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哺乳室編號 機構名稱 區域 地址

1 207001 新北市立圖書館萬里分館 萬里區 新北市萬里區瑪鋉路221號4樓

2 207002 新北市萬里區公所 萬里區 新北市萬里區瑪鋉路123號1樓

3 207003 新北市萬里區衛生所 萬里區 新北市萬里區瑪鋉路157號

4 207004 野柳遊客中心 萬里區 新北市萬里區港東路 167-1 號

5 207005 新北市立仁愛之家 萬里區 新北市萬里區玉田路61號

6 207006 臺電核二廠北部展示館 萬里區 新北市萬里區野柳里八斗60號

7 208001 新北市立圖書館金山分館 金山區 新北市金山區五湖里龜子山8號

8 208002 新北市金山區公所 金山區 新北市金山區中正路11號

9 208003 新北市金山區藝文暨老人活動中心 金山區 新北市金山區中山路257號

10 208004 新北市金山區衛生所 金山區 新北市金山區民生路59號

11 208005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金山分院 金山區 新北市金山區五湖里玉爐路7號

12 208006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金山分局 金山區 新北市金山區民生路65號

13 220001 新北市板橋戶政事務所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6號

14 220002 新北市立圖書館新總館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貴興路139號

15 220003 新北市立圖書館板橋分館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1段23號

16 220004 新北市立圖書館板橋四維分館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陽明街168號

17 220005 新北市立圖書館板橋忠孝分館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國慶路149巷21弄16號

18 220006 新北市立圖書館板橋溪北分館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篤行路二段133號

19 220007 新北市立圖書館板橋江子翠分館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莊敬路62號

20 220008 新北市立圖書館板橋民生圖書閱覽室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一段30號2樓

21 220009 新北市立圖書館板橋浮洲圖書閱覽室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二段163號2樓

22 220010 新北市立圖書館板橋國光圖書閱覽室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375巷48號3樓

23 220011 新北市立圖書館板橋萬板親子圖書閱覽室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萬板路28號

24 220012 文化局/府中15動畫故事館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15號

25 220013 文化局/板橋435藝文特區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435號

26 220014 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實踐路1號

27 220015 新北市板橋區公所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30號

28 220016 新北市政府稅捐總處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43號

29 220017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板橋分局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48號

30 220018 新北市板橋區衛生所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192號

31 220019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新北市榮民服務處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實踐路5號

32 220020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板橋院區門診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198號

33 220021 國定古蹟林本源園邸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西門街9號

34 220022 新北市政府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61號1樓

35 220024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195號

36 220025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橋分局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1段52號

37 220026 新北政府警察局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32號

38 220027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192~1號

39 220028 新北市環境保護局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民族路57號

40 220029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15號

41 220030 板橋第二運動場區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民權路117號

42 220031 板橋國民運動中心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德翠里智樂路11鄰6號

43 220032 板橋就業中心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163號

44 220033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第二院區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一段30巷1號

45 220034 臺灣電力公司北南區處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1段287號

46 220035 板橋文化路郵局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1段395號

47 220036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板橋車站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2段7號1樓

48 220037 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板橋車站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7號

49 220038 環球購物中心板橋店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2段7號

50 220039 遠東百貨板橋分公司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52號

51 220040 家樂福板橋店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31號

52 220041 遠東百貨新站分公司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新站路28號

53 220042 遠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南雅分公司(愛買量販店)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貴興路101號

54 220043 板橋新板公共托育中心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258號2樓

55 220044 板橋大觀公共托育中心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一段30號2樓

56 220045 板橋信義公共托育中心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2段245巷60號

57 220046 板橋國光公共托育中心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325巷30號

58 221001 新北市汐止戶政事務所 汐止區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68號六樓

59 221002 新北市立圖書館汐止分館 汐止區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68號五樓

