站南平站 彰化縣員林市南平街154號 自來水

510006 優福加水站林森站 彰化縣員林市林森路132號 自來水

510008 生荃加水站員林站 彰化縣員林市員東路2段358號 自來水

510009 埔里甘淨泉水南平站 彰化縣員林市南平街121號 地面水

510010 埔里甘淨泉水源潭站 彰化縣員林市源潭里(路)24號 地面水

510013 明泉山泉水大榮店
彰化縣員林市仁愛段7地號（成功東路與員

東路2段交叉路口）
地下水

510014 永新加水站 彰化縣員林市光明街141巷7弄65號 自來水

510018 進坤加水站新生站 彰化縣員林市新生路479號 地下水

510020
長泰冷泉行加水車361-

QT
彰化縣員林市南東里山腳路4段165號 地下水

510022 長泰冷泉行淨生冷泉站 彰化縣員林市南東里山腳路4段165號 地下水

510025 永豐建國站 彰化縣員林市三橋里建國路93號 地下水

510027 埔里桃米甘泉水員大站
彰化縣員林市復興段0380-0000地號 (員大

路1段342號旁)
地面水

510029
聖原山泉水加水車

5091-ZJ
彰化縣員林鎮新生里中山路661號 地下水 暫停營業



編號 加水站名稱 加水站地址 水源別 備註

510030
麥飯石活水加水站和平

站
彰化縣員林市和平里莒光路780巷45號 自來水

510031
諾克斯自助加水站饒明

站
彰化縣員林市員集路二段227號 自來水

510032
藍泉優質加水站員林浮

圳站
彰化縣員林市浮圳路二段232-2號 自來水

510033 亞龍加水站員林建國站 彰化縣員林市三橋里建國路134號 地面水

510035 埔里桃米甘泉新員林站 彰化縣員林市至平街96號對面 地面水

510036 藍泉優質加水站雙平站
彰化縣員林市惠農段593-2地號(雙平路臨76

號)
自來水

510037 玉美研員林加水站 彰化縣員林市莒光路560號 地下水

510038 森泉加水站 彰化縣員林市林森路臨33號 自來水

510041 大河馬加水站大仁站 彰化縣員林市大仁街56號 自來水

510042
藍泉健康加水屋三民東

街站
彰化縣員林市三民東街388號 自來水

510043 藍泉優質加水站靜修站 彰化縣員林市仁美里靜修路1-11號 自來水

510044 安飲加水站建國站 彰化縣員林市建國路332號 自來水

510045 松盟埔里礦泉水至善站 彰化縣員林市至善街30號 地下水

510046
幸福水屋彰化員林靜修

店
彰化縣員林市南平一街66號 自來水

510047 加水吉祥讚
彰化縣員林市復興路59巷二弄1號旁(靜修段

0132-0000地號)
自來水

510048 新華加水站南平店 彰化縣員林市南平里南平街2號 自來水

510050 大河馬加水站莒光站 彰化縣員林市莒光路203號 自來水

511002 和利商行加水站 彰化縣社頭鄉廣福村社石路712號 自來水

512003 埔里甘淨泉水永福站 彰化縣永靖鄉永福路1段133號 地面水

512004 鑫鑫加水站鑫穎店 彰化縣永靖鄉竹子村竹後巷27號 地下水

512005 深山天然泉水瑚璉路站 彰化縣永靖鄉永西村瑚璉路382巷7號 地下水

512008 埔里甘泉水四芳站 彰化縣永靖鄉四芳村四湳路73號 地面水



編號 加水站名稱 加水站地址 水源別 備註

512009 正茂加水站 彰化縣永靖鄉永興路2段173號 地下水

512010 滿溢加水站 彰化縣永靖鄉五汴村九分路359號 自來水

512012 大河馬加水站永社站 彰化縣永靖鄉新莊村永社路62之3號 自來水

512014 大吉加水站 彰化縣永靖鄉同仁村8鄰東畔路158號 地面水

512015 埔里甘泉水湳墘站 彰化線永靖鄉湳墘村四湳路258號 地面水

512016 森好泉水永靖站 彰化縣永靖鄉港西村中山路1段409號 地下水

512017 上井加水站湳港站
彰化縣永靖鄉港新段649地號(永社路175號

旁空地)
地下水

512019 上井加水站東寧站 彰化縣永靖鄉東寧村浮圳路402巷1號 地下水

512021
諾克斯自助加水站瑚璉

站
彰化縣永靖鄉瑚璉路137號 自來水

512023 上井加水站永東站 彰化縣永靖鄉永東村東門路206號 地下水

512024 上井加水站永東站 彰化縣永靖鄉永東村東門路206號 地下水

512025 埔里甘泉水九分站 彰化縣永靖鄉九分路267巷2號 地面水

512026 埔里桃米甘泉水五福站 彰化縣永靖鄉港西村五福巷94-1號 地面水

512027 埔里桃米甘泉水永福站 彰化縣永靖鄉福興村永福路2段364號 地面水

512029 埔里桃米甘泉水竹中站 彰化縣永靖鄉竹子村竹中巷46號 地面水

512031 信樺加水站福德站 彰化縣永靖鄉永南村福德巷4號 地下水

512032 您好加水站 彰化縣永靖鄉中山路3段102號 自來水

512033 埔里水同安站 彰化縣永靖鄉同安村永福路1段716號 地下水

512034 山頂水加水站 彰化縣永靖鄉瑚璉村多福路30號 地下水

512035 義華加水站永靖站 彰化縣永靖鄉永北村西門路104號 自來水

512037
諾克斯自助加水站永安

站
彰化縣永靖鄉永安街21號 自來水

512038 玉美研永靖加水站 彰化縣永靖鄉瑚璉村東門路27號 地下水



編號 加水站名稱 加水站地址 水源別 備註

512039 白蘭加水站 彰化縣永靖鄉永南村開明路165號 自來水

512040 心福水屋永靖站
彰化縣永靖鄉永西村瑚璉路371號旁(永安段

0155-0000地號)
自來水

512041 明泉山泉水五福站
彰化縣永靖鄉五福村中山路一段68巷85號旁

