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場所名稱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大道/路/街/地區 段 巷/弄/衖 號 樓（之~） 電話 開放時間 注意事項 設置依據

彰化縣二水鄉公所 彰化縣 二水鄉 南通路 二段 764號 04-8790101
週一至週五上午8:00~

下午17:00

請自行前往哺乳室並登

記
依法設置

彰化縣二水鄉戶政事務所 彰化縣 二水鄉 員集路 三段 472號 04-8792373
週一至週五上午8:00~

下午17:00
請洽一樓服務台人員 依法設置

彰化縣二水鄉圖書館 彰化縣 二水鄉 聖化村 溪邊巷 72號 04-8794333
週二至週六上午8:30~

下午17:00
請洽三樓服務台人員 依法設置

彰化縣二林鎮立圖書館 彰化縣 二林鎮 斗苑路 4段 626號 04-8963723
週一至週五上午8:00-

1200  13:00-17:00
請洽服務台登記使用 依法設置

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 彰化縣 二林鎮 豐田里 斗苑路 4段 689號 04-8960035

星期一至五，08：00-

12：00，下午13：30-

17：00

請洽服務台登記使用 依法設置

彰化縣大村鄉公所 彰化縣 大村鄉 大村村 中正西路 338號 04-8520149
週一至週五上午08：

00 ~ 17：30

請自行前往哺乳室並登

記
依法設置

台灣鐵路管理局大村站 彰化縣 大村鄉 過溝村 福進路 100號 04-8525148
週一至週五上午08：

00 ~ 21：00

請洽站務員登記，並備

證件換取鑰匙
依法設置

彰化縣大村鄉立圖書館 彰化縣 大村鄉 慶安路 429巷 25號 04-8527405

週一至週日，
8:00~12:00/13:30~17:0

0（午間休息）

請至一樓服務台登記以

利管理
依法設置

彰化縣大城鄉立圖書館 彰化縣 大城鄉 東城村 中平路 163號 04-8942980
週二～週日9:00～
17:00

請自行前往哺乳室 依法設置

彰化縣大城鄉公所 彰化縣 大城鄉 東城村 中平路 185號 04-8942980 週一至週五 8:00-17:00
請自行前往哺乳室並登

記
依法設置

彰化縣北斗鎮公所 彰化縣 北斗鎮 公所街 04-8884166
週一至週五上午8:00~

下午17:00

請自行前往哺乳室並登

記
依法設置

彰化縣北斗鎮地政事務所 彰化縣 北斗鎮 地政路 416號 04-8882034*305
週一至週五上午8:00~

下午17:00
請洽服務台人員 依法設置

彰化縣北斗鎮戶政事務所 彰化縣 北斗鎮 地政路 466號 04-8882779
週一至週五上午8:00~

下午17:00
請洽服務台人員 依法設置

彰化縣永靖鄉公所 彰化縣 永靖鄉 永西村 瑚璉路 230號 04-8228455
週一至週五上午8:00~

下午17:30

至一樓服務台登記,並

備證件換取鑰匙
依法設置

彰化縣永靖鄉立托兒所 彰化縣 永靖鄉 港西村 永社路 267號 04-8238746
週一至週五上午8:00~

下午17:00

請自行前往辦公室內哺

乳室並登記
依法設置

台灣鐵路管理局田中站 彰化縣 田中鎮 中路里 中州路 1段 1號 04-8742142 24小時開放 請洽服務台人員 依法設置

彰化縣田中地政事務所 彰化縣 田中鎮 西路里 明慶街 158號 04-8742622 8:00-1200  13:30-17:00
請自行前往哺乳室並登

記
依法設置

彰化縣警察局田中分局 彰化縣 田中鎮 沙崙里 興酪路 1段 299號 04-8756907 24小時開放 請洽服務台人員 依法設置

台灣高鐵彰化站 彰化縣 田中鎮 站區路 2段 99號
04-

7007000#45110
全天候

請先至服務台登記再由

人員引導使用(2樓)
依法設置

