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廁編號
1001301011-X-00360
1001301011-X-00361
1001301019-X-00362
1001301019-X-00363
1001301022-C-00314
1001301026-C-00316
1001301030-C-00319
1001301033-T-00197
1001301033-T-00198
1001301036-C-00313
1001301037-T-00376
1001301037-T-00377
1001301041-C-00315
1001301042-C-00318
1001301054-C-00303
1001301054-C-00304
1001301061-V-00007
1001301061-V-00008
1001301063-D-00357
1001301063-D-00359
1001301063-M-00015
1001301063-M-00016
1001301065-C-00306
1001301065-C-00312
1001301065-T-00022
1001301065-T-00027
1001301065-T-00028
1001301065-T-00033
1001301065-T-00034
1001301065-T-00039
1001301065-T-00040
1001301073-C-00309
1001302005-T-00444
1001302005-T-00445
1001302007-D-00059
1001302007-D-00060
1001302007-D-00061
1001302007-D-00062
1001302008-C-00320
1001302008-T-00199
1001302008-T-00200
1001302005-T-00378
1001302005-T-00379
1001302008-C-00322
1001302009-C-00325
1001302015-C-00323
1001302015-C-00324
1001303004-C-00327
1001303004-C-00328
1001303004-E-00065
1001303004-E-00066
1001303004-J-00067
1001303004-J-00068
1001303004-T-00446
1001303004-T-00447
1001303007-T-00201
1001303007-T-00202
1001303007-T-00380
1001303007-T-00381
1001303009-X-00366
1001303009-X-00367
1001303013-D-00069
1001303013-D-00070
1001303018-C-00326
1001304004-T-00203
1001304004-T-00382
1001304004-T-00383
1001304004-T-00448
1001304005-C-00289
1001304014-N-00269
1001304014-N-00270
1001304015-C-00290
1001304016-N-00265
1001304016-N-00266
1001304016-N-00271
1001304016-N-00272
1001304016-N-00273
1001304016-N-00274
1001304016-N-00275
1001304016-N-00276
1001304016-N-00277
1001304016-N-00278
1001304016-N-00279
1001304016-N-00280
1001304016-N-00285
1001304016-N-00286
1001305005-C-00330
1001305007-T-00205
1001305007-T-00206
1001305016-C-00333
1001305017-C-00332
1001305021-C-00329
1001305021-C-00334
1001306001-T-00207
1001306001-T-00386
1001306001-T-00387
1001306001-T-00452
1001307002-X-00368
1001307002-X-00369
1001307004-C-00338
1001307004-C-00339
1001307004-T-00209
1001307004-T-00210
1001307004-T-00388
1001307004-T-00389
1001307004-T-00454
1001307004-T-00455
1001308002-C-00340
1001308010-T-00211
1001308010-T-00212
1001308010-T-00456
1001308010-T-00457
1001308011-W-00107
1001308011-W-00108
1001309002-C-00343
1001309002-T-00213
1001309002-T-00214
1001309002-T-00458
1001309004-C-00341
1001310003-T-00215
1001310003-T-00216
1001310005-T-00394
1001310005-T-00395
1001311001-T-00396
1001311001-T-00397
1001311001-T-00462
1001311001-T-00463
1001311002-T-00217
1001311002-T-00218
1001311011-C-00344
1001312002-T-00219
1001312002-T-00220
1001313001-T-00221
1001313001-T-00222
1001313001-T-00400
1001313001-T-00401
1001313001-T-00466
1001313001-T-00467
1001313020-C-00345
1001314001-C-00346
1001314001-T-00402
1001314001-T-00403
1001314001-T-00468
1001314001-T-00469
1001314002-C-00348
1001314009-D-00532
1001314009-D-00533
1001314009-D-00534
1001314009-D-00535
1001314009-D-00536
1001314009-D-00537
1001314013-C-00347
1001315001-T-00225
1001315001-T-00226
1001315001-T-00404
1001315001-T-00405
1001315001-T-00470
1001315001-T-00471
1001316001-A-00145
1001316001-C-00292
1001316001-C-00293
1001316001-T-00227
1001316001-T-00228
1001316001-T-00406
1001316001-T-00407
1001316001-T-00472
1001316001-T-00473
1001316009-C-00291
1001316014-C-00355
1001317002-C-00352
1001317002-T-00229
1001317002-T-00230
1001317002-T-00408
1001317002-T-00474
1001317002-T-00475
1001317008-C-00353
1001318001-T-00231
1001318001-T-00232
1001318001-T-00410
1001318001-T-00411
1001318001-T-00476
1001319003-C-00295
1001320002-T-00480
1001320002-T-00481
1001320003-T-00235
1001320003-T-00236
1001320003-T-00414
1001320003-T-00415
1001320008-C-00296
1001321001-T-00237
1001321001-T-00416
1001321001-T-00417
1001321002-T-00482
1001321002-C-00354
1001322001-T-00239
1001322001-T-00418
1001322006-B-00153
1001322006-B-00154
1001322008-B-00155
1001322008-B-00156
1001323001-T-00420
1001323001-T-00421
1001323001-T-00486
1001323001-T-00487
1001323002-T-00241
1001323002-X-00372
1001323002-X-00373
1001323002-X-00374
1001323002-X-00375
1001323008-C-00298
1001324001-C-00299
1001324001-N-00263
1001324001-N-00264
1001324001-T-00243
1001324001-T-00422
1001324001-T-00423
1001324001-T-00488
1001324003-C-00300
1001324004-B-00169
1001324004-B-00171
1001324004-B-00172
1001325001-C-00301
1001325001-T-00245
1001325001-T-00424
1001325001-T-00490
1001326001-T-00247
1001326001-T-00248
1001326001-T-00426
1001326001-T-00427
1001326001-T-00492
1001327001-T-00249
1001327001-T-00428
1001327001-T-00429
1001327001-T-00494
1001328002-T-00251
1001328002-T-00252
1001328002-T-00430
1001328002-T-00431
1001328002-T-00496
1001329001-T-00253
1001329001-T-00254
1001329001-T-00432
1001329001-T-00433
1001329001-T-00498
1001329001-T-00499
1001330004-T-00255
1001330004-T-00434
1001330004-T-00500
1001331001-T-00436
1001331001-T-00437
1001331001-T-00502
1001332001-T-00259
1001332001-T-00260
1001332001-T-00438
1001332001-T-00439
1001332001-T-00504
1001332001-T-00505
1001333001-T-00261
1001333001-T-00262
1001333001-T-00440
1001333001-T-00441
1001333001-T-00506
1001333001-T-00507
1031317002-T-00409
1001326002-T-01501
1001302007-S-00674
1001302007-S-00675
1001302007-S-00676
1001302007-S-00677
1001302009-S-00678
1001302009-S-00679
1001302009-S-00680
1001302009-S-00681
1001302003-D-00692
1001302003-D-00693
1001302005-D-00694
1001302013-D-00696
1001302013-D-00697
1001325001-T-01368
1001307004-T-00390
1001307004-T-00391
1001307004-T-00392
1001307004-T-00393
1001329002-T-01274
1001329002-T-01275
1001329002-T-01276
1001329002-T-01277
1001329002-T-01278
1001329002-T-01279
1001301039-C-00355
1001304004-C-00356
1001313008-C-00357
1001302005-D-00695
1001304016-N-00289
1001304016-N-00290
1001320008-C-00355
1001302013-D-00698
1001302013-D-00699
1021307004-C-00340
1021307004-C-00341
1001301076-C-00356
1001328001-W-00532
1001328001-W-00533
1001328001-W-00534
1001328001-W-00535
1001328001-W-00536
1001312006-W-00001
1001318001-T-00233
1001302015-C-01949
1001302009-C-01962
1001302009-C-01963
1001302008-C-01964
1001302008-C-01965
1001302001-B-01966
1001302001-B-01967
1001302007-D-01966
1001302007-D-01967
1001302015-C-01968
1001302007-C-01969
1001302007-C-01970
1001302007-C-01971
1001302005-T-01972
1001302005-T-01973
1001302008-T-01974
1001301012-E-01981
1001301012-E-01982
1001301012-E-01983
1001301012-E-01985
1001301012-E-01986
1001312007-W-01989
1001312007-V-01991
1001312007-V-01992
1001302007-U-01998
1001302007-U-01999
1001320002-U-02000
1001320002-U-02001
1001311002-C-00001
1001311001-C-00001
1001311001-C-00002
1001311012-C-00001
1001312010-V-00001
1001324004-B-00173
1001309005-B-00001
1001309005-B-00002
1001303023-B-00077
1001303023-B-00078
1001302010-B-00001
1001302010-B-00002
1001302010-C-00001
1001302010-C-00002
1001302016-C-00001
1001303019-C-00001
1001303019-C-00002
1001313008-C-00358
1001313008-C-00359
1001307004-C-00340
1001307004-C-00341
1001301055-C-00001
1001301055-C-00002
1001301080-C-00001
1001301080-C-00002
1001302016-C-00002
1001316009-C-00292
1001312003-U-00001
1001312003-U-00002
1001312003-Y-00001
1001312003-Y-00002
1001318001-C-00001
1001312014-C-00001
1001312001-C-00001
1001319002-T-01102
1001319002-T-01103
1001319002-T-01104
1001319002-T-01105
1001319002-T-01106
1001316001-U-00001
1001316001-U-00002
1001303007-D-00002
1001303007-D-00003
1001311017-S-00001
1001307003-U-00001
1001324002-B-00001
1001324002-B-00002
1001323001-U-00001
1001325003-U-00001
1001325003-U-00002
1001314001-U-00001
1001314013-C-00348
1001320008-C-00356
1001306004-C-00337
1001313005-C-00001
1001313001-U-00001
1001313001-U-00002
1001315005-C-00001
1001305004-U-00001
1001305004-U-00002
1001314014-C-00001
1001315001-U-00001
1001301023-W-00001

公廁名稱
屏東市慈鳳宮1F男廁
屏東市慈鳳宮1F女廁
屏東市玉皇宮1F男廁
屏東市玉皇宮1F女廁
雍東加油站
福懋屏東加油站

中油歸來加油站
屏東市衛生所1F男廁
屏東市衛生所1F女廁

臺灣中油復興路加油站
屏東市公所1F男廁
屏東市公所1F女廁
福懋公館加油站
龍華加油站
中油大豐加油站

家樂福量販店屏東店女廁
屏東縣政府（前棟西1-1F）女廁
屏東縣政府（後棟西1-1F）男廁
屏東縣政府（後棟西1-1F）女廁

1001301020-C-00001
1001308010-U-00001

1001310011-U-00001
1001310011-U-00002
1001306001-U-00001
1001328002-U-00001
1001311001-U-00001
1001304001-U-00001
1001324001-U-00001
1001301060-S-00003

運動公園 女廁
運動公園 男廁
中山公園-女廁
中山公園-男廁

山隆加油站 殘廁

潮州鎮衛生所 女廁

東港鎮公所1F東側混合廁
東港鎮東隆宮1F男廁
東港鎮東隆宮1F女廁

屏東縣恆春鎮南灣里南灣路86 8號

縣市政府 恆農假期
縣市政府 統一南灣加油站

08-882868
08-8899595

縣市政府 天鵝湖飯店
縣市政府 墾丁夏都沙灘酒店

08-8891234
08-8862377

領航加油站
恆農假期（大廳公用）男廁
恆農假期（大廳公用）女廁
統一南灣加油站
天鵝湖飯店(大廳公用)男廁

天鵝湖飯店(大廳公用)女廁
墾丁夏都沙灘酒店-波西塔諾館男廁
墾丁夏都沙灘酒店-波西塔諾館女廁
悠活麗緻渡假村(大廳公用)男廁
悠活麗緻渡假村(大廳公用)女廁
統一渡假村墾丁(大廳公用)男廁

縣市政府 福容大飯店

08-8856688

台亞萬丹加油站台-男女混合廁
萬丹鄉衛生所1F男廁
萬丹鄉衛生所1F女廁

屏東縣萬丹鄉萬生村丹榮路53 6號
屏東縣萬丹鄉四維村萬丹路五號

縣市政府 台亞萬丹加油站
縣市政府 萬丹鄉衛生所

08-7761608
08-7772049

大富加油站
福懋萬丹加油站
長治鄉衛生所1F混合廁

屏東縣萬丹鄉水泉村中興路二段60 號
屏東縣萬丹鄉水泉村中興路2段2 51號

縣市政府 大富加油站
縣市政府 福懋萬丹加油站

08-7763316
08-7775231

長治鄉公所1F女廁

長治鄉戶政事務所男女共用廁所

屏東縣長治鄉進興村潭頭路1號
屏東縣長治鄉進興村潭頭路1之1 號

縣市政府 長治鄉戶政事務所

08-7368934

台亞麟洛加油站
全國麟洛加油站
麟洛鄉衛生所1F男廁

屏東縣麟洛鄉麟趾村中山路27 號
屏東縣麟洛鄉麟蹄村中山路74 7號
屏東縣麟洛鄉麟蹄村中山路15 6之1號

縣市政府 鄭成功廟
縣市政府 台亞麟洛交流道加油站
縣市政府 全國麟洛加油站

08-7239422
08-7225611
08-7210882

麟洛鄉公所1F女廁
萬丹鄉戶政事務所-麟洛辦公室男廁

屏東縣麟洛鄉麟蹄村中山路15 8號
屏東縣麟洛鄉麟蹄村中山路43 7之1號

縣市政府 麟洛鄉公所
縣市政府 麟洛鄉戶政事務所

08-7233261
08-7221804

墾丁凱撒大飯店(大廳公用)男廁
墾丁凱撒大飯店(大廳公用)女廁

社皮加油站
宜興加油站

長治鄉公所1F男廁

麟洛鄉鄭成功廟1F男廁
麟洛鄉鄭成功廟1F女廁

麟洛鄉衛生所1F女廁
麟洛鄉公所1F男廁

萬丹鄉戶政事務所-麟洛辦公室女廁
台亞九如交流道
九如鄉衛生所1F男廁

1001313004-C-00001

1001301012-E-01987
1001301014-E-00001
1001301014-E-00002
1001301022-E-00001
1001301022-E-00002
1001301053-E-00001
1001301053-E-00002
1001301073-D-00001
1001301071-D-00001
1001302020-C-00001
1001301030-S-00001
1001301030-S-00004
1001301030-S-00007
1001306005-C-00336
1001306009-C-00001
1001306012-C-00001
1001306012-C-00002
1001306004-C-00338
1001320008-C-00358
1001320005-C-00001
1001321007-C-00001
1001306007-C-00001
1001306016-C-00001
1001320004-D-00001
1001301065-T-00626
1001301065-T-00627
1001317009-C-00350
1001305004-C-00001

1001310004-C-00001
1001315001-C-00001
1001303019-C-00003
1001303019-C-00004
1001303016-C-00001
1001326001-T-01226
1001326001-T-01227
1001303019-D-00001
1001325001-B-00001
1001325001-B-00002
1001325002-B-00001
1001325002-B-00002
1001303019-D-00002
1001326001-D-00175
1001301059-E-00001
1001301001-E-00001
1001301018-B-00001
1001316014-C-00356
1001316002-C-00001
1001316003-J-00001
1001330005-W-00001
1001317005-C-00001
1001326003-D-00001
1001320008-L-00001
1001320008-L-00002
1001331001-W-00001
1001331001-W-00002
1001331006-W-00001
1001329004-W-00001
1001329001-W-00001
1001329004-W-00002
1001332001-U-00001
1001325003-C-00001
1001325003-C-00002
1001301061-T-00614
1001301061-T-00615
1001322001-T-00486
1001322001-U-00001
1001322004-J-00001
1001322004-J-00002
1001322004-J-00003
1001322001-J-00004
1001322001-J-00005
1001322001-T-00487

1001331006-D-00001
1001331003-W-00001
1001331001-W-00003
1001320004-D-00002
1001320002-E-00001
1001325001-Y-00001
1001330002-W-00001
1001330003-W-00001
1001330006-W-00001
1001303007-J-00001
1001303007-J-00002
1001304005-B-00001
1001321001-T-01138
1001321001-T-01139
1001321001-T-01140
1001321001-T-01141
1001320004-D-00003
1001320004-D-00004
1001316009-C-00293
1001316009-C-00294
1001316009-C-00295
1001311001-T-00874
1001311001-T-00875
1001304016-C-00001
1001304016-C-00002
1001309007-C-00343
1001319003-C-00296
1001327001-B-00003
1001301063-V-00001
1001301063-V-00002
1001314009-V-00001
1001314009-V-00002
1001314009-V-00003
1001329005-W-00001
1001329005-W-00002
1001310005-T-00850
1001310005-T-00851
1001325003-W-00003
1001325003-W-00004
1001301005-U-00001
1001301005-U-00002
1001301053-U-00001
1001301053-U-00002
1001301038-D-00001
1001301038-D-00002
1001320002-E-00002
1001301065-T-00628
1001304003-D-00001
1001301061-T-00616

