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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名稱 地址 電話 開放時間 注意事項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720號 380-0089
週二至週日09:00-
12:00;13:30-17:30

國定例假日放假

位於1樓入口處售票櫃台
後方，有工作人員引導

提供服務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兒童福利服

務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775號 385-0535

週二至週日09:00-
12:00;13:30-17:30

國定例假日放假

位於2樓，由志工協助聯
繫使用

高雄市政府婦女館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777號 397-9672
週二至週日09:00-
12:00;13:30-17:30

國定例假日放假

位於1樓，由志工協助聯
繫使用

高雄市立圖書館三民分館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220號 322-5528
週二、四11:00-19:00
週三、五、六、日09:00-
17:00

哺乳室位於3樓
週一休館，請先至服務

台登記借鑰匙

家樂福鼎山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849號 394-5588 全年無休10:30-22:00
位於2樓，直接進入使用
即可

高雄市三民區第二戶政事務所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468號9樓 395-1246
週一至週五08:00-
12:00;13:30-17:30

國定例假日放假

位於9樓戶政事務所，使
用前先至櫃台詢問

高雄市殯葬管理處 高雄市三民區本館路600巷20號 381-6316
週一至週五08:00-
12:00;13:30-17:30

位於冷凍寄棺辦公室內

，使用前告知辦公室人

員即可

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第二辦公

室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一路486號6樓 382-9211

週一至週五08:00-
12:00;13:30-17:30

位於6樓國稅局，使用前
先至櫃台詢問

大樂量販店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463號 392-6900 全年無休10:30-22:00
位於1樓，直接進入使用
即可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分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635號 394-3858 全年無休08:30-23:00
位於1樓，直接進入使用
即可

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高雄市三民區同盟二路217號 316-5666*45 週二至週日09:00-17:00
週一休館，請先至服務

台登記借鑰匙

家樂福愛河店 高雄市三民區河東路356號
272-
5066*673/674

週一~週四、週日
08:30~23:00                       週
五、週六08:30~01:00

哺乳室位於2樓
請先至服務台登記借鑰

匙

高雄市三民區第一戶政事務所 高雄市三民區哈爾濱街215號6樓 323-6171*202 週一至週五08:00-17:30
請先至服務台登記借鑰

匙

高雄市依法設置哺（集）乳室名冊



場所名稱 地址 電話 開放時間 注意事項

高雄火車站(東側)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318號東側 237-1507 週一至週日06:00-22:00
請先至服務台登記借鑰

匙

高雄火車站(西側)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318號西側 237-1507 週一至週日06:00-22:00
請先至服務台登記借鑰

匙

高雄市國稅局三民分局第一辦

公室
高雄市三民區哈爾濱街215號7樓

322-
8838*6742

週一至週五08：00-17：30
請先至服務台登記借鑰

匙

捷運高雄車站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320B3 793-8888 週一至週日06:00-24:30
請先至服務台登記借鑰

匙

高雄市立圖書館大社分館 高雄市大社區自強街11號 351-9582
週二、四11:00-19:00
週三、五 、六、日09:00-
17:00

請先至服務台登記借鑰

匙

高雄市大寮區衛生所 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129巷2號之1 781-1965 週一至週五08：00-17：30 國定例假日不開放

高雄市立圖書館大寮分館 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133號 783-8637
週二至週六09：00-21：00
週日09：00-17：00

週一、國定假日及遇天

然災害政府宣佈停班日

休館

高雄市大寮區公所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492號 781-3041 週一至週五08：00-17：30 國定例假日不開放

義大世界購物廣場 高雄市大樹區學城路1段12號 656-8100
平日11:00-22:00
假日10:00-22:00

無

義大皇家酒店 高雄市大樹區學城路1段153號
656-
8166#51101

全日開放使用 無

義大遊樂世界 高雄市大樹區學城路1段10號 656-8100
週一至週五及週日09:00-
17:00
週六09:00-17:30

地點為B區及C區B1~4樓

高雄市小港區衛生所 高雄市小港區小港二路10號 821-8802
週一至週五08:00-
12:00;13:30-17:30

週一及國定假日暫停開

放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高雄
醫學大學經營)

