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選前受賄不是福 賄選人士必貪污

遵守選舉法令 宏揚法治精神

高雄市議會第3屆議員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高雄市議會第3屆議員選舉第3選舉區選舉公報
高雄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第3選舉區：永安區、岡山區、燕巢區、彌陀區、梓官區、橋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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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陳

政

聞

66

年

6

月

5

日

男
高
雄
市

民
主
進
步
黨

岡山國小

前峰國中

道明高中

文化大學法學、理學雙學位

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總統府專門委員、總統府副秘書

長辦公室主任、高雄市空中大學

講師、民進黨高雄市黨部第12屆

主任委員、2010年美國國務院

全球領袖菁英計畫台灣人政治人

物代表、民進黨高雄市議會黨團

幹事長、第1屆及第2屆高雄市議

員。

一、主張[台灣中國，一邊一國]。

二、[扁案]是政治事件，應予平反。

三、全力協助政府反毒，投入毒品防制工作，為毒品防制擔任永遠的防毒志工，為打造無毒高雄而監督而努力。

四、打造高雄成為經濟首都，加速橋頭科學園區、岡山航太材料聚落的形成，結合路竹科學園區，成為大高雄拼經濟、拼產業的

領頭羊，並促成岡山等北高雄地區成為全世界最有價值的半導體聚落。

五、建設快速、便捷的大眾運輸系統，加速大岡山的繁榮。加快高雄捷運延伸至岡山火車站速度，督促新台十七線如期如質完工

，提供彌陀、梓官、永安等地區通往左營市區的便捷交通；建置更便捷的公車服務。

六、全面加強治水防洪工程，徹底解決岡山、燕巢、橋頭、梓官、彌陀、永安等易淹水區的水患。

七、督促完善規劃捷運岡山北機廠的建設計畫，諸如:高醫進駐、影城開發等等，加速岡山繁榮，成為宜居岡山。

八、加快燕巢大學城的開發腳步，結合當地多所大學，打造成為全國高教聚落，以及人才育成中心，更能帶動燕巢農業區邁向繁

榮。

九、建議新市政行政中心遷至橋頭新市鎮，加速此區的開發進程，結合楠梓、土庫、高雄大學等區域，繁榮橋仔頭。

十、全力督促政府改善高雄冬季空污，於岡山等行政區加速興設國民體育運動中心，打造─全民運動、建康高雄─。

十一、岡山地區有豐富農特產，諸如：芭樂、西施柚、蜜棗、龍眼蜂蜜、蔬菜等等，請政府加強拓展國內外通路，全力提升燕巢

等區的農業力量，也加快岡山果菜市場的遷移建設，協助農民鄉親創造農業經濟效益。

十二、因應台電興達電廠新建廠區計劃，全力爭取台電建設永安圖書館、跨海大橋等地方重大建設。

十三、全面提升岡山、燕巢、梓官、彌陀、永安等區的教育、文化建設，廣設公立托兒所；建請各地圖書館也能兼具安親功能，

提供學童放學後一處安全、建康、喜閱的安親好環境。

2
陸

淑

美

51

年

11

月

25

日

女
高
雄
市

中
國
國
民
黨

橋頭仕隆國小、橋頭國中、

省立台南家齊女中、和春技

術學院(2專部)、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碩士。

岡山鎮第13、14屆鎮民代表、高

雄縣議會第13~16屆縣議員、第

15~16屆副議長、高雄市議會第

1、2屆市議員、高雄縣青工會總

會長、婦聯會高雄縣分會主任委

員、岡山鎮調解會委員、北高雄

家扶中心扶幼委員、崗鳳獅子會

第2任會長。

一、專職民代、專業問政、嚴審市府預算、協助弱勢族群、爭取社會福利、反映民意、效率服務。

二、重新規劃區域排水設施，增設抽水站，避免再發生淹水情形。

三、建議增加設置公立長照、幼兒日托機構。

四、爭取高雄捷運紅線延伸至大湖站。

五、重新檢討橋頭新市鎮綜合開發計劃、督促儘速完成燕巢大學城特定區。

六、建請開闢從新北八里開始的快速道路(台61線)延伸至高雄西部沿海茄萣、永安、彌陀、梓官區。

七、爭取於87期岡山重劃區內設置青年社會住宅和岡山區綜合行政中心。

(包括區公所、分局、地政、戶政、消防隊、衛生所)。

八、協助監督科學園區、工業區、焚化廠及掩埋場等，務實工安、環保，杜絕環境汙染。

九、建議政府輔導農漁業轉型，建立產銷預警制度，提高農漁民收益。

十、建請積極規劃永安、彌陀、梓官等沿海地區，發展觀光休閒漁業。

十一、建請政府提高天然災害農漁業災損補助金。

十二、建請提高焚化廠、掩埋場及汙水處理廠回饋金。

十三、爭取提高身心障礙、單親家庭及國中小營養午餐費補助。

十四、促請市府落實招商，全力打拼經濟，協助青年返鄉就業。

3
方

信

淵

54

年

2

月

21

日

男
高
雄
市

中
國
國
民
黨

國立中山大學高階公共政策 

碩士

聯合工專畢業

市立高雄高工畢業

高雄縣第15、16屆縣議員

救國團橋頭鄉團委會會長

高雄縣青工總會會長

高雄市農會理事

高雄市議會市議員(現任)