60 221003 新北市立圖書館汐止長安分館 汐止區 新北市汐止區長興街一段50號3樓

61 221004 新北市立圖書館汐止茄苳分館 汐止區 新北市汐止區茄苳路225巷35號

62 221005 新北市立圖書館汐止橫科圖書閱覽室 汐止區 新北市汐止區橫科路117號3樓

63 221006 新北市立圖書館汐止新昌分館 汐止區 新北市汐止區仁愛路318號2樓

64 221007 新北市立圖書館汐止大同分館 汐止區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2段451號

65 221008 新北市立圖書館汐止江北分館 汐止區 新北市汐止區汐萬路一段81號

66 221009 新北市汐止地政事務所 汐止區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62號

67 221010 新北市汐止區公所 汐止區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68號

68 221011 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汐止分處 汐止區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68號8樓

69 221012 新北市汐止區衛生所 汐止區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1段26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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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221013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 汐止區 新北市汐止區伯爵街9號

71 221014 台灣自來水公司第一區管理處汐止營運所 汐止區 新北市汐止區長興?街一段100號

72 221015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汐止車站 汐止區 新北市汐止區信義路1號

73 221016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五堵車站 汐止區 新北市汐止區長安路17號

74 221017 好市多汐止店 汐止區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158號

75 221018 遠雄購物中心 汐止區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108號B1

76 221019 汐止忠厚公共托育中心 汐止區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137巷26號2樓

77 221020 汐止北峰公共托育中心 汐止區 新北市汐止區中興路250號2樓

78 222001 新北市深坑區公所 深坑區 新北市深坑區深坑街10號

79 222002 新北市深坑區衛生所 深坑區 新北市深坑區深坑街165號

80 222003 新北市政府市場處深坑區深坑公有零售市場 深坑區 新北市深坑區平埔街22巷8號

81 223001 新北市石碇區公所 石碇區 新北市石碇區潭邊里碇坪路1段37號

82 223002 新北市石碇區衛生所 石碇區 新北市石碇區碇坪路ㄧ段82號

83 223003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北區工程處石碇服務區 石碇區 新北市石碇區豐林里文山路一段6號

84 224001 新北市瑞芳戶政事務所 瑞芳區 新北市瑞芳區中正路30號5樓

85 224002 新北市瑞芳地政事務所 瑞芳區 新北市瑞芳區明燈路三段32號

86 224003 新北市瑞芳區公所 瑞芳區 新北市瑞芳區逢甲路82號

87 224004 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瑞芳分處 瑞芳區 新北市瑞芳區明燈路3段42號

88 224005 新北市瑞芳區衛生所 瑞芳區 新北市瑞芳區明燈路3段1號

89 224006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 瑞芳區 新北市瑞芳區金光路8號

90 224007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瑞芳分局 瑞芳區 新北市瑞芳區明燈路3段25號

91 224008 新北市政府市場處瑞芳區第一公有零售市場 瑞芳區 新北市瑞芳區明燈路三段2號

92 224009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宜蘭運務段瑞芳火車站 瑞芳區 新北市瑞芳區明燈路3段82號

93 226001 新北市立圖書館平溪分館 平溪區 新北市平溪區公園街17號3樓

94 226002 新北市平溪區衛生所 平溪區 新北市平溪區石底里公園街17號

95 226003 十分遊客中心 平溪區 新北市平溪區南山坪136號

96 227001 新北市立圖書館雙溪分館 雙溪區 新北市雙溪區太平路50號3樓

97 227002 新北市雙溪區公所 雙溪區 新北市雙溪區共和里東榮街25號

98 227003 新北市雙溪區衛生所 雙溪區 新北市雙溪區新基西街19號

99 228001 新北市立圖書館貢寮分館 貢寮區 新北市貢寮區真理里仁愛路79號3樓

100 228002 新北市貢寮區衛生所 貢寮區 新北市貢寮區仁愛路128號

101 228003 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福隆遊客中心 貢寮區 新北市貢寮區福隆里興隆街36號

102 231001 新北市新店戶政事務所 新店區 新北市新店區行政街2號二樓

103 231002 新北市新店戶政事務所安康辦事處 新店區 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二段120號三樓