彰化縣設置哺(集)乳室場所名單 



彰化縣竹塘鄉立托兒所 彰化縣 竹塘鄉 仁愛街 98號 04-8970591
週一至週五上午08：

00 ~ 17：00

請自行前往哺乳室並登

記
依法設置

彰化縣竹塘鄉公所 彰化縣 竹塘鄉 竹林路 1段 305號 04-8972001*118
週一至週五上午08：

00 ~ 17：00

請洽服務台之服務人員

前往
依法設置

彰化縣伸港鄉戶政事務所 彰化縣 伸港鄉 大同村 中興路 2段 197號 04-7982394
週一至週五上午8:00~

下午17:00

請先至服務台登記再由

人員引導使用
依法設置

彰化縣伸港鄉公所 彰化縣 伸港鄉 大同村 中興路 二段 201號 1樓 04-7982010轉224
週一至週五上午8:30~

下午17:00

請自行前往哺乳室並登

記
依法設置

彰化縣伸港鄉立幼兒園 彰化縣 伸港鄉 新港村 中山東街 46號 04-7991595
週一至週五上午08：

00 ~ 17：00

請先至辦公室登記再由

人員引導使用
依法設置

彰化縣伸港鄉立圖書館 彰化縣 伸港鄉 新港村 中正路 89號 04-7983156#76 週二~週日8:30-17:00
請先至辦公室登記再由

人員引導使用
依法設置

彰化縣秀水鄉戶政事務所 彰化縣 秀水鄉 安東村 中山路
290之

5號
04-7692645

週一至週五上午8:00~

下午17:00
需先至4樓櫃檯登記 依法設置

彰化縣和美鎮立托兒所聯合

班
彰化縣 和美鎮 忠孝路 329號 04-7555965

週一至週五  上午
8:30~16:00

請自行前往哺乳室並登

記
依法設置

彰化縣和美鎮戶政事務所 彰化縣 和美鎮 鹿和路 6段 335號 04-7554321
週一至週五，上午

08：00－下午17：00

請自行前往哺乳室並登

記
依法設置

彰化縣和美鎮公所 彰化縣 和美鎮 鹿和路 6段 337號 04-7560620
週一至週五，上午

08:30至下午17:00

請至一樓服務台登錄

「哺乳室使用者登記

簿」以利管理

依法設置

彰化縣和美鎮立圖書館 彰化縣 和美鎮 道周路 346號 04-7560664

週二至週日，上午9:00

至下午20:00（午間不

休息；週一及政府公

告之國定假日休館時

不提供哺乳室使用服

務）

請至一樓管理室登錄

「哺乳室使用者登記

簿」以利管理

依法設置

彰化縣警察局和美分局 彰化縣 和美鎮 彰美路 5段 328號 04-7554005 全天候

請向和美派出所值班人

員詢問

登記領取鑰匙

依法設置

彰化縣和美地政事務所 彰化縣 和美鎮 德美路 515號 04-7552217
週一至週五上午8點30

分至下午5點

請自行前往哺乳室(免

登記)
依法設置

社頭鄉公所 彰化縣 社頭鄉 社斗路 1段 295號 04-8732621 週一-周五0800-1700
請自行前往哺乳室並登

記
依法設置

社頭鄉立圖書館 彰化縣 社頭鄉 信義三路 55號 04-8730451
週二-週五0800-2100

週六-周日0800-1700

請自行前往哺乳室並登

記
依法設置

彰化縣芬園鄉立托兒所 彰化縣 芬園鄉 同安村 中山路 139號 04-8591102
週一至週五 上午

08:00~下午1700

需先至行政組長(洪小

姐)處登記
依法設置

彰化縣芬園鄉公所 彰化縣 芬園鄉 社口村 芬草路 2段 300號 049-2522556

週一至週五 上午

08:00~下午1700

中午12:00~13:00休息

洽一樓服務台登記,並

領取鑰匙即可前往哺乳

室

依法設置



彰化縣芬園鄉圖書館 彰化縣 芬園鄉 社口村 彰南路 4段 25號 049-2521044

週二至週六 上午

08:00~晚間21:00

週日 上午08:00~下午
17:00

中午12:00~12:30休息

按愛心鈴即有人員服務 依法設置

彰化縣花壇鄉立圖書館 彰化縣 花壇鄉 中正路 72號 04-7870645

8:00-12:00(週二～週

日)