1.督促政府引進高端產業留住人才，厚植經濟實力，增加青壯年就業、創業機會，提高基本工資。

2.監督政府防洪計畫，整治阿公店溪、典寶溪及各排水系統，完善抽水站及設備，杜絕淹水問題。

3.要求政府積極改善空氣品質，捍衛市民健康。

4.督促政府編列預算興建全市各區多功能運動中心，滿足市民休閒運動健身之需求。

5.串連大岡山地區觀光資源，整體規劃觀光景點，活化在地歷史建築，保留眷村文化。

6.縮減城鄉差距，力促政府調整合理預算資源配置。

7.督促政府健全農漁穫產銷制度，保障農漁民收益，爭取放寬農漁業天然災害補助標準，降低農漁民損失。

8.監督政府落實長照保險制度，營造「以家為核心；社區為輔」的多元長照制度。

9.增加幼兒托育補助，善用國小閒置校舍增設公立幼兒園，減輕父母育兒負擔。

10.要求全面檢討教改，建立開放多元、資源豐足的終身教育體系。

11.督促政府完善動保制度，改善流浪犬貓收容環境，增加寵物認養據點。

4
李

有

財

61

年

9

月

13

日

男
高
雄
市
無

嘉南藥理大學/環境工程 碩

士

1.岡山鎮里長服務促進會 理事長

2.岡山分局 壽天、前峰、永安、

深水、鳳雄派出所警察之友會

顧問

3.岡山義消中隊顧問團 副團長

4.岡山義消分隊 顧問

5.小崗山登山協會 顧問

6.大崗山青商會 會章顧問

7.後紅國小家長委員會 副會長

8.嘉興國小家長委員會 顧問

9.高雄縣心橋殘障勵友協會 顧問

團 團長

1.打造「阿公店溪文化流域」成為悠閒散步的浪漫水岸，營造悠閒感和藝術美感，創造「城市美學」。

2.打造岡山「文創老街」(平和路中街)，結合六區(岡山、燕巢、橋頭、梓官、永安、彌陀)文化特產，引進觀光人潮，帶動錢

潮、創造繁榮。

3.強化各國小因少子化所閒置之教室，增設公立幼兒園，落實孩童教育，減輕孩童學費壓力。

4.強化基礎建設，各區清潔隊增購溝泥車，落實對於所轄各里排水溝之清理，並拓寬老舊狹窄排水溝，確實解決淹水問題。

5.協調機關閒置用地，增設停車場，避免無謂拖吊及維護市容。

6.建請市府降低年度交通違規紅單預算編列，保障鄉親民眾荷包。

5
黃

秋

媖

61

年

10

月

14

日

女
高
雄
市

民
主
進
步
黨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碩士

梓官國中

岡山國小

市議員翁瑞珠服務處主任

立法委員陳其邁服務處秘書

高雄市蔡英文婦女後援會分會長

高雄市嗡嗡嗡動保協會理事長

高雄市滾水羽球推廣協會理事長

高應大EMBA交流協會理事長

一、打造宜居城市，優化生活環境
1.督促【岡山捷運站】施工，爭取第二階段【岡山、路竹延伸線】服務大岡山、本洲產業園區、高雄科學園區民眾。

2.爭取大岡山地區各區興建【一區一特色公園】並充實現有公園之設備，以增加利用價值。

3.爭取加速完成【岡山大鵬九村】都更計劃，並爭取【興建青年住宅】，整合住宅補貼，擴大照顧青年及弱勢族群。

二、完善交通建設，發達地方觀光
1.完善規劃【岡山之眼】周邊配套設施，如自行車道、休閒步道等，並再興建【空中纜車】增加以利繁榮地方觀光。

2.督促加速【闢建新台17線】，讓茄萣、永安、彌陀及梓官等海線民眾能快速抵達市中心，加上便捷公車系統連結，全面帶動

黃金海岸商機。

3.持續爭取治水工程，如【典寶溪D區】、【五甲尾滯洪池】、【筆秀潭底排水系統..】，讓大岡山區確實遠離淹水之痛。

三、守護社福權益，促進社會和諧
1.爭取【公幼增班】，降低年輕爸媽育兒經濟負擔，【推廣課後照顧】，全面延伸現有國小、幼兒園課後照顧時間以符合爸媽

職業作息；普設親子廁所、婦幼館等友善空間。

2.擴充【動保專業人力團隊】，加強推廣寵物登記及飼主責任教育，增加預算對犬貓絕育、疫苗、認養執行；推動認養代替購

買，改善寵物殯葬問題，落實生命教育、爭取北高雄【第一座寵物公園】。

四、縮小城鄉差距，提升經濟就業
1.督促加速【橋頭科學園區】開發進度，並爭取在地青年就業優先工作權，未來將帶來超過3萬個就業機會。

2.【推動綠能校園】，大量綠植栽、太陽能屋頂以降低室內溫度，爭取市府或企業經費安裝國中小學教室冷氣。

3.推動橋頭新市鎮開發、燕巢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結合北高大專院校發展高科技人才育成中心及文創產業，把人才留在高雄。

五、推動智慧農漁業，建構資訊管理系統，打造高雄農產品牌形象，輔導認證制度，多元化加工提升農產價值，建立外銷通路

，農村經濟再生，鼓勵青年返鄉務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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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選舉法令 宏揚法治精神

高雄市議會第3屆議員選舉第3選舉區選舉公報
高雄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第3選舉區：永安區、岡山區、燕巢區、彌陀區、梓官區、橋頭區

高雄市議會第3屆議員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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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高