1001305004-T-00003
1001305004-T-00004
1001327001-V-00001

08-7221804
08-7397177
08-7392006

里港鄉戶政事務所混合廁

屏東縣里港鄉大平村中山路10 5號

縣市政府 里港鄉衛生所
縣市政府 里港鄉戶政事務所

08-7751711
08-7751209

鹽埔鄉衛生所1F女廁
鹽埔鄉公所1F男廁

屏東縣鹽埔鄉鹽北村中山路92 號
屏東縣鹽埔鄉鹽南村勝利路32 號

縣市政府 鹽埔鄉衛生所
縣市政府 鹽埔鄉衛生所
縣市政府 鹽埔鄉公所

08-7932474
08-7932474
08-7932126

高樹鄉戶政事務所男廁
高樹鄉戶政事務所女廁

屏東縣高樹鄉高樹村興中路33 4號
屏東縣高樹鄉高樹村興中路33 4號

縣市政府 高樹鄉公所
縣市政府 高樹鄉戶政事務所
縣市政府 高樹鄉戶政事務所

08-7962610
08-7962485
08-7962485

明宜潭加油站
里港鄉衛生所1F男廁
里港鄉衛生所1F女廁
日日春加油站
鹽埔鄉衛生所1F男廁
鹽埔鄉公所1F女廁
高樹鄉公所2F男廁
高樹鄉公所2F女廁

高樹鄉衛生所1F男廁
高樹鄉衛生所1F女廁
志明加油站

萬巒鄉衛生所1F男廁
萬巒鄉衛生所1F女廁
內埔鄉衛生所1F男廁
內埔鄉衛生所1F女廁
內埔鄉公所1F男廁
內埔鄉公所1F女廁

內埔鄉戶政事務所男廁
內埔鄉戶政事務所女廁
龍泉加油站
山隆竹田加油站
竹田鄉公所1F男廁
竹田鄉公所1F女廁

竹田鄉戶政事務所男廁
竹田鄉戶政事務所女廁
統一精工潮州加油站

竹田鄉運動公園/攤販區旁男廁
竹田鄉運動公園/攤販區旁女廁
竹田鄉運動公園/網球場旁男廁
竹田鄉運動公園/網球場旁女廁
竹田鄉運動公園南二高旁男廁

屏東縣九如鄉東寧村九如路二段41 8號

屏東縣里港鄉太平村中山路10 3-1號
屏東縣里港鄉太平村中山路10 3-1號
屏東縣里港鄉春林村中山南路8號
屏東縣鹽埔鄉鹽北村中山路92 號

屏東縣鹽埔鄉鹽南村勝利路32 號
屏東縣高樹鄉高樹村興中路32 9號
屏東縣高樹鄉高樹村興中路32 9號
屏東縣高樹鄉長榮村南昌路12 -2號
屏東縣高樹鄉長榮村南昌路12 -2號

屏東縣高樹鄉鹽樹村新豐路六九號
屏東縣萬巒鄉萬全村褒忠路14 -2號
屏東縣萬巒鄉萬全村褒忠路14 -2號
屏東縣內埔鄉內埔村中興路19 1號
屏東縣內埔鄉內埔村中興路19 1號
屏東縣內埔鄉內埔村廣濟路26 號
屏東縣內埔鄉內埔村廣濟路26 號
屏東縣內埔鄉內埔村廣濟路24 號
屏東縣內埔鄉內埔村廣濟路24 號

屏東縣內埔鄉大新村大新路66 號
屏東縣竹田鄉竹田村義和路40 巷7-1號
屏東縣竹田鄉竹田村中正路12 3號
屏東縣竹田鄉竹田村中正路12 3號
屏東縣竹田鄉竹田村中正路11 3號
屏東縣竹田鄉竹田村中正路11 3號
屏東縣竹田鄉竹南村潮州路90 號
屏東縣竹田鄉西勢村永豐路13 4號
屏東縣竹田鄉西勢村永豐路13 4號
屏東縣竹田鄉西勢村永豐路13 4號
屏東縣竹田鄉西勢村永豐路13 4號
屏東縣竹田鄉西勢村永豐路13 4號
屏東縣竹田鄉西勢村永豐路13 4號

竹田鄉運動公園南二高旁女廁
竹田加油站

屏東縣竹田鄉泗洲村連成路6-4 號

新埤鄉衛生所1F女廁
新埤鄉公所1F男廁
新埤鄉公所1F女廁

屏東縣新埤鄉新埤村中正路38 號
屏東縣新埤鄉新埤村中正路40 號
屏東縣新埤鄉新埤村中正路40 號

國光客運枋寮站混合廁
中油水底寮加油站

屏東縣枋寮鄉枋寮村中興路7號
屏東縣枋寮鄉枋寮村中正大路66 2號
屏東縣枋寮鄉隆山村中正大路28 號

新埤鄉衛生所1F男廁

新埤鄉戶政事務所男廁
新埤鄉戶政事務所女廁
桂格加油站

枋寮鄉衛生所1F男廁
枋寮鄉衛生所1F女廁
枋寮鄉公所1F男廁

屏東縣新埤鄉新埤村中正路38 號

屏東縣新埤鄉(村)新華路14 6號
屏東縣新埤鄉(村)新華路14 6號

屏東縣枋寮鄉枋寮村德興路77 號
屏東縣枋寮鄉枋寮村德興路77 號
屏東縣枋寮鄉枋寮村德興路36 號

縣市政府 九如鄉戶政事務所
縣市政府 明宜潭加油站
縣市政府 里港鄉衛生所
縣市政府 日日春加油站

縣市政府 鹽埔鄉公所
縣市政府 高樹鄉公所

縣市政府 高樹鄉衛生所
縣市政府 高樹鄉衛生所
縣市政府 志明加油站

縣市政府 萬巒鄉衛生所
縣市政府 萬巒鄉衛生所
縣市政府 內埔鄉衛生所
縣市政府 內埔鄉衛生所
縣市政府 內埔鄉公所
縣市政府 內埔鄉公所

縣市政府 內埔鄉戶政事務所
縣市政府 內埔鄉戶政事務所
縣市政府 龍泉加油站
縣市政府 山隆竹田加油站
縣市政府 竹田鄉公所
縣市政府 竹田鄉公所

08-7392735

08-7722477
08-7751711

08-7722355

08-7932126
08-7962610

08-7962026
08-7962026
08-7966745
08-7811794
08-7811794
08-7792414
08-7792414
08-7792414
08-7792001
08-7792707
08-7792707
08-7700122
08-7712688
08-7711550
08-7711550

縣市政府 竹田鄉戶政事務所
縣市政府 竹田鄉戶政事務所
縣市政府 統一精工潮州加油站

08-7710894
08-7710894
08-7897149

縣市政府 屏東縣政府體育發展中心
縣市政府 屏東縣政府體育發展中心
縣市政府 屏東縣政府體育發展中心

08-7362589
08-7362589
08-7362589

縣市政府 屏東縣政府體育發展中心
縣市政府 屏東縣政府體育發展中心

縣市政府 屏東縣政府體育發展中心
縣市政府 竹田加油站
縣市政府 新埤鄉衛生所
縣市政府 新埤鄉衛生所
縣市政府 新埤鄉公所

08-7362589
08-7362589

08-7362589
08-7894179
08-7971090
08-7971090
08-7973800

縣市政府 新埤鄉公所
縣市政府 新埤鄉戶政事務所
縣市政府 新埤鄉戶政事務所

08-7973800
08-7971451
08-7971451

縣市政府 桂格加油站

08-8788188

縣市政府 國光客運枋寮站
縣市政府 中油水底寮加油站
縣市政府 枋寮鄉衛生所
縣市政府 枋寮鄉衛生所
縣市政府 枋寮鄉公所

08-8782027
08-8710145
08-8782940
08-8782940
08-8782012

枋寮鄉公所1F女廁

屏東縣枋寮鄉枋寮村德興路36 號
屏東縣枋寮鄉（村）德興路18 3號

縣市政府 枋寮鄉公所

08-8782012

枋寮鄉東龍加油站

屏東縣枋寮鄉東海村臨海路二段3號

縣市政府 枋寮鄉東龍加油站

08-8716096

新園鄉衛生所1F後側混合廁
新園鄉公所1F男廁

屏東縣新園鄉仙吉村仙吉路89 -2號
屏東縣新園鄉仙吉村仙吉路14 8號
屏東縣新園鄉仙吉村仙吉路14 2號

縣市政府 新園鄉衛生所
縣市政府 新園鄉公所

08-8681293
08-8681385

枋寮鄉戶政事務所男廁
枋寮鄉戶政事務所女廁
千越枋寮加油站女廁
亞柏新園加油站
新園鄉衛生所1F前側混合廁
東港戶政事務所新園辦公室男廁
東港戶政事務所新園辦公室女廁
鼎勝加油站

崁頂鄉衛生所2F男廁
崁頂鄉衛生所2F女廁
崁頂鄉公所1F男廁

崁頂鄉公所1F女廁
東港戶政事務所崁頂辦公室廁所
福懋林邊加油站-女廁
東港戶政事務所南州辦公室男廁

屏東縣枋寮鄉（村）德興路18 3號
屏東縣枋寮鄉人和村中山路二段66 號
屏東縣新園鄉仙吉村仙吉路30 8號
屏東縣新園鄉仙吉村仙吉路89 -2號

屏東縣新園鄉仙吉村仙吉路14 2號
屏東縣新園鄉烏龍村南興路72 0號

屏東縣崁頂鄉崁頂村興農路29 -9號
屏東縣崁頂鄉崁頂村興農路29 -9號
屏東縣崁頂鄉崁頂村中正路23 0號

屏東縣崁頂鄉崁頂村中正路23 0號
屏東縣崁頂鄉崁頂村中正路11 7-1號
屏東縣林邊鄉鎮安村中山路53 0號
屏東縣南州鄉溪南村仁愛路五號

東港戶政事務所南州辦公室女廁
南州鄉衛生所1F男廁
南州鄉衛生所1F女廁

屏東縣南州鄉溪南村仁愛路五號
屏東縣南州鄉仁里村人和路23 9號
屏東縣南州鄉仁里村人和路23 9號

南州鄉公所1F女廁
中油南州聯勝加油站

屏東縣南州鄉仁里村仁里路11 號
屏東縣南州鄉壽元村大同路6號

南州鄉公所1F男廁

屏東縣南州鄉仁里村仁里路11 號

佳冬鄉衛生所1F男女混合廁(含殘障廁所)
屏東縣佳冬鄉佳冬村佳和路87 -1號
佳冬鄉公所1F男廁(含殘障廁所)
屏東縣佳冬鄉佳冬村佳昌路2號
佳冬鄉公所1F女廁(含殘障廁所)
屏東縣佳冬鄉佳冬村佳昌路2號
佳冬鄉戶政事務所男女混合廁
佳冬加油站

琉球鄉衛生所1F男廁
琉球鄉公所1F男廁

琉球美人洞風景區男廁
琉球美人洞風景區女廁

屏東縣佳冬鄉六根村佳和路89 號

屏東縣佳冬鄉六根村佳和路14 5號
屏東縣琉球鄉本福村中山路51 號
屏東縣琉球鄉本福村中山路21 7號
屏東縣琉球鄉杉福村環島公路
屏東縣琉球鄉杉福村環島公路

琉球烏鬼洞風景區男廁
屏東縣琉球鄉天福村環島公路
琉球烏鬼洞風景區女廁(含親子廁所) 屏東縣琉球鄉天福村環島公路
車城鄉公所1F男廁
屏東縣車城鄉福興村中山路53 號
車城鄉公所1F女廁(含殘廁)

屏東縣車城鄉福興村中山路53 號

縣市政府 枋寮鄉戶政事務所
縣市政府 枋寮鄉戶政事務所
縣市政府 千越枋寮加油站
縣市政府 亞柏新園加油站
縣市政府 新園鄉衛生所

縣市政府 東港戶政事務所新園辦公室
縣市政府 東港戶政事務所新園辦公室
縣市政府 鼎勝加油站

08-8784721
08-8784271
08-8711212
08-8686812
08-8681293

08-8681086
08-8681086
08-8334275

縣市政府 崁頂鄉衛生所
縣市政府 崁頂鄉衛生所

08-8631454
08-8631454

縣市政府 福懋林邊加油站
縣市政府 東港戶政事務所南州辦公室

08-8755449
08-8642777

縣市政府 崁頂鄉公所
縣市政府 崁頂鄉公所
縣市政府 東港戶政事務所崁頂辦公室
縣市政府 東港戶政事務所南州辦公室
縣市政府 南州鄉衛生所
縣市政府 南州鄉衛生所
縣市政府 南州鄉公所

縣市政府 南州鄉公所
縣市政府 T-UP聯勝南州加油站
縣市政府 佳冬鄉衛生所
縣市政府 佳冬鄉公所

縣市政府 佳冬鄉公所
縣市政府 佳冬鄉戶政事務所
縣市政府 佳冬加油站

08-8631144
08-8631144
08-8631361

08-8642777
08-8642224
08-8642224
08-8642196
08-8642196
08-7973715
08-8662018
08-8662714
08-8662714
08-8662037
08-8662004

縣市政府 琉球鄉衛生所
縣市政府 琉球鄉公所

08-8612513
08-8612501

縣市政府 鄉公所公共造產

08-8612501

縣市政府 車城鄉公所
縣市政府 車城鄉戶政事務所
縣市政府 車城鄉戶政事務所

08-8821001
08-8821974
08-8821974

縣市政府 琉球鄉公所
縣市政府 琉球鄉公所

縣市政府 鄉公所公共造產
縣市政府 車城鄉公所

08-8612501
08-8612501
08-8612501
08-8821001

車城鄉戶政事務所男廁
車城鄉戶政事務所女廁
車城鄉衛生所1F混合廁

屏東縣車城鄉福興村中山路17 號
屏東縣車城鄉福興村中山路17 號
屏東縣車城鄉福安村福安路30 號

車城鄉福安宮1F男廁
車城鄉福安宮1F女廁

屏東縣車城鄉福安宮福安路50 號
屏東縣車城鄉福安宮福安路50 號

縣市政府 福安宮
縣市政府 福安宮

08-8821345
08-8821345

桂豐加油站
小墾丁牛仔渡假村(大廳公用)男廁

屏東縣滿州鄉滿州村中山路15 之2號
屏東縣滿洲鄉滿洲村中山路20 5號

縣市政府 桂豐加油站
縣市政府 小墾丁渡假村

08-8801823
08-8802880

滿州鄉公所1F女廁
滿州鄉戶政事務所混合廁

屏東縣滿州鄉滿州村中山路43 號
屏東縣滿州鄉滿州村中山路3巷3 6號
屏東縣滿州鄉永靖村新庄路15 0號

縣市政府 滿州鄉公所
縣市政府 滿州鄉公所
縣市政府 滿州鄉戶政事務所

08-8801105
08-8801105
08-8801194

縣市政府 滿州鄉公所民政課
縣市政府 滿州鄉公所民政課

08-8801105
08-8801105

車城鄉福安宮停車場男廁
車城鄉福安宮停車場女廁
鑫德加油站

小墾丁牛仔渡假村(大廳公用)女廁
滿州鄉衛生所混合廁
滿州鄉公所1F混合廁
滿州加油站男廁
佳樂水風景區1號公廁男廁
佳樂水風景區1號公廁女廁
佳樂水風景區停車場女廁

山隆中山加油站
枋山鄉衛生所1F男女合廁
枋山鄉公所1F混合廁

枋山鄉戶政事務所男女合廁

三地門鄉衛生所男廁(含殘廁)
三地門鄉衛生所女廁

三地門鄉公所1F男廁(含殘障廁所)

屏東縣車城鄉福安宮福安路50 號
屏東縣車城鄉福安宮福安路50 號
屏東縣車城鄉新街村保新路80 號

屏東縣滿洲鄉滿洲村中山路20 5號
屏東縣滿州鄉滿州村中山路31 號
屏東縣滿州鄉滿州村中山路43 號

屏東縣滿洲鄉港口村
屏東縣滿洲鄉港口村
屏東縣滿洲鄉港口村

屏東縣枋山鄉枋山村中山路四段33 號
屏東縣枋山鄉枋山村枋山路98 號
屏東縣枋山鄉枋山村枋山路82 號

屏東縣枋山鄉枋山村國中路26 巷1-1號
屏東縣三地門鄉三地村行政街4號
屏東縣三地門鄉三地村行政街4號

屏東縣三地門鄉三地村中正路二段10 0號

縣市政府 車城鄉衛生所
縣市政府 福安宮
縣市政府 福安宮
縣市政府 鑫德加油站

縣市政府 小墾丁渡假村
縣市政府 滿州鄉衛生所

縣市政府 滿州加油站
縣市政府 滿州鄉公所民政課
縣市政府 山隆中山加油站
縣市政府 枋山鄉衛生所
縣市政府 枋山鄉公所

08-8821300
08-8821345
08-8821345

08-8823377

08-8802880
08-8801279

08-8801713
08-8801105

08-8761533
08-8761150
08-8761107

縣市政府 枋山鄉戶政事務所

08-8761158

縣市政府 三地門鄉公所

08-7991104

縣市政府 三地門鄉衛生所
縣市政府 三地門鄉衛生所

08-7991284
08-7991284

各級機關學校
加油站
各級機關學校
加油站
加油站

屏東市
屏東市
屏東市
屏東市
屏東市

文化育樂活動場所屏東市
文化育樂活動場所屏東市
公園
屏東市
量販店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屏東市
屏東市
屏東市
屏東市