高雄市小港區山明路482號
803-
6783*3254

星期一至星期六8:00-20:00 無

高雄國際航空站(國內線) 高雄市小港區中山四路2號 805-7514 週一至周日6:30-00:30 無



場所名稱 地址 電話 開放時間 注意事項

高雄國際航空站(國外線) 高雄市小港區中山四路2號 805-7514 週一至周日6:30-00:30 無

高雄市立圖書館小港分館 高雄市小港區博學路365號 802-1512
週二至週六09:00-21:00
週日09:00-17:00

週一及國定假日休館,請
洽一樓服務台登記

紅毛港文化園區 高雄市小港區南星路2808號 871-1815
週四~週二
15：00~20：00；週三休園

無

高雄市立社教館 高雄市小港區學府路115號 803-4473*100

週六~週日
08：30~12：00；13：
30~17：20
週一~週五
08：30~17：20

週六及週日請至服務台

值班人員借鑰匙

高雄市仁武區公所 高雄市仁武區中正路80號 372-7900 週一至週五08:00-17:00 無

高雄市仁武區戶政所事務所 高雄市仁武區中正路94號4樓 371-1328 週一至週五08:00-17:00 無

仁武公共托嬰中心暨育兒資源

中心
高雄市仁武區中正路94號3樓 375-9480

週二至週日09:00~12:00、
13:30~16:30

無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六龜綜合社

會福利服務中心
高雄市六龜區光復路102號 689-1031

週一至週五08:00-12:00；
13:30-17:30

無

六龜區衛生所 高雄市六龜區民治路16 689-1244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08:00~
下午5:30

無

高雄榮民總醫院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386號
342-
2121*7023

週一至五09:00-17:30 哺乳室設於3樓

高雄市立圖書館左營分館 高雄市左營區啟文路12號 583-9802
週二至六09:00-21:00
週日09:00-17:00

哺乳室設於1樓

高雄市左營區公所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479號 583-1111
週一至週五08:20-
12:00;13:50-17:00

哺乳室設於1樓

特力居家 高雄市左營區民族一路948號 310-6688
週一至週五10:00-22:00;週六
日08:30-22:00

哺乳室設於1樓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 高雄市左營區軍校路553號
581-
7121*2130

全年無休 哺乳室設於1樓



場所名稱 地址 電話 開放時間 注意事項

高雄市立圖書館左營新分館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三路453號 350-0840
週二至六09:00-21:00
週日09:00-17:00

哺乳室設於1樓

左營高鐵站 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105號
960-
5000*62000

每日06:00-24:00 哺乳室設於2樓

新光三越百貨公司左營店 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123號
346-
9999*5520

週一至五11:00-22:00週六.日
10:30-22:00

哺乳室設於5樓

漢神購物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77號 555-9688

週一至四11:00-22:00
週五11:00-22:30
週六10:30-22:30
週日10:30-22:00

哺乳室設於6樓

高雄火車站左營新站 高雄市左營區站前北路1號 588-7825 每日06:30-21:30 哺乳室設於2樓

高雄市左營區衛生所 高雄市左營區進學路4號 581-7191
週一至週五08:00-
12:00;13:30-17:30

哺乳室設於2樓

新光三越彩虹市集(二館) 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115號
346-
9999#5520

週一至日11:00-22:00 哺乳室設於4樓

冠友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站前北路1號2-3樓
585-
9999#7011

無

世運主場館 高雄市左營區世運大道100號1樓
582-
9000#3013

週一至週五08:00-17:30 需洽詢行政人員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 高雄市左營區世運大道100號1樓
582-
1020#2046