空地
地下水

512042 深山天然泉水永福路站 彰化縣永靖鄉永北村永福路1段137號 地下水

512043 深山天然泉水開明路站 彰化縣永靖鄉永南村開明路32號 地下水

512044 藍泉優質群邦加水站 彰化縣永靖鄉港西村中山路一段416號 自來水

513001 優福加水站埔心太平站 彰化縣埔心鄉太平村太平路89巷21號 自來水

513003 優福加水站埔心明聖站 彰化縣埔心鄉瓦北村明聖路4段175巷1號 自來水

513005
荃薪芫榕淨水站埔心南

館站
彰化縣埔心鄉南館村新館路584號 地下水

513006
荃薪芫榕淨水站埔心瓦

北站
彰化縣埔心鄉瓦北村西安南路17號 地下水

513008
荃薪芫榕淨水站埔心羅

厝站
彰化縣埔心鄉羅厝村羅厝路1段119號 地下水

513009
荃薪芫榕淨水站埔心新

館站
彰化縣埔心鄉新館村新館路224號 地下水

513010
荃薪芫榕淨水站埔心大

華站
彰化縣埔心鄉大華村6鄰大新路345號 地下水

513012 統明泉水芎蕉站 彰化縣埔心鄉霖鳳段387-0001號 地下水

513014 埔里甘泉水埤腳站 彰化縣埔心鄉埤腳村大溪路2段54號 地面水

513015 鎮國加水站 彰化縣埔心鄉經口村鎮國路17號 地面水

513019 龍泉加水站 彰化縣埔心鄉仁里村8鄰永坡路1段1號 地面水

513020 埔里甘泉水太亞站 彰化縣埔心鄉舊館村興霖路175號 地面水

513022 長泰冷泉行許厝站
彰化縣埔心鄉埔心段486之5地號(武昌路83

號前)
地下水

513023 長泰冷泉行六度甘泉站
彰化縣埔心鄉瓦磘厝段341之2地號(員鹿路1

段285號旁)
地下水

513024 長泰冷泉行忠義站 彰化縣埔心鄉義民村忠義北路17號 地下水

513025 山頂水加水站瓦中站 彰化縣埔心鄉瓦中村明聖路4段110巷4號 地面水



編號 加水站名稱 加水站地址 水源別 備註

513026
上井加水站加水車

TB082
彰化縣埔心鄉瓦北村源泉路330巷45號 地下水

513029 上井加水站經口村 彰化縣埔心鄉經口村新民路33巷45號 地下水

513030 上井加水站太平站 彰化縣埔心鄉太平村太平路181號 地下水

513031 埔里甘泉水梧鳳站 彰化縣埔心鄉梧鳳村大溪路3段120號對面 地面水

513032 荃薪芫榕淨水站荃薪站 彰化縣埔心鄉羅厝村羅厝路2段41號 地下水

513033 埔里甘泉水二重站 彰化縣埔心鄉舊館村興霖路592號 地面水

513034 埔里桃米甘泉水同心站 彰化縣埔心鄉瓦北村西安北路42號 地面水 暫停營業

513037 義華加水站埔心站 彰化縣埔心鄉義民村員鹿路2段32號 自來水

513038
全國加水聯盟梧鳳加水

站
彰化縣埔心鄉梧鳳村大溪路3段210號 自來水

513039 山頂水加水站正義站 彰化縣埔心鄉東門村正義路82號 地面水

513040 員鹿館加水站 彰化縣埔心鄉芎蕉村員鹿路5段307號 自來水

513041 荃薪芫榕淨水站油車站 彰化縣埔心鄉油車村忠義北路312號 地下水

513042
荃薪芫榕淨水站大溝尾

站

彰化縣埔心鄉大溝尾段1799地號(永坡路一

段233號旁)
地下水

513044 荃薪芫榕淨水站芎蕉站 彰化縣埔心鄉員鹿路五段211巷16號 地下水

513045
諾克斯自助加水站埔心

站
彰化縣埔心鄉東門村中正路一段356號旁 自來水

513046
諾克斯自助加水站新館

站
彰化縣埔心鄉舊館村新館路658號 自來水

513048 藍泉優質加水站埔心站
彰化縣埔心鄉瓦窯南段0406-0000地號(西安

南路183號對面)
自來水

513049
幸福水屋彰化埔心東明

店
彰化縣埔心鄉員林大道七段133號 自來水

513050 埔心中山加水站 彰化縣埔心鄉經口村中山路153巷3弄45號 自來水

514001 義華加水站溪湖福安店 彰化縣溪湖鎮太平里福安路80號 自來水

514003 好美麗加水站溪湖店 彰化縣溪湖鎮大公路100號 自來水

514005 遠東加水站 彰化縣溪湖鎮田中里二溪路一段505號 自來水



編號 加水站名稱 加水站地址 水源別 備註

514006
荃薪芫榕淨水站溪湖湖

東站
彰化縣溪湖鎮員鹿路湖東巷45號 地下水

514007
荃薪芫榕淨水站溪湖二

溪站
彰化縣溪湖鎮田中里二溪路491號 地下水

514008
荃薪芫榕淨水站溪湖中

山站
彰化縣溪湖鎮大溪路1段540號 地下水

514009
荃薪芫榕淨水站溪湖西

環站
彰化縣溪湖鎮湖西里西環路257號 地下水

514010
荃薪芫榕淨水站溪湖太

平站
彰化縣溪湖鎮員鹿路3段237號 地下水

514011
荃薪芫榕淨水站溪湖品

客站
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4段250號 地下水

514012
荃薪芫榕淨水站溪湖忠

溪站
彰化縣溪湖鎮西溪里忠溪路139號 地下水

514013
荃薪芫榕淨水站溪湖頂

庄站
彰化縣溪湖鎮頂庄社區活動中心 地下水

514015 埔里甘淨泉水孔銘站 彰化縣溪湖鎮員鹿路4段12號 地面水

514016 埔里甘淨泉水中興站 彰化縣溪湖鎮中興路125號 地面水

514017 埔里甘淨泉水山寮站 彰化縣溪湖鎮員鹿路4段795號 地面水

514019 鑫鑫加水站鑫懋店 彰化縣溪湖鎮三塊厝小段539號 地下水

514020 鑫鑫加水站鑫安店 彰化縣溪湖鎮湳底段185地號 地下水

514021 鑫鑫加水站群旺店 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一段218巷2號 地下水