厚生里
一心里
萬年里
公館里
前進里
興樂里
興樂里
太平里
仁愛里
勝利里
勝利里
勝利里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屏東市
屏東市

勝利里
勝利里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潮州鎮
潮州鎮

光華里
光華里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加油站
公園
公園
公園
公園

加油站

各級機關學校

屏東市
屏東市
屏東市
潮州鎮
潮州鎮
潮州鎮
潮州鎮
潮州鎮
潮州鎮

勝利里
勝利里
崇蘭里
三星里
三星里
三星里
三星里
三共里
三共里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潮州鎮
潮州鎮

三共里
光華里

加油站
加油站

潮州鎮
潮州鎮

三和里
光春里

各級機關學校
加油站
加油站
加油站
加油站

潮州鎮
潮州鎮
潮州鎮
東港鎮
東港鎮

光華里
三共里
光春里
東和里
東和里

市場

東港鎮

東和里

港區
各級機關學校

東港鎮
東港鎮

東和里
東和里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東港鎮
東港鎮

市場
港區

各級機關學校

東港鎮
東港鎮
東港鎮

各級機關學校
東港鎮
各級機關學校
東港鎮
寺廟教堂等宗教活東港鎮
寺廟教堂等宗教活東港鎮
公園

公園
加油站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加油站
旅館

東港鎮
東港鎮
東港鎮
恆春鎮
恆春鎮
恆春鎮
恆春鎮
恆春鎮
恆春鎮

東和里
東和里
東和里
朝安里
朝安里
朝安里
朝安里
東隆里
東隆里
鎮海里
鎮海里
大潭里
山腳里
山腳里
山腳里
山腳里
網紗里
水泉里

旅館
加油站

恆春鎮
恆春鎮

水泉里
南灣里

旅館
旅館

恆春鎮
恆春鎮

墾丁里
墾丁里

旅館
旅館
旅館
旅館
旅館

恆春鎮
恆春鎮
恆春鎮
恆春鎮
恆春鎮

墾丁里
墾丁里
墾丁里
墾丁里
墾丁里

旅館

恆春鎮

墾丁里

旅館

恆春鎮

墾丁里

加油站
各級機關學校

萬丹鄉
萬丹鄉

萬生村
四維村

加油站
加油站

萬丹鄉
萬丹鄉

水泉村
水泉村

旅館
旅館
旅館
旅館
旅館

各級機關學校
加油站
加油站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恆春鎮
恆春鎮
恆春鎮
恆春鎮
恆春鎮
萬丹鄉
萬丹鄉
萬丹鄉
長治鄉
長治鄉
長治鄉

墾丁里
墾丁里
墾丁里
墾丁里
墾丁里
四維村
社口村
磚寮村
進興村
進興村
進興村

長治鄉

進興村

寺廟教堂等宗教活麟洛鄉
加油站
麟洛鄉
加油站
麟洛鄉

麟頂村
麟趾村
麟蹄村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麟蹄村
麟蹄村

寺廟教堂等宗教活麟洛鄉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加油站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麟洛鄉
麟洛鄉
麟洛鄉
麟洛鄉
麟洛鄉
麟洛鄉
九如鄉
九如鄉

麟頂村

麟蹄村
麟蹄村
麟蹄村
麟蹄村
九塊村
東寧村

九如鄉
九如鄉

東寧村
東寧村

民眾團體活動場所九如鄉
民眾團體活動場所九如鄉

後庄村
後庄村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里港鄉
里港鄉

大平村
大平村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鹽埔鄉
鹽埔鄉
鹽埔鄉

鹽北村
鹽北村
鹽南村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高樹鄉
高樹鄉
高樹鄉

高樹村
高樹村
高樹村

各級機關學校
加油站
各級機關學校
加油站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加油站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加油站
加油站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九如鄉
里港鄉
里港鄉
里港鄉

鹽埔鄉
高樹鄉

高樹鄉
高樹鄉
高樹鄉

萬巒鄉
萬巒鄉
內埔鄉
內埔鄉
內埔鄉
內埔鄉
內埔鄉
內埔鄉
內埔鄉
竹田鄉
竹田鄉
竹田鄉

東寧村
大平村
大平村
春林村

鹽南村
高樹村

長榮村
長榮村
鹽樹村
萬全村
萬全村

內埔村
內埔村
內埔村
內埔村
內埔村
內埔村
大新村
竹田村
竹田村
竹田村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加油站

竹田鄉
竹田鄉
竹田鄉

竹田村
竹田村
竹南村

公園
公園
公園

竹田鄉
竹田鄉
竹田鄉

西勢村
西勢村
西勢村

公園
公園

公園
加油站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竹田鄉
竹田鄉

竹田鄉
竹田鄉
新埤鄉
新埤鄉
新埤鄉

西勢村
西勢村

西勢村
泗洲村
新埤村
新埤村
新埤村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新埤鄉
新埤鄉
新埤鄉

新埤村
新埤村
新埤村

加油站

枋寮鄉

枋寮村

公路車站服務區及枋寮鄉
加油站
枋寮鄉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枋寮鄉
枋寮鄉
枋寮鄉

枋寮村
枋寮村
枋寮村
枋寮村
枋寮村

各級機關學校

枋寮鄉

枋寮村

加油站

枋寮鄉

東海村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新園鄉
新園鄉

仙吉村
仙吉村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加油站
加油站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加油站

枋寮鄉
枋寮鄉
枋寮鄉
新園鄉
新園鄉
新園鄉
新園鄉
新園鄉

枋寮村
枋寮村
人和村
仙吉村
仙吉村
仙吉村
仙吉村
烏龍村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崁頂鄉
崁頂鄉

崁頂村
崁頂村

加油站
各級機關學校

林邊鄉
南州鄉

仁和村
溪南村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加油站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加油站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崁頂鄉
崁頂鄉
崁頂鄉
南州鄉
南州鄉
南州鄉
南州鄉
南州鄉
南州鄉

佳冬鄉
佳冬鄉
佳冬鄉
佳冬鄉
佳冬鄉

崁頂村
崁頂村
崁頂村
溪南村
仁里村
仁里村
仁里村

仁里村
壽元村
佳冬村
佳冬村
佳冬村
六根村
六根村

琉球鄉
琉球鄉

本福村
本福村

觀光地區及風景區琉球鄉

杉福村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車城鄉
車城鄉
車城鄉

福興村
福興村
福興村

寺廟教堂等宗教活車城鄉
寺廟教堂等宗教活車城鄉

福安村
福安村

加油站
旅館

滿州鄉
滿州鄉

滿州村
滿州村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滿州鄉
滿州鄉
滿州鄉

滿州村
滿州村
滿州村

觀光地區及風景區滿州鄉
觀光地區及風景區滿州鄉

港口村
港口村

觀光地區及風景區琉球鄉
觀光地區及風景區琉球鄉
觀光地區及風景區琉球鄉
各級機關學校
車城鄉

各級機關學校
車城鄉
寺廟教堂等宗教活車城鄉
寺廟教堂等宗教活車城鄉
加油站

旅館
各級機關學校

車城鄉
滿州鄉
滿州鄉

加油站
滿州鄉
觀光地區及風景區滿州鄉
加油站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枋山鄉
枋山鄉
枋山鄉
枋山鄉

天福村
天福村

杉福村
福興村

福安村
福安村
福安村
新街村
滿州村
滿州村

永靖村
港口村
枋山村
枋山村
枋山村
枋山村

三地門鄉 三地村
三地門鄉 三地村
三地門鄉 三地村

三地門鄉公所1F女廁
內埔戶政事務所三地門辦公室

屏東縣三地門鄉三地村中正路二段10 0號
屏東縣三地門鄉三地村中正路二段10 5號

縣市政府 三地門鄉公所
08-7991104
縣市政府 內埔戶政事務所三地門辦公室 08-7991366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三地門鄉 三地村
三地門鄉 三地村

霧台鄉公所1F女廁

屏東縣霧台鄉霧台村神山巷73 號

縣市政府 霧台鄉公所

08-7902234

各級機關學校

霧臺鄉

霧台村

屏東縣瑪家鄉北葉村風景巷86 號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瑪家鄉
瑪家鄉
瑪家鄉

北葉村
北葉村
北葉村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泰武鄉
泰武鄉
泰武鄉

佳平村
佳平村
佳平村

霧台鄉衛生所混合廁
霧台鄉公所1F男廁

霧台鄉戶政事務所男女共用廁所
瑪家鄉衛生所1F男廁
瑪家鄉衛生所1F女廁

屏東縣霧台鄉霧台村神山巷70 號
屏東縣霧台鄉霧台村神山巷73 號
屏東縣霧台鄉霧台村神山巷72 號
屏東縣瑪家鄉北葉村風景巷86 號

縣市政府 霧台鄉衛生所
縣市政府 霧台鄉公所

縣市政府 霧台鄉戶政事務所
縣市政府 瑪家鄉衛生所

08-7902232
08-7902234
08-7902286
08-7791164

瑪家鄉公所1F男廁
瑪家鄉公所1F女廁

屏東縣瑪家鄉北葉村風景巷85 號
屏東縣瑪家鄉北葉村風景巷85 號

縣市政府 瑪家鄉衛生所
縣市政府 瑪家鄉公所
縣市政府 瑪家鄉公所

08-7791164
08-7992009
08-7992009

泰武鄉公所1F男廁
泰武鄉公所1F女廁

屏東縣泰武鄉佳平村16 9號
屏東縣泰武鄉佳平村16 9號

縣市政府 泰武鄉衛生所
縣市政府 泰武鄉公所
縣市政府 泰武鄉公所

08-7832059
08-7832435
08-7832435

泰武鄉戶政事務所女廁

屏東縣泰武鄉佳平村佳平巷1號
屏田縣來義鄉古樓村中正路90 號

屏東縣內埔戶政事務所瑪家辦公室男女
屏東縣瑪家鄉北葉村風景1號
泰武鄉衛生所1F男廁
屏東縣泰武鄉佳平村17 9號
泰武鄉衛生所1F女廁
屏東縣泰武鄉佳平村17 9號
泰武鄉戶政事務所男廁
來義鄉衛生所混合廁
來義鄉公所1F混合廁
潮州戶政事務所來義辦公室-混合廁

屏東縣泰武鄉佳平村佳平巷1號

縣市政府 內埔戶政事務所瑪家辦公室
縣市政府 泰武鄉衛生所

縣市政府 泰武鄉戶政事務所
縣市政府 泰武鄉戶政事務所

08-7991483
08-7832059

08-7831027
08-7831027

縣市政府 來義鄉衛生所
縣市政府 來義鄉公所
縣市政府 來義鄉戶政事務所

08-7850103
08-7850251
08-7850096

屏東縣春日鄉春日村春日路32 2號
屏東縣春日鄉春日村春日路29 號

縣市政府 春日鄉公所

08-8782145

獅子鄉公所1F女廁

屏東縣獅子鄉楓林村楓林二巷二六號
屏東縣獅子鄉楓林村楓林二巷二六號

縣市政府 獅子鄉公所
縣市政府 獅子鄉公所

08-8771129
08-8771129

獅子鄉戶政事務所女廁
牡丹鄉衛生所1F男廁
牡丹鄉衛生所1F女廁

屏東縣獅子鄉楓林村楓林二巷25 號
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19 號
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19 號

春日鄉公所1F男廁
春日鄉公所1F女廁

春日鄉戶政事務所男女混合廁
獅子鄉衛生所1F男廁
獅子鄉衛生所1F女廁
獅子鄉公所1F男廁
獅子鄉戶政事務所男廁

牡丹鄉公所1F男廁
牡丹鄉公所1F女廁

牡丹鄉戶政事務所男廁
牡丹鄉戶政事務所女廁
新園鄉公所1F女廁
達來村集會所

安泰醫院1F女廁

屏東縣來義鄉古樓村中正路94 號
屏東縣來義鄉古樓村中正路92 號

屏東縣春日鄉春日村春日路32 2號
屏東縣獅子鄉楓林村楓林二巷31 號
屏東縣獅子鄉楓林村楓林二巷31 號
屏東縣獅子鄉楓林村楓林二巷25 號

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石門路26 號
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石門路26 號

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石門路18 8號
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石門路18 8號
屏東縣新園鄉仙吉村仙吉路14 8號

屏東縣三地門鄉達來村達發達旺巷90 號
屏東縣潮州鎮三星里四維路16 2號

安泰醫院1F男廁

屏東縣潮州鎮三星里四維路16 2號

安泰醫院地下室男廁
茂隆骨科1F男女廁 (急診室)
茂隆骨科1F男女廁 (侯診室)
茂隆骨科2F男女廁

屏東縣潮州鎮三和里朝昇路32 2號
屏東縣潮州鎮三和里朝昇路32 2號
屏東縣潮州鎮三和里朝昇路32 2號

安泰醫院地下室女廁

茂隆骨科2F 女廁
獅子公園 女廁

獅子公園 男廁
華興公園 女廁

河濱公園(永華街)女廁
河濱公園(永華街)男廁
枋山鄉公所2F混合廁

屏東縣潮州鎮三星里四維路16 2號
屏東縣潮州鎮三星里四維路16 2號

屏東縣潮州鎮三和里朝昇路32 2號

屏東縣潮州鎮新榮里清水南路17 -1號旁
屏東縣潮州鎮新榮里清水南路17 -1號旁
屏東縣潮州鎮光華里華興路6號對面
屏東縣潮州鎮永春里永華街2-1 2號對面
屏東縣潮州鎮永春里永華街2-1 2號對面
屏東縣枋山鄉枋山村枋山路82 號

麟洛鄉公所2F男廁
麟洛鄉公所2F女廁

屏東縣麟洛鄉麟蹄村中山路15 8號
屏東縣麟洛鄉麟蹄村中山路15 8號

麟洛鄉公所3F女廁
泰武鄉武潭社區活動中心1F男廁

屏東縣麟洛鄉麟蹄村中山路15 8號
屏東縣泰武鄉武潭村潭中巷八三之一號

泰武鄉武潭社區活動中心2F男廁
泰武鄉武潭社區活動中心2F女廁

屏東縣泰武鄉武潭村潭中巷八三之一號
屏東縣泰武鄉武潭村潭中巷83 之1號

麟洛鄉公所3F男廁

泰武鄉武潭社區活動中心1F女廁
武潭村集會所男廁
武潭村集會所女廁

中油宜家站(復興南路一段)
統一精工加油站(恆春站)
統一精工加油站(內埔站)

屏東縣麟洛鄉麟蹄村中山路15 8號

屏東縣泰武鄉武潭村潭中巷八三之一號
屏東縣泰武鄉武潭村潭中巷八三之一號
屏東縣泰武鄉武潭村潭中巷八三之一號

縣市政府 春日鄉公所

縣市政府 春日鄉戶政事務所
縣市政府 獅子鄉衛生所
縣市政府 獅子鄉衛生所
縣市政府 獅子鄉戶政事務所
縣市政府 獅子鄉戶政事務所
縣市政府 牡丹鄉衛生所

08-8781613
08-8771324
08-8771324

08-8771618
08-8771618
08-8831013

縣市政府 牡丹鄉衛生所
縣市政府 牡丹鄉公所

08-8831013
08-8831001

縣市政府 牡丹鄉戶政事務所
縣市政府 牡丹鄉戶政事務所

08-8831025
08-8831025

縣市政府 牡丹鄉公所

縣市政府 新園鄉公所
縣市政府 達來村辦公處
縣市政府 安泰醫院

08-8831001

08-8681385
08-7991104
08-7800888

縣市政府 安泰醫院

08-7800888

縣市政府 安泰醫院
縣市政府 茂隆骨科
縣市政府 茂隆骨科

08-7800888
08-7801915
08-7801915

縣市政府 安泰醫院

縣市政府 茂隆骨科
縣市政府 茂隆骨科

縣市政府 潮州鎮清潔隊
縣市政府 潮州鎮清潔隊
縣市政府 潮州鎮清潔隊

縣市政府 潮州鎮公所公園管理所
縣市政府 潮州鎮公所公園管理所
縣市政府 枋山鄉公所
縣市政府 麟洛鄉公所
縣市政府 麟洛鄉公所

縣市政府 麟洛鄉公所
縣市政府 麟洛鄉公所
縣市政府 屏東縣泰武鄉公所
縣市政府 屏東縣泰武鄉公所
縣市政府 屏東縣泰武鄉公所
縣市政府 屏東縣泰武鄉公所
縣市政府 屏東縣泰武鄉公所
縣市政府 屏東縣泰武鄉公所