週一至週五08:00-17:30 在青創館設置

高雄市永安區公所 高雄市永安區永安路32號 691-2716 週一至週五08:00-17:30 休週六.日

高雄市永安區衛生所 高雄市永安區永安路26號
691-2015
691-1849

週一至週五08:00-17:30 休週六日

高雄市立圖書館永安分館 高雄市永安區永華路49號 691-0164 週二至週六09:00-21:00 休週一

中油公司-永安液化天然氣廠 高雄市永安區新興路1之20號 691-1131*225 週一至週五08:30-16:00 休週六日



場所名稱 地址 電話 開放時間 注意事項

台電公司-興達發電廠 高雄市永安區興達路6號
691-
2811*2419

週一至週五08:30-16:30 休週六日

高雄市田寮區衛生所 高雄市田寮區崗北路32號 636-1746 週一至週五08:00-17:00 國定例假日暫停開放

高雄市田寮區公所 高雄市田寮區崗安路71號 636-1475 週一至週五08:00-17:00 國定例假日暫停開放

甲仙化石館 高雄市甲仙區四德巷10之10號 675-3180
周一及周二休館

周三至周日上午9：00~12：
00、下午1：30~5：30

遇節慶日依法放假

高雄市杉林區衛生所 高雄市杉林區山仙路93巷2號 677-1319 週一至週五08:00-17:30 固定例假日不開放

國軍高雄總醫院岡山分院 高雄市岡山區大義二路1號
625-0919*門
診護理長

週一至週五
08:00-11:30;14:00-16:30
週六09:00-11:30

哺乳室設於1樓
要登記借鑰匙

東區稅捐處岡山分處 高雄市岡山區仁壽路53號 625-6811 週一至週五08:00-17:30 哺乳室設於3樓

高雄市國稅局岡山稽徵所 高雄市岡山區介壽路100號
626-
0123*5322

週一至週五08:00-17:30 哺乳室設於4樓

高雄市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 高雄市岡山區公園東路131號 622-6730
週一至週五
08:30-12:00;13:00-17:00

哺乳室設於1樓
民眾到服務台登記

高雄市立圖書館岡山分館 高雄市岡山區公園路2-1號 622-4518*11
週二至六09:00-21:00
週日09:00-17:00

哺乳室設於1樓
請至服務台登記取鑰匙

高雄市岡山區衛生所 高雄市岡山區公園路50號 621-2015 週一至週五08:00-17:00 哺乳室設於2樓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岡山文化中

心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南路42號

626-
2620*2515

週二至週六09:00-21:00週日
09:00-17:00

哺乳室設於1樓
直接洽詢服務台

高雄火車站岡山站 高雄市岡山區岡燕路111號 621-2074
每日05:30-24:00有班次時間
都可使用

哺乳室設於1樓
剪票口及行李房登記借

鑰匙

高雄市立岡山醫院(委託秀傳
醫療社團法人經營)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路12號 622-2131
週一至週五08:30-
12:00;14:00-17:00;18:30-21:30
週六08:30-12:00

哺乳室設於1樓



場所名稱 地址 電話 開放時間 注意事項

高雄市阿蓮區衛生所 高雄市阿蓮區民生路94-1號1樓 631-7141 週一至週五08:00-17:30 自行前往1樓哺乳室使用

阿蓮區阿蓮里老人活動中心暨

多功能文化學習中心
高雄市阿蓮區成功街66號3樓 631-7151 週二至週日08:30-17:00

請先至1F辦公室告知，
由中心人員將門打開.並
請使用人員遵守，哺乳

室使用規則後，由使用

人員自行進入哺乳室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委託財團

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

和紀念醫院經營）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68號 291-1101
週一至週五
08:00-12:00;13:30-17:30
週六08:00-12:00

哺集乳室設於7樓
鑰匙請洽小兒科門診

高雄市立中醫醫院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68號 216-3186
週一至週五
08:00-12:00;13:30-17:30
週六08:00-12:00

哺集乳室設於3樓
鑰匙請洽服務台或洽詢

志工

大立百貨公司A館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57號 261-3060 週一至週日11:00-22:00 哺集乳室設於7樓

大立百貨公司B館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59號 261-3060 週一至週日11:00-22:00 哺集乳室設於8樓

漢神百貨公司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266之1號 215-7266 週一至週日11:00-22:00 哺集乳室設於5樓

高雄地檢署 高雄市前金區河東路188號
216-
1468*3612

週一至週五
08:00-12:00;13:30-17:30

哺集乳室設於2樓
鑰匙請洽服務台

高雄地方法院 高雄市前金區河東路188號
216-
1418*2563

週一至週五
08:00-12:00;13:30-17:30

哺集乳室設於1樓
鑰匙請洽服務台

文學館 高雄市前金區民生二路39號 261-1707
週二至週六09:00-21:00
週日09:00-17:00

哺集乳室設於2樓
週一休館

李科永紀念圖書館 高雄市前金區民生二路37號 261-0005
週二至週六09:00-21:00
週日09:00-17:00

哺集乳室設於B1
週一休館

新光三越百貨公司高雄三多分

公司-新光三越三多店
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213號 336-6100 週一至週日11:00-22:00 哺乳室位於8樓

太平洋崇光百貨(股)公司-高雄
分公司-太平洋SOGO店

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217號 338-1000 週一至週日11:00-22:00 哺乳室位於6樓