514023 統明泉水大順站 彰化縣溪湖鎮大突里大順街8號 地下水

514025 埔里泉水西勢站 彰化縣溪湖鎮西安路72號 地面水

514026 明泉山泉水海豐店 彰化縣溪湖鎮番婆里海豐路14號 地下水

514028 明泉山泉水媽厝店 彰化縣溪湖鎮媽厝里湳底路60號 地下水

514029
統明商行加水車（342-

QT）
彰化縣溪湖鎮大突里大順街8號 地下水

514030 桃米坑泉水西安站 彰化縣溪湖鎮西勢里西安路300巷45號 地下水

514031 埔里甘泉水興學站 彰化縣溪湖鎮東寮里興學街343號 地面水

514032 埔里甘泉水忠覺站 彰化縣溪湖鎮崙子腳路112號 地面水



編號 加水站名稱 加水站地址 水源別 備註

514033 桃米坑泉水山遼站 彰化縣溪湖鎮員鹿路4段518號 地下水

514034 浤源彰水站 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1段458號 地下水

514035 山頂水加水站大突站
彰化縣溪湖鎮大發段1033地號 (二溪路大突

巷88-1號旁)
地下水

514036 上井加水站西溪站 彰化縣溪湖鎮西溪里忠溪路359號 地下水

514037 優福加水站溪湖大溪站 彰化縣溪湖鎮三塊厝段397地號 地下水

514038 優福加水站溪湖地政站
彰化縣溪湖鎮大發段237地號(大公路大公七

街交叉口)
地下水

514039 上井加水站消防街站 彰化縣溪湖鎮湖東里消防街17號 地下水

514043 山頂水加水站田中站 彰化縣溪湖鎮田中央路2段(老人會館) 地下水

514044 優福加水站溪湖員鹿站 彰化縣溪湖鎮東寮里員鹿路3段572號 地下水

514045 山頂水加水站河興站 彰化縣溪湖鎮河興段0315地號 地下水

514046 山頂水加水站興學站 彰化縣溪湖鎮光平里興學街225號 地下水

514047 山頂水加水站河東站 彰化縣溪湖鎮河東里河東路35號 地下水

514048 優福加水站彰化湖東站 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147之1號 地下水

514049 荃薪芫榕淨水站向上站 彰化縣溪湖鎮湖東里27鄰向上路33號 地下水

514051 水之鄉湳底站 彰化縣溪湖鎮媽厝里湳底路27-1號 地面水

514054 浤源二溪站 彰化縣溪湖鎮湖西里二溪路1段329巷18號 地下水

514059 麥飯石活水福德站 彰化縣溪湖鎮汴頭里田中路72號之5 自來水

514062 山頂水加水站大竹站
彰化縣溪湖鎮湖南段3地號(彰化縣溪湖鎮大

竹里平和街123號對面)
地下水

514064 山頂水加水站汴頭站 彰化縣溪湖鎮汴頭里久安六街2號 地下水

514066 冠鴻加水站溪湖站 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6號 地下水

514067 優福加水站溪湖合庫站 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3段116號 地下水

514068 大庭加水站
彰化縣溪湖鎮大庭里忠覺段83號(崙子腳路

41-1號)
自來水



編號 加水站名稱 加水站地址 水源別 備註

514069 泉水加水站大庭站 彰化縣溪湖鎮大庭里崙仔腳段216號 地下水

514071 義華加水站溪湖田中站 彰化市縣溪湖鎮田中路77號 自來水

514073
荃薪芫榕淨水站西環二

站
彰化縣溪湖鎮光華里二溪路1段103號 地下水

514075
諾克斯自助加水站溪湖

站
彰化縣溪湖鎮員鹿路三段507號 自來水

514077 胡厝活力加水站 彰化縣溪湖鎮光平里興學街322號 地下水

514079 玉美研溪湖加水站 彰化縣溪湖鎮員鹿路3段35號 地下水

514080 新華加水站溪湖大公店 彰化縣溪湖鎮大公路133號 自來水

514081
諾克斯自助加水站彰水

站

彰化縣溪湖鎮平和街242巷20號(平和段787-

5地號)
自來水

514082 青雅加水站 彰化縣溪湖鎮青雅路136號 自來水

514083 陳新源加水站 彰化縣溪湖鎮大竹里糖北街38號 自來水

514084 義華加水站溪湖平等店 彰化縣溪湖鎮平和里光平街37號 自來水

514085 藍泉優質加水站青雅站 彰化縣溪湖鎮湖東里青雅路124號 自來水

514086 義華加水站溪湖彰水店 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四段171號 自來水

