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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場所母乳哺育條例問答（縣市衛生局版） 

Q一、哪些公共場所須設置哺（集）乳室？ 

答：依本條例第 5 條規定，特定之公共場所應設置哺（集）乳室，例如：供民

眾申辦業務或服務且總樓地板面積達 5百平方公尺以上之政府機關（構），

營業場所總樓地板面積達 5百平方公尺以上之公營事業，總樓地板面積達 1

千平方公尺以上之鐵路車站、航空站及捷運交會轉乘站，總樓地板面積達 1

萬平方公尺以上之百貨公司、零售式量販店，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之場所等。 

 

Q二、政府機關（構）提供民眾申辦業務或服務之場所有哪些？ 

答： 

一、本條例所稱提供民眾申辦業務或服務之場所，係指政府機關或機構實際提

供民眾臨櫃辦理各項登記或申請證照、醫療服務、藝文、體育活動、休閒

或其他服務之場所。例如公市立醫院（含署立醫院）提供各項醫療服務、

衛生局所提供預防保健服務、戶政事務所辦理戶籍登記、市立博物館、美

術館、文化中心提供藝文參觀展覽等場所。惟該等場所仍須另視總樓地板

面積是否達 5百平方公尺以上而決定是否應設置哺（集）乳室。 

二、有關提供民眾臨櫃服務之場所，例如戶政事務所辦理戶籍登記，其總樓地

板面積之計算限櫃台前提供民眾服務的區域，櫃台後為公務區域屬職場之

性質，則其總樓地板面積不計算在內，若經計算後總樓地板面積達 5 百平

方公尺以上則應設置哺（集）乳室。 

三、如高速公路各服務區，屬交通部台灣區高速公路局，係政府機關（構）之

服務場所。 

 

Q三、政府機關（構）是否包含公立學校，如大專院校、高中職、國中小、幼稚

園、托兒所等？ 

答：經查法規條文，針對「學校」均另明列，例如「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提

供政府資訊收費標準」、「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公務人員訓練進修實施辦

法」、「行政院及各級行政機關學校公務人員獎懲案件處理辦法」，故有關提

供民眾申辦業務或服務之政府機關（構），不包括「公立學校」。而性質類

似之公立托兒所為社政單位管轄，係屬政府機關（構），惟其提供民眾申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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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服務之場所面積，應以民眾得自由進出之區域計算，若提供民眾申辦業

務或服務之場所面積未達 5 百平方公尺以上，則無需設置哺集乳室。又教

育部所推動之兒童教育及照顧法已於 100年 6月 29日經總統公布，並自 101

年 1月 1日施行，幼托整合後將比照公立學校辦理。 

 

Q四、何謂公營事業之營業場所？ 

答： 

一、依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第 3 條規定：本條例所稱公營事業，指下列各款

之事業： 

（一）各級政府獨資或合營者。 

（二）政府與人民合資經營，且政府資本超過百分之五十者。 

（三）政府與前二款公營事業或前二款公營事業投資於其他事業，其投資之資

本合計超過該投資事業資本百分之五十者。 

二、中央政府之公營事業，例如經濟部所屬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臺灣電力

公司、臺灣中油公司、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財政部所屬臺灣土地銀

行、臺灣銀行、中國輸出入銀行、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等事業機構。及

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之公營事業機構，如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

司。 

三、另，臺灣中油公司雖為公營事業，若該公司辦公場所內無營業販賣之性質

則非屬營業場所。另臺灣中油公司所屬各地營業處及加油站，因有營業之

性質，則屬營業場所，惟該等場所總樓地板面積若未達 5 百平方公尺以上

則無須設置哺（集）乳室。 

四、如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屬台北市政府之公營事業，該公司內各處室，

若未提供一般民眾金錢收訖行為，雖屬公營事業但無營業之性質，非本條

例所規範。惟捷運站則屬本條例第 5條第 1項第 3款之規範。 

五、上述公營事業機構之主管機關均為政府機關，屬廣義之公務機關，爰其提

供民眾臨櫃營業之場所，櫃台後屬公務區域，總樓地板面積之計算，比照

政府機關（構）提供民眾臨櫃服務之場所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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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五、何謂鐵路車站、捷運交會轉乘站之服務場所？ 