閔

琳

71

年

8

月

3

日

女
臺
北
市

民
主
進
步
黨

◎台大國家發展研究所畢業

（法學碩士）

◎台大昆蟲學系畢業（農學

學士）

◎高雄市議員（第二屆）

◎高雄市議會國民外交促進會副

會長

◎青平台基金會總監

◎鄭麗君立法委員國會辦公室研

究員

◎陳菊市長秘書

◎謝長廷競選總統「逆風行腳」

發起人

◎性平團體「友善的直」發起人

◎行政院青少年諮詢小組召集人

◎青年國是會議全國代表

◎台大學生代表大會議長

◎台大學生會長

7
宋

立

彬

67

年

11

月

6

日

男
高
雄
市

中
國
國
民
黨

樹德科技大學休閒與觀光管

理系畢

高雄市警察局梓官分駐所顧問

高雄市三山退休消防人員協會顧

問

高雄市南星國際青年商會顧問

國民黨第二十屆全國黨代表

梓官中崙城隍廟顧問

樹德科技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碩

士班

1、敦促市政府全力招商拼經濟，協助青年返鄉就業。

2、爭取漯底山至彌陀漁港間興建全高雄市第一條空中纜車。

3、梓官、彌陀、永安等海線偏鄉，爭取設置公共托嬰托育中心及育兒資源中心。

4、通盤檢討本選區六行政區之公車路網，以符地方需求，創造便捷快速大眾運輸系統。

5、全力爭取開拓彌陀和永安的虱目魚、石斑魚養殖業之國內外通路，並協助區漁會持續行銷「虱想起」和「石斑魚」產業品牌

，以造福地方漁業經濟。

6、通盤檢討岡山地區水利建設，落實防洪治水，全力整治阿公店溪、典寶溪並疏濬大排，以解決水患並保障居民生命財產安

全。

7、爭取西濱快速道路向南延伸經海線地區接左營國道十號，以利農漁產品通路及便利觀光、產業投資。

8、因應社會人口老化，全力爭取增加老人安養機構以落實整體老人及照顧體系。

【青年從政，政績看得見】

高雄市公督盟連續評鑑「優質議員」，懇請支持政壇清流、

專職專業政一代「高閔琳」，感謝您！

◎台灣前途、台灣決定：捍衛主權獨立，守護民主自由。

◎智慧高雄、安全防災：智慧監控水情、空汙、道路交通與

地下天然氣及石化管線；持續改善路平、整治河川、強化山

坡地水土保持；加速興建典寶溪D區及岡山五甲尾滯洪池，

徹底杜絕水患、有效預防災害，建構安全宜居大高雄！

◎城鄉併進、均衡發展：調整市府整體預算及資源配置，有

效縮減城鄉差距，實現縣市合併「高高平」願景。積極開發

岡山大鵬九村、橋頭新市鎮科學園區與燕巢大學城；加速興

建岡山至路竹捷運延伸線，增加北高雄原縣公車及社區巴士

路線及班次；闢建阿蓮經岡山至仁武高鐵橋下聯絡道路，打

造「第三條縱貫線」。

◎農漁工商、產業創新：優化漁港環境、提升農漁耕種養殖

及產品加工技術，推展高雄品牌；穩定市場價格、放寬天災

補助標準，保障農漁民權益。輔導既有重工業、金屬螺絲扣

件、醫材航太等產業轉型再升級，打造綠色、海洋、電競、

人工智慧、流行音樂、藝文及社會創新之國家級產業專區。

◎老幼有托、青年回流：托育公共化、增設公立及非營利幼

兒園；健全老人長照機制、增加老人日托中心、推動社區共

餐服務。增加青年就業機會、輔導微型創業、興建青年住

宅，讓高雄子弟回鄉打拚，優質人才回流高雄落地生根。

◎性別平權、扶弱動保：提升婦女福利，支持婚姻平權；落

實性別平等教育，打造性別友善城市。健全社會福利制度，

扶助身心障礙、關懷照顧社會弱勢。優化流浪動物認養程

序、落實TNVR，嚴查取締非法養殖場，提升動保尊重生命。

◎提升教育、重視文化：維護師生權益，改善校園學習環境

及軟硬體設施。培育文化藝術人才、拓展文化據點；強化台

灣認同、形塑台灣共識，促進原、客、新住民等多元族群文

化共榮發展，保存眷村及部落，活化歷史建築與閒置空間。

◎運動休閒、觀光升級：區區有多功能休閒運動中心，營造

市民健康生活。「崗山之眼」及阿公店森林公園再進級，打

造南台灣第一座「天空纜車」。爭取大小崗山、漯底山、雞

冠山、泥火山等自然生態地景納入大高雄國家自然公園。

◎深化民主，公民參與：開放政府、公民培力。持續推動審

議式公民會議、參與式預算及社區參與式規劃；讓市民參與

公共政策，追求理性共善、民主深化。歡迎加入高閔琳LINE

好友，請搜尋ID：@minlintw，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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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選舉人 ( 投票權人 ) 先領選舉票、

票、投票，次領公投票、圈票、

投票。

二、僅領公投票之投票權人，由投票

所工作人員引導，沿選舉領票、

圈票、投票動線至公投票領票處

領票。

三、圈票處遮屏缺口朝外 ( 朝向投開票

所工作人員 )。

四、工作人員視實際狀況調整配置。

五、投票匭旁之適當位置設置座椅，

管理員原則應坐於座椅上執行職

務，嚴防選舉人 ( 投票權人 ) 攜出

選舉票 ( 公投票 ) 等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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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選舉投票所佈置圖例 ( 選舉與公投同時辦理 )