514087 幸福水屋彰化溪湖店 彰化縣溪湖鎮大發路52號 自來水

514088 荃薪芫榕淨水站薪榕站 彰化縣溪湖鎮忠覺里崙子腳路89-4號 地下水

514089 荃薪芫榕淨水站後溪站
彰化縣溪湖鎮大庭段531地號(員鹿路後溪巷

39-22號旁)
地下水

514090 義華加水站溪湖員鹿店
彰化縣溪湖鎮湖北段674地號(員鹿路四段

702號旁)
自來水

515002 埔里甘泉水員大站 彰化縣大村鄉員大路7-37號 地面水

515003 埔里甘泉水大村站 彰化縣大村鄉茄苳路1段173號 地面水

515004 埔里甘泉水五通站 彰化縣大村鄉大溪路25號 地面水

515005 埔里甘泉水貢旗站 彰化縣大村鄉大溪路13號 地面水

515006 埔里甘泉水喜美站 彰化縣大村鄉大村村南勢巷3-5號 地面水



編號 加水站名稱 加水站地址 水源別 備註

515007 埔里甘泉水南勢站
彰化縣大村鄉大村段198-2地號(南勢村巷6

號)
地面水

515008 聯合泉水大村站 彰化縣大村鄉中正東路290-1號 地面水

515009 桃米坑泉水擺塘站 彰化縣大村鄉擺塘村擺塘巷20號 地下水

515010 埔里甘泉水茄苳站 彰化縣大村鄉茄苳路2段115號旁 地面水

515011 長泰冷泉行故鄉站 彰化縣大村鄉擺塘村擺塘巷21之45號 地下水

515012 長泰冷泉行便利站 彰化縣大村鄉美港村中山路1段86號後門 地下水

515013 長泰冷泉行葡萄園站
彰化縣大村鄉慈祥段40地號(中正西路72號

旁)
地下水

515014 長泰冷泉行新德昌站 彰化縣大村鄉村上村中山路2段170號 地下水

515015 埔里甘泉水大崙站 彰化縣大村鄉大崙村2巷1-1號 地面水

515016 埔里甘泉水過溝站 彰化縣大村鄉過溝村中正西路247號 地面水

515017 埔里甘泉水加錫站 彰化縣大村鄉加錫村加錫2巷16-2號 地面水

515019 櫻花加水站 彰化縣大村鄉櫻花路142巷1號 自來水

515020 埔里甘泉水田洋站 彰化縣大村鄉田洋村田洋巷7-13號 地面水

515021 義華加水站南勢站 彰化縣大村鄉大村村南勢巷3-35號 自來水

515022 聯合泉水中正東站 彰化縣大村鄉中正東路110號 地下水

515023
諾克斯自助加水站大葉

站
彰化縣大村鄉黃厝村山腳路60-8號 自來水

515025 義華加水站大村中正店 彰化縣大村鄉過溝村中正西路165號 自來水

515026 iCheerus加水屋 彰化縣大村鄉中正西路97號 自來水

515027 藍泉優質加水站大村站 彰化縣大村鄉大村村大仁路一段12-1號 自來水

515028 大村加水站
彰化縣大村鄉黃厝段0140-0000地號(大村鄉

黃厝村山腳路2-2號旁)
自來水

515029 UFO加水站大村站 彰化縣大村鄉村上村中山路二段155號 自來水

510030
麥飯石活水加水站和平

站
彰化縣員林市和平里莒光路780巷45號 自來水



編號 加水站名稱 加水站地址 水源別 備註

516002
荃薪芫榕淨水站埔鹽龍

鳳站
彰化縣埔鹽鄉打廉村埔打路1段11-16號 地下水

516003 埔里甘淨泉水大新站 彰化縣埔鹽鄉新水村大新路1-16號 地面水

516004 埔里甘淨泉水出水站 彰化縣埔鹽鄉埔港路52號 地面水

516005 埔里甘淨泉水西湖站 彰化縣埔鹽鄉西湖村大新路2巷27號 地面水

516007 聯合泉水埔鹽站 彰化縣埔鹽鄉好修村員鹿路2段164號 地面水

516009 桃米坑泉水角樹站 彰化縣埔鹽鄉角樹村員鹿路1段86號 地下水

516010 埔里甘泉水三省站 彰化縣埔鹽鄉好金路3-5號 地面水

516011 山頂水加水站打廉站 彰化縣埔鹽鄉打廉村埔打路19-15號 地下水

516013 桃米坑泉水埔港站 彰化縣埔鹽鄉埔港路69號 地下水

516014 山頂水加水站埔鹽站
彰化縣埔鹽鄉光明段1312-9地號(中正路45

號之鄰地)
地下水

516015 山頂水加水站廍子站 彰化縣埔鹽鄉廍子村光明路1段109號 地下水

516016 山頂水加水站新水站
彰化縣埔鹽鄉三省段131地號(大新路1巷2之

4號鄰地)
地下水

516017 山頂水加水站天盛站 彰化縣埔鹽鄉天盛村番金路66之8號 地下水

516018 山頂水加水站南新站 彰化縣埔鹽鄉南新村興安路191巷1號 地下水

516019 冠鴻加水站石碑腳站 彰化縣埔鹽鄉石碑腳番金路81-9號 地下水

516020 山頂水加水站大有站 彰化縣埔鹽鄉大有村員鹿路3段95號 地下水

516021 山頂水加水站西湖站 彰化縣埔鹽鄉西湖村大新路36-3號 地下水

516024 泉水加水站角樹站 彰化縣埔鹽鄉角樹村員鹿路一段53號 地下水

516025 泉水加水站埔鹽站 彰化縣埔鹽鄉埔鹽村光明段1271-0000 地下水

516026 泉水加水站天盛站 彰化縣埔鹽鄉天盛村番金路24號 地下水

516027 泉水加水站南港站
彰化縣埔鹽鄉南港村東榮段380地號(埔港路

24之16號）
地下水

516028 泉水加水站中古園站 彰化縣埔鹽鄉豐澤村埔打路69-2號 地下水



編號 加水站名稱 加水站地址 水源別 備註