場所名稱 地址 電話 開放時間 注意事項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高雄

分處
高雄市前鎮區中一路2號 821-7141 週一至週五08:00-17:30

哺乳室位於2樓
例假日不開放,向承辦人
登記,換取鑰匙

台灣家樂福股份有限公司成功

分公司-家樂福成功店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1111號 536-9828

週日至週四09:00-23:00
週五至週六09:00-01:00

哺乳室位於1樓

台灣家樂福股份有限公司成功

分公司-家樂福成功店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1111號 536-9828

週日至週四09:00-23:00
週五至週六09:00-01:00

哺乳室位於2樓

宜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

公司-IKEA宜家家居中華店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1201號 537-7688 週一至週日09:00-22:00 哺乳室位於1樓

好市多股份有限公司-好市多
中華店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656號 338-0006 週一至週日10:00-21:30 哺乳室位於1樓

統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夢時
代購物中心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789號 973-3888
週一至週五11:00-22:00
週六至週日10:30-22:00

哺乳室位於5樓
男性禁止進入.提供冰箱
使用.洗手台禁洗屁股.尿
布枱禁穿鞋

時代百貨公司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789號 823-3689
週一至週五11:00-22:00
週六至週日10:30-22:00

哺乳室位於3樓
男性禁止進入.提供冰箱
使用.洗手台禁洗屁股.尿
布枱禁穿鞋

前鎮草衙托育資源中心(幸福
．童愛館)

高雄市前鎮區同安路120號 8127225
週二至週日
09:00-12:00;13:30-17:00

哺乳室位於1樓
週一休館,國定假日不開
放,由服務台人員協助登
記使用

高雄市立圖書館前鎮分館 高雄市前鎮區保泰路303號 717-3008
週二至週六09:00-21:00
週日09:00-17:00

哺乳室位於5樓

高雄市國稅局前鎮稽徵所 高雄市前鎮區英德街151號 715-1511
週一至週五
09:00~12:00;13:30-17:30

哺乳室位於2樓
請洽一樓服務台登記

台灣銀行高雄加工出口區分行
高雄市前鎮區中一路1號
(高雄加工出口區)

821-5141 週一至週五09:00-15:30
哺乳室位於2樓
例假日不開放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青少年福利

服務中心前鎮分館
高雄市前鎮區康定路115號2樓 812-1462 週一至週五09:00-18:00 無

高雄市前鎮區衛生所 高雄市前鎮區康定路149號 841-4687 週一至週五08:00-17:30
哺乳室位於1樓
例假日不開放

高雄市前鎮區公所 高雄市前鎮區康定路151號 821-5176*249 週一至週五08:00-17:30
哺乳室位於2樓
向承辦人登記



場所名稱 地址 電話 開放時間 注意事項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

分署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105號 821-0171 週一至週五08:00-17:30

哺乳室位於2樓
請到行政課換取鑰匙

高雄市政府海洋局 高雄市前鎮區漁港中一路2號 815-7085 週一至週五08:00-17:30
哺乳室位於1樓
例假日不開放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無障礙之家 高雄市前鎮區翠亨北路392號 815-1500*304 週一至週五08:00-17:30
哺乳室位於1樓
請到保健室換取鑰匙

台灣銀行前鎮分行 高雄市前鎮區擴建路1之3號 811-5171 週一至週五09:00-15:30
哺乳室位於1樓
例假日不開放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 高雄市前鎮區鎮中路6號 812-4613*251 週一至週五08:00-17:30
哺乳室位於1樓
例假日不開放

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 高雄市前鎮區新光路61號 536-0238

週二至週日10:00~22:00（週
六、日21:30停止入館）
國定假日開放時間

10:00~17:00（16:30停止入
館）

哺乳室位於地下1樓
除夕閉館，每週一休館

大魯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高雄

分公司(大魯閣草衙道購物中
心)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四路100號
796-
9999*7894

週一至週四11:00~22:00；週
五11:00~22:30；週六
10:30~22:30 週日10:30~22:00

哺乳室位於大道東1樓

大魯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高雄

分公司(大魯閣草衙道購物中
心)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四路100號
796-
9999*7894

週一至週四11:00~22:00；週
五11:00~22:30；週六
10:30~22:30 週日10:30~22:00

哺乳室位於大道東2樓

台灣家樂福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分公司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157號 330-6189
週一至週四09:00-23:00
週五至週六09:00-01:00

哺乳室位於2樓

高雄市立展覽館 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39號 213-1188 週一至週日09:00-18:00 哺乳室位於2樓