屏東縣屏東市新興里復興南路一段五五○號縣市政府 中油宜家站
屏東縣恆春鎮山腳里恆南路六之六號
屏東縣內埔鄉豐田村中正路四五二號

08-8782145

縣市政府 統一精工加油站(恆春站)
縣市政府 統一精工加油站(內埔站)

08-7800888

08-7801915
08-7801915
08-7881222
08-7881222
08-7881222
08-7895333
08-7895333
08-8761107
08-7233261
08-7233261
08-7233261
08-7233261
08-7836615
08-7836615
08-7836615
08-7836615
08-7836615
08-7836615
08-7553077
08-8898155
08-7788827

華興公園 男廁

屏東縣潮州鎮光華里華興路6號對面

縣市政府 潮州鎮清潔隊

08-7881222

中油南州交流道站
盧山公園 女廁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里墾丁路二號
屏東縣南州鄉壽元村大同路10 7號
屏東縣潮州鎮永春里盧山路55 號前

縣市政府 福華飯店大廳
縣市政府 中油南州交流道站
縣市政府 潮州鎮清潔隊

08-8862323
08-8644993
08-7881222

台灣中油內埔站
台灣中油北屏東加盟加油站

屏東縣屏東市三山里海豐街1-1 4號

縣市政府 台灣中油麟洛站
縣市政府 台灣中油加盟北屏東加油站

08-7792077
08-7362417

福華飯店大廳(男廁)
福華飯店大廳(女廁)
盧山公園 男廁
台灣中油麟洛站

瑪家綜合活動中心男廁

瑪家綜合活動中心女廁
瑪家綜合活動中心殘障廁所
瑪家村穀倉餐廳男廁
瑪家村穀倉餐聽女廁

屏東縣萬巒鄉泗溝村辦公室公廁
崁頂鄉衛生所2F 殘障廁所
潮南加油站男廁
中油延平站 男廁
中油延平站 殘廁
亞柏加油站 殘廁

山隆加油站 混合廁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里墾丁路二號

屏東縣潮州鎮永春里盧山路55 號前
屏東縣麟洛鄉麟蹄村中山路64 號
屏東縣內埔鄉東寧村南寧路42 2號
屏東縣瑪家鄉瑪家村瑪卡札雅街12 之2號
屏東縣瑪家鄉瑪家村瑪卡札雅街12 之2號
屏東縣瑪家鄉瑪家村瑪卡扎雅路1巷
屏東縣瑪家鄉瑪家村瑪卡扎亞街1號

縣市政府 福華飯店大廳

縣市政府 潮州鎮清潔隊
縣市政府 台灣中油麟洛站

縣市政府 屏東縣瑪家鄉公所
縣市政府 屏東縣瑪家鄉公所
縣市政府 屏東縣瑪家鄉公所

08-8861321

08-7881222
08-7233148

08-7992009
08-7992009
08-7992009

屏東縣瑪家鄉瑪家村瑪卡扎亞街1號

縣市政府 瑪家社區發展協會
縣市政府 瑪家社區發展協會

08-799070
08-7997070

屏東縣崁頂鄉崁頂村興農路二九之九號
屏東縣潮州鎮光春里光復路25 5號
屏東縣潮州鎮三和里延平路21 7號

縣市政府 崁頂鄉衛生所
縣市政府 潮南加油站
縣市政府 中油延平站

08-8631454
08-7861391
08-7882044

屏東縣萬巒鄉泗溝村永平路13 0號對面

屏東縣潮州鎮三和里延平路21 7號
屏東縣潮州鎮三共里延平路34 2號
屏東縣潮州鎮三共里四維路58 3號

縣市政府 萬巒鄉公所

縣市政府 中油延平站
縣市政府 亞柏加油站
縣市政府 山隆加油站

08-7810542

08-7882044
08-7893983
08-7892222

戲曲館男女混合廁
戲曲館殘廁

屏東縣潮州鎮潮州里建基路58 號
屏東縣潮州鎮潮州里建基路58 號

縣市政府 戲曲館
縣市政府 戲曲館

08-7893596
08-7893596

福懋加油站 男廁

屏東縣潮州鎮光春里光春路22 2號

縣市政府 福懋加油站

08-7899401

體育館 女廁
體育館 男廁

沅成加油站 女廁
沅成加油站 男廁

沅成加油站 殘廁
潮州鎮公所2F 女廁
潮州鎮公所2F 男廁

屏東縣潮州鎮三星里三城路30 1號
屏東縣潮州鎮三星里三城路30 1號
屏東縣潮州鎮三星里潮州路12 11號
屏東縣潮州鎮三星里潮州路12 11號
屏東縣潮州鎮三星里潮州路12 11號
屏東縣潮州鎮光華里中山路38 號
屏東縣潮州鎮光華里中山路38 號

縣市政府 潮州鎮清潔隊
縣市政府 潮州鎮清潔隊
縣市政府 沅成加油站
縣市政府 沅成加油站
縣市政府 沅成加油站
縣市政府 潮州鎮公所

08-7881222
08-7881222
08-7880745
08-7880745
08-7880745
08-7882371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霧臺鄉
霧臺鄉
霧臺鄉
瑪家鄉

瑪家鄉
泰武鄉

泰武鄉
泰武鄉

霧台村
霧台村
霧台村
北葉村

北葉村
佳平村

佳平村
佳平村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來義鄉
來義鄉
來義鄉

古樓村
古樓村
古樓村

各級機關學校

春日鄉

春日村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獅子鄉
獅子鄉

楓林村
楓林村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春日鄉

春日鄉
獅子鄉
獅子鄉
獅子鄉
獅子鄉
牡丹鄉

春日村

春日村
楓林村
楓林村
楓林村
楓林村
石門村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牡丹鄉
牡丹鄉

石門村
石門村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牡丹鄉
牡丹鄉

石門村
石門村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醫院

牡丹鄉

石門村

新園鄉
仙吉村
三地門鄉 達來村
潮州鎮

三星里

醫院

潮州鎮

三星里

醫院
醫院
醫院

潮州鎮
潮州鎮
潮州鎮

三星里
三和里
三和里

醫院

醫院
醫院
公園
公園
公園
公園
公園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加油站
加油站
加油站

潮州鎮

潮州鎮
潮州鎮
潮州鎮
潮州鎮
潮州鎮
潮州鎮
潮州鎮

枋山鄉
麟洛鄉
麟洛鄉

麟洛鄉
麟洛鄉
泰武鄉
泰武鄉
泰武鄉
泰武鄉
泰武鄉
泰武鄉
屏東市

恆春鎮
內埔鄉

三星里

三和里
三和里

新榮里
新榮里
光華里
永春里
永春里
枋山村
麟蹄村
麟蹄村

麟蹄村
麟蹄村
佳平村
佳平村
佳平村
佳平村
佳平村
佳平村
新興里

山腳里
豐田村

公園

潮州鎮

光華里

旅館
加油站
公園

恆春鎮
南州鄉
潮州鎮

墾丁里
壽元村
永春里

加油站
加油站

內埔鄉
屏東市

東寧村
三山里

旅館

公園
加油站

恆春鎮

潮州鎮
麟洛鄉

民眾團體活動場所瑪家鄉
民眾團體活動場所瑪家鄉
民眾團體活動場所瑪家鄉

墾丁里

永春里
麟蹄村
瑪家村
瑪家村
瑪家村

民眾團體活動場所瑪家鄉
民眾團體活動場所瑪家鄉

瑪家村
瑪家村

各級機關學校
加油站
加油站

崁頂鄉
潮州鎮
潮州鎮

崁頂村
光春里
三和里

加油站

潮州鎮

民眾團體活動場所萬巒鄉

加油站
加油站

潮州鎮
潮州鎮

泗溝村

三和里
三共里
三共里

觀光地區及風景區潮州鎮
觀光地區及風景區潮州鎮

潮州里
潮州里

加油站

光春里

公園
公園

加油站
加油站

加油站
各級機關學校

潮州鎮
潮州鎮
潮州鎮
潮州鎮
潮州鎮
潮州鎮
潮州鎮

三星里
三星里
三星里
三星里
三星里
光華里

屏東縣潮州鎮三共里永坤路10 7號

縣市政府 潮州鎮公所
縣市政府 潮州衛生所

屏東市西區公有市場北側女廁
屏東市西區公有市場北側殘障廁所
屏東市西區公有市場南側男廁

屏東縣屏東市維新里和平路31 4號
屏東縣屏東市維新里和平路

縣市政府 屏東市公所建設課
縣市政府 屏東市公所建設課
縣市政府 屏東市公所建設課

08-7360101
08-7360101
08-7360101

市場
市場
市場

屏東市
屏東市
屏東市

維新里
維新里
維新里

萬巒鄉五溝村社區活動中心男廁

屏東縣萬巒鄉五溝村東興路34 號

縣市政府 萬巒鄉五溝村社區發展協會

08-7830988

文化育樂活動場所萬巒鄉

五溝村

潮州鎮立圖書館女廁

屏東縣潮州鎮三星里三星路39 號

潮州鎮衛生所 殘廁

屏東市公有西區市場北側男廁

屏東縣屏東市維新里和平路31 4號
屏東縣屏東市維新里和平路31 4號

屏東市西區公有市場南側女廁
屏東縣屏東市維新里和平路31 4號
屏東縣萬巒鄉五溝村劉氏宗祠混合廁 屏東縣萬巒鄉五溝村西盛路70 號
萬巒鄉五溝村社區活動中心女廁
潮州鎮立圖書館男廁
南州鄉立圖書館男廁
南州鄉立圖書館女廁
台灣中油高樹站
飛力得加油站

中興路民營中油加油站

昇泰加油站
赤山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公廁
佳樂水風景區停車場男廁
薰之園香草休閒農場男廁

屏東縣萬巒鄉五溝村東興路三四號
屏東縣潮州鎮三星里三星路39 號
屏東縣南州鄉溪南村人和路三巷一五號
屏東縣南州鄉溪南村人和路三巷一五號

縣市政府 屏東市公所建設課

縣市政府 萬巒鄉五溝村社區發展協會
縣市政府 潮州鎮立圖書館
縣市政府 潮州鎮立圖書館
縣市政府 南州鄉立圖書館
縣市政府 南州鄉立圖書館

屏東縣高樹鄉長榮村興中路一七○號
屏東縣高樹鄉高樹村興中路四五八號

縣市政府 台灣中油高樹站
縣市政府 飛力得加油站

縣市政府 昇泰加油站
縣市政府 赤山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高樹鄉高樹村興中路三五五號之一 縣市政府 中華太子加油站
屏東縣滿州鄉港口村

08-7560101

縣市政府 屏東市公所建設課
08-7360101
縣市政府 屏東縣萬巒鄉五溝村劉氏宗祠 08-7815116

屏東縣高樹鄉泰山村產業路七號
屏東縣萬巒鄉赤山村建興路25 -2號對面
屏東縣里港鄉過江村過江路一二六號

08-7882371
08-7882131

縣市政府 滿州鄉公所民政課

縣市政府 薰之園香草休閒農場

08-7832178
08-7882149
08-7882149
08-8644534
08-8644534
08-7962205
08-7967523
08-7965596
08-7957871
0989759904
08-8801105
08-7722077

薰之園香草休閒農場女廁
福灣養生休閒農場男廁
福灣養生休閒農場女廁

屏東縣里港鄉過江村過江路一二六號
屏東縣東港鎮大鵬里大鵬甲村一○○號
屏東縣東港鎮大鵬里大鵬甲村一○○號

縣市政府 薰之園香草休閒農場
縣市政府 福灣養生休閒農場
縣市政府 福灣養生休閒農場

08-7722077
08-8320888
08-8320888

不一樣鱷魚生態農場女廁

屏東縣潮州鎮五魁里太平路六○○巷一○八縣市政府 不一樣鱷魚生態農場

08-7882707

不一樣鱷魚生態農場男廁
千越太平加油站男廁
千越太平加油站女廁

屏東縣潮州鎮五魁里太平路六○○巷一○八縣市政府 不一樣鱷魚生態農場男廁

08-7882707

屏東縣潮州鎮五魁里太平路三二八號
屏東縣潮州鎮五魁里太平路三二八號

縣市政府 千越太平加油站
縣市政府 千越太平加油站

千越東港加油站男廁
千越東港加油站女廁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沿海路一二八號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沿海路一二八號

縣市政府 千越東新加油站
縣市政府 千越東新加油站

08-8339686
08-8339686

千越麟洛加油站女廁
千越建國加油站男廁

屏東縣麟洛鄉麟趾村中山路六六一號
屏東縣屏東市清溪里建國路三二八號

縣市政府 千越麟洛加油站
縣市政府 千越建國加油站

08-7226565
08-7517890

千越海豐加油站男廁
千越海豐加油站女廁

屏東縣屏東市信和里金城街二二八號
屏東縣屏東市信和里金城街二二八號

縣市政府 千越海豐加油站
縣市政府 千越海豐加油站

08-7653166
08-7653166

萬巒鄉中正圖書館2F男廁

屏東縣萬巒鄉萬和村中正路二四號

縣市政府 萬巒鄉中正圖書館

千越潮一加油站男廁
千越內埔加油站男廁
千越內埔加油站女廁
千越麟洛加油站男廁
千越建國加油站女廁
千越潮一加油站女廁
千越枋寮加油站男廁

屏東縣潮州鎮興美里光復路一段一三六號 縣市政府 千越光復加油站
屏東縣內埔鄉豐田村中正路一六八號
屏東縣內埔鄉豐田村中正路一六八號
屏東縣麟洛鄉麟趾村中山路六六一號
屏東縣屏東市清溪里建國路三二八號

縣市政府 千越內埔加油站
縣市政府 千越內埔加油站
縣市政府 千越麟洛加油站
縣市政府 千越建國加油站

屏東縣潮州鎮興美里光復路一段一三六號 縣市政府 千越光復加油站
屏東縣枋寮鄉人和村中山路二段66 號
縣市政府 千越枋寮加油站

萬巒鄉中正圖書館2F女廁
屏東縣萬巒鄉萬和村中正路二四號
縣市政府 萬巒鄉中正圖書館
萬巒鄉三村辦公室男廁 (圖書館1 樓) 屏東縣萬巒鄉萬和村萬和村中正路二四號 縣市政府 萬巒鄉公所
萬巒鄉三村辦公室女廁 (圖書館1 樓) 屏東縣萬巒鄉萬和村中正路二四號
縣市政府 萬巒鄉公所
台灣中油崁頂加油站
屏東縣崁頂鄉崁頂村中正路二五一號
縣市政府 台灣中油崁頂加油站
台糖加油站
屏東縣萬巒鄉新置村新隆路七五號之二六 縣市政府 台糖加油站

08-7805666
08-7805666
08-7801936

08-7796565
08-7796565
08-7226565

08-7517890

08-7801936
08-8711212
08-7812563
08-7812563
08-7812720
08-7812720
08-8632842
08-7850750

台灣中油萬巒加油站

屏東縣萬巒鄉萬巒村萬巒村中正路五之二號縣市政府 台灣中油萬巒加油站

08-7811648

林邊鄉公所女廁
林邊鄉衛生所男廁
林邊鄉衛生所女廁

屏東縣林邊鄉光林村和平路五三號
屏東縣林邊鄉光林村和平路四五號
屏東縣林邊鄉光林村和平路四五號

08-8755123-1401
08-8752076
08-8752076

林邊鄉公所男廁

東港戶政事務所林邊辦公室
枋寮鄉圖書館男廁
枋寮鄉圖書館女廁
無煙海之丘男廁
無煙海之丘女廁
聖恩內科醫院

麟洛鄉圖書館

屏東縣林邊鄉光林村和平路五三號

屏東縣林邊鄉光林村和平路五一號

屏東縣枋寮鄉枋寮村德興路三六號
屏東縣枋寮鄉枋寮村德興路三六號

屏東縣東港鎮朝安里新生三路一七五號
屏東縣東港鎮朝安里新生三路一七五號
屏東縣高樹鄉田子村勝利路一三二號

屏東縣麟洛鄉麟蹄村中山路一五八號

縣市政府 林邊鄉公所

縣市政府 林邊鄉公所
縣市政府 林邊鄉衛生所
縣市政府 林邊鄉衛生所

縣市政府 東港戶政事務所林邊辦公室
縣市政府 枋寮鄉圖書館
縣市政府 枋寮鄉圖書館

縣市政府 東港鎮公所景觀課
縣市政府 東港鎮公所景觀課
縣市政府 聖恩內科醫院
縣市政府 麟洛鄉圖書館

佳樂水風景區瀑布-男公廁

屏東縣滿州鄉里德村茶山路

枋山鄉圖書館男廁
枋山鄉圖書館女廁
竹田鄉圖書館

屏東縣枋山鄉楓港村舊庄路一之二號二樓 縣市政府 枋山鄉圖書館
屏東縣枋山鄉楓港村舊庄路一之二號二樓 縣市政府 枋山鄉圖書館
屏東縣竹田鄉竹田村中山路二六號
縣市政府 竹田鄉圖書館