516029 泉水加水站埔南站 彰化縣埔鹽鄉埔南村埔菜路58號 地下水

516030
藍泉優質加水站彰化埔

鹽站
彰化縣埔鹽鄉彰水路一段267號 自來水

516032 藍泉加水站石埤站 彰化縣埔鹽鄉石埤村番金路二巷82號 自來水

520001 藍泉加水站田中站 彰化縣田中鎮西路里中州路1段256號 自來水

520002 義華加水站田中民族店
彰化縣田中鎮中正段612地號(民族街142號

旁)
自來水

521001 義華加水站北斗斗苑店 彰化縣北斗鎮斗苑路141號 自來水

521002 銘淇加水站地政店 彰化縣北斗鎮文昌里地政路276號 自來水

521003 銘淇加水站斗苑店 彰化縣北斗鎮斗苑路1段319號 自來水

521005 埔里泉水中興站 彰化縣北斗鎮中興街312巷19號 地面水

521006 埔里泉水中寮站 彰化縣北斗鎮中寮路19號 地面水

521007 埔里泉水興農二站 彰化縣北斗鎮興農路2段375號 地面水

521008 埔里泉水舜耕站 彰化縣北斗鎮西德里舜耕路18號 地面水

521009 埔里泉水光復站 彰化縣北斗鎮光復路89號 地面水

521012 埔里泉水興農一站 彰化縣北斗鎮東北斗段1665地號 地面水

521013 埔里泉水地政站
彰化縣北斗鎮螺青段842-2號(地政路143號

旁)
地面水

521014 埔里泉水中新站
彰化縣北斗鎮中圳段0130-0000號(中新路

456號旁)
地面水

521015 埔里泉水復興站 彰化縣北斗鎮西安里復興路862巷5號前 地面水

521016 明泉山泉水文昌店 彰化縣北斗鎮文昌里地政路98號 地下水

521017 明泉山泉水光仁店 彰化縣北斗鎮居仁里光仁街181號 地下水

521018 明泉山泉水西德店 彰化縣北斗鎮西德里舜苑街199號 地下水

521020 明泉山泉水舜耕店 彰化縣北斗鎮西德里舜耕路9號 地下水

521022 北斗加水站 彰化縣北斗鎮五權里新市街39號 自來水



編號 加水站名稱 加水站地址 水源別 備註

521023 明泉山泉水復興店
彰化縣北斗鎮大安段826地號(復興路766號

旁)
地下水

521026 財水滿天下加水站 彰化縣北斗鎮中興街306號 自來水

521027
諾克斯自助加水站北斗

站
彰化縣北斗鎮中山路1段310號 自來水

521028 義華加水站北斗光仁站 彰化縣北斗鎮光仁街71號 自來水

521029 明泉山泉水螺青店 彰化縣北斗鎮螺青段685地號(日新巷1號) 地下水

521030 北斗斗苑加水站 彰化縣北斗鎮斗苑路1段9號 自來水

521031 光復路2站加水站 彰化縣北斗鎮光復路91號 地面水

521032 義華加水站斗中站
彰化縣北斗鎮螺青段625-19地號(斗中路838

巷6號對面)
自來水

521033
邱家水加水站寶斗黃昏

市場站

彰化縣北斗鎮復興路316巷寶斗黃昏市場(北

勢寮段9之44地號)
地下水

521034
台灣加水聯盟北斗光復

店
彰化縣北斗鎮光復路346巷93號 自來水

521035 埔里泉水新七星站 彰化縣北斗鎮七星里神農路1號 地面水

521036 埔里泉水新四維站 彰化縣北斗鎮西德里四維路1號 地面水

522001 優福加水站田尾公所站 彰化縣田尾鄉公所路204號 自來水

522002 家勝加水站 彰化縣田尾鄉柳鳳村民族路2段199號 自來水

522004 埔里甘淨泉水正義站 彰化縣田尾鄉正義村中正路1段151號 地面水

522005 埔里甘淨泉水仁里站 彰化縣田尾鄉仁里村中庄巷68號 地面水

522007 鑫鑫加水站鑫興店 彰化縣田尾鄉打簾村公園路1段408號 地下水

522009 統明泉水光榮站 彰化縣田尾鄉海豐村光榮巷505號 地下水

522011 埔里甘泉水仁里站 彰化縣田尾鄉仁里村前庄巷1-1號 地面水

522013 北曾加水站 彰化縣田尾鄉北曾村中興路3號 地面水

522014 正弘加水站 彰化縣田尾鄉新生村光復路1段589號 自來水

522016 埔里甘泉水南曾站 彰化縣田尾鄉南曾村光復路2段378號 地面水



編號 加水站名稱 加水站地址 水源別 備註

522017 上井加水站海豐站 彰化縣田尾鄉海豐村中正路3段227號 地下水

522018 龍泉加水站
彰化縣田尾鄉南曾村97地號(福德巷165號

旁)
地面水

522019 益泉加水站 彰化縣田尾鄉北鎮村平和路2段137號 自來水

522021 信樺加水站富農站 彰化縣田尾鄉睦宜村富農路1段211號 地下水

522022 水加水站 彰化縣田尾鄉陸豐村民生路3段89號 地下水

522023 源加加水站 彰化縣田尾鄉新生村光復路一段528號 自來水

522024 安飲加水站田尾站 彰化縣田尾鄉中山路一段129號 自來水

522025 聯合泉水中正站 彰化縣田尾鄉中正路三段387巷5號 地下水

522026 義華加水站田尾中山店 彰化縣田尾鄉溪畔村中山路二段485號 自來水

522027 埔里泉水新建平站 彰化縣田尾鄉饒平村建平路一段173號 地面水

523002 義華加水站埤頭彰水店 彰化縣埤頭鄉彰水路3段412號 自來水

523004
優福加水站埤頭斗苑西

路站