選舉投票有關規定，包括下列內容：
（一）投票時間：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
（二）選舉人資格：

1.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以前(包括當日)出生，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
銷者外，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一百零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以前(包括當日)遷入設有
戶籍，至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繼續居住者，有市長、議員、山地原住民區長、山地原住民區民
代表、里長選舉投票權。【上開居住期間，在行政區域劃分選舉區者，仍以行政區域為範圍計算之。但於
選舉公告發布(一百零七年八月十六日含當日)後，遷入各該選舉區者，無選舉投票權。】

2.原住民選出之議員，其選舉人須符合前款規定，並分別具有「平地原住民」或「山地原住民」身分者
為限。

（三）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1.投開票地點(見投開票所一覽表)。
2.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碼，

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
3.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

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4.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

條第一項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5.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

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6.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二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7.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依公

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8.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圈選，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匭，不
得逗留；如將選舉票攜出投票所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新臺幣ㄧ萬五千元以下罰金；如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一十條第八項之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9.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
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二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
以下罰金。

10.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各種書件表冊格式七之（三）地方公職人員選舉
選舉票式樣）：

※請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圈蓋選舉票，選舉票「蓋章」或「按指印」，無效。
（四）選舉票顏色：

1.市長選舉票為淺黃色。
2.區域議員選舉票為白色。
3.山地原住民議員選舉票為淺綠色。另應於右上角加印直徑三公分紅色圓圈，並於圓圈內加印「山地原住

民」字樣。
4.平地原住民議員選舉票為淺藍色。另應於右上角加印直徑三公分紅色圓圈，並於圓圈內加印「平地原住

民」字樣。
5.山地原住民區長選舉票為金黃色。
6.山地原住民區民代表選舉票為淺橘色。
7.里長選舉票為粉紅色。

（五）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號      次 相      片 姓                  名