都會生活開發股份有限公司-MLD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 536-5388 週一至週日09:00-18:00 哺乳室位於1樓

高雄市前鎮地政事務所 高雄市前鎮區鎮中路158號1樓 811-6565 週一至週五08:00-17:30 無

晶英國際行館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199號17樓 973-0189 週一至週日00:00-24:00 無



場所名稱 地址 電話 開放時間 注意事項

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美

濃客家文物館
高雄市美濃區民族路49之3號 681-8338 週二至週日09:00-17:00

每週一;元旦、春節(除
夕、初一)、清明、端
午、中秋休館

高雄市美濃區衛生所 高雄市美濃區美中路246號 681-2064 每週一至週五8:00〜17:30 無

高雄市美濃區公所 高雄市美濃區美中路260號 681-4311
週一至週五
08:00-12:00;13:30-17:30

無

高雄市立圖書館美濃分館 高雄市美濃區中正路1段59號 681-7002 每週二至週日9:00〜17:00 每週一.國定例假日休館

高雄市茄萣區衛生所 高雄市茄萣區濱海路2段1號 698-9275
週一至週五

上午 8：00~12：00
下午13：30~17：30

哺乳室位於2樓
上班時間請先至一樓掛

號室洽詢；中午

12:00~13:30請洽一樓服
務台輪班人員

高雄市茄萣區公所 高雄市茄萣區濱海路4段27號 690-0001 週一至週五08:00-17:30
可自行前往3樓哺乳室使
用

高雄市立圖書館茄萣分館 高雄市茄萣區濱海路4段31巷1號 690-0086

週二至週五

上午 9：00~晚上21：00
週六至週日

上午 9：00~下午17：00

哺乳室位於1樓
需先至1樓服務台洽詢登
記

遠東百貨公司(大遠百)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四路21號 338-6168 週一至週日11:00-23:00 無

高雄市立文化中心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67號 222-5136 週一至週日08:00-22:00 跟駐警隊登記使用

高雄市政府四維行政中心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 336-8333 週一至週五08:00-17:30 無

高雄市苓雅區公所 高雄市苓雅區民權一路85號4樓 332-2351 週一至週五08:00-17:30 無

高雄市苓雅區衛生所 高雄市苓雅區民權一路85號3樓 536-0559 週一至週五08:00-17:30 無

高雄市區監理所苓雅監理站 高雄市苓雅區安康路22號
225-
7812*2705

週一至週五08:00-17:30 固定例假日不開放

大統百貨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218號 225-5791 週一至週日11:00-22:30 無



場所名稱 地址 電話 開放時間 注意事項

特力屋大順店 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218號 225-9111 週一至週日09:30-22:30 跟櫃檯拿鑰匙

國軍高雄總醫院 高雄市苓雅區建軍路5號 749-8566
週一至週五09:00-21:00
週六09:00-12:00

無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一路367號 335-8171 週一至週五08:00-17:30 無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130號 751-3171 週一至週五08:00-17:30 無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132號 713-4000 週一至週五08:00-17:30 無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134號 751-1131 週一至週五08:00-17:30 無

財政部高雄市國稅局 高雄市苓雅區廣州一街148號 725-6600 週一至週五08:00-17:30
洽一樓服務台登記,並備
證件換取鑰匙

高雄市立圖書館高雄市文化中

心分館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67號

222-5136分機
8217

星期二-星期六09:00-21:00
星期日09:00-17:00

星期一及國定假日休館

綺麗珊瑚珠寶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7號1樓 566-8116 週一至週日10:00-17:30 無

寒軒國際大飯店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33號 7332000 24小時 24小時

麗尊大酒店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105號
229-
5000#3128

24小時 24小時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高雄分署 高雄市苓雅區政南街2號 715-2158#517 週一至週五09:00-17:00 無

高齡整合長期照護中心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132號 713-4000#2310週一至週五08:00-17:30 無

高雄市立中醫醫院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132號 713-3186#151 週一至週五08:00-17:30 無