彰化縣埤頭鄉斗苑西路184號 自來水

523005
荃薪芫榕淨水站埤頭工

業站
彰化縣埤頭鄉彰水路2段917號 地下水

523006
荃薪芫榕淨水站埤頭竹

圍站
彰化縣埤頭鄉竹圍村竹和路230號 地下水

523007
荃薪芫榕淨水站埤頭庄

尾站
彰化縣埤頭鄉庄內村光明路160巷1號 地下水

523009
荃薪芫榕淨水站埤頭庄

內站
彰化縣埤頭鄉彰水路1段298巷82號 地下水

523010 埔里甘淨泉水福德站 彰化縣埤頭鄉興農村福德路179巷2號 地面水

523011 埔里甘淨泉水十一號站 彰化縣埤頭鄉豐崙村彰水路4段341號 地面水

523012 埔里甘淨泉水新生站 彰化縣埤頭鄉和豐村新生路148號 地面水

523013 埔里甘淨泉水豐崙站 彰化縣埤頭鄉豐崙村豐崙路66號 地面水

523014 埔里甘淨泉水新庄站 彰化縣埤頭鄉新庄村光華路136號 地面水

523015 埔里甘淨泉水芙朝站 彰化縣埤頭鄉芙朝村文化路913號 地面水



編號 加水站名稱 加水站地址 水源別 備註

523016 埔里甘淨泉水斗苑站
彰化縣埤頭鄉崙南段93地號(斗苑東路1012

號旁空地）
地面水

523018 明泉山泉水豐崙店 彰化縣埤頭鄉豐崙村光復路35號 地下水

523019 明泉山泉水永豐店 彰化縣埤頭鄉永豐村東西路217號 地下水

523020 森好泉水埤頭A站 彰化縣埤頭鄉陸嘉村中華路413號 地下水

523021 埔里水文化加水站 彰化縣埤頭鄉芙朝村文化路832號 地下水

523022 冠鴻加水站文鄉路站 彰化縣埤頭鄉文鄉路212號 地下水

523023 冠鴻加水站廣天宮站 彰化縣埤頭鄉平原村稻香路437號 地下水

523024 冠鴻加水站救行宮站 彰化縣埤頭鄉青埔路5號 地下水

523025 泉水加水站郵局站 彰化縣埤頭鄉合興村斗苑西路207號 地下水

523027 泉水加水站11號站 彰化縣埤頭鄉豊崙村光復路218號 地下水

523028 泉水加水站芙朝站 彰化縣埤頭鄉芙朝村金安路2號 地下水

523029 泉水加水站超市站
彰化縣埤頭鄉永豊段0869-0000地號(健安街

45號對面)
地下水

523030 明泉山泉水溪底店 彰化縣埤頭鄉豊崙村溪底路183號 地下水

523032 泉水加水站崙腳站 彰化縣埤頭鄉崙腳村中學路411號 地下水

523033
台灣加水聯盟順財加水

站
彰化縣埤頭鄉合興村斗苑西路301號 自來水

523034 泉水加水站大湖頭站 彰化縣埤頭鄉大湖村4鄰仁德路141巷16號 地下水

523035 荃薪芫榕淨水站中華站 彰化縣埤頭鄉陸嘉村中華路296號 地下水

523037 明泉山泉水平原站 彰化縣埤頭鄉平原村稻香路307號 地下水

523038 泉水加水站中南站 彰化縣埤頭鄉埤頭村中南路180號 地下水

523039 荃薪芫榕淨水站和興站 彰化縣埤頭鄉合興村斗苑西路483號 地下水

523040 義華加水站埤頭興安店
彰化縣埤頭鄉永豐段617地號(興安街210號

旁)
自來水

523042 安飲加水站埤頭站 彰化縣埤頭鄉合興村斗苑西路162號 自來水



編號 加水站名稱 加水站地址 水源別 備註

523043
台灣加水聯盟埤頭大同

店
彰化縣埤頭鄉平原村大同街102號 自來水

523044
藍泉科技自助活水機埔

尾加水站
彰化縣埤頭鄉和豐村斗苑東路367號 自來水

524001 義華加水站溪州中央店 彰化縣溪州鄉溪州村中央路3段299號 自來水

524002 優福加水站溪州中山店 彰化縣溪州鄉溪中山路3段330號 自來水

524003 震鋐加水站 彰化縣溪州鄉三圳村中央路2段204號 自來水

524004 來旺商店加水站 彰化縣溪州鄉溪州村復興路23號 自來水

524006 埔里泉水柑園站 彰化縣溪州鄉柑園村下柑路22號 地面水

524007 埔里泉水圳寮站 彰化縣溪州鄉圳寮村下樹巷29號之1 地面水

524008 埔里泉水成功站 彰化縣溪州鄉成功村登山路2段47號 地面水

524009 埔里泉水水尾站 彰化縣溪州鄉水尾村村中路12號 地面水

524011 埔里泉水溪厝站 彰化縣溪州鄉溪厝村中山路2段367號 地面水

524012 埔里泉水尾厝站 彰化縣溪州鄉尾厝村中山路3段523巷2號 地面水

524013 森好泉水溪州B站 彰化縣溪州鄉尾厝村公平街222號 地下水

524014 森好泉水溪州A站 彰化縣溪州鄉圳寮村陸軍路14之3號 地下水

524015 進坤加水站三條站 彰化縣溪州鄉三條村中央路2段86號 地下水

524016 森好泉水加水車R2-285 彰化縣溪州鄉張厝村陸軍路1段75號 地下水

524017 埔里水中山加水站 彰化縣溪州鄉中山路3段321號 地下水

524018 埔里水溪厝加水站 彰化縣溪州鄉溪厝村新路45號 地下水

524019 埔里水永安加水站 彰化縣溪州鄉東州村永安路72號 地下水

524020 埔里水慶平加水站 彰化縣溪州鄉溪州村慶平路41號 地下水

524021 埔里水西中加水站 彰化縣溪州鄉西畔村西中巷1號 地下水

524022 義華加水站東州站 彰化縣溪州鄉東州村登山路4段311號 自來水