佳樂水風景區瀑布-女公廁
車城鄉圖書館

山隆鳳鳴加油站

南州台糖交流道加油站

台灣中油香揚站
台灣中油內埔上盛加油站
內埔鄉圖書館男廁
內埔鄉圖書館女廁

台灣中油新埤萬安加油站
萬丹鄉圖書館男廁
萬丹鄉圖書館女廁

台灣中油竹田大潮州加油站
新埤鄉圖書館

屏東縣滿州鄉里德村茶山路
屏東縣車城鄉福興村仁愛路二六號

屏東縣竹田鄉泗洲村連成路二七號
屏東縣南州鄉壽元村勝利路二號

縣市政府 滿州鄉公所民政課
縣市政府 滿州鄉公所民政課
縣市政府 車城鄉圖書館

縣市政府 山隆鳳鳴加油站

縣市政府 南州台糖交流道加油站

屏東縣長治鄉香揚村瑞光路一段四○○號 縣市政府 台灣中油香揚站
屏東縣內埔鄉美和村學人路七六號
縣市政府 台灣中油內埔上盛加油站
屏東縣內埔鄉內埔村文化路一八三號
屏東縣內埔鄉內埔村文化路一八三號

屏東縣新埤鄉萬隆村萬安路四之二號
屏東縣萬丹鄉萬後村和平西路一五七號
屏東縣萬丹鄉萬後村和平西路一五七號
屏東縣竹田鄉大湖村大成路三三號

屏東縣新埤鄉新埤村中正路三四號
屏東縣屏東市豐榮里勝利東路五○號
屏東縣屏東市豐榮里勝利東路五○號
屏東縣屏東市豐榮里勝利東路五○號
屏東縣屏東市豐榮里勝利東路五○號
屏東縣屏東市豐榮里勝利東路五○號
屏東縣屏東市豐榮里勝利東路五○號
屏東縣屏東市豐榮里勝利東路五○號
屏東縣屏東市豐榮里勝利東路五○號
屏東縣屏東市豐榮里勝利東路五○號
屏東縣屏東市豐榮里勝利東路五○號

縣市政府 內埔鄉圖書館
縣市政府 內埔鄉圖書館

縣市政府 台灣中油新埤萬安加油站
縣市政府 萬丹鄉圖書館
縣市政府 萬丹鄉圖書館

縣市政府 台灣中油竹田大潮州加油站
縣市政府 新埤鄉圖書館
縣市政府 國民運動中心
縣市政府 國民運動中心
縣市政府 國民運動中心
縣市政府 國民運動中心
縣市政府 國民運動中心
縣市政府 國民運動中心
縣市政府 國民運動中心
縣市政府 國民運動中心
縣市政府 國民運動中心
縣市政府 國民運動中心

屏東縣屏東市平和里民生路二四八號三樓 縣市政府 中影影城
屏東縣屏東市平和里民生路二四八號三樓 縣市政府 中影影城

08-8755123-1401

08-8752044
08-8782012
08-8782012
08-8323121
08-8323121
08-7966797
08-7231436
08-8801105
08-8801105
08-8822794
08-8772073
08-8772073
08-7710979
08-7896225
08-8645415
08-7233398
08-77880403
08-7781184
08-7781184
08-7871551
08-7771627
08-7771627
08-7896331
08-7972735
08-7360386
08-7360386
08-7360386
08-7360386
08--7360386
08-7360386
08-7360386
08-7360386
08-7360386
08-7360386
08-7322043
08-7322043

台灣中油公園路加油站

屏東縣屏東市平和里民生路二四八號四樓 縣市政府 中影影城
屏東縣屏東市平和里民生路二四八號四樓 縣市政府 中影影城
屏東縣屏東市安樂里民權路七四號
縣市政府 屏東市公所建設課

08-7322043
08-7322043
08-7325794

台糖豐泰加油站

屏東縣屏東市信和里海豐街二三一號

08-7382638

台灣中油民族路加油站
台灣中油中正路加油站
山隆屏東加油站
台灣中油忠孝路加油站
台糖崇蘭加油站
山隆清溪加油站

屏東縣屏東市必信里民族路三九九之一號 縣市政府 台灣中油民族路加油站
屏東縣屏東市北勢里中正路三七五號
縣市政府 台灣中油中正路加油站
縣市政府 台糖泰豐加油站

屏東縣屏東市華山里瑞光路三段二○二號 縣市政府 山隆屏東加油站
屏東縣屏東市勝利里忠孝路二○九之一號 縣市政府 台灣中油忠孝路加油站
屏東縣屏東市和興里忠孝路二三○號
屏東縣屏東市清溪里和生路二段四五一號

縣市政府 台糖崇蘭加油站
縣市政府 山隆清溪加油站

台糖和生加油站

屏東縣屏東市和生路一段五一一號

九如鄉圖書館女廁

屏東縣九如鄉東寧村九如路二段二六四號 縣市政府 九如鄉圖書館
屏東縣里港鄉過江村過江路四三之一號
縣市政府 里港鄉圖書館

台灣中油和生路加油站
九如鄉圖書館男廁
鹽埔鄉圖書館男廁
鹽埔鄉圖書館女廁
長治鄉圖書館
瑪家鄉圖書館
高樹鄉圖書館
恆春鎮圖書館
滿洲鄉圖書館

屏東縣鹽埔鄉新二村彭厝路一一一號
屏東縣鹽埔鄉新二村彭厝路一一一號
屏東縣長治鄉進興村潭頭路七號

縣市政府 鹽埔鄉圖書館
縣市政府 鹽埔鄉圖書館
縣市政府 長治鄉圖書館

08-7322503
08-7364224
08-7362562
08-7337759
08-7327787
08-7521685
08-7512674
08-7536740
08-7393503
08-7393503
08-7755754
08-7930879
08-7930879
08-7370643

屏東縣瑪家鄉北葉村風景巷一之一八號
屏東縣高樹鄉高樹村興中路三三○號
屏東縣恆春鎮城南里天文路三號

縣市政府 瑪家鄉圖書館
縣市政府 高樹鄉圖書館
縣市政府 恆春鎮圖書館

08-7991071
08-79662610#51
08-8896088

屏東縣屏東市華山里大連路六○號

縣市政府 基督教醫院

08-7368686

屏東縣滿州鄉滿州村中山路一五二號
屏東縣屏東市華山里大連路六○號
屏東縣屏東市華山里大連路六○號
屏東縣屏東市華山里大連路六○號
屏東縣屏東市華山里大連路六○號
屏東縣屏東市華山里大連路六○號
屏東縣屏東市華山里大連路六○號
屏東縣屏東市華山里大連路六○號

縣市政府 滿洲鄉圖書館
縣市政府 基督教醫院
縣市政府 基督教醫院
縣市政府 基督教醫院
縣市政府 基督教醫院
縣市政府 基督教醫院
縣市政府 基督教醫院
縣市政府 基督教醫院
縣市政府 基督教醫院

08-8801991
08-7368686
08-7368686
08-7368686
08-7368686
08-7368686
08-7368686
08-7368686
08-7368686

屏東縣屏東市華山里大連路六○號
屏東縣屏東市華山里大連路六○號
屏東縣屏東市華山里大連路六○號

縣市政府 基督教醫院
縣市政府 基督教醫院
縣市政府 基督教醫院

08-7368686
08-7368686
08-7368686

屏東縣屏東市華山里大連路六○號

縣市政府 基督教醫院

08-7368686

屏東縣屏東市華山里大連路六○號
屏東縣屏東市華山里大連路六○號
屏東縣屏東市華山里大連路六○號
屏東縣屏東市華山里大連路六○號

屏東縣滿州鄉滿州村中山路二○五號
小墾丁渡假村會議室男廁
小墾丁渡假村會議室女廁

縣市政府 台糖和生加油站

屏東縣屏東市橋南里和生路一段五六○號 縣市政府 台灣中油和生路加油站
屏東縣九如鄉東寧村九如路二段二六四號 縣市政府 九如鄉圖書館

屏東縣屏東市華山里大連路六○號

屏東縣滿州鄉滿州村中山路二○五號
屏東縣滿州鄉滿州村中山路二○五號
屏東縣滿州鄉滿州村中山路二○五號
屏東縣滿州鄉滿州村中山路二○五號

縣市政府 基督教醫院
縣市政府 基督教醫院
縣市政府 基督教醫院
縣市政府 基督教醫院

縣市政府 小墾丁渡假村
縣市政府 小墾丁渡假村
縣市政府 小墾丁渡假村
縣市政府 小墾丁渡假村
縣市政府 小墾丁渡假村

08-7368686
08-7368686
08-7368686
08-7368686
08-8802880
08-8802880
08-8802880
08-8802880
08-8802880

小墾丁渡假村牛仔廣場男廁

屏東縣滿州鄉滿州村中山路二○五號
屏東縣滿州鄉滿州村中山路二○五號

縣市政府 小墾丁渡假村
縣市政府 小墾丁渡假村

08-8802880
08-8802880

小墾丁渡假村大門停車場男廁
小墾丁渡假村大門停車場女廁

屏東縣滿州鄉滿州村中山路二○五號
屏東縣滿州鄉滿州村中山路二○五號

縣市政府 小墾丁渡假村
縣市政府 小墾丁渡假村

08-8802880
08-8802880

屏東縣滿州鄉滿州村中山路二○五號

縣市政府 小墾丁渡假村

小墾丁渡假村牛仔廣場女廁

屏東縣滿州鄉滿州村中山路二○五號
屏東縣滿州鄉滿州村中山路二○五號
屏東縣滿州鄉滿州村中山路二○五號

縣市政府 小墾丁渡假村
縣市政府 小墾丁渡假村
縣市政府 小墾丁渡假村

東港安泰醫院復健大樓混合廁所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中正路一段二一○號 縣市政府 東港安泰醫院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中正路一段二一○號 縣市政府 東港安泰醫院

08-8329966
08-8329966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中正路一段二一○號 縣市政府 東港安泰醫院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中正路一段二一○號 縣市政府 東港安泰醫院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中正路一段二一○號 縣市政府 東港安泰醫院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中正路一段二一○號 縣市政府 東港安泰醫院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中正路一段二一○號 縣市政府 東港安泰醫院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中正路一段二一○號 縣市政府 東港安泰醫院

08-9323146

屏東縣新園鄉仙吉村仙吉路九三號

縣市政府 東港輔英附設醫院
縣市政府 東港輔英附設醫院
縣市政府 東港輔英附設醫院
縣市政府 東港輔英附設醫院
縣市政府 東港輔英附設醫院

縣市政府 屏東縣政府文化處圖資科

屏東縣東港鎮新勝里新勝街五一之三○號 縣市政府 東港鎮圖書館
屏東縣東港鎮新勝里新勝街五一之三○號 縣市政府 東港鎮圖書館
屏東縣東港鎮新勝里新勝街五一之三○號 縣市政府 東港鎮圖書館

08-8323146
08-8323146
08-8323146
08-8323146
08-8684875
08-8329160
08-8329160
08-8329160
08-8329160
08-8663991

屏東縣屏東市空翔里中山路一二三號
屏東縣屏東市空翔里中山路一二三號

08-7665995
08-7665995

屏東縣佳冬鄉佳冬村文化三路一五七號
屏東縣屏東市空翔里中山路一二三號
屏東縣屏東市空翔里中山路一二三號
屏東縣屏東市空翔里中山路一二三號

縣市政府 佳冬鄉圖書館
縣市政府 寶建醫院
縣市政府 寶建醫院
縣市政府 寶建醫院
縣市政府 寶建醫院
縣市政府 寶建醫院

08-8663991
08-7665995

08-7665995
08-7665995

縣市政府 寶建醫院
縣市政府 寶建醫院

08-7665995
08-7665995

屏東縣屏東市泰安里忠孝路一二○之一號 縣市政府 民眾醫院
屏東縣屏東市泰安里忠孝路一二○之一號 縣市政府 民眾醫院
屏東縣屏東市泰安里忠孝路一二○之一號 縣市政府 民眾醫院

08-7325455
08-7325455
08-7325455

屏東縣屏東市華山里瑞光路三段一○三號 縣市政府 優生醫院
屏東縣屏東市崇蘭里自由路五九八號
縣市政府 安和醫院

08-7382222
08-7651828

屏東縣屏東市崇蘭里自由路五九八號
縣市政府 安和醫院
屏東縣屏東市橋南里民生路一四七之三號 縣市政府 復興醫院

08-7651828
08-7232323

屏東縣屏東市空翔里中山路一二三號
屏東縣屏東市空翔里中山路一二三號

縣市政府 寶建醫院
縣市政府 寶建醫院

屏東縣屏東市泰安里忠孝路一二○之一號 縣市政府 民眾醫院
屏東縣屏東市泰安里忠孝路一二○之一號 縣市政府 民眾醫院
屏東縣屏東市崇蘭里自由路五九八號

屏東市千禧公園南側公廁

08-8329966
08-8323146

屏東縣東港鎮新勝里新勝街五一之三○號 縣市政府 東港鎮圖書館
屏東縣佳冬鄉佳冬村文化三路一五七號
縣市政府 佳冬鄉圖書館

屏東縣屏東市空翔里中山路一二三號
屏東縣屏東市空翔里中山路一二三號

泰武鄉圖書館混合廁

08-8329966
08-8329966

屏東縣東港鎮興台里中山路五號
屏東縣東港鎮興台里中山路五號
屏東縣東港鎮興台里中山路五號

來義鄉圖書館

08-8329966
08-8329966
08-8329966
08-8329966
08-8329966

08-8329966
08-8329966
08-8329966

屏東縣東港鎮興台里中山路五號
東港輔英附設醫院光復大樓戶外停車場
屏東縣東港鎮興台里中山路五號

春日鄉圖書館
崁頂鄉圖書館男廁
崁頂鄉圖書館女廁

08-8329966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中正路一段二一○號 縣市政府 東港安泰醫院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中正路一段二一○號 縣市政府 東港安泰醫院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中正路一段二一○號 縣市政府 東港安泰醫院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中正路一段二一○號 縣市政府 東港安泰醫院
屏東縣東港鎮興台里中山路五號
縣市政府 東港輔英附設醫院

佳冬鄉圖書館女廁

08-8802880
08-8802880
08-8802880
08-8802880
08-8329966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中正路一段二一○號 縣市政府 東港安泰醫院

新園鄉圖書館

08-8802880

屏東縣滿州鄉滿州村中山路二○五號
縣市政府 小墾丁渡假村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中正路一段二一○號 縣市政府 東港安泰醫院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中正路一段二一○號 縣市政府 東港安泰醫院

縣市政府 安和醫院

屏東縣屏東市橋南里民生路一四七之三號 縣市政府 復興醫院
屏東縣泰武鄉佳平村一六九號
縣市政府 泰武鄉圖書館
屏東縣來義鄉古樓村中正路九四號

縣市政府 來義鄉圖書館

屏東縣春日鄉春日村春日路三二二號
縣市政府 春日鄉圖書館
屏東縣崁頂鄉崁頂村興農路二九之一一號 縣市政府 崁頂鄉圖書館
屏東縣崁頂鄉崁頂村興農路二九之一一號 縣市政府 崁頂鄉圖書館
屏東縣屏東市豐榮里勝利東路四八號
屏東縣屏東市豐榮里勝利東路

縣市政府 國民運動中心

縣市政府 屏東市公所養護科

08-7665995
08-7665995

08-7325455
08-7325455

08-7651828

08-7232323
08-7380864
08-7850251-301
08-8782145
08-8632565
08-8632565
08-7360386
08-7516932

屏東市千禧公園北側公廁

屏東縣屏東市豐榮里勝利東路

縣市政府 屏東市公所養護科

08-7516932

台灣中油潮州大同加盟站
中油潮州潮星加油站

屏東縣潮州鎮八爺里大同路二七一號
屏東縣潮州鎮三星里潮州路七三○號

縣市政府 台灣中油潮州大同站
縣市政府 中油潮州潮星加油站

0933-597221
08-7894008

屏東縣屏東市勝利里自由路五二九號
屏東縣屏東市明正里北平路二四號

縣市政府 屏東地政事務所
縣市政府 屏東縣政府稅務局

08-7325253
08-7338086

屏東縣屏東市華山里華正路九五號

縣市政府 屏東縣社會福利綜合館

08-7385188

屏東縣屏東市華山里華正路九五號
台灣中油屏東健民加盟加油站混合廁 屏東縣屏東市厚生里建國路一三○號

縣市政府 屏東縣社會福利綜合館
縣市政府 健民加油站

08-7338086
08-7523396

屏東客運恆春轉運站殘障廁所
台灣中油仙吉加盟加油站

縣市政府 屏東客運恆春轉運站
縣市政府 台灣中油仙吉加油站

牡丹鄉圖書館
高樹大新醫院

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石門路三二之一號
屏東縣高樹鄉長榮村興中路二○八號

屏東縣屏東市勝利里自由路五二九號
屏東縣屏東市明正里北平路二四號
屏東縣屏東市華山里華正路九五號
屏東縣屏東市華山里華正路九五號
屏東縣屏東市華山里華正路九五號
屏東縣屏東市華山里華正路九五號