13:30-17:00(週二～週

請洽服務台人員 依法設置

彰化縣花壇鄉公所 彰化縣 花壇鄉 南口村 中山路 2段 182號 04-7865921
週一至週五上午8:00~

下午17:00
依法設置

彰化監理站 彰化縣 花壇鄉 南口村 中山路 2段 457號 04-7867161 週一至週五 8:00-17:00
請自行前往哺乳室並登

記
依法設置

彰化縣芳苑鄉立示範托兒所 彰化縣 芳苑鄉 三合村 工區一路
45巷83

弄
17號 04-8965095

週一至週五   0800-

1700

請先至辦公室登錄「哺

集乳室使用者登記簿」

以利管理。

依法設置

彰化縣警察局芳苑分局 彰化縣 芳苑鄉 三合村 斗苑路
三合

段
522號 04-8968533 每日0800-1700 請洽櫃檯值班人員 依法設置

彰化縣芳苑鄉公所 彰化縣 芳苑鄉 芳苑村 斗苑路 202號
04-8983589分機
27

週一至週五   0800-

1700
請洽櫃檯服務人員 依法設置

彰化縣鎮立圖書館,美術館 彰化縣 員林市 三民街 2-1號 2樓 04-8347806

週二至週日
0830~1200

1330~2000

請洽1樓櫃檯服務人員 依法設置

彰化縣員林市地政事務所 彰化縣 員林市 三和里 大同路 1段 318號 1樓 04-8320310

週一至週五
0800~1200

1330~1700

請洽1樓櫃檯服務人員

賴小姐
依法設置

彰化縣文化局員林演藝廳 彰化縣 員林市 大饒里 中正路 2巷 99號 3樓 04-8323410

週二至週五

0900~1700      額外演

出時間配合開放

平日時間請洽1樓服務

台,演出時間請洽志工

服務人員

依法設置

彰化地方法院 彰化縣 員林市 員林大道 2段 1號 1樓 04-8343171
週一至週五
0800~1700

請洽志工服務人員 依法設置

台灣鐵路管理局員林站 彰化縣 員林市 民權街 55號 1樓 04-8320544 24小時開放使用 請洽1樓站務人員 依法設置

員林就業中心 彰化縣 員林市 靜修東路 33號 2樓 04-8345369
週一至週五  0800~

1700

請洽1樓服務台人員,志

工會引導至哺乳室
依法設置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中區辦事

處彰化分處
彰化縣 員林市 靜修路 23號 2樓 04-8379260

週一至週五  0830~

1700
請洽1樓服務人員 依法設置

財政部臺灣省中區國稅局員

林稽徵所
彰化縣 員林市 三義里 惠明街 309號 04-8332100

週一至週五
0800~1200

1330~1700

請洽1樓全功能櫃檯找

汪小姐,中午休息時間

找張小姐

依法設置

彰化縣埔心鄉立幼兒園 彰化縣 埔心鄉 太平路 336號 04-8242191

提供家長及員工使用

暫不對外開放，週一

至週五8:00～16:00

請先至辦公室登記再由

健康中心人員引導使用
依法設置

大潤發員林店(埔心鄉) 彰化縣 埔心鄉 瓦南村 中山路 319號 04-8315058
每日上午9:00~下午
23:00

請洽服務台人員,引導

至哺乳室
依法設置

彰化縣埔心鄉立圖書館 彰化縣 埔心鄉 義民村 員鹿路 2段 328號 04-8296254
週一至週日上午8:00~

下午17:00