編號 加水站名稱 加水站地址 水源別 備註

524025 水麻吉成功加水站 彰化縣溪州鄉成功村登山路二段221號 自來水

524026
諾克斯自助加水站金山

站
彰化縣溪州鄉三圳村9鄰中央路2段233號旁 自來水

524027 邱家水加水站下田站 彰化縣溪州鄉成功村下田路3號旁 地下水

525001 優福加水站竹塘站 彰化縣竹塘鄉竹塘村信義街1號 自來水

525002
荃薪芫榕淨水站竹塘光

明站
彰化縣竹塘鄉新廣村光明路2號 地下水

525003
荃薪芫榕淨水站竹塘廣

福站
彰化縣竹塘鄉新廣村光明路廣福巷41號 地下水

525004
荃薪芫榕淨水站竹塘大

新站
彰化縣竹塘鄉樹腳村竹林路1段大新巷54號 地下水

525005 埔里甘淨泉水田頭站 彰化縣竹塘鄉田頭村光明路竹田巷92號 地面水

525006 埔里甘淨泉水竹塘站 彰化縣竹塘鄉竹塘村竹林路1段312號 地面水

525007
荃薪芫榕淨水站竹塘中

興站
彰化縣竹塘鄉竹政段1241-0000號 地下水

525008
荃薪芫榕淨水站竹塘東

陽站
彰化縣竹塘鄉土庫村東陽路1段291號 地下水

525009 荃薪芫榕淨水站河陽站 彰化縣竹塘鄉溪墘村河陽路49號 地下水

525010 山泉水長安站 彰化縣竹塘鄉長安村東陽路2段178號 地面水

525011 山泉水民靖站 彰化縣竹塘鄉民靖村竹林路2段72-27號 地面水 暫停營業

525012 萬興淨水加水站五庄站 彰化縣竹塘鄉五庄村竹五路163號 自來水

525013 泉水加水站五庒站
彰化縣竹塘鄉五庒村10鄰竹五路頂庒段18之

1號
地下水

525014 泉水加水站民靖厝站 彰化縣竹塘鄉民靖村成功路69號 地下水

525015 義華加水站彰化竹塘站 彰化縣竹塘鄉竹林路1段316號 自來水

525016 泉水加水站大湖尾站 彰化縣竹塘鄉五庄村大湖路37號 地下水

525017 優福加水站永安站 彰化縣竹塘鄉永安村東陽路2段永吉巷11號 自來水

526001 義華加水站二林莊敬店 彰化縣二林鎮西平里莊敬路151號 自來水

526002 義華加水站二林斗苑店 彰化縣二林鎮後厝里斗苑路4段457號 自來水



編號 加水站名稱 加水站地址 水源別 備註

526004 埔里甘淨泉水面前站 彰化縣二林鎮東勢里面前巷20號 地面水

526005 鑫鑫加水站陞安店 彰化縣二林鎮華崙里光復路33號 地下水

526006 梅芳加水站 彰化縣二林鎮梅芳里太平路25-1號 自來水

526007 鑫鑫加水站誠安店 彰化縣二林鎮華崙里挖子路15巷19號 地下水

526008 鑫鑫加水站興安店 彰化縣二林鎮東華里路東巷11號 地下水

526009 鑫鑫加水站宜新店 彰化縣二林鎮原竹巷14號 地下水

526010 萬興淨水加水站萬興站 彰化縣二林鎮萬興里英才路21號 自來水

526011 萬家福加水站 彰化縣二林鎮莊敬街102號 自來水

526012 埔里礦泉水行後厝站 彰化縣二林鎮斗苑路4段305號 地面水

526014 埔里礦泉水行冰廠站 彰化縣二林鎮信義路249號 地面水

526015 埔里礦泉水行西庄站
彰化縣二林鎮萬興段柳仔溝小段238-56地號

(同安巷80-1號左側西庄慈靈宮旁)
地面水

526016 埔里礦泉水行中西站
彰化縣二林鎮新興段64地號(二林鎮中西里

中三路2號對面)
地面水

526017 埔里礦泉水行黎頭厝站 彰化縣二林鎮東興里福建巷45號 地面水

526018 埔里礦泉水行十三戶站 彰化縣二林鎮頂厝里二溪路2段359巷72號 地面水

526019 埔里礦泉水行萬興站 彰化縣二林鎮萬興里二溪路6鄰34號 地面水

526021 埔里礦泉水行西保站
彰化縣二林鎮柳仔溝段42-8地號(民保巷106

弄14號對面)
地面水

526022 埔里礦泉水行湖厝站 彰化縣二林鎮合和巷1-1號 地面水

526023 埔里礦泉水行柳仔溝站 彰化縣二林鎮西庄里泉西巷5-18號1樓 地面水

526025 山頂水加水站華崙站 彰化縣二林鎮華崙里二溪路7段314號 地下水

526026 埔里礦泉水行郵局站
彰化縣二林鎮萬興段131-3地號(二溪路6段

273號右側)
地面水

526028 埔里礦泉水行台糖站 彰化縣二林鎮明德街175號1樓 地面水



編號 加水站名稱 加水站地址 水源別 備註

526030 萬興淨水加水站東勢站
彰化縣二林鎮東勢里東勢巷大排沙段170-5

號(東勢巷與西宅巷交叉口)
自來水

526031 萬興淨水加水站永興站 彰化縣二林鎮永興里二溪路6段352號 自來水

526036 冠鴻加水站安殿巷站 彰化縣二林鎮趙甲里安殿巷2號之4 地下水

526038 冠鴻加水站藍天宮站 彰化縣二林鎮原斗里中正巷12-1號 地下水

526041 萬家福加水站西斗站 彰化縣二林鎮再發路11號 自來水

526042 萬家福加水站東勢站 彰化縣二林鎮東勢里東勢巷9號 自來水

526044 萬家福加水站萬合站 彰化縣二林鎮萬原路15號之6 自來水

526045 潔德埔里泉水
彰化縣二林鎮大永里大永路6號(大排沙段

0547-0000地號)
地下水

526046 萬家福加水站莊敬站 彰化縣二林鎮西平里莊敬街102號 自來水