圈 選 欄 號 次 欄 相 片 欄 候 選 人 姓 名 欄

編號 投開票所名稱 投開票所地址
所屬
村里

所屬鄰別
原住民

所屬村里

永安區

0249 中正堂 永安里永安路４３號 永安里 1-6 永安里

0250 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永安里永安路２８－１號 永安里 7-14

0251 永安國小(會議室) 永華里永華路４９號 永華里 1-6 永華里

0252 永安國小(美勞教室) 永華里永華路４９號 永華里 7-12

0253 新港國小(桌球室) 新港里新興路２５號 新港里 1-6 新港里

0254 新港國小(課後輔導室) 新港里新興路２５號 新港里 7-12

0255 烏林投社區活動中心 新港里興達路興達巷６７－５號 新港里 13-15

0256 鹽田社區活動中心 鹽田里新興路９９號 鹽田里 全里 鹽田里

0257 保寧社區活動中心 保寧里保安路１６巷２－１號 保寧里 1-10

0258 永安國中(育才館) 保寧里保興一路３號 保寧里 11-16 保寧里

0259 維新社區活動中心 維新里維新路光明九巷６６號 維新里 1-9 維新里

0260 維新國小(學生活動中心) 維新里維新路光明九巷６９－１０號 維新里 10-16

岡山區

0261 岡山國小(2年2班教室) 平安里柳橋東路３６號 岡山里 1-8

0262 壽天國小(親師聯絡室) 壽天里公園東路５５號１樓 岡山里 9-12,23-28

0263 岡山里活動中心東側 岡山里新樂街７７－３號 岡山里 13-17

0264 岡山里活動中心西側 岡山里新樂街７７－３號 岡山里 18-22 岡山里

0265 岡山區老人活動中心 壽天里壽天路６６號 壽天里 1-12 壽天里

0266 岡山高中(1年14班教室) 壽天里公園路５２號 壽天里 13-20

0267 壽天宮西側餐廳 壽天里公園路４０號 壽天里 21-29

0268 岡山國小(2年3班教室) 平安里柳橋東路３６號 平安里 全里 平安里

0269 岡山國小(2年4班教室) 平安里柳橋東路３６號 維仁里 全里 維仁里

0270 大遼社區活動中心 大遼里大遼路１３號 大遼里 全里 大遼里

0271 程香社區活動中心北側 程香里華園二路１１號 程香里 1-6 程香里

0272 程香社區活動中心南側 程香里華園二路１１號 程香里 9-11,13,16-19

0273 岡山國中忠孝樓(218教室) 後紅里岡燕路２３８號 程香里 7-8,12,14-15,20-22

0274 後紅社區活動中心 後紅里大仁南路７６號 後紅里 1-12

0275 岡山國中行政大樓(306教室) 後紅里岡燕路２３８號 後紅里 13-20 後紅里

0276 岡山國中行政大樓(318教室) 後紅里岡燕路２３８號 後紅里 21-24

0277 後紅國小(特教班姿動教室) 碧紅里岡燕路２巷８８號 碧紅里 1-6

0278 後紅國小(資源班B) 碧紅里岡燕路２巷８８號 碧紅里 7-15 碧紅里

0279 後紅國小(藝文教室) 碧紅里岡燕路２巷８８號 碧紅里 16-20

0280 北高雄家扶中心 竹圍里竹圍東街１８２巷１２號 竹圍里 8,16,21-24

0281 岡山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竹圍里竹圍南街９９號 竹圍里 3,9,15,17-18,20