屏東客運恆春轉運站混合廁

屏東縣恆春鎮城南里中正路三○號

屏東縣恆春鎮城南里中正路三○號
屏東縣新園鄉仙吉村興安路三八五號

縣市政府 牡丹鄉圖書館
縣市政府 高樹大新醫院

縣市政府 太平洋百貨公司屏東店
縣市政府 太平洋百貨公司屏東店
縣市政府 屏東地政事務所
縣市政府 屏東縣政府稅務局
縣市政府 屏東縣社會福利綜合館
縣市政府 屏東縣社會福利綜合館
縣市政府 屏東縣社會福利綜合館
縣市政府 屏東縣社會福利綜合館
縣市政府 屏東客運恆春轉運站

屏東縣林邊鄉永樂村美華路一九七之六三號縣市政府 林邊鄉圖書館
屏東縣林邊鄉永樂村美華路一九七之六三號縣市政府 林邊鄉圖書館
屏東縣林邊鄉永樂村美華路一九七之六三號縣市政府 林邊鄉圖書館

台灣中油九如東寧加油站
台灣中油里港加油站
霧台鄉圖書館男廁
霧台鄉圖書館女廁

鑫敏祥加油站男廁
鑫敏祥加油站女廁

屏東縣林邊鄉永樂村美華路一九七之六三號縣市政府 林邊鄉圖書館
屏東縣九如鄉東寧村九如路一段一六號
縣市政府 台灣中油九如東寧加油站
屏東縣里港鄉大平村中山南路二五號
屏東縣霧臺鄉霧台村神山巷七一號
屏東縣霧臺鄉霧台村神山巷七一號

屏東縣里港鄉過江村過江路四三之一號
屏東縣里港鄉永春村中山路一○四號
屏東縣里港鄉永春村中山路一○四號
屏東縣里港鄉鐵店村里港路四○○號
屏東縣里港鄉鐵店村里港路四○○號

縣市政府 台灣中油里港加油站
縣市政府 霧台鄉圖書館
縣市政府 霧台鄉圖書館
縣市政府 里港鄉圖書館
縣市政府 里港鄉公所

縣市政府 里港鄉公所
縣市政府 鑫敏祥加油站
縣市政府 鑫敏祥加油站

08-8831162
08-7962033

08-7325253

08-7338086
08-7385188
08-7385188
08-7385188
08-7385188

08-8891464
08-8891464
08-8683266
08-8751331
08-8755041
08-8755041
08-8755041
08-7390078
08-7752054
08-7902114
08-7902114
08-7755754
08-7752114
08-7752114
08-7720777
08-7720777

土庫加油站混合廁所

屏東縣里港鄉土庫村永安路一之三六號

縣市政府 土庫加油站

08-7734016

內埔水門加油站
內埔豐田加油站
內埔鄉百達加油站

屏東縣內埔鄉水門村中山路一號
屏東縣內埔鄉豐田村中正路四六七號
屏東縣內埔鄉內田村復興路一四五號

縣市政府 內埔水門加油站
縣市政府 內埔豐田加油站
縣市政府 內埔鄉百達加油站

08-7991585
08-7792998
08-7798388

中央市場第二商場混合廁
屏東市東區公有市場男廁
屏東市東區市場公廁女廁

屏東縣屏東市平和里民生路
屏東縣屏東市長春里民生路
屏東縣屏東市長春里民生路

縣市政府 屏東市公所建設課
縣市政府 屏東市公所建設課
縣市政府 屏東市公所建設課

08-7560101#310
08-7560101#310
08-7560101#310

屏東市永大市場男廁
屏東市崇蘭公園混合廁

屏東縣屏東市大武里永大路
屏東縣屏東市崇蘭里廣東路一三○六號

縣市政府 屏東市公所建設課
縣市政府 屏東市公所養護科

08-7560101#310
08-7516932

神農加油站

屏東市西區公有市場南側殘障廁所
中央市場第一商場混合廁

屏東市永大市場女廁

屏東市廣興公園混合廁
潮州鎮永豐加油站

百利加油站混合廁
台灣中油長治加油站混合廁
整樹加油站
肯德力長治加油站
永峰加油站

福懋加油站混合廁

台灣中油南州三民路加油站
川流加油站混合廁
德協華友加油站混合廁
能友加油站混合廁

南州運動公園內前方男廁
戶政事務所男廁
戶政事務所女廁

台灣中油新園威勝加盟加油站

屏東縣內埔鄉義亭村昇華路二五九號

屏東縣屏東市平和里民生路

屏東縣屏東市大武里永大路

屏東縣屏東市廣興里敬軍路
屏東縣潮州鎮四春里潮義路五九○號

縣市政府 神農加油站

縣市政府 屏東市公所建設課
縣市政府 屏東市公所建設課

縣市政府 屏東市公所建設課

縣市政府 屏東市公所養護科
縣市政府 潮州鎮永豐加油站

屏東縣屏東市瑞光里民生東路一二號之二 縣市政府 國仁醫院
屏東縣屏東市瑞光里民生東路一二號之二 縣市政府 國仁醫院

08-7784759

08-7560101
08-7560101#310

08-7560101#310

08-7516932
08-7810598
08-7223000
08-7223000

屏東縣屏東市瑞光里民生東路一二號之二 縣市政府 國仁醫院

08-7223000

屏東縣長治鄉繁榮村水源路一五九號
縣市政府 整樹加油站
屏東縣長治鄉繁華村水源路九八號之三六 縣市政府 肯德力長治加油站

08-7629300
08-7627688

屏東縣長治鄉長興村中興路九八號之一
屏東縣長治鄉崙上村中興路五四九號
屏東縣長治鄉香揚村香潭路二四號
屏東縣南州鄉壽元村大同路六八號

屏東縣南州鄉七塊村三民路二七○號

屏東縣佳冬鄉昌隆村大豐路七八六號
屏東縣長治鄉德協村中興路七四六號
屏東縣長治鄉榮華村信義路一三四八號
屏東縣南州鄉溪北村勝利路一六○號
屏東縣屏東市勝利里自由路五三一號
屏東縣屏東市勝利里自由路五三一號

屏東縣新園鄉興龍村臥龍路五六九號
屏東縣萬丹鄉萬後村和平西路一六七號
屏東縣萬丹鄉四維村丹榮路九八三號

縣市政府 百利加油站
縣市政府 台灣中油長治加油站
縣市政府 永峰加油站
縣市政府 福懋加油站

縣市政府 台灣中油南州三民路加油站
縣市政府 川流加油站
縣市政府 德協華友加油站
縣市政府 能友加油站混合廁
縣市政府 南州鄉公所
縣市政府 屏東市戶政事務所
縣市政府 屏東市戶政事務所

08-7383509
08-7622443

08-7210277
08-7972869
08-8642298
08-8666986
08-7627253
08-7626033
08-8642196#25
08-7320247
08-7320247

縣市政府 台灣中油新園威勝加盟加油站 08-8320708
縣市政府 台糖萬泰加油站
08-7763779
縣市政府 台灣中油萬興昌加油站

08-7776699

台灣中油新圍站

屏東縣萬丹鄉萬全村萬丹路一段三九九號
屏東縣鹽埔鄉新二村維新路二九之五號

縣市政府 台灣中油萬丹加油站
縣市政府 台灣中油新圍站

08-7772142
08-7935968

台灣中油東港加油站
東港昶豐加油站
東港山隆加油站

屏東縣東港鎮中正路一段八五號
屏東縣東港鎮中正路二段六八○號
屏東縣東港鎮船頭路七五之四九號

縣市政府 台灣中油東港加油站
縣市政府 東港昶豐加油站
縣市政府 東港山隆加油站

08-7332352
08-8320288
08-8006178

三地門鄉清潔隊旁女廁

屏東縣三地門鄉三地村中正路二段一○○號縣市政府 三地門鄉清潔隊

台灣中油鹽埔加油站
台灣中油新埤加油站混合廁

三地門鄉清潔隊旁男廁
東港鎮兒童公園女廁
小海豚第一停車場休息站男廁
小海豚第一停車場休息站女廁
品味軒休息站女廁

品味軒休息站男廁
東港鎮兒童公園男廁
地磨兒公園混合廁
北區市場混合廁

尚青中山黃昏民營市場
屏東觀光夜市
台塑八八八加油站
台灣中油枋寮站
枋寮漁港混合廁

文樂村聚會所混合廁

台灣中油新園加油站混合廁
德萊公園混合廁

屏東縣鹽埔鄉鹽中村勝利路二五號
屏東縣新埤鄉新埤村新中路七四號

縣市政府 台灣中油鹽埔加油站
縣市政府 台灣中油新埤加油站

屏東縣三地門鄉三地村中正路二段一○○號縣市政府 三地門鄉清潔隊
屏東縣枋山鄉枋山村中山路三段六一號
屏東縣枋山鄉枋山村中山路三段六一號
屏東縣枋山鄉加祿村南和八○號
屏東縣枋山鄉加祿村南和八○號
屏東縣三地門鄉三地村中正路二段

縣市政府 東港鎮公所財建課
縣市政府 枋山鄉公所
縣市政府 枋山鄉公所
縣市政府 品味軒

縣市政府 品味軒
縣市政府 東港鎮公所財建課

縣市政府 三地門鄉公所觀光課

屏東縣屏東市斯文里公勤二街八八號

縣市政府 屏東市公所建設課

屏東縣枋寮鄉新龍村中山路三一九號
屏東縣枋寮鄉保生村保生路四三七號

縣市政府 台灣中油枋寮站
縣市政府 枋寮區漁會

屏東縣屏東市光榮里中山路六五號
縣市政府 尚青中山黃昏民營市場
屏東縣屏東市金泉里民族路
縣市政府 屏東市公所建設課
屏東縣枋寮鄉東海村臨海路二段一○○號 縣市政府 台塑八八八加油站
屏東縣來義鄉文樂村文樂國小旁

屏東縣新園鄉內庄村興安路五四號

縣市政府 來義鄉公所清潔隊

縣市政府 台灣中油新園加油站
縣市政府 三地門鄉公所清潔隊

08-7932507
08-7971017

08-7991104
08-7991104
08-8324131#128
08-8761758
08-8761758
08-8761837
08-8761837
08-8324131#128
08-7991104
08-7560101
08-7666337
08-7560101
08-8663411
08-8782060
08-8781324
08-7850251#209
08-8684312
08-7991104

南州全家壽元店

屏東縣南州鄉壽元村勝利路五之一五號
屏東縣南州鄉壽元村勝利路五之一○號

縣市政府
縣市政府 南州全家壽元店

08-8645237
08-8643455

佳興村集會所混合廁
佳平村馬仕部落公廁混合廁
佳興村村辦公室

屏東縣泰武鄉佳興村二八號
屏東縣泰武鄉佳平村佳平巷一八號
屏東縣泰武鄉佳興村二八號

縣市政府 佳興村集會所
縣市政府 泰武鄉公所
縣市政府 泰武鄉鄉公所

08-7920014
0921219314
08-7920014

北基楓港加油站

屏東縣枋山鄉楓港村舊庄路一六三號

縣市政府 北基楓港加油站

08-8772177

琉球鄉東港戶政事務所琉球辦公室
琉球鄉圖書館混合廁

屏東縣琉球鄉中福村行政路一六號
縣市政府 琉球鄉東港戶政事務所琉球辦公08-8612519
屏東縣琉球鄉本福村中山路四九號之一六 縣市政府 琉球鄉圖書館
08-8612974

屏東縣屏東市興樂里自由路二七一號
屏東縣屏東市興樂里自由路二七一號

縣市政府 屏東縣政府環保局
縣市政府 屏東縣政府環保局

08-7351911#533
08-7351911#533

春日鄉集會所男廁
春日鄉集會所女廁
力里集會所混合廁

獅子鄉圖書館

台灣中油楓港加油站

泰富船運登船處旁男廁
泰富船運登船處旁女廁

力里村運動公園混合廁
士文集會所混合廁
春日村活動中心混合廁

南州運動公園內後方男廁
南州鄉公有零售市場男廁
成功社區公園公廁
義林村集會所男廁
丹林村集會所混合廁
望嘉村集會所男廁
東琉線聯營處男廁
東琉線聯營處女廁

屏東縣春日鄉春日村春日路二八號
屏東縣春日鄉春日村春日路二八號
屏東縣春日鄉力里村圓山路一號

屏東縣獅子鄉楓林村二八號

屏東縣枋山鄉楓港村舊庄路五三號

屏東縣琉球鄉大福村和平路

縣市政府 春日鄉公所清潔隊
縣市政府 春日鄉公所清潔隊
縣市政府 春日鄉公所清潔隊

縣市政府 獅子鄉圖書館

縣市政府 台灣中油楓港加油站

08-8782145
08-8782145
08-8782145

08-8771131
08-8771141

屏東縣枋山鄉枋山村成功路
屏東縣來義鄉義林村
屏東縣來義鄉丹林村丹林路一號

屏東縣來義鄉望嘉村一一四號之一

屏東縣東港鎮朝安里朝隆路六五號
屏東縣東港鎮朝安里朝隆路六五號

縣市政府 枋山鄉公所
縣市政府 來義鄉公所清潔隊
縣市政府 來義鄉公所
縣市政府 來義鄉公所清潔隊

08-8782145#12
08-8782145#12
08-8782145#12

08-8761107
08-7850251#209
08-7560101
08-7850251#209

縣市政府 屏東縣政府交通旅遊處運輸管理08-7320415-5123
縣市政府 屏東縣政府交通旅遊處運輸管理08-7320415-5123

縣市政府 南州鄉公所

08-8642196#26

屏東縣南州鄉溪北村勝利路一六○號

屏東縣高樹鄉高樹村興中路三二九號
屏東縣高樹鄉高樹村興中路三二九號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里墾丁路四○二號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里墾丁路四○二號

屏東縣里港鄉塔樓村塔樓路一之六九號
屏東縣林邊鄉鎮安村中山路五三○號
屏東縣霧臺鄉霧台村神山巷七一號

縣市政府 佳冬鄉公所
縣市政府 佳冬鄉公所
縣市政府 佳冬鄉公所
縣市政府 南州鄉公所

縣市政府 千越枋寮北加油站
縣市政府 千越加油站

08-8662714
08-8662714
08-8662714
08-8642196#25
08-8717158
08-8717158

縣市政府 千越加油站

08-8717158

縣市政府 中油墾丁加油站
縣市政府 中油墾丁加油站

08-8861408
08-8861408

縣市政府 高樹鄉公所
縣市政府 高樹鄉公所

縣市政府 台亞三多利里港站
縣市政府 福懋林邊加油站
縣市政府 霧台鄉公所

08-7962610
08-7962610

08-7721616
08-8755449
08-7902356

屏東書院男廁
屏東書院女廁
竹田鄉客家事務處男廁

屏東縣屏東市太平里勝利路三八號
屏東縣屏東市太平里勝利路三八號
屏東縣竹田鄉西勢村龍門路九七號

縣市政府 屏東書院
縣市政府 屏東書院
縣市政府 屏東縣政府

08-7361544
08-7361544
08-7694722

竹田鄉客家事務處殘廁
泰武鄉吾拉魯滋活動中心男廁

屏東縣竹田鄉西勢村龍門路九七號

縣市政府 屏東縣政府
縣市政府 泰武鄉公所

08-7694722
08-7832435

縣市政府 鹽埔鄉公所
縣市政府 枋山鄉公所
縣市政府 枋山鄉公所

08-7932126
08-8772476
08-8772476

縣市政府 屏東市公所
縣市政府 屏東市公所

08-7521971
08-7521971

泰武鄉吾拉魯滋活動中心女廁
枋山鄉老人活動中心男廁
枋山鄉老人活動中心女廁
屏東美術館一樓混合廁
屏東美術館二樓混合廁

屏東市立復興圖書館親子廁
屏東市立復興圖書館混合廁
縣民公園男廁

縣民公園女廁
南州鄉公有零售市場女廁
恆春鎮石牌公園

屏東縣竹田鄉西勢村龍門路九七號

屏東縣鹽埔鄉鹽南村勝利路三二號

屏東縣鹽埔鄉鹽南村勝利路三二號
屏東縣枋山鄉楓港村舊庄路一之二號
屏東縣枋山鄉楓港村舊庄路一之二號

屏東市台糖街

屏東縣屏東市義勇里台糖街
屏東縣南州鄉溪南村人和路六三號
屏東縣恆春鎮城西里曉南路
屏東縣屏東市興樂里自由路二七二號
屏東縣屏東市興樂里自由路二七二號

萬丹鄉戶政事務所男廁
萬丹鄉戶政事務所女廁
霧台文物館後內公廁

縣市政府 屏東縣政府

縣市政府 泰武鄉公所
縣市政府 鹽埔鄉公所

縣市政府 屏東縣政府文化處
縣市政府 屏東縣政府文化處
縣市政府 屏東縣政府城鄉發展處
縣市政府 屏東縣政府城鄉發展處
縣市政府 南州鄉公所

縣市政府 屏東縣政府行政處庶務科
縣市政府 恆春鎮公所
縣市政府 屏東縣政府衛生局行政科
縣市政府 屏東縣政府衛生局行政科

08-7694722

08-7832435
08-7932126

08-7380728
08-7380728

08-8642196#26
08-7320415
08-8892874
08-7370002
08-77370002

縣市政府 萬丹鄉公所
縣市政府 萬丹鄉公所

08-7772111
08-7772111

縣市政府 霧台鄉公所

08-7902234

縣市政府 萬丹鄉戶政事務所
縣市政府 萬丹鄉戶政事務所

08-7772850
08-7772850

維新里
五溝村
五溝村
三星里
三星里

溪南村
溪南村
長榮村
高樹村
高樹村

泰山村
赤山村
港口村

過江村
過江村
大鵬里
大鵬里
五魁里

觀光地區及風景區潮州鎮
加油站
加油站
加油站

潮州鎮
潮州鎮
潮州鎮

五魁里
五魁里
五魁里
興美里

加油站
加油站

東港鎮
東港鎮

興東里
興東里

加油站
加油站

麟洛鄉
屏東市

麟趾村
清溪里

加油站
加油站

屏東市
屏東市

信和里
信和里

各級社教機關

萬巒鄉

加油站
加油站
加油站
加油站
加油站
加油站

內埔鄉
內埔鄉
麟洛鄉
屏東市
潮州鎮
枋寮鄉

豐田村
豐田村
麟趾村
清溪里
興美里
人和村
萬和村

各級社教機關
萬巒鄉
公家機關設置供民萬巒鄉

萬和村
萬和村

加油站

萬巒鄉

萬巒村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林邊鄉
林邊鄉
林邊鄉

光林村
光林村
光林村

公家機關設置供民萬巒鄉
加油站
崁頂鄉
加油站
萬巒鄉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社教機關
各級社教機關