104 231003 新北市立圖書館新店寶興圖書閱覽室 新店區 新北市新店區寶中路65巷59號3樓

105 231004 新北市立圖書館新店仁愛圖書閱覽室 新店區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58號2樓

106 231005 新北市立圖書館新店柴埕圖書閱覽室 新店區 新北市新店區安民街79號3樓

107 231006 新北市立圖書館新店龜山圖書閱覽室 新店區 新北市新店區新烏路3段136號1樓

108 231007 新北市立圖書館新店三民圖書閱覽室 新店區 新北市新店區三民路20-2號2樓

109 231008 新北市立圖書館青少年圖書館 新店區 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2段151號

110 231009 新北市立圖書館新店分館 新店區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105巷2號3樓

111 231010 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 新店區 新北市新店區行政街8號

112 231011 新北市新店區大豐社福館 新店區 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0號

113 231012 新北市新店區公所 新店區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一段80號

114 231013 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新店分處 新店區 新北市新店區行政街11號2樓

115 231014 新北市新店區衛生所 新店區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1段88巷11號

116 231015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 新店區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188號4樓

117 231016 新北市政府就業服務中心新店就業服務站 新店區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二段190號

118 231017 新店文史館 新店區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一段92號

119 231019 法務部調查局 新店區 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

120 231020 水利署新店辦公室 新店區 新北市新店區安和路三段76號

121 231021 水土保持局臺北分局 新店區 新北市新店區精忠路10號

122 231022 新北市政府市場處新店區安康公有零售市場 新店區 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2段120號

123 231023 新北市政府市場處新店區中央公有零售市場 新店區 新北市新店區中央五街60號

124 231024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七張站） 新店區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2段150號

125 231025 家樂福新店店 新店區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三段1號

126 231026 大潤發碧潭店 新店區 新北市新店區環河路22號B1

127 231027 新店安康公共托育中心 新店區 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2段120號2樓

128 231028 新店新和公共托育中心 新店區 新北市新店區安和路3段100號

129 231029 新店北新公共托育中心 新店區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8號

130 231030 新店青潭公共托育中心 新店區 新北市新店區北宜路2段80號

131 231031 新店柴埕公共托育中心 新店區 新北市新店區安民街79號

132 232001 新北市立圖書館坪林分館 坪林區 新北市坪林區國中路3號

133 232002 新北市坪林區衛生所 坪林區 新北市坪林區坪林街104號

134 232003 坪林遊客旅遊服務中心 坪林區 新北市坪林區北宜路8段67號

135 232004 新北市坪林茶葉博物館 坪林區 新北市坪林區水聳淒坑19-1號

136 233001 新北市立圖書館烏來分館 烏來區 新北市烏來區烏來里烏來街34號1樓

137 233002 新北市烏來區公所 烏來區 新北市烏來區新烏路5段111號

138 233003 新北市烏來區衛生所 烏來區 新北市烏來區忠治里堰堤48-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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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233004 新北市政府原住民行政局(烏來泰雅民族博物館) 烏來區 新北市烏來區烏來里烏來街12號

140 233005 烏來遊客中心 烏來區 新北市烏來區烏來街45-1號

141 234001 新北市永和戶政事務所 永和區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200之1號

142 234002 新北市立圖書館永和分館 永和區 新北市永和區國光路2號

143 234003 新北市立圖書館永和民權分館 永和區 新北市永和區民權路60號7-8樓

144 234004 新北市立圖書館永和保生分館 永和區 新北市永和區新生路218號5-6號

145 234005 永和忠孝圖書館閱覽室 永和區 新北市永和區忠孝街26巷8號3樓

146 234006 新北市永和區公所 永和區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200號

147 234007 新北市永和區衛生所 永和區 新北市永和區秀朗路1段137號

148 234008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 永和區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198號

149 234009 新北市國父紀念館 永和區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202號

150 234011 豐東興業股份有限公司(比漾廣場) 永和區 新北市永和區中山路1段238號

151 234012 永和中興公共托育中心 永和區 新北市永和區國光路116巷2號3樓

152 235001 新北市中和戶政事務所 中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南山路236號4樓