答： 

一、本條例所指「鐵路車站」，係包含火車站及高鐵站。 

二、所稱「捷運交會轉乘站」，係指二條捷運交會之轉乘車站。目前台北捷運交

會轉乘站，包括北投站、民權西路站、台北火車站、忠孝新生站、忠孝復

興站、西門站、中正紀念堂站、古亭站、七張站等，而高雄捷運交會轉乘

站，目前僅有美麗島站。 

 

Q六、何謂百貨公司及零售式量販店之營業場所？ 

答：百貨公司如各地新光三越、太平洋 SOGO、遠東百貨、中友百貨等；零售式

量販店如各地家樂福、大潤發、愛買、好市多、特力屋等。 

 

Q七、本條例之總樓地板面積如何計算？ 

答： 

一、本條例以提供民眾使用之場所為前提，故總樓地板面積之計算，應以實際

提供民眾申辦業務或服務、或營業之場所計算。 

二、提供民眾申辦業務或服務政府機關（構），若辦公室非為服務民眾之區域則

不計算在內，另樓梯、電梯、走道、陽台、廁所等有民眾出入之公共區域

則須計算在內。若有提供民眾臨櫃服務之場所，其總樓地板面積之計算限

櫃台前提供民眾服務的區域，櫃台後為公務區域屬職場之性質，則不計算

在內。 

三、鐵路車站、航空站及捷運交會轉乘站之服務場所，例如火車站月台雖為民

眾出入區域，惟其戶外月台若未列為可計算樓地板面積者，則不計。另捷

運係指交會轉乘站，其月台若屬室內或地下層，可計算其樓地板面積者，

則計之。 

四、百貨公司及零售式量販店之營業場所，須扣除無營業或無民眾使用之樓地

板面積，例如其樓層之用途為量販商場、辦公室及儲藏室，其中辦公室及

儲藏室無營業性質，非民眾使用區域，則其總樓地板面積須扣除計算，其

餘樓層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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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八：縣市執法人員如何進行場所總樓地板面積之認定？ 

答： 

一、各公共場所之總樓地板面積以地方政府核發之建築執照或使用執照計算

之。若年代久遠無法提出前述證照，如台鐵許多列為古蹟之車站，得以工

務或相關單位所提供之資料據以計算。 

二、請該等公共場所負責人或從業人員出示該場所之使用執照，該使用執照中

會有不同面積之數字如基地面積（含騎樓地或其他）、總樓地板面積（含各

層面積及用途）、停車空間、建築物高度等。 

三、視該等公共場所之性質，依本條例總樓地板面積計算原則計之。 

 

Q九、多個政府機關（構）共用一棟建築物，或為合署辦公之政府機關如果每一

機關（構）都有提供民眾申辦業務或服務之場所，而且總樓地板面積都是

5百平方公尺以上，可不可以共同設置哺（集）乳室？ 

答：公共場所母乳哺育條例第 9 條第 2 項訂有違反哺（集）乳室設置及管理標

準之相關罰則，為使被處罰機關臻於明確，又為增加婦女哺乳之便利性，

同幢建築、不同機關（構）提供民眾申辦業務或服務之場所，若各自之總

樓地板面積達 5百平方公尺以上，則需依規分別設置哺（集）乳室。 

 

Q十、同一政府機關其所屬局、處都在同一棟建築物內（例如市政/縣政大樓），

需分別設置哺集乳室嗎？ 

答：同一機關內部單位，應先依「應設置哺（集）乳室之『公共場所』及其『總

樓地板面積』之認定原則」個別計之，若提供民眾申辦業務或服務之場所

總樓地板面積未達 5 百平方公尺，則無須設置，惟基於服務民眾立場，建

議於民眾進出頻繁或聯合服務區設置哺集乳室。 

 

Q十一、同一機關分處三地，都要設置哺（集）乳室嗎？ 

答：只要有提供民眾申辦業務或服務之場所總樓地板面積 5 百平方公尺以上，

均應設置哺（集）乳室，如中央健康保險局服務據點分處六地，均有提供

民眾申辦業務或服務之場所，若且總樓地板面積均在 5 百平方公尺以上，

則應分別設置哺（集）乳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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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十二、同一機關有多棟建築物，提供民眾申辦業務或服務之場所總樓地板面積