林邊鄉

林邊鄉
枋寮鄉
枋寮鄉

公園
公園

東港鎮
東港鎮

各級社教機關

麟洛鄉

醫院

高樹鄉

萬和村
崁頂村
新置村
光林村

光林村

枋寮村
枋寮村
朝安里
朝安里

田子村
麟蹄村

觀光地區及風景區滿州鄉

里德村

各級社教機關
各級社教機關
各級社教機關

楓港村
楓港村
竹田村

觀光地區及風景區滿州鄉
各級社教機關
車城鄉

加油站
加油站
加油站
加油站

各級社教機關
各級社教機關

枋山鄉
枋山鄉
竹田鄉
竹田鄉
南州鄉

長治鄉
內埔鄉
內埔鄉
內埔鄉

加油站
各級社教機關

新埤鄉
萬丹鄉

加油站

竹田鄉

各級社教機關

萬丹鄉

各級社教機關
新埤鄉
民眾團體活動場所屏東市
民眾團體活動場所屏東市
民眾團體活動場所屏東市
民眾團體活動場所屏東市
民眾團體活動場所屏東市
民眾團體活動場所屏東市
民眾團體活動場所屏東市
民眾團體活動場所屏東市
民眾團體活動場所屏東市

里德村
福興村

泗洲村
壽元村
香楊村
美和村
內埔村
內埔村
萬隆村
萬後村
萬後村
大湖村

新埤村
豐榮里
豐榮里
豐榮里
豐榮里
豐榮里
豐榮里
豐榮里
豐榮里
豐榮里

民眾團體活動場所屏東市

豐榮里

戲院
戲院
加油站

屏東市
屏東市
屏東市

平和里
平和里
安樂里

加油站

屏東市

信和里

戲院
戲院

加油站
加油站
加油站
加油站
加油站
加油站

屏東市
屏東市

屏東市
屏東市
屏東市
屏東市
屏東市
屏東市

平和里
平和里

必信里
北勢里
華山里
勝利里

和興里
清溪里

加油站

屏東市

歸心里

各級社教機關
各級社教機關

九如鄉
里港鄉

東寧村
過江村

加油站
各級社教機關
各級社教機關
各級社教機關
各級社教機關

屏東市
九如鄉
鹽埔鄉
鹽埔鄉
長治鄉

橋南里
東寧村
新二村
新二村
進興村

各級社教機關
各級社教機關
各級社教機關

瑪家鄉
高樹鄉
恆春鎮

北葉村
高樹村
城南里

醫院

屏東市

華山里

各級社教機關
醫院
醫院
醫院
醫院
醫院
醫院
醫院
醫院

滿州鄉
屏東市
屏東市
屏東市
屏東市
屏東市
屏東市
屏東市
屏東市

滿州村
華山里
華山里
華山里
華山里
華山里
華山里
華山里
華山里

醫院
醫院
醫院

屏東市
屏東市
屏東市

華山里
華山里
華山里

醫院

屏東市

華山里

醫院
醫院
醫院
醫院
旅館
旅館
旅館
旅館
旅館

屏東市
屏東市
屏東市
屏東市
滿州鄉
滿州鄉
滿州鄉
滿州鄉
滿州鄉

華山里
華山里
華山里
華山里
滿州村
滿州村
滿州村
滿州村
滿州村

旅館
旅館

滿州鄉
滿州鄉

滿州村
滿州村

旅館
旅館

滿州鄉
滿州鄉

滿州村
滿州村

旅館
旅館
旅館
旅館

滿州鄉
滿州鄉
滿州鄉
滿州鄉

滿州村
滿州村
滿州村
滿州村

旅館
醫院

滿州鄉
東港鎮

滿州村
興東里

醫院
醫院

東港鎮
東港鎮

興東里
興東里

醫院
醫院
醫院
醫院
醫院
醫院
醫院
醫院

東港鎮
東港鎮
東港鎮
東港鎮
東港鎮
東港鎮
東港鎮
東港鎮

興東里
興東里
興東里
興東里
興東里
興東里
興東里
興東里

醫院
醫院
醫院

東港鎮
東港鎮
東港鎮

興東里
興東里
興東里

醫院

東港鎮

興台里

醫院
醫院
醫院
醫院
醫院
醫院

各級社教機關
各級社教機關
各級社教機關
各級社教機關

東港鎮
東港鎮
東港鎮
東港鎮
東港鎮
東港鎮
新園鄉
東港鎮
東港鎮
東港鎮

興東里
興台里
興台里
興台里
興台里
興台里

仙吉村
新勝里
新勝里
新勝里

各級社教機關
各級社教機關

東港鎮
佳冬鄉

新勝里
佳冬村

醫院
醫院

屏東市
屏東市

空翔里
空翔里

各級社教機關
醫院
醫院
醫院

佳冬鄉
屏東市
屏東市
屏東市

佳冬村
空翔里
空翔里
空翔里

醫院
醫院

屏東市
屏東市

空翔里
空翔里

醫院
醫院
醫院

屏東市
屏東市
屏東市

泰安里
泰安里
泰安里

醫院
醫院

屏東市
屏東市

華山里
崇蘭里

醫院
醫院

屏東市
屏東市

崇蘭里
橋南里

醫院
醫院

醫院
醫院
醫院
醫院
各級社教機關
各級社教機關
各級社教機關
各級社教機關
各級社教機關

屏東市
屏東市

屏東市
屏東市
屏東市
屏東市
泰武鄉
來義鄉
春日鄉
崁頂鄉
崁頂鄉

民眾團體活動場所屏東市
公園

屏東市

空翔里
空翔里

泰安里
泰安里
崇蘭里

橋南里
佳平村
古樓村
春日村
崁頂村
崁頂村
豐榮里
豐榮里

公園

屏東市

豐榮里

加油站
加油站

潮州鎮
潮州鎮

八爺里
三星里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屏東市
屏東市

勝利里
明正里

各級社教機關

屏東市

華山里

各級社教機關
加油站

屏東市
屏東市

華山里
厚生里

各級社教機關
醫院

牡丹鄉
高樹鄉

公路車站服務區及屏東市
公路車站服務區及屏東市
各級機關學校
屏東市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社教機關
各級社教機關
各級社教機關
各級社教機關

屏東市
屏東市
屏東市
屏東市
屏東市

公路車站服務區及恆春鎮
公路車站服務區及恆春鎮
加油站
新園鄉
各級社教機關
各級社教機關
各級社教機關
各級社教機關
加油站
加油站

各級社教機關
各級社教機關
各級社教機關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加油站
加油站

林邊鄉
林邊鄉
林邊鄉
林邊鄉
九如鄉
里港鄉

霧臺鄉
霧臺鄉
里港鄉
里港鄉
里港鄉
里港鄉
里港鄉

石門村
長榮村
崇智里
崇智里
勝利里
明正里
華山里
華山里
華山里
華山里
城南里
城南里
仙吉村
永樂村
永樂村
永樂村
永樂村
東寧村
大平村

霧台村
霧台村
過江村
永春村
永春村
鐵店村
鐵店村

加油站

里港鄉

土庫村

加油站
加油站
加油站

內埔鄉
內埔鄉
內埔鄉

水門村
豐田村
內田村

市場
市場
市場

屏東市
屏東市
屏東市

平和里
長春里
長春里

市場
公園

屏東市
屏東市

大武里
崇蘭里

加油站

市場
市場

市場
公園
加油站
醫院
醫院

內埔鄉

屏東市
屏東市

屏東市
屏東市
潮州鎮
屏東市
屏東市

義亭村

維新里
平和里

大武里
廣興里
四春里
瑞光里
瑞光里

醫院

屏東市

瑞光里

加油站
加油站

長治鄉
長治鄉

繁華村
繁華村

加油站
加油站
加油站
加油站
加油站
加油站
加油站
加油站

公園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加油站
加油站
加油站

長治鄉
長治鄉
長治鄉
南州鄉
南州鄉

佳冬鄉
長治鄉
長治鄉
南州鄉
屏東市
屏東市
新園鄉
萬丹鄉
萬丹鄉

長興村
崙上村
香楊村
壽元村
七塊村

昌隆村
德協村
榮華村
溪北村
勝利里
勝利里
興龍村
萬後村
四維村

加油站
加油站

萬丹鄉
鹽埔鄉

萬全村
新二村

加油站
加油站
加油站

東港鎮
東港鎮
東港鎮

興東里
興東里
船頭里

各級機關學校

三地門鄉 三地村

加油站
加油站

各級機關學校

鹽埔鄉
新埤鄉

公園
東港鎮
觀光地區及風景區枋山鄉
觀光地區及風景區枋山鄉
觀光地區及風景區枋山鄉
公園

屏東市

加油站
港區

枋寮鄉
枋寮鄉

民眾團體活動場所來義鄉
加油站
公園

興東里
枋山村
枋山村
加祿村
加祿村
興東里

三地門鄉 三地村

市場

市場
屏東市
觀光地區及風景區屏東市
加油站
枋寮鄉

超市
超市

鹽中村
新埤村

三地門鄉 三地村

觀光地區及風景區枋山鄉
公園
東港鎮

斯文里
光榮里
金泉里
東海村
新龍村
保生村
文樂村

新園鄉
內庄村
三地門鄉 德文村
南州鄉
南州鄉

壽元村
壽元村

民眾團體活動場所泰武鄉
民眾團體活動場所泰武鄉
民眾團體活動場所泰武鄉

佳興村
佳平村
佳興村

加油站

楓港村

民眾團體活動場所春日鄉
民眾團體活動場所春日鄉
民眾團體活動場所春日鄉

各級社教機關
加油站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社教機關

08-8642196#25
08-8642196-#26

縣市政府 春日鄉清潔隊
縣市政府 春日鄉清潔隊
縣市政府 春日鄉清潔隊

維新里

觀光地區及風景區潮州鎮

縣市政府 南州鄉公所
縣市政府 南州鄉公所

屏東縣春日鄉力里村
屏東縣春日鄉士文村士文路六四之二號
屏東縣春日鄉春日村春日路一三號

屏東縣佳冬鄉佳冬村佳昌路二號

竹田鄉客家事務處女廁

觀光地區及風景區滿州鄉
觀光地區及風景區里港鄉

屏東縣南州鄉溪北村勝利路一六○號
屏東縣南州鄉溪南村人和路六三號

08-8612501
08-8612501

南州鄉
高樹鄉
高樹鄉
高樹鄉

觀光地區及風景區里港鄉
觀光地區及風景區東港鎮
觀光地區及風景區東港鎮

08-8612513

屏東縣南州鄉溪北村勝利路一六○號

台亞三多利里港站

各級社教機關
加油站
加油站
加油站

潮州鎮
南州鄉

加油站
高樹鄉
文化育樂活動場所萬巒鄉

縣市政府 屏東縣政府交通旅遊處運輸管理08-7320415~5123 港區
縣市政府 屏東縣政府交通旅遊處運輸管理08-7320415~5123 港區
縣市政府 琉球鄉公所
縣市政府 琉球鄉公所

南州運動公園內前方女廁

霧台鄉圖書館上方公廁

文化育樂活動場所萬巒鄉
各級社教機關
潮州鎮
各級社教機關
各級社教機關

縣市政府 琉球鄉衛生所

屏東縣琉球鄉本福村三民路三六○號
屏東縣琉球鄉本福村三民路三六○號

屏東市

市場
屏東市
民眾團體活動場所萬巒鄉

屏東縣琉球鄉本福村中山路五一號

08-8892874
08-8662714

南州運動公園內後方女廁

光華里
三共里

市場

縣市政府 屏東縣政府交通旅遊處運輸管理08-7320415~5123 港區

縣市政府 恆春鎮公所清潔隊
縣市政府 佳冬鄉公所

千越枋寮北站加油站女廁
千越枋寮北站加油站男廁

潮州鎮
潮州鎮

縣市政府 屏東縣政府交通旅遊處運輸管理08-7320415~5123 港區
縣市政府 屏東縣政府交通旅遊處運輸管理08-7320415~5123 港區

屏東縣恆春鎮網紗里恆北路
屏東縣佳冬鄉佳冬村佳昌路二號

千越枋寮北站加油站殘廁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屏東縣琉球鄉大福村和平路
屏東縣琉球鄉大福村和平路

恆春古城東門男女混合廁

1001301061-T-00617
1001305004-T-00001
1001305004-T-00002

縣市政府 麟洛鄉戶政事務所

縣市政府 台亞九如交流道加油站
縣市政府 九如鄉衛生所

08-7221152
08-7221152
08-7233261

08-7750693
08-7750963

1001322001-T-00488
1001322001-T-00489

屏東縣麟洛鄉麟蹄村中山路43 7之1號

屏東縣九如鄉九塊村九如路二段32 6號
屏東縣九如鄉東寧村九如路二段24 7號

縣市政府 麟洛鄉衛生所
縣市政府 麟洛鄉衛生所
縣市政府 麟洛鄉公所

08-7239422

縣市政府 清聖宮
縣市政府 清聖宮

1001305007-C-00001
1001305003-C-00001
1001310011-C-00001

屏東縣麟洛鄉麟蹄村中山路15 6之1號
屏東縣麟洛鄉麟蹄村中山路15 8號

縣市政府 鄭成功廟

08-7368734
08-7368215
08-7368215

屏東縣九如鄉後庄村後庄路13 0號
屏東縣九如鄉後庄村後庄路13 0號
屏東縣里港鄉大平村里嶺路96 號

九如鄉戶政事務所女廁

1001319005-U-00002

1001313023-C-00001
1001313008-C-00360
1001313002-C-00001

屏東縣麟洛鄉麟頂村成功路23 0號
屏東縣麟洛鄉麟頂村成功路23 0號

縣市政府 長治鄉衛生所
縣市政府 長治鄉公所
縣市政府 長治鄉公所

08-7772049
08-7070202
08-7073456

自行車道-清聖宮男廁
自行車道-清聖宮女廁

1001319005-U-00003

1001309003-T-00002
1001309006-C-00001

屏東縣長治鄉進興村潭頭路三號
屏東縣長治鄉進興村潭頭路1號

縣市政府 萬丹鄉衛生所
縣市政府 社皮加油站
縣市政府 宜興加油站

08-8861888
08-8856688

08-7392006
08-7392735

1001301062-T-00002
1001301060-U-00001

1001309006-C-00002

屏東縣萬丹鄉四維村萬丹路五號
屏東縣萬丹鄉社口村社口路39 -10號
屏東縣萬丹鄉磚寮村大昌路八七五號

縣市政府 墾丁凱撒大飯店
縣市政府 墾丁凱撒大飯店

08-8861272
08-8861272
08-8856688

縣市政府 九如鄉衛生所
縣市政府 九如鄉戶政事務所

1001301060-U-00002

1001309011-C-00001

屏東縣恒春鎮墾丁里墾丁路6號
屏東縣恒春鎮墾丁里墾丁路6號

縣市政府 雅客之家
縣市政府 雅客之家
縣市政府 福容大飯店

屏東縣九如鄉東寧村九如路二段24 7號
屏東縣九如鄉東寧村九如路二段41 8號

1001301065-T-00625
1001301062-T-00001

1001309002-C-00344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里墾丁路23 7號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里船帆路10 00號