0282 竹圍社區活動中心 竹圍里竹圍中街６６號 竹圍里 2,4,10,13-14,19

0283 竹圍國小(C13教室) 竹圍里大仁北路１號 竹圍里 1,5-7,11-12 竹圍里

0284 台上里活動中心 台上里嘉新東路１３９－１號 台上里 1-9

0285 高雄市岡山區祥安長壽會 台上里嘉新東路１３９－１號 台上里 10,14-15,23-24,26

0286 昌安宮(台上幼兒園) 台上里台上路３７號 台上里 11-13,16,25 台上里

0287 清水祠 台上里大富街４５號 台上里 17-22

0288 為隨社區活動中心 為隨里為隨路１３５號 為隨里 全里 為隨里

0289 灣裡社區活動中心 灣裡里灣裡路２號 灣裡里 1-4

0290 岡山國小灣裡分校(1年5班教室) 灣裡里灣裡路８０－１號 灣裡里 5-9 灣裡里

0291 本洲社區活動中心 本洲里本洲一街１９４巷１１－１號１樓 本洲里 1-7 本洲里

0292 本洲里北興宮 本洲里本洲一街１９４巷１１號 本洲里 8-13

0293 龍峰宮 前峰里大公路６號 前峰里 1-11,16-17 前峰里

0294 前峰國小(C105教室) 仁壽里育英路３５號 前峰里 12-15,18-23

0295 岡山高中(學生宿舍餐廳) 壽天里公園路５２號 壽峰里 1-5,8

0296 前峰壽峰聯合活動中心 壽峰里前峰路１０２號 壽峰里 6-7,9-12 壽峰里

0297 華南永昌綜合證券(股)公司 前峰里民族路８８號 仁壽里 1-4,22,24-30

0298 基督教台灣信義會岡山教會 仁壽里柳橋西路３４號 仁壽里 5-16 仁壽里

0299 前峰國小(C106教室) 仁壽里育英路３５號 仁壽里 17-21,23,31

0300 後協代天府後側 後協里介壽西路１０６號 後協里 1-11 後協里

0301 大後協活動中心西側 後協里後協路７５巷２號 後協里 12-22

0302 大後協活動中心東側 後協里後協路７５巷２號 後協里 23-26

0303 岡山保進幼兒園(奇異果教室) 後協里大昌街４３號 後協里 27-33

0304 協和里活動中心東側 協和里協和街６４號 協和里 1-7

0305 協和里活動中心西側 協和里協和街６４號 協和里 8-14 協和里

0306 協和里辦公處 協和里協和街６６號 協和里 15-22

0307 協榮社區活動中心外帳篷 協榮里久和路５３－１號 協榮里 1-8 協榮里

0308 協榮社區活動中心 協榮里久和路５３－１號 協榮里 9-16

0309 劉厝活動中心 劉厝里劉厝路１４５號 劉厝里 全里 劉厝里

0310 白米里活動中心 白米里白米路３０１巷３６號 白米里 1-5

0311 岡山美墅國社區活動中心旁停車場 白米里光潭路１４５號 白米里 6-10 白米里

0312 石潭社區活動中心 石潭里石潭路７９巷１號 石潭里 4-10

0313 理想國社區內黃界和宅 石潭里石潭東街２７號 石潭里 1-3,11-14 石潭里

0314 福興社區活動中心 福興里頂潭路１３巷６１號 福興里 全里 福興里

0315 聖母宮東側廟堂(嘉興里) 嘉興里嘉興路８０－１號 嘉興里 2,3,5,7-11,13-14

0316 聖母宮西側廟堂(嘉興里) 嘉興里嘉興路８０－１號 嘉興里 15-20,22,25-26 嘉興里

0317 嘉興國小(育英樓2年1班教室) 嘉興里嘉興路３２２號 嘉興里 1,4,6,12,21,23-24,27

0318 嘉峰里辦公處 嘉峰里宮中街３３號 嘉峰里 1-12 嘉峰里

0319 慈雲北極殿西側 嘉峰里田厝路１５號 嘉峰里 13-15

0320 潭底社區活動中心 潭底里崑山西巷２６號 潭底里 全里 潭底里

0321 清水宮 華崗里拕子南街２０號 華崗里 1-6 華崗里

0322 華崗社區活動中心 華崗里大埔二街１７０號 華崗里 7-10

0323 三和社區活動中心 三和里山隙路９９號 三和里 全里 三和里

0324 財團法人高雄市生命源全人關懷協會 大莊里大莊路３５０號 大莊里 全里 大莊里

0325 勵志新城甲區活動中心東側 忠孝里岡山路８９巷１２號 忠孝里 1-11

0326 勵志新城甲區活動中心西側 忠孝里岡山路８９巷１２號 忠孝里 12-16,19 忠孝里

0327 空軍軍官招待所B棟(忠孝社區發展協會關懷據點) 忠孝路２９號 忠孝里 17-18

0328 勵志新城乙區活動中心東側 仁義里筧橋路７號１樓 仁義里 1-5 仁義里

0329 勵志新城乙區活動中心西側 仁義里筧橋路７號１樓 仁義里 6-10

0330 兆湘國小活動中心東側 信義里介壽路６０號 信義里 1-7 信義里

0331 兆湘國小活動中心西側 信義里介壽路６０號 信義里 8-17

0332 和平國小(多功能教室) 和平路１號 和平里 全里 和平里

燕巢區

0333 燕巢國小尖山分校六年級 尖山里１鄰尖山巷１１－１號 尖山里 全里 尖山里

0334 瓊林社區活動中心 瓊林里１６鄰瓊林路１０號 瓊林里 1-10 瓊林里