526047 冠鴻加水站原斗站 彰化縣二林鎮原斗里原竹路943號 地下水

526048 泰興加水站 彰化縣二林鎮梅芳里太平路11號 自來水

526050 泉水加水站外竹站 彰化縣二林鎮外竹里中南巷2號 地下水

526051 泉水加水站大人莊站
彰化縣二林鎮東華里  磘段163之7地 號(福

中巷)
地下水

526052 荃薪芫榕淨水站趙甲站 彰化縣二林鎮趙甲里鎮平巷55之8號 地下水

526053
荃薪芫榕淨水站仁愛夜

市站

彰化縣二林鎮儒明段487地號(仁愛路414號

對面)
地下水

526054 泉水加水站二林竹圍站 彰化縣二林鎮香田里1鄰竹圍巷1號 地下水

526055 泉水加水站土人厝站 彰化縣二林鎮中農路8號 地下水

526056 泉水加水站丈八斗站 彰化縣二林鎮再發路36號 地下水

526057 玉美研二林加水站 彰化縣二林鎮吉昌二街77號 地下水

526058 義華加水站二林大城店 彰化縣二林鎮大成路1段513號 自來水

526059
諾克斯自助加水站二林

站
彰化縣二林鎮仁愛路369號 自來水

526060 泰安宮冠鴻甘泉企業行
彰化縣二林鎮華崙里光復路57巷臨1之1號

(泰安宮前)
地下水



編號 加水站名稱 加水站地址 水源別 備註

526061 埔里礦泉水行原舊甲站 彰化縣二林鎮趙甲底鎮平巷33之1號 地下水

526062 埔里礦泉水行原素食站
彰化縣二林鎮儒雅段90地號(彰化縣二林鎮北

平里照西路302號右側)
地下水

526063 二林公所站 彰化縣二林鎮豐田里南安路60號 地下水

526064 二林挖仔站 彰化縣二林鎮華崙里二溪路243號 地下水

527002 埔里礦泉水行上山站 彰化縣大城鄉大山路6號 地面水

527003 埔里礦泉水行西港站 彰化縣大城鄉中央路2號之1 地面水

527004 埔里礦泉水行豐美站 彰化縣大城鄉豐美村人和路1號 地面水

527005 埔里礦泉水行菜寮站 彰化縣大城鄉菜寮村東平路37-2號 地面水

527006 埔里礦泉水行東城站
彰化縣大城鄉東城段1145-0000號(東平路59

號右側)
地面水

527007 大城加水站 彰化縣大城鄉東城村東平路41號 自來水

527009 義華加水站大城中平店 彰化縣大城鄉中平路20號 自來水

527010
埔里礦泉水行原下山腳

站
彰化縣大城鄉山腳村大山路16號 地下水

528001 聯合泉水蚵寮站 彰化縣芳苑鄉芳漢路王功段576號 地下水

528002 聯合泉水王功站 彰化縣芳苑鄉和平村芳漢路王功段285號 地下水

528003 埔里礦泉水行新生站 彰化縣芳苑鄉草漢路草二段228巷7號 地面水

528004 埔里礦泉水行三合站 彰化縣芳苑鄉斗苑路三合段90-2號平房 地面水

528005 埔里礦泉水行崙腳站 彰化縣芳苑鄉中正路9號 地面水

528006 埔里礦泉水行工業區站 彰化縣芳苑鄉斗苑路三合段575號 地面水

528007 埔里礦泉水行草湖站 彰化縣芳苑鄉草湖村二溪路草二段543號 地面水

528008 埔里礦泉水行後寮站 彰化縣芳苑鄉後寮村寮中巷1號 地面水

528009 埔里礦泉水行東草站 彰化縣芳苑鄉建平村二溪路草二段704號 地面水

528010 埔里礦泉水行仁愛站 彰化縣芳苑鄉仁愛村中央路32號 地面水



編號 加水站名稱 加水站地址 水源別 備註

528011 埔里礦泉水行永興站 彰化縣芳苑鄉永興村光復巷4號 地面水

528012 埔里礦泉水行路上站 彰化縣芳苑鄉路平村上林路路上段394號 地面水

528013 埔里礦泉水行西草站 彰化縣芳苑鄉草湖村功湖路82號 地面水

528015 埔里礦泉水行頂庄站
彰化縣芳苑鄉草湖段5-1907號(新興巷48號

右側)
地面水

528018 埔里森泉漢寶站
彰化縣芳苑鄉漢寶園段0002-0906地號(芳漢

路1段551巷46號天寶宮前)
地下水

528019 埔里森泉新寶站 彰化縣芳苑鄉新寶村永發巷2號 地下水

528020 萬興淨水加水站三合站 彰化縣芳苑鄉三合村斗苑路96號 自來水

528021 萬興淨水加水站草湖站 彰化縣芳苑鄉建平村二溪路草二段897號 自來水

528022 萬興淨水加水站建平站 彰化縣芳苑鄉建平村新興巷36號 自來水

528023 萬興淨水加水站芳苑站 彰化縣芳苑鄉仁愛村斗苑路184號 自來水

528025 萬家福加水站王功站 彰化縣芳苑鄉民生村建成路180巷47號 自來水

528026 聯合泉水草二站 彰化縣芳苑鄉建平村二溪路草二段458號 地下水

528027
萬興淨水加水站芳苑市

區站
彰化縣芳苑鄉芳中村芳樂街83號 自來水

528028 芳苑加水站 彰化縣芳苑鄉建平村二溪路草二段382號 自來水

528029 聯合泉水芳東站 彰化縣芳苑鄉芳東路2號 地下水

528030 埔里礦泉水行原王功站 彰化縣芳苑鄉興仁村東平路6號 地下水

528031 埔里礦泉水行原光明站 彰化縣芳苑鄉芳苑村光明路23號 地下水

530001
娟佑農藝行加水車

330S8
彰化縣二水鄉聖化村拜堂巷42號 地下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