九如鄉衛生所1F女廁
九如鄉戶政事務所男廁

1001301073-S-00003

1001327001-U-00001
1001327001-U-00002

08-8862377
08-8869999
08-8869999
08-8851078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里船帆路10 00號

雅客之家(大廳公用)女廁
福容大飯店(大廳公用)男廁

1001301073-S-00005
1001301020-S-00001

1001309005-U-00002
1001309003-T-00001

縣市政府 墾丁夏都沙灘酒店
縣市政府 悠活麗緻渡假村
縣市政府 悠活麗緻渡假村
縣市政府 統一渡假村墾丁

08-8891234

福容大飯店(大廳公用)女廁

1001301005-S-00006
1001301005-S-00007

1001319005-U-00004
1001308010-C-00001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里萬里路27 ~8號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里萬里路27 ~8號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里鵝鑾路23 0號

縣市政府 天鵝湖飯店

08-8895678
08-8882868

08-8851078

1001301060-S-00033
1001301073-S-00001

1001304001-A-00001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里南灣路50 0號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里南灣路50 0號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里墾丁路45 1號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里墾丁路45 1號

縣市政府 領航加油站
縣市政府 恆農假期

08-8898112
08-8898112
08-8895713

縣市政府 統一渡假村墾丁

1001301074-S-00013
1001301074-S-00014

1001304001-A-00002
1001317002-C-00353

屏東縣恆春鎮網沙里省北路50 0號
屏東縣恆春鎮恆南路11 巷2弄6號
屏東縣恆春鎮恆南路11 巷2弄6號

08-8324131
08-8324131
08-8758976
08-8897872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里鵝鑾路23 0號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里墾丁路23 7號

1001301005-S-00001
1001301005-S-00003
1001301005-S-00005

1001319005-U-00001

屏東縣東港鎮大潭路10 7-10 1號
屏東縣恆春鎮山腳里橫南路15 8號
屏東縣恆春鎮山腳里天文路1號

縣市政府 東港鎮公所
縣市政府 威東加油站
縣市政府 恒春鎮衛生所

統一渡假村墾丁(大廳公用)女廁
雅客之家(大廳公用)男廁

1001301074-S-00006

1001301060-U-00003
1001301060-U-00004
1001301060-U-00005

08-8322694

縣市政府 恆春鎮公所
縣市政府 恆春鎮公所
縣市政府 恆春鎮戶政事務所

1001301074-S-00008

1001301060-U-00006
1001301033-C-00309

縣市政府 東港鎮東隆宮
縣市政府 東港鎮公所

08-8631361
08-8355310
08-8355310
08-8324131
08-8324131
08-8322961

屏東縣恆春鎮山腳里天文路1號
屏東縣恆春鎮山腳里天文路66 號

1001301074-S-00010
1001301074-S-00012

1001301010-A-00001
1001301010-A-00002
1001301065-T-00624

屏東縣東港鎮朝安里中山路2-1 00號
屏東縣東港鎮東隆里東隆街21 之1號
屏東縣東港鎮東隆里東隆街21 之1號

縣市政府 東港漁會1 F女廁
縣市政府 東港鎮衛生所
縣市政府 東港鎮衛生所
縣市政府 東港鎮公所
縣市政府 東港鎮公所
縣市政府 東港鎮東隆宮

恆春鎮公所1F女廁
恆春鎮戶政事務所性別友善廁所

1001301074-S-00003
1001301074-S-00004

1001333001-U-00001
1001311002-S-00001

屏東縣東港鎮東和里新生三路17 5號

縣市政府 東港鎮漁會
08-8350960
縣市政府 屏東縣政府交通旅遊處運輸管理08-7320415-5123

屏東縣東港鎮鎮海里42 -5號
屏東縣東港鎮鎮海里42 -5號

1001303001-U-00003

1001302012-C-00001
1001302007-C-01972

屏東縣東港鎮東和里新生三路17 5號
屏東縣東港鎮東和里朝隆路65 號
屏東縣東港鎮東和里朝隆路65 號

08-8350960

東港鎮海公園男廁

東港鎮海公園女廁
威東加油站
恒春鎮衛生所1F男女混合廁
恆春鎮公所1F男廁

1001303019-S-00015
1001303005-S-00001

1001301023-W-00011

08-7899401
08-8322700
08-8311108

屏東縣東港鎮朝安里新生三路23 號
屏東縣東港鎮朝安里新生三路23 號
屏東縣東港鎮朝安里中山路2-1 00號

東港漁會1F女廁

1001303005-S-00003

1001301023-D-00001

縣市政府 福懋加油站

縣市政府 東隆漁船加油站
縣市政府 滿豐漁船加油站

08-7882371
08-7893983

東港鎮衛生所1F男廁
東港鎮衛生所1F女廁
東港鎮公所1F西側混合廁

1001303019-S-00010

1001301023-D-00002

屏東縣潮州鎮光春里光春路22 2號
屏東縣東港鎮東和里新生一路47 號

縣市政府 潮州鎮公所
縣市政府 亞柏加油站

縣市政府 屏東縣政府交通旅遊處運輸管理08-7320415-5123
縣市政府 東港戶政事務所
08-8631361

1001303019-S-00011

1001301020-S-00002
1001329001-U-00001

屏東縣潮州鎮光華里中山路38 號
屏東縣潮州鎮三共里延平路34 2號
屏東縣潮州鎮三和里延平路21 7號

屏東縣東港鎮東和里新生三路17 5號

東港鎮漁市場女廁
琉興公船服務中心男廁

1001303019-S-00012
1001303019-S-00013
1001303019-S-00014

1001330004-U-00001

08-7895333
08-7892222
08-7882131

琉興公船服務中心女廁
東港漁會1F男廁

1001303019-S-00009

1001331001-U-00001
1001318001-U-00001
1001318001-U-00002

縣市政府 潮州鎮清潔隊
縣市政府 山隆加油站
縣市政府 潮州衛生所

08-7881222
08-7881222
08-7895333

縣市政府 東港鎮漁會

1001303019-S-00002

1001321001-U-00002
1001301074-S-00001

屏東縣潮州鎮三星里三城路30 1號
屏東縣潮州鎮三共里四維路58 3號
屏東縣潮州鎮三共里永坤路10 7號

縣市政府 潮州鎮清潔隊
縣市政府 潮州鎮清潔隊
縣市政府 潮州鎮清潔隊

08-7320415
08-7320415
08-7326529

屏東縣東港鎮東和里朝隆路三九號

1001303019-S-00003
1001303019-S-00004

1001303001-U-00001
1001303001-U-00002

屏東縣潮州鎮三星里三星路39 -2號
屏東縣潮州鎮三星里三城路30 1號

縣市政府 屏東縣政府行政處庶務科
縣市政府 屏東縣政府行政處庶務科
縣市政府 台灣中油中山路加油站

屏東縣東港東和里鎮新生一路55 號

福懋加油站 女廁

1001324001-N-00277

1001303001-U-00004
1001321001-U-00001

08-7320415
08-7320415
08-7320415

東隆漁船加油站
滿豐漁船加油站

東港鎮漁市場男廁

1001324001-N-00278
1001303019-S-00001

1001303005-S-00005
1001303005-S-00007

勝利里
勝利里

縣市政府 屏東縣政府行政處庶務科
縣市政府 屏東縣政府行政處庶務科
縣市政府 屏東縣政府行政處庶務科

08-7882044
08-7861391

1001301060-S-00028
1001301060-S-00030

1001303005-S-00009
1001303005-S-00011

屏東市
屏東市

08-7380310
08-7336106
08-7323608

縣市政府 中油延平站
縣市政府 潮南加油站

1001301060-S-00032

1001317002-U-00001

加油站
加油站

縣市政府 家樂福量販店屏東店

屏東縣潮州鎮光春里光復路25 5號

1001324001-N-00265

1001303019-S-00005
1001303019-S-00006

太平里
仁愛里

縣市政府 台糖廣興加油站
縣市政府 台塑百利中孝加油站

中油延平站 女廁
潮南加油站女廁

潮州鎮公所1F 男廁
亞柏加油站 男女混合廁

1001301060-S-00024

1001303019-S-00007
1001303019-S-00008

屏東市
屏東市

08-7882131
08-7882371

1001301060-S-00026

1001324001-N-00275
1001324001-N-00276

前進里

公園
量販店

縣市政府 介壽圖書館
08-7360330
縣市政府 介壽圖書館
08-7360330
縣市政府 屏東縣政府工務處公園管理科 08-7320415

縣市政府 潮州衛生所
縣市政府 潮州鎮公所

1001301060-S-00014

1001324001-N-00272

萬年里
新興里

縣市政府 屏東縣政府工務處公園管理科 08-7320415
縣市政府 家樂福量販店屏東店
08-7380310

屏東縣潮州鎮三共里永坤路10 7號
屏東縣潮州鎮光華里中山路38 號

1001301060-S-00016
1001301060-S-00017

1001324001-N-00273
1001324001-N-00274

屏東縣屏東市勝利里自由路52 7號
屏東縣屏東市崇蘭里中山路16 9號

勝豐里
長春里
大連里
瑞光里
厚生里

屏東市

潮州鎮衛生所 男廁
潮州鎮公所1F 女廁

1001301060-S-00019
1001301060-S-00021
1001301060-S-00022

1001324001-N-00266

屏東縣屏東市勝利里自由路52 7號
屏東縣屏東市勝利里自由路52 7號
屏東縣屏東市勝利里自由路52 7號

崇禮里
勝豐里

屏東市
屏東市

08-7882704
08-7882704

1001301060-S-00005
1001301060-S-00008
1001301060-S-00010

1001324001-N-00267
1001324001-N-00268

屏東縣屏東市仁愛里仁愛路18 8號

屏東市
屏東市
屏東市
屏東市

加油站

縣市政府 潮州戶政事務所
縣市政府 潮州戶政事務所

1001301060-S-00012

1001324001-N-00269

屏東縣屏東市勝利里忠孝路32 3號
屏東縣屏東市和興里忠孝路32 0號

屏東縣屏東市興樂里公園路24 -2號
屏東縣屏東市太平里公園路24 -1號

寺廟教堂等宗教活屏東市
加油站
加油站

各級機關學校
加油站

屏東縣潮州鎮光華里中山路12 號
屏東縣潮州鎮光華里中山路12 號
屏東縣潮州鎮三星里三星路39 -2號

屏東縣政府（後棟東1-1F）女廁
台灣中油中山路加盟加油站

1001301060-S-00013

1001324001-N-00270
1001324001-N-00271

屏東縣屏東市太平里公園路24 -1號
屏東縣屏東市仁愛里仁愛路18 8號

寺廟教堂等宗教活屏東市
寺廟教堂等宗教活屏東市

加油站
各級機關學校

08-7533080
08-7534011

潮州鎮戶政事務所-女廁
潮州鎮戶政事務所-男廁

1001301014-P-00001
1001301014-P-00002

1001308010-U-00002
1001309005-U-00001

08-7534011

08-7538701
08-7525421
08-756010

08-7320415
08-7320415

1001301023-W-00007

1001301060-C-00001
1001301065-C-00314

08-7560101
08-7518810

縣市政府 屏東縣政府行政處庶務科
縣市政府 屏東縣政府行政處庶務科

1001301023-W-00008
1001301023-W-00009

1001301079-C-00001
1001301055-C-00003

08-7521793
08-7327950
08-7214828
08-7223873
08-7538701

縣市政府 龍華加油站
縣市政府 中油大豐加油站

屏東縣屏東市勝利里自由路52 7號
屏東縣屏東市勝利里自由路52 7號
屏東縣屏東市勝利里自由路52 7號

1001301023-W-00010

1001301029-C-00001

管理單位聯絡電話 公廁類別
鄉鎮名稱 村里名稱
08-7322967
寺廟教堂等宗教活屏東市
崇禮里
08-7322967
08-7521793

縣市政府 台灣中油加盟大屏東加油站

縣市政府 屏東市衛生所
縣市政府 復興路加油站
縣市政府 屏東市公所行政室

屏東縣政府（前棟東1-1F）男廁
屏東縣政府（前棟東1-1F）女廁
屏東縣政府（後棟東1-1F）男廁

1001301023-W-00002

1001301009-C-00001
1001301068-C-00001

縣市政府 玉皇宮

縣市政府 雍東加油站
縣市政府 福懋屏東加油站

縣市政府 屏東市公所行政室
縣市政府 福懋公館加油站

屏東縣屏東市復興南路一段50 9號
屏東縣屏東市復興南路二段28 號
屏東縣屏東市前進里建國路41 0號

台糖廣興加油站
台塑百利中孝加油站

介壽圖書館男廁
介壽圖書館女廁
屏東公園大門男廁

主管機關 管理單位名稱
縣市政府 慈鳳宮
縣市政府 慈鳳宮
縣市政府 玉皇宮

縣市政府 中油歸來加油站
縣市政府 屏東市衛生所

屏東縣屏東市一心里復興路26 1號
屏東縣屏東市萬年里台糖街61 號
屏東縣屏東市萬年里台糖街61 號

屏東公園大門女廁
家樂福量販店屏東店男廁

1001301023-W-00003
1001301023-W-00004

1001301080-C-00003

屏東縣屏東市勝豐里自由路14 5號

屏東縣屏東市長春里民生路79 -16號
屏東縣屏東市大連里瑞光路2段8 8號
屏東縣屏東市瑞光里民生路2-3 1號
屏東縣屏東市厚生里建國路92 號
屏東縣屏東市厚生里建國路92 號

屏東縣屏東市和生路二段59 6號
屏東縣屏東市興樂里公園路24 -2號

1001301023-W-00005
1001301023-W-00006

1001301014-P-00003
1001301014-P-00004
1001301013-C-00001

地址或地點描述
屏東縣屏東市崇禮里中山路39 號

屏東縣屏東市崇禮里中山路39 號
屏東縣屏東市勝豐里自由路14 5號

台灣中油大屏東加油站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獅子鄉
枋山鄉
枋山鄉
屏東市
屏東市

春日村
春日村
力里村

楓林村
楓港村
興樂里
興樂里

琉球鄉
琉球鄉

本福村
本福村

琉球鄉
琉球鄉

大福村
大福村

琉球鄉
琉球鄉
琉球鄉
琉球鄉
琉球鄉

大福村

本福村
本福村
本福村
本福村

各級機關學校

琉球鄉

本福村

公園
市場

南州鄉
南州鄉

溪北村
溪南村

公園
春日鄉
民眾團體活動場所春日鄉
民眾團體活動場所春日鄉

公家機關設置供民枋山鄉
民眾團體活動場所來義鄉
民眾團體活動場所來義鄉
民眾團體活動場所來義鄉
港區
港區

東港鎮
東港鎮

力里村
士文村
春日村
枋山村
義林村
丹林村
望嘉村
朝安里
朝安里

觀光地區及風景區恆春鎮
各級機關學校
佳冬鄉

網紗里
佳冬村

公園

溪北村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公園

加油站
加油站

佳冬鄉
佳冬鄉
佳冬鄉
南州鄉
南州鄉

枋寮鄉
枋寮鄉

佳冬村
佳冬村
佳冬村
溪北村
人和村
人和村

加油站

枋寮鄉

人和村

加油站
加油站

恆春鎮
恆春鎮

墾丁里
墾丁里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加油站

高樹鄉
高樹鄉
里港鄉

加油站
林邊鄉
觀光地區及風景區霧臺鄉

高樹村
高樹村

塔樓村
仁和村
霧台村

文化育樂活動場所屏東市
文化育樂活動場所屏東市
文化育樂活動場所竹田鄉

太平里
太平里
西勢村

文化育樂活動場所竹田鄉
民眾團體活動場所泰武鄉

西勢村
泰武村

各級機關學校
鹽埔鄉
民眾團體活動場所枋山鄉
民眾團體活動場所枋山鄉

鹽南村
楓港村
楓港村

各級社教機關
各級社教機關

屏東市
屏東市

大武里
大武里

公園
市場

屏東市
南州鄉

義勇里
溪南村

文化育樂活動場所竹田鄉
民眾團體活動場所泰武鄉
各級機關學校
鹽埔鄉

各級社教機關
各級社教機關
公園

各級機關學校
公園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屏東市
屏東市
屏東市
屏東市
恆春鎮
屏東市
屏東市

西勢村
泰武村
鹽南村

泰安里
泰安里
義勇里
勝利里
城西里
興樂里
興樂里

萬丹鄉
萬丹鄉

萬後村
萬後村

文化育樂活動場所霧臺鄉

霧台村

各級機關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萬丹鄉
萬丹鄉

萬後村
萬後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