5百平方公尺以上是在 A棟，而哺（集）乳室卻設置在 C棟，可以嗎？ 

答：既然 A 棟建築物已符合應設置哺（集）乳之條件，就應依規在 A 棟建築物

設置哺（集）乳室，另視 C棟是否符合設置條件而決定之。 

 

Q十三、市立運動公園有戶外遊憩區及室內之建築物，及樓地板面積如何計算？ 

答：若為戶外之遊憩區，則無所謂之總樓地板面積，若為室內之運動場，其總

樓地板面積之計算，請依「應設置哺（集）乳室之『公共場所』及其『總

樓地板面積』之認定原則」計之。 

 

Q十四、市立仁愛之家、老人之家等場所係屬本條例規範範圍嗎？ 

答：該等場所若屬住宅性質，非為多數不特定民眾得自由進出之場所，則非屬

公共場所。 

 

Q十五、公辦民營場所，屬第 5條第 1項何款之規範？ 

答：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將所有提供民眾申辦業務或服務之政府機關及附屬機

構納入適用對象。附屬機構雖有公辦民營之經營類型，並不影響其公立性

質，自在適用之列。 

 

Q十六、有些公營事業總公司在台北，分公司或營業處分處各地，須分別設置哺

（集）乳室嗎？ 

答：總公司及分公司若符合本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則應分別設置

哺（集）乳室。 

 

Q十七、營業場所總樓地板面積的計算涵蓋倉庫，或員工辦公區域嗎？ 

答：營業場所多數是指有販賣商品，與民眾有金錢收訖等場所，如果該場所之

倉庫僅作為儲存物品，不開放民眾參觀亦無營業販賣之性質，則其樓地板

面積不計算在內（員工辦公區域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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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十八、整棟大樓樓地板面積在 1萬平方公尺以上，不同樓層分屬不同之零售式

量販店，須要設置哺（集）乳室嗎？ 

答：該大樓內各不同業者之零售式量販店，如總樓地板面積分別在 1 萬平方公

尺以上，則必須分別設置哺（集）乳室。 

 

Q十九、百貨公司及零售式量販店之認列標準為何？ 

答： 

一、查經濟部「公司行號營業項目代碼表檢索系統」顯示，營業項目若為其他

綜合零售業，其定義內容為「同一場所從事多種商品零售之行業」，包括零

售式量販店，其營業項目代碼為 F399990，若對照行政院主計處之「中華民

國行業標準分類」則為 4719其他綜合商品零售業。 

二、該百貨公司及零售式量販店得依上揭行業分類認列。 

 

Q二十、設置哺（集）乳室前是否需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答：符合本條例第 5 條規定應設置哺（集）乳室之公共場所，無須經中央主管

機關核准，惟須於該條例施行日起一年內（100 年 11月 23日）完成設置。 

 

Q二十一、目前有無另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設置哺（集）乳室之場所？ 

答：目前除現行一定面積以上之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鐵路車站、航空站、

捷運交會轉乘站、百貨公司及零售式量販店應設置哺（集）乳室外，中央

主管機關尚未另行公告應設置哺（集）乳室之場所，將俟施行一段期間後

再審慎評估，以逐步推展至其他類型之公共場所。 

 

Q二十二、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公共場所哺（集）乳室設置及管理標準」為何？ 

答：「公共場所哺（集）乳室設置及管理標準」業於 100 年 5 月 11 日發布並轉

知，主要是規範哺（集）乳室之基本設備、安全、採光、通風及管理、維

護或使用等其他相關事項。 

 

Q二十三、有關「公共場所哺（集）乳室設置及管理標準」基本設備之「可由內

部上鎖之門」，「求救鈴」、「洗手設施」是指什麼？ 

答：若「拉門」是可以安裝鎖頭或門栓，可以由內部上鎖，足以維護哺乳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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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隱私，則符合設置標準之規定，另「求救鈴」部分，可為電話或子母鈴

等相關設施，「洗手設施」可為洗手台或乾洗手劑等。 

 