請自行前往哺乳室並登

記
依法設置

彰化縣埔心鄉公所 彰化縣 埔心鄉 義民村 員鹿路 2段 344號 04-8296249

週一至週五
8:00~12:00/13:30~17:0

0

請先至服務台登記再由

人員引導使用
依法設置



彰化縣埔鹽鄉公所 彰化縣 埔鹽鄉 中正路 192號 04-8652301
週一至週五上午8:00~

下午17:00
至服務台領取鑰匙進入 依法設置

彰化縣埤頭鄉立圖書館 彰化縣 埤頭鄉 文鄉路 135號 04-8927904

週一～週日9:00～

21:00（政府公告之國

定假日休館時不提供

哺乳室使用服務）

請自行前往哺乳室 依法設置

彰化縣埤頭鄉公所 彰化縣 埤頭鄉 合興村 斗苑西路 138號 04-8922117
週一至週五 上午8:30~

下午17:00

請自行前往哺乳室並登

記
依法設置

彰化縣鹿港地政事務所 彰化縣 鹿港鎮 景福里 民權路 152號 04-7771375   
週一至週五上午8:00~

下午17:00

請自行前往2樓哺乳

室、無須登記
依法設置

彰化縣鹿港鎮公所 彰化縣 鹿港鎮 景福里 民權路 168號 04-7772006
週一至週五上午8:00~

下午17:00

請自行前往哺乳室並登

記
依法設置

彰化縣鹿港鎮立體育場 彰化縣 鹿港鎮 埔崙里 中正路 531號 04-7750830 配合管內活動開放

請先至哺集乳室旁辦公

室登記再由人員引導使

用

依法設置

彰化縣溪州鄉立圖書館 彰化縣 溪州鄉 尾厝村 溪下路 4段 556號 04-8899266
週二至週日 上午9:00~

下午17:00

前往哺乳室須至櫃檯登

記
依法設置

彰化縣溪州鄉公所 彰化縣 溪州鄉 尾厝村 溪下路 4段 560號 04-8896100*107
週一至週五 上午8:30~

下午17:00

無須登記， 請自行前

往哺乳室
依法設置

彰化縣溪湖地政事務所 彰化縣 溪湖鎮 大公路 99號 04-8813119 週一-週五   8:00-17:00
請洽服務台之服務人員

前往
依法設置

彰化縣溪湖鎮立圖書館 彰化縣 溪湖鎮 太平街 147號 04-8852125
週二～週日9:00～
17:00

無 依法設置

彰化縣溪湖鎮公所 彰化縣 溪湖鎮 湖東里 青雅路 58號 04-8852121-235 週一-週五   8:00-17:00
請洽服務台之服務人員

前往
依法設置

彰化縣警察局溪湖分局 彰化縣 溪湖鎮 湖東里 青雅路 88號 04-8850148 週一-週五   8:00-17:00 請洽一樓服務人員前往 依法設置

彰化縣溪湖糖廠 彰化縣 溪湖鎮 彰水路 2段 762號 04-8852111 週一-週五   8:00-17:00
請洽服務台之服務人員

前往
依法設置

臺灣鐵路管理局彰化站 彰化縣 彰化市 三民路 1號 04-7274218
週一～週日06：

00~24：00
請洽服務台人員 依法設置

彰化藝術館 彰化縣 彰化市 中山路 270號 04-7287243

週二至週五、週日9:00

至18:30；週六9:00至
21:00

週一及清明節、端午

節、 中秋節、農曆春

節固定休館，其餘必

要之停止開放另行公

告。

請先至服務台登記再由

人員引導使用
依法設置

彰化縣原住民生活館 彰化縣 彰化市 中山路 3段
266之

1號
04-7223329

週一至週日(全年無休)