153 235002 新北市立圖書館中和分館 中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南山路236號6、7樓

154 235003 新北市立圖書館中和員山分館 中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民享街37號2樓

155 235004 文化局/美麗永安生活館 中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390號2樓

156 235005 國立臺灣圖書館 中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85號

157 235006 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 中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復興路280號

158 235007 新北市中和區公所 中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634-2號

159 235008 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中和分處 中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復興路278勞

160 235009 北區國稅局中和稽徵所 中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866號9樓

161 235010 新北市中和區衛生所 中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南山路4巷3號

162 235011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中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291號

163 235012 刑警大隊 中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民安街176號

164 235013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第二分局 中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民安街150號

165 235014 婦幼警察隊、保安警察大隊、交通警察大隊 中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1167號

166 235015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第一分局 中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30號

167 235016 新北市選舉委員會 中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光環路2段32號

168 235018 中和國民運動中心 中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錦和路350之2號

169 235019 內政部移民署北區事務大隊新北市服務站 中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民安街135號

170 235020 好市多中和店 中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2段347號

171 235021 大潤發景平店 中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182號B1

172 235022 環球購物中心中和店 中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3段122號

173 235023 威力購物廣場 中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291號

174 235024 家樂福中和店 中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2段295號

175 235025 大潤發中和店 中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2段228號B1

176 235026 中和南勢角公共托育中心 中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捷運路56號2樓

177 235027 中和連城公共托育中心 中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100號

178 235028 中和民享公共托育中心 中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民享街37號2樓

179 235029 中和錦和公共托育中心 中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292號2-3樓

180 236001 新北市土城戶政事務所 土城區 新北市土城區和平路28號

181 236002 新北市立圖書館土城分館 土城區 新北市土城區中正路18號7樓

182 236003 新北市立圖書館土城親子分館 土城區 新北市土城區中州路28巷30號4樓

183 236004 新北市土城區公所 土城區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1段101號

184 236005 新北市土城區衛生所 土城區 新北市土城區和平路26號

185 236006 新北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少年隊 土城區 新北市土城區和平路22號

186 236007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本院 土城區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2段249號

187 236008 土城國民運動中心 土城區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2段247之1號

188 236009 土城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土城區 新北市土城區中正路18號

189 236010 三商行（股）大美折扣超市土城店 土城區 新北市土城區中州路28巷30號

190 236011 大潤發土城店 土城區 新北市土城區安和路25號

191 236012 土城和平公共托育中心 土城區 新北市土城區中正路18號2樓

192 236013 土城廣福公共托育中心 土城區 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1段127號

193 237001 新北市三峽戶政事務所 三峽區 新北市三峽區光明路71號五樓

194 237002 新北市立圖書館三峽分館 三峽區 新北市三峽區永安街9巷5號2樓

195 237003 新北市三峽區公所 三峽區 新北市三峽區中山路17號

196 237004 新北市三峽區衛生所 三峽區 新北市三峽區光明路71號3樓

197 237005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北榮譽國民之家 三峽區 新北市三峽區白雞路127號

198 237006 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 三峽區 新北市三峽區隆恩街239號

199 237007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 三峽區 新北市三峽區中正路1段48號

200 237008 國家教育研究院 三峽區 新北市三峽區三樹路2號

201 237009 新北市政府市場處三峽區三峽公有零售市場 三峽區 新北市三峽區民生街186號

202 237010 三峽鳶山公共托育中心 三峽區 新北市三峽區中山路175號

203 237011 三峽光明公共托育中心 三峽區 新北市三峽區光明路71號2樓

204 237012 三峽中園公共托育中心 三峽區 新北市三峽區弘園街22號

205 237013 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三鶯分處 三峽區 新北市三峽區中山路175號

206 238001 新北市樹林區戶政事務所 樹林區 新北市樹林區保安街1段285號

207 238002 新北市立圖書館樹林分館 樹林區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2段80號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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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238003 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 樹林區 新北市樹林區地政街12號