場所名稱 地址 電話 開放時間 注意事項

高雄市梓官區公所 高雄市梓官區梓官路258號 617-4111 週一至週五08:00-17:30

1.固定例假日不開放。
2.每次使用以不超過1.5
時為限。

3.有任何問題請協助通報
一樓服務台。

高雄市立圖書館梓官分館 高雄市梓官區梓官路263號 617-0324
週二至週六09:00-21:00
週日09:00-17:00

1.鑰匙借用請向一樓服務
台，每次使用以不超過

1.5時為限。
2.若發現任何問題,請協
助通報一樓服務台。

3.使用者進入集哺乳室後
請於門把掛上「使用

中」。

高雄市立圖書館鳥松分館 高雄市鳥松區大仁北路10號 731-4809 週二至週日09:00-17:00 洽服務台登記

樺舍商旅高雄館演藝廳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117號 976-7988
該場地為演藝廳，辦活動才

開放使用
無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

心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117號 1樓 733-0823*605 週一至週五08:00-17:30 無

澄清湖風景區(經濟部自來水
公司)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32號 370-0821 週一至週日08:00-17:30 無

高雄市鳥松區公所 高雄市鳥松區中正路98號 731-4191 週一至週五08:00-17:30 無

高雄圓山大飯店 高雄市鳥松區圓山路2號 370-5911 全時段皆可使用 洽服務台登記

高雄市政府環保局 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834-1號 735-1500 週一至週五08:00-17:30 無

高雄市湖內區公所 高雄市湖內區中正路2段77號 699-1221
週一至週五
08:00-12:00;14:00-17:00

無

高雄市立圖書館湖內分館 高雄市湖內區保生路101號 699-5569
週二至週六09:00-21:00
週日09:00-17:00

3/1-6/18閉館整修

高雄市湖內區衛生所 高雄市湖內區湖中路203號
699-3009
699-0070

周一至周五8:00-17:30 無

海埔國小 高雄市湖內區忠孝街256號 769-92346 周一至周五8:00-16:00 無



場所名稱 地址 電話 開放時間 注意事項

華園飯店 高雄市前金區六合二路279號 241-0123 週一至週日09:00-17:00
哺集乳室設於B1

漢來飯店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ㄧ路266號 213-5788 週一至週日09:00-21:00
哺集乳室設於43樓
鑰匙請洽43樓海港餐廳
服務台

高雄國賓大飯店 高雄市前金區民生二路202號 211-5211 週一至週日09:00-17:00
哺集乳室設於20樓
鑰匙請洽服務台

大統百貨五福店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二路262號 281-3111 週一至週日11:00-22:00
哺集乳室設於B1樓
鑰匙請洽服務人員

高雄市立圖書館新興分館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34號3樓 237-2563
週二至週五08:00-21:00
週六至週日09:00-17:00

哺集乳室設於3樓
週一及國定假日休館

高雄捷運美麗島轉運站
高雄市新興區新興區中山一路115號
地下1樓

793-8888 週一至週日06:00-23:00
哺集乳室設於B1
請先至橘線服務站登記

使用

高雄市立圖書館新興民眾閱覽

室
高雄市新興區民生一路271號 241-1805

週二至週五08:00-21:00
週六至週日09:00-17:00

哺集乳室設於1樓
週一及國定假日休館

郵政總局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177號 261-6430
週一至週五08:30-21:00
週六09:00-12:00

哺集乳室設於1樓
週日及國定假日休館

福華飯店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ㄧ路311號 230-7776 週一至週日08:30-17:00
哺集乳室設於5樓
鑰匙請洽服務台

福容飯店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45號 551-1188 週一至週日09:00-21:00
哺集乳室設於25樓
鑰匙請洽服務台

國有財產屬南區分署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25號18樓 229-3670
週一至週五
08:00-12:00;13:30-17:30

哺集乳室設於18樓
假日及國定假日休館

家樂福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藍田路288號 591-1899
哺乳室位於2樓
週一至週日09:00-22:30

哺乳室為開放使用空間.
若有產婦哺育時.可自行
上鎖.若使用有問題可洽
二樓服務台

台糖楠梓量販店(家樂福新楠
店)

高雄市楠梓區土庫路60號
(地下一樓)

353-7853 週一至週日09:00-22:30

哺乳室為開放使用空間.
若有產婦哺育時.可自行
上鎖.若使用有問題可洽
一樓服務台

交通部公路總局高雄市區監理

所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71號 361-3161 週一至週五08:00-17:00 固定例假日不開放