Q二十四、哺（集）乳室之中文名稱為何？ 

答：本條例第 5條規定，一定面積及性質之公共場所，應設置哺（集）乳室供

民眾使用，於條例中對哺（集）乳室之中、英文名稱尚無規定。惟考量多

數場所之慣用名稱及民眾認知之通俗性，哺（集）乳室之中文名稱建議為

「哺乳室」或「哺集乳室」。 

若單位有二間以上之哺集乳室，其中一間名稱為「哺乳室」或「哺集乳室」，

且需符合中央主管機關發布之公共場所哺（集）乳室設置及管理標準之規

定，另一間則可為其他之名稱，如親子室等。 

 

Q二十五、哺（集）乳室之英文名稱為何？ 

答：國外文獻資料對哺集乳室之英文名稱不一，有 Breastfeeding Room、Nursery 

Room 及 Pumping Room 等，考量 Nursery Room 之使用對象較廣，可能含括

瓶餵及托兒，Pumping Room 似侷限僅使用集乳器之婦女，建議哺（集）乳

室英文名稱為「Breastfeeding Room」。 

 

Q二十六、哺（集）乳室 Logo之適用性為何？ 

答： 

一、本局委託設計之哺（集）乳室及育嬰室之 Logo，已置放於本局網站首頁/

健康主題專區/母乳哺育/主題公告下，並於 100年 6月 27日函請轉知。 

二、若該公共場所係依照本條例規定設置哺（集）乳室，則提供哺（集）乳室

之 Logo 供參，其他場所若設有多功能親子空間，則提供育嬰室之 Logo 供

參。 

 

 

                                            

 

 

 



 8 

Q二十七、民營公司、私人高爾夫球場、私立醫院等是否須依本條例設置哺（集）

乳室？ 

答： 

一、本條例僅規範具有一定面積及性質之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鐵路車站、

航空站、捷運交會轉乘站、百貨公司及零售式量販店，應於緩衝期內完成

設置哺（集）乳室，除百貨公司及零售式量販店外，其他民營單位尚未規

範在內。 

二、惟考量勞動基準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均有規定，「子女未滿一歲須受僱者親

自哺乳者，除規定之休息時間外，雇主應每日另給哺乳時間二次，每次以

三十分鐘為度。」，為建置友善職場母乳哺育環境，仍建議鼓勵設置。 

 

Q二十八、本條例公布施行後，符合一定規定之公共場所馬上就要設置哺（集）

乳室嗎？ 

答：依第 12條規定，本條例訂有一年的緩衝期，99年 11月 24日經總統公布，

施行日起一年內完成設置即可；屆期未設置、設置而無明顯標示或不符合

公共場所哺集乳室設置標準者，才依相關罰則處罰之。 

 

Q 二十九、本條例對 99 年 11 月 24 日前已施工完成之建築物，是否既往不究，

不須設置哺（集）乳室？ 

答：本條例中未有條文敘明「不溯及既往」字詞，意即符合第 5 條之條件不論

新舊建築物，均應於緩衝期內完成設置哺（集）乳室。 

 

Q三十、當有民眾檢舉在公共場所母乳哺育，受到干擾或驅離時，縣市執法人員

該如何處理？ 

答：先紀錄並請民眾提供公共場所之攝影蒐證或提出第三者之佐證資料。 

 

Q三十一、本條例之裁罰機關？ 

答：本條例第 12條規定「本條例所定之罰鍰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機關處罰

之。」，相關事項請直轄市、縣（市）政府機關進行輔導及裁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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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三十二、目前的宣導重點為何？ 

答：自 99年 11月 24日公布施行後，任何人即不得禁止、驅離或妨礙婦女於公

共場所母乳哺育，違者罰 6 千元以上 3 萬元以下罰鍰，前項行為人如為該

公共場所之從業人員，還可併處該公共場所負責人，除非能證明非因該公

共場所之內部規定且負責人已對從業人員盡相當管理與教導之責任，則不

在此限。故，現階段建議以此為宣導重點。 

另，為配合政策施行，輔導轄區內應設置哺（集）乳室之公共場所，及早

規劃，並於一年之緩衝期內完成設置，以免受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