209 238004 新北市樹林區公所 樹林區 新北市樹林區鎮前街93號

210 238005 新北市樹林區衛生所 樹林區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2段80-1號

211 238006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樹林分局 樹林區 新北市樹林區保安街1段283號

212 238007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樹林車站 樹林區 新北市樹林區樹北里鎮前街112號

213 238008 家樂福樹林店 樹林區 新北市樹林區大安路118號

214 238009 家樂福北大店 樹林區 新北市樹林區大雅路288號B1

215 238010 樹林保安公共托育中心 樹林區 新北市樹林區保安街1段7號1、2樓

216 238011 樹林武林公共托育中心 樹林區 新北市樹林區保安街2段151號

217 239001 新北市鶯歌戶政事務所 鶯歌區 新北市鶯歌區仁愛路53號

218 239002 新北市立圖書館鶯歌分館 鶯歌區 新北市鶯歌區中山路150號3樓

219 239003 新北市鶯歌區公所 鶯歌區 新北市鶯歌區仁愛路55號

220 239004 新北市鶯歌區衛生所 鶯歌區 新北市鶯歌區文化路389號

221 239005 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 鶯歌區 新北市鶯歌區文化路200號

222 239006 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三鶯藝術村 鶯歌區 新北市鶯歌區館前路300號

223 239007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鶯歌車站 鶯歌區 新北市鶯歌區東鶯里文化路68-1號

224 239008 鶯歌昌福公共托育中心 鶯歌區 新北市鶯歌區永明街22號2樓

225 241001 新北市三重戶政事務所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ㄧ段9號六樓

226 241002 新北市三重區戶政事務所溪美辦事處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溪尾街73號二樓

227 241003 新北市立圖書館三重五常分館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街7巷30號2樓

228 241004 新北市立圖書館三重分館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一段158號

229 241005 新北市立圖書館三重田中分館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忠孝路三段40巷51號2樓

230 241006 新北市立圖書館三重東區分館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溪尾街303號

231 241007 新北市立圖書館三重崇德分館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仁孝街62號2樓

232 241008 新北市立圖書館三重南區分館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重安街70號3樓

233 241009 新北市立圖書館三重培德分館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忠孝路2段35號

234 241010 新北市三重地政事務所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1段11號8樓

235 241011 新北市三重區公所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ㄧ段11號1樓

236 241012 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三重分處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一段115號

237 241013 新北市三重區衛生所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2-1號

238 241014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重院區門診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3號

239 241015 新北市原住民族服務中心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5巷2弄2號4樓

240 241016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勞工育樂科（三重勞工中心）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ㄧ段9號8樓

241 241017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三段147號

242 241018 三重簡易庭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3段145號

243 241019 新北市三重國民運動中心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集美街55號

244 241020 三重區社教館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集美街60號

245 241021 三重區綜合體育館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2號

246 241022 愛買台北三重店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193巷45號

247 241023 家樂福重新店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654號

248 241024 三重中山路郵局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1段17號1樓

249 241025 家樂福蘆洲店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街282號

250 241026 三重重新公共托育中心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511號2樓

251 241027 三重二重公共托育中心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大有街10號

252 241028 三重台北橋公共托育中心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1段108號2樓

253 241029 三重三光公共托育中心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大同南路157號（三光國小內）

254 242001 新北市新莊戶政事務所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一段1號二樓

255 242002 新北市立圖書館新莊中港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路350號4-8樓

256 242003 新北市立圖書館新莊分館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一段2號5.6樓

257 242004 新北市立圖書館新莊西盛分館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西盛街216號

258 242005 新北市立圖書館新莊福營分館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四維路9號3-5樓

259 242006 新北市立圖書館新莊聯合分館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自由街1號

260 242007 新北市市立圖書館新莊裕民分館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裕民街136號4-5樓

261 242008 新北市新莊地政事務所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一段3號

262 242009 新北市新莊區公所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176號

263 242010 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新莊分處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仁愛街56號