場所名稱 地址 電話 開放時間 注意事項

高雄市路竹區公所 高雄市路竹區國昌路76號 697-9202
週一至週五
08:00-12:00;13:30-17:30

國定例假日暫停開放

高雄市立圖書館路竹分館 高雄市路竹區國昌路86巷9號
697-9238
697-2754

週二至週六

09:00-21:00週日09:00-17:00
週一、國定假日暫停開

放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委託嘉藥學

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辦理

高雄市路竹公共托嬰中心

高雄市路竹區中正路51號 6071101
週二至週日9:00-16:30
(12:30-13:30午休時間不開
放)

週一休館

高雄市路竹區衛生所 高雄市路竹區國昌路86巷22號 696-2449
週一至週五
08:00-12:00;13:30-17:30

國定例假日暫停開放

好市多大順店 高雄市鼓山區大順一路111號1樓 550-8777
週一至週五10:00-21:30
週六、日09:30-21:30

不上鎖，設登記簿自行

登記使用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976號1樓 555-2565
週一至週五08:00-17:30
週六08:00-12:00

不上鎖.不需換取鑰匙.設
登記簿.自行登記使用

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三路586號 1樓 552-3621
週一至週五08:00-17:30
週六08:00-12:00

洽一樓服務台登記,並備
證件換取鑰匙

高雄市立美術館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80號地下1樓 555-0331 週二至週日09:30-17:30
不上鎖.不需換取鑰匙.設
登記簿.自行登記使用

關稅局 高雄市鼓山區捷興一街3號4樓 562-8172 週一至週五08:30-17:00
洽一樓服務台登記,並備
證件換取鑰匙

高雄市壽山動物園 高雄市鼓山區萬壽路350號入園區處 521-5187 週二至週日09:00-17:00
不上鎖.不需換取鑰匙.設
登記簿.自行登記使用

高雄市鼓山區公所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二路166號3樓 531-1191
週一至週五
08:30-12:00;13:30-17:30

洽3樓秘書室登記備證件
換取鑰匙

高雄市立圖書館鼓山分館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二路19之3號1樓 561-5393
週二、四11:00-17:00
週三、五、六、日09:00-
17:00

週一休館,洽一樓服務台
登記,並備證件換取鑰匙

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 高雄市旗山區中學路60號 661-3811
週一至週五08:00-18:00
週六08:00-12:00

無

高雄市旗山區社會福利服務中

心
高雄市旗山區中正路199號 661-7464

週二至週日

09:00-12:00、13:30-21:00
無



場所名稱 地址 電話 開放時間 注意事項

高雄市立旗津醫院(委託財團
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

高雄市旗津區旗港路33號2樓 571-1188
週一至週五08:00-12:00、
13:30-17:30
週六08:00-12:00

請先至衛教室登記借鑰

匙

高雄市旗津區戶政事務所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2號1樓 571-1500
週一至週五08:00-12:00、
13:30-17:30

國定例假日放假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婦幼青少年

館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2段120號2 746-6900 09:00–17:00 無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婦幼青少年

館

(正修科大指導托嬰中心)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2120號1 740-8616  09:00–17:00 無

家樂福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236號 740-1789#850 08:30-23:00 哺乳室位於1樓

大潤發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化路59號
710-2999＃
512

07:30-23:00 哺乳室位於B1

高雄市政府鳳山行政中心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2段132號
799-
5678#1209

08:00–17:30 哺乳室位於5樓

高雄市立圖書館大東藝術圖書

館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161號

743-
0011*1147

10:00–21:00 哺乳室位於1樓

高雄市立圖書館鳳山二館 高雄市鳳山區自強一路119巷75號 841-5875
週二至週六09:00-21:00
週日09:00-17:00

國定假日及每週一休館

高雄市鳳山區第二衛生所 高雄市鳳山區林森路141號 821-6939 週一至週五08：00-17：30 無

高雄市鳳山區第二戶政事務所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472號 751-1841
週一~週五08:00-17:30
週六09:00-12:00

無

家樂福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林森路291號 721-4319
週日~週四09:00-23:00
週五~週六09:00-24:00

無

交通部公路總局高雄區監理所 高雄市鳳山區武營路361號 771-1101 週一至週五08:00-17:00
國定假日及週六.週日放
假



場所名稱 地址 電話 開放時間 注意事項

衛武營國家公園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路281號 763-8808
週一~週五08:00-17:30
例假日10:00-16:00