0335 瓊林社區巡守隊辦公室 瓊林里１６鄰瓊林路１０號 瓊林里 11-19

0336 安招社區活動中心 安招里１６鄰安南路１－２號 安招里 1-3,29,40-46

0337 安招里神元宮﹝左側廟室﹞ 安招里１６鄰安南路１號 安招里 4-10,21-25 安招里

0338 安招里神元宮﹝右側廟室﹞ 安招里１６鄰安南路１號 安招里 11-20,26,27,28

0339 燕巢國中（特教教室） 南燕里２１鄰中興路２６７號 安招里 30

0340 角宿天后宮左側餐廳 角宿里１９鄰角宿路６－１號 角宿里 1-5,19-20

0341 滾水觀水宮 角宿里１０鄰滾水路１５０號 角宿里 6-10,18 角宿里

編號 投開票所名稱 投開票所地址
所屬
村里

所屬鄰別
原住民

所屬村里

0342 海成福德宮活動中心 角宿里１２鄰海成二街１００－１號 角宿里 11-17

0343 鳳雄社區活動中心 鳳雄里３鄰鳳旗路１５２－８號 鳳雄里 1-4,11-18,24

0344 鳳雄國小圖書室 鳳雄里２６鄰鳳加路５２號 鳳雄里 5-10,19-23,25-26 鳳雄里

0345 清龍宮 金山里４鄰鞍平巷６－１０號 金山里 全里 金山里

0346 東燕社區活動中心 東燕里１鄰中華路１０號 東燕里 11-20,22-24 東燕里

0347 燕巢國小（二年忠班） 東燕里２鄰中華路１７７號 東燕里 1-10,21

0348 燕巢教會 南燕里１０鄰中南路２０－１號 南燕里 1-9,12,13,15,18,31-32

0349 燕巢區老人活動中心 南燕里２９鄰中南路２３號 南燕里 10-11,14,16,17,19-24,29

0350 高雄市立圖書館燕巢分館 西燕里２鄰中民路５９２號 南燕里 25-28,30 南燕里

0351 燕巢威靈寺 西燕里３鄰中民路５４８號 西燕里 1-5,12-14,19-23

0352 燕巢國小（二年仁班） 東燕里２鄰中華路１７７號 西燕里 6-11,24-31 西燕里

0353 燕巢國小（藝能教室） 東燕里２鄰中華路１７７號 西燕里 15-18,32-40

0354 橫山國小（會議室） 橫山里１７鄰橫山路２４號 橫山里 1-7,18-21,24-25

0355 橫山國小（視聽教室） 橫山里１７鄰橫山路２４號 橫山里 8-17,22,23,26,27 橫山里

0356 深水里辦公處 深水里１０鄰深興路８６號 深水里 10-20,24,26 深水里

0357 深水國小（喜閱森林屋） 深水里２５鄰深中路２號 深水里 1-9,22,23,25

彌陀區

0358 光和社區活動中心 光和里光和路７９號 光和里 全里 光和里

0359 彌陀國小(樂齡教室) 彌靖里中正路２１３號 彌靖里 1-18 彌靖里

0360 彌陀國小（2年1班） 彌靖里中正路２１３號 彌靖里 19-30

0361 彌陀國小(2年3班) 彌靖里中正路２１３號 彌仁里 全里 彌仁里

0362 彌壽社區活動中心 彌壽里中正西路一巷５－２號 彌壽里 全里 彌壽里

0363 彌陀社區活動中心1 彌陀里中正路自由巷９號 彌陀里 1-13 彌陀里

0364 彌陀社區活動中心2 彌陀里中正路自由巷９號 彌陀里 14-21

0365 舊港社區活動中心 舊港里舊港路南二巷１６號 舊港里 1-12 舊港里

0366 高雄市彌陀老人福利協進會 舊港里舊港路西二巷１－９號 舊港里 13-20

0367 壽齡國小（1年1班） 文安里國校路１號 文安里 1-12

0368 壽齡國小（2年1班） 文安里國校路１號 文安里 13-21 文安里

0369 鹽埕、過港社區康樂室 過港里鹽港二路５３－６號 過港里 全里 過港里

0370 安樂宮（東側廟室） 過港里產業路３號 鹽埕里 1-16

0371 安樂宮（西側廟室） 過港里產業路３號 鹽埕里 17-24 鹽埕里

0372 海尾社區活動中心 海尾里１鄰海尾路５４號 海尾里 全里 海尾里

0373 漯底社區活動中心 漯底里樂安路廟巷１４號 漯底里 全里 漯底里

0374 南寮社區活動中心 南寮里南寮路１０１巷１０－１號 南寮里 1-16,25-26 南寮里

0375 南寮社區新庄活動中心 南寮里新庄路１－２０號 南寮里 17-24,27

梓官區

0376 梓信社區活動中心 梓信里中學路７３號 梓信里 1-4,12-14,17-19 梓信里

0377 義氣堂旁(舊梓信社區活動中心) 梓信里梓官路３７６號 梓信里 5-11,15-16,20-23

0378 梓官國小會議室 梓義里進學路６１號 梓義里 1-3,6,10-11

0379 梓義社區活動中心 梓義里進學路５７號 梓義里 4-5,7-9,12-17 梓義里

0380 梓和社區活動中心 梓和里大宅街３８號 梓和里 1-3,9-10,12-13,20,22-23 梓和里

0381 梓官老人活動中心 平等路１９０號 梓和里 4-8,11,21

0382 梓官國小音樂教室 梓和里進學路６１號 梓和里 14-19