264 242011 新北市新莊區衛生所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一段2號

265 242012 衛生福利部台北醫院門診A棟3F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127號A棟3F

266 242013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150號

267 242014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南棟3樓

268 242015 新莊國民運動中心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公園路11號

269 242016 新莊體育場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和興街66號

270 242017 新莊文化藝術中心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133號

271 242018 新北市新莊勞工中心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222號

272 242019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794號

273 242020 行政執行署新北分署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北棟12、13樓

274 242021 行政院新莊合署辦公大樓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

275 242022 台電服務據點北西區處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135號

276 242023 台灣自來水公司第十二區管理區新莊服務所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32號



序號 哺乳室編號 機構名稱 區域 地址

277 242024 IKEA宜家家居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1號

278 242025 新莊德明公共托育中心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147-20號1-3樓

279 242026 新莊昌平公共托育中心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昌平街200號

280 242027 新莊裕民公共托育中心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新生巷66號

281 243001 新北市泰山戶政事務所 泰山區 新北市泰山區全興路212號四樓

282 243002 新北市立圖書館泰山分館 泰山區 新北市泰山區全興路212號5樓

283 243003 新北市立圖書館泰山貴子分館 泰山區 新北市泰山區工專路22號3樓

284 243004 新北市立圖書館泰山親子閱覽室 泰山區 新北市泰山區楓江路26巷26號3樓

285 243005 新北市泰山區公所 泰山區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一段322號

286 243006 新北市泰山區衛生所 泰山區 新北市泰山區全興路212號3樓

287 243007 泰山體育場 泰山區 新北市泰山區公園路54號

288 243008 新五泰國民運動中心 泰山區 新北市泰山區全興路167號

289 243009 新北市政府市場處泰山區泰山公有零售市場 泰山區 新北市泰山區全興路212號

290 243010 泰山幼獅公共托育中心 泰山區 新北市泰山區全興路212號3樓

291 243011 泰山同榮公共托育中心 泰山區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1段427號2-3樓

292 244001 新北市林口區衛生所 林口區 新北市林口區林口路70號

293 244002 新北市立圖書館林口分館 林口區 新北市林口區公園路192號

294 244003 新北市林口區公所 林口區 新北市林口區西林里仁愛路一段378號

295 244004 新北市政府市場處林口區麗林公有零售市場 林口區 新北市林口區公園路59號

296 244005 新北市政府市場處林口區東勢公有零售市場 林口區 新北市林口區麗園一街35號

297 244006 家樂福林口店 林口區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一段 559 號 B1

298 244007 林口三井暢貨中心 林口區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一段356號

299 244008 林口仁愛公共托育中心 林口區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一路一段137號3樓

300 244009 林口忠孝公共托育中心 林口區 新北市林口區忠孝二路55號1樓

301 244010 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林口分處 林口區 新北市林口區忠孝2路55號3樓

302 247001 新北市蘆洲戶政事務所 蘆洲區 新北市蘆洲區集賢路245號八樓

303 247002 新北市立圖書館蘆洲永平分館 蘆洲區 新北市蘆洲區永平街1號3樓

304 247003 新北市立圖書館蘆洲永安圖書閱覽室 蘆洲區 新北市蘆洲區永安南路二段134號2-3樓

305 247004 新北市立圖書館蘆洲長安分館 蘆洲區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96號

306 247005 新北市立圖書館蘆洲集賢分館 蘆洲區 新北市蘆洲區集賢路２４５號４樓

307 247006 新北市立圖書館蘆洲親子兒童分館 蘆洲區 新北市蘆洲區集賢路221巷11號2~3樓

308 247007 新北市蘆洲區公所 蘆洲區 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95號

309 247008 新北市蘆洲區衛生所 蘆洲區 新北市蘆洲區中央路58號

310 247009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 蘆洲區 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609號

311 247010 蘆洲國民運動中心 蘆洲區 新北市蘆洲區長樂路235-1號

312 247011 蘆洲鷺江公共托育中心 蘆洲區 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7號