上午8:00~下午17:00

1.至1樓服務台登記使

用

2.全年無休，如有特殊

事件需公休以網站公告

方式告知

依法設置

彰化縣衛生局 彰化縣 彰化市 中山路 2段 162號 04-7115141
週一~週五08：

00~17：00
請洽一樓服務台人員 依法設置



彰化縣地方稅務局 彰化縣 彰化市 中山路 2段 187號 04-7239131

每日上午8:00-12:00 下

午1:30-5:00(週六、日

及例假日除外)

請洽納稅服務科 依法設置

彰化縣政府 彰化縣 彰化市 中山路 2段 416號 04-7222151
週一～週五
08:00~17:00

請洽服務台人員 依法設置

彰化縣文化局 彰化縣 彰化市 中山路 2段 500號 04-7250057
週二～週日
08:00~17:00

請洽一樓服務台人員 依法設置

彰化縣消防局 彰化縣 彰化市 中央路 1號 04-7512119*234
週一至週五上午8:00~

下午17:00

請自行前往哺乳室並登

記
依法設置

彰化中央路郵局 彰化縣 彰化市 中央路 270號 04-7620440
平日08:00-17:30，週

六、週日08:30-12:00

請先至服務台登記再由

人員引導使用
依法設置

彰化縣警察總局 彰化縣 彰化市 中正路 2段 778號 04-7510366 全日開放
請自行前往哺乳室並登

記
依法設置

彰化縣政府第二辦公大樓 彰化縣 彰化市 中興路 100號 04-7266813
每週一至週五08：00

～17：00

請洽服務台或一樓戶政

事務所人員
依法設置

彰化市公所 彰化縣 彰化市 光復路 74號
04-7222141

轉2007

週一~週五上午8：

00~12：00

下午1：30~  5：00

前往檔案室登記，有人

員指引
依法設置

彰化縣生活美學館 彰化縣 彰化市 卦山路 18號 04-7222729 每日 09:00~17:00
請自行前往哺乳室並登

記
依法設置

彰化縣立美術館 彰化縣 彰化市 卦山路 3號 04-7250057

08:00~21:00(週二 ~ 週

六)、8:00~17:00(週日)

每週一、放假之紀念

日及民俗假日休館

請先至服務台登記再由

人員引導使用
依法設置

彰化縣彰化市立圖書館 彰化縣 彰化市 卦山路 4號 04-7202073

星期一至星期六

8:00~21:00 星期日
08:30~17:00

每週二全天,民俗例節

日全天休館

請先至服務台登記再由

人員引導使用
依法設置

家樂福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分

公司
彰化縣 彰化市 金馬路 2段 321號 (04) 736-7397

週一到周日上午9:00~

晚上11:00

請自行前往哺乳室並登

記
依法設置

彰化縣環境保護局 彰化縣 彰化市 建興路 1號 2樓 04-7115655
週一~週五08：

00~17：00
請洽行政科服務台人員 依法設置

線西鄉立圖書館 彰化縣 線西鄉 寓埔村 和線路 980號 04-7583280

星期二-五上午08：30-

晚上21：00

星期六-日上午08：30-

下午17：30

請洽服務台之服務人員

前往
依法設置

彰化縣線西鄉公所 彰化縣 線西鄉 和線路 983號
04-7584012分機
202

週一至週五      上午

8:00~12:00下午
13:00~17:00

請自行前往哺乳室並登

記
依法設置

彰北國民運動中心 彰化縣 彰化市 阿夷里 13鄰 建國東路 2號 04-7232881
週一至週日
06:00~22:00

請先至一樓服務台登記

再由人員引導使用
依法設置



彰化縣南西北區衛生所 彰化縣 彰化市 華北里 旭光路 166號 04-7282141
週一~週五08：

00~17：00

請洽服務台之服務人員

前往
依法設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