0383 梓平社區活動中心 梓平里梓官路城隍巷１２３之１號 梓平里 全里 梓平里

0384 中崙社區活動中心 中崙里中崙路１１２巷４９號 中崙里 全里 中崙里

0385 同安社區活動中心 同安里同安路１８３號 同安里 全里 同安里

0386 大舍社區活動中心 大舍里大舍東路公厝巷４號 大舍里 1-16 

0387 大舍東路113號民宅 大舍里大舍東路１１３號 大舍里 17-27 大舍里

0388 梓官教會(飛揚福利服務協會梓官工作站) 大舍里大舍西路１６號 大舍里 28-36

0389 赤崁社區活動中心 赤崁里赤崁東路５７號 赤崁里 1-10 赤崁里

0390 淨華寺 赤崁里赤崁東路５５號 赤崁里 11-23

0391 赤東社區活動中心 赤東里赤崁東路４８－５號 赤東里 1-10,22-25 赤東里

0392 赤崁老人活動中心 赤東里中正路５１９號 赤東里 11-21,26-27

0393 赤西社區活動中心 赤西里赤崁南路１３０巷２６號 赤西里 全里 赤西里

0394 禮蚵社區活動中心 禮蚵里光明路７９巷７號 禮蚵里 1-5,10-15

0395 蚵寮國小桌球教室 禮蚵里光明路１７７號 禮蚵里 6-9,16-22 禮蚵里

0396 民安宮 智蚵里通安路２６０巷１０號 智蚵里 1-14

0397 智、信蚵社區聯合活動中心右邊 智蚵里廣澤路３號 智蚵里 15-18 智蚵里

0398 通安宮旁(舊信蚵社區活動中心) 信蚵里通安路３０５巷４０號 信蚵里 1-12

0399 智、信蚵社區聯合活動中心左邊 信蚵里廣澤路３號 信蚵里 13-14 信蚵里

0400 茄苳社區活動中心 茄苳里嘉好路６４巷１號 茄苳里 1,12-19 茄苳里

0401 茄典基督長老教會 茄苳里嘉展路４６７號 茄苳里 2-11

0402 典寶代天府 典寶里展寶路４號 典寶里 1-6,17

0403 典寶橋聖安宮 典寶里大舍南路３８９巷２０－１號 典寶里 7-16 典寶里

橋頭區

0404 橋頭社區活動中心 橋頭里橋頭路９０號 橋頭里 2-4,6-7,9-11,13,17-20 橋頭里

0405 橋頭國中活動中心 橋頭里新興路７０號 橋頭里 1,5,8,12,14-16,21-28

0406 橋南社區活動中心 橋南里糖北路３－１號 橋南里 全里 橋南里

0407 仕隆社區活動中心 仕隆里仕隆路６２－１號 仕隆里 1-17

0408 仕隆國小成人教育班教室 仕隆里仕隆路進校巷１６號 仕隆里 18-30 仕隆里

0409 仕豐社區活動中心 仕豐里仕豐南路４９號 仕豐里 1-14 仕豐里

0410 仕豐社區活動中心〈長春亭〉 仕豐里仕豐南路４９號 仕豐里 15-28

0411 芋寮社區活動中心 芋寮里芋寮路廟邊巷２－１號 芋寮里 全里 芋寮里

0412 東林社區活動中心 東林里里林東路楊厝巷６號 東林里 1-11

0413 五里林天后宮 東林里東林路３１號 東林里 12-24 東林里

0414 西林里辦公處 西林里里林西路文明巷３５號 西林里 1-9 西林里

0415 西林社區活動中心 西林里里林西路文明巷３５號 西林里 10-18

0416 白樹社區活動中心 白樹里建樹路４３號 白樹里 1-7,12-17 白樹里

0417 白樹代天府 白樹里建樹路５６號 白樹里 9-11,22-23,25,27,29-33

0418 精忠新村活動中心 白樹里白樹路莒光巷２號旁 白樹里 8,18-21,24,26,28

0419 筆秀社區活動中心 筆秀里筆秀路廟前巷４號 筆秀里 1-8,16-18 筆秀里

0420 林仔頭護安宮 筆秀里林西路１１號 筆秀里 9-15

0421 新莊社區活動中心 新莊里明神路定祥巷１之１號旁 新莊里 1-7

0422 仕元代天府集會所 新莊里仕元路右邊巷１７號旁 新莊里 11-13

0423 內政部營建署高雄新市鎮工務所第一會議室 新莊里橋新五路２９９號 新莊里 8-10,14 新莊里

0424 甲北社區活動中心 甲北里甲圍路６６號 甲北里 1-14,24 甲北里

0425 甲圍國小器材室 甲北里甲昌路２５０號 甲北里 15-23

0426 甲南社區活動中心 甲南里甲新路８０號 甲南里 1-13 甲南里

0427 甲南里辦公處 甲南里村中路３號 甲南里 14-25

0428 頂鹽社區活動中心 頂鹽里南北路２號 頂鹽里 全里 頂鹽里

0429 中崎社區活動中心 中崎里中崎路關聖巷２１號 中崎里 全里 中崎里

0430 帝仙宮儲藏室 仕和里仕豐路神農巷１４號 仕和里 1-15 仕和里

0431 帝仙宮閱覽室 仕和里仕豐路神農巷１４號 仕和里 16-27

0432 註生宮 仕和里仕豐路神農巷５１號 仕和里 28-37

0433 德松社區活動中心 德松里德松路和平巷１－１號 德松里 全里 德松里

0434 三山國王廟 三德里三仙路２３號 三德里 全里 三德里

投【開】票所設置地點一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