313 247012 蘆洲長安公共托育中心 蘆洲區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96號2樓

314 247013 蘆洲成功公共托育中心 蘆洲區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311號

315 247014 蘆洲集賢公共托育中心 蘆洲區 新北市蘆洲區集賢路245號3樓

316 248001 新北市立圖書館五股分館 五股區 新北市五股區工商路1號3樓

317 248002 新北市立圖書館五股水碓分館 五股區 新北市五股區明德路10號4樓

318 248003 新北市立圖書館五股成功分館 五股區 新北市五股區西雲路165號5樓

319 248004 新北市五股區公所 五股區 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4段50號

320 248005 新北市五股區衛生所 五股區 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4段67-1號

321 248006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勞工育樂科(新北市勞工活動中心) 五股區 新北市五股區五工六路9號

322 248007 新北市工商展覽中心 五股區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路1號

323 248008 觀音山遊客中心 (觀音山管理站) 五股區 新北市五股區凌雲路三段 130號

324 248009 五股興珍公共托育中心 五股區 新北市五股區五工六路9號2樓

325 249001 新北市立圖書館八里分館 八里區 新北市八里區舊城里舊城路19號5F

326 249002 新北市八里區公所 八里區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二段356巷16號

327 249003 新北市八里區衛生所 八里區 新北市八里區舊城里舊城路16號

328 249004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 八里區 新北市八里區華富山33號

329 249005 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 八里區 新北市八里區博物館路200號

330 249006 新北市永續環境教育中心 八里區 新北市八里區觀海大道36號

331 249007 新北市立八里愛心教養院 八里區 新北市八里區華富山37號

332 249008 長坑里活動中心 八里區 新北市八里區長坑口35之2號

333 249009 新北市政府市場處八里區中庄公有零售市場 八里區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1段109號

334 249010 八里下庄公共托育中心 八里區 新北市八里區舊城路19號2樓

335 251001 新北市淡水戶政事務所 淡水區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二段375號2樓

336 251002 新北市立圖書館淡水分館 淡水區 新北市淡水區文化路65號

337 251003 新北市立圖書館淡水水碓分館 淡水區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一段158號3樓

338 251004 新北市立圖書館淡水竹圍分館 淡水區 新北市淡水區民生路27號5樓

339 251005 新北市淡水地政事務所 淡水區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二段375號5、6樓

340 251006 新北市淡水區公所 淡水區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2段375號

341 251007 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淡水分處 淡水區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二段375號3樓

342 251008 新北市淡水區衛生所 淡水區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路158號

343 251009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紅毛城) 淡水區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28巷1號

344 251010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藝術工坊) 淡水區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298號

345 251011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滬尾礮臺) 淡水區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一段6巷34號



序號 哺乳室編號 機構名稱 區域 地址

346 251012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 淡水區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229號

347 251013 中興活動中心 淡水區 新北市淡水區水源街一段29號

348 251014 新北市淡水國民運動中心 淡水區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2段381巷2號

349 251015 新北市政府市場處淡水區中正公有零售市場 淡水區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115號

350 251016 家樂福淡新店 淡水區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二段383號

351 251017 淡水淡海公共托育中心 淡水區 新北市淡水區淡海路111號2樓

352 251018 淡水新興公共托育中心 淡水區 新北市淡水區大義街18號

353 252001 新北市立圖書館三芝分館 三芝區 新北市三芝區淡金路一段三十七號

354 252002 新北市三芝區公所 三芝區 新北市三芝區中山路一段32號

355 252003 新北市三芝區衛生所 三芝區 新北市三芝區中山路1段12號

356 252004 三芝遊客中心 三芝區 新北市三芝區埔坪里埔頭坑 164-2 號

357 253001 新北市立圖書館石門分館 石門區 新北市石門區尖鹿里中央路9-3號

358 253002 新北市石門區公所 石門區 新北市石門區尖鹿里中山路66號

359 253003 新北市石門區衛生所 石門區 新北市石門區中山路28之1號

360 253004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石門區 新北市石門區德茂里下員坑33-6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