哺乳室位於三處：

1.樹冠大廳服務中心正對
面

2.西側停車場B1
3.東側近跳舞香水餐廳旁

東區稅捐處鳳山分處 高雄市鳳山區國泰路2段136號 741-0141#546 08:00–17:00 無

高雄市立圖書館鳳山曹公分館 高雄市鳳山區曹公路23號
746-8809 
755-5508 

09:00–21:00 無

高雄市國稅局鳳山分局 高雄市鳳山區曹公路55之1號
740-
4001#5731

08:00–17:00 無

高雄市鳳山區公所 高雄市鳳山區經武路30號 742-2111 08:00–17:30 無

高雄市鳳山區衛生所 高雄市鳳山區經武路34巷2號 743-0437 08:00–17:30 無

高雄市立圖書館中崙分館 高雄市鳳山區中崙五路1號
755-5508 週二至週六09:00-21:00

週日9:00-17:00
無

高雄市鳳山運動中心 高雄市鳳山區光華路68號 790-2288 06:00–22:00 無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鳳山區

營業處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1段100號

741-
0111#8715

08:00–17:00 哺乳室位於2樓

高雄市橋頭區公所 高雄市橋頭區隆豐路1號 611-0246 週一至週五08:00-17:30 無

高雄市立圖書館橋頭分館 高雄市橋頭區隆豐路7號 611-0154
週二~週六09：00~21：00
週日09：00~17：00

無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區

處
高雄市橋頭區糖廠路24號 611-9299#380 週一至週日09：00~17：00 無

高雄市橋頭區衛生所 高雄市橋頭區隆豐路5號 611-3516 週一至週五08:00-17:30 無



場所名稱 地址 電話 開放時間 注意事項

高雄市燕巢區公所 高雄市燕巢區中安路1號 616-1411 週一至週五08:00-17:00 國定假日暫停開放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

員會岡山榮譽國民之家
高雄市燕巢區成功路1號 616-1214 週一至週五08:00-17:00 國定假日暫停開放

高雄市立圖書館燕巢分館 高雄市燕巢區中民路592號
哺乳室設置於

1樓
616-8670

週二至週日09:00-21:00 週一公休

高雄市燕巢區衛生所 高雄市燕巢區中興路2號 616-1148 週一至週五08:00-17:00 國定假日暫停開放

高雄市社會局仁愛之家 高雄市燕巢區深水路1號 615-2611 週一至週五08:00-17:00 國定假日暫停開放

法務部矯正署高雄第二監獄 高雄市燕巢區正德新村1號 615-2646
週一至週五
08:00-12:00;13:30-17:00

國定假日暫停開放

法務部矯正署戒治所 高雄市燕巢區正德新村5號 615-4059
週一至週五
08:00-12:00;13:30-17:00

國定假日暫停開放

法務部矯正署明陽中學 高雄市燕巢區正德新村六號 615-2115
週一至週五
08:00-12:00;13:30-17:00

國定假日暫停開放

高雄市立圖書館彌陀公園分館 高雄市彌陀區中正路281巷50號 610-7928 週二至週日09:00-21:00
國定例假日週暫停開放,
服務台登記取鑰匙

高雄市立圖書館彌陀分館 高雄市彌陀區四維路1之1號 610-2317 週二至週日09:00-17:00
國定例假日暫停開放,洽
服務台登記取鑰匙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高雄市鹽埕區中正四路272號 531-2560
週二至週五09:00-17:00
週六、週日09:00-21:00

週一休館

哺集乳室設於2樓
鑰匙請洽服務台

高雄市立電影圖書館 高雄市鹽埕區河西路10號 551-1211 週二至週日13:30-21:30
哺集乳室設於2樓
週一休館

駁二藝術特區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1號 521-4899
週一至週四10:00-18:00；週
五至週日及國定假日10:00-
20:00

哺集乳室設於1樓

國際會議中心 高雄市鹽埕區中正四路274號 561-8666 週ㄧ至週日09:00-21:00
哺集乳室設於4樓
鑰匙請洽服務台



場所名稱 地址 電話 開放時間 注意事項

高雄市那瑪夏區衛生所 高雄市那瑪夏區平和252號
670-1142

週一至週五08:00-17:30、
18:00-21:00
週六-週日08:30-12:00、
14:00-17:00、16:00-21:00
(12:00-13:30午休時間不開
放)

無

高雄市那瑪夏區公所 高雄市那瑪夏區大光巷230 670-1001

週一至週五08:00-17:30
18:00-21:00
週六-週日08:30-12:00
14:00-17:00 16:00-21:00
(12:00-13:30午休時間不開
放)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