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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選舉法令 宏揚法治精神

第十屆立法委員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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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屆立法委員選舉選舉公報-高雄市第8選舉區
高雄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第8選舉區：旗津區、前鎮區、小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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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高雄中學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高雄市106年社會優秀青年

立法院國會助理

高雄智庫執行長

OpenKMT副秘書長

國民黨19、20全黨代表(因說真話

質疑韓國瑜遭開除黨籍)

博勝出身深藍平民家族，高雄在地出生，在國會長期擔任幕僚，擬定政策。讓博勝從幕後踏上參選的契機，
其實就是去年的韓流。去年，我們看到了在高雄執政20年的民進黨，如何被人民唾棄。尤其是最後兩年，民
進黨中央完全執政，高雄也完全執政，但高雄持續原地踏步，民進黨變得比過去的國民黨更腐朽貪婪，所以
高雄翻轉了。
但我們都被欺騙了，一碗滷肉飯一瓶礦泉水騙倒全台灣，結果雲林住別墅，台北拚豪宅。謊話滿天飛，選後
條條都跳票，高雄的未來規劃完全沒影。落跑不只是背棄對高雄的承諾，更讓整個社會陷入撕裂惡鬥的漩
渦。 
藍綠打混，高雄灰濛濛，空汙30年我們承受。藍綠無能，產業停滯，二十幾年原地踏步。 
藍綠亂搞，國七烏龍，交通建設七零八落。 
六大關懷政策：婦幼 ● 勞工 ● 長照 ● 都更 ● 交通 ● 產業
婦幼：0到6歲幫您養，排富條款提高政策可行性
勞工：本勞外勞最低薪資全面脫鉤，本勞特別條例保障 
長照：推動科技化大健康產業，單窗口整合服務
都更：老舊公寓全面重建，政府媒合先建後拆
交通：高雄南區大環線計畫，串聯六大工業區，軌道與高架並行
產業：全面升級低耗能低汙染高CP值產業，空汙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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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餐旅教

育研究所碩士、中國文化

大學理學士

高雄市第六~七屆議員、縣市合併

後第一~三屆議員、中國國民黨高

雄市黨部副主委、高雄市婦女會理

事長、高雄市前鎮區婦聯會主委、

高雄仁愛扶輪社社長、宜蘭縣旅高

同鄉會理事、救國團小港區團務委

員會會長、社教館小港社教站召集

人、高雄市小港區婦女會理事長

●興建旗津捷運、第二過港隧道，旗津公有土地釋出，伸張土地正義 
●力爭老農漁津貼 8000 元 
●政府依既定承諾進行大林蒲遷村、設置循環產業園區 
●改善空污，推動減碳無煤家園 
●推廣科丁及雙語教育，公立及準公共化幼兒園倍增 
●205兵工廠如期遷建，臨海工業區、前鎮加工區產業升級 
●前鎮設自由貿易特定區，多功能經貿園區加速開發 
●修改財政收支劃分法、提高中央統籌分配款
●啟動小港機場遷建規劃 
●爭取就學貸款免利息 
●食安法、毒害防治條例、年改違憲條例等優先修法 
●長照保險法、提高薪資條例、青年創業條例等民生法案優先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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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

究所碩士

立法委員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召委、內政委員

會召委

立法院民進黨團副幹事長

立法院永續會副會長

公督盟國會評鑑連續七次優秀立委

高雄市政府海洋局局長、新聞局局

長、觀光局主任秘書

2009年高雄世運會執行秘書

黃色小鴨策展人

五月天代言推手

行政院新聞局簡任秘書

行政院勞委會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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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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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德高中

蔡逍遙獎學基金會董事長

高雄市舉重協會名譽主委

高雄市第三、四、五、七屆市議員

前鎮、小港、瑞祥高中家長會長

1.再次開放寺廟補辦登記及專爐專燒，讓信眾們有合法宗教信仰場所。
2.督促政府建立宗教救災救難資源整合平台，讓受災戶們不擔心。
3.推動12年國民義務教育，再向下延伸3年為15年，從4歲小班幼兒教育開始，逐步視國家財政落實0-6歲幼兒
國家協助養育的政策。
4.推動民法將成年標準下修為18歲。
5.全面清查高雄市貧困勞工，老農及榮民，榮眷，爭取中央預算支援市府確實做好生活照顧。
6.爭取中央預算支援高雄市，廣設青年及銀髮社會住宅，解決市民居住的問題。
7.爭取中央及各縣市設立新住民委員會，協助新住民融入台灣社會，照顧新住民子女教育及就業。
8.保障勞工權益，維持一例一休精神，但調整為「異業異法」，建構兼具保障與彈性的勞動法，維護勞資長
遠和諧共創榮景。
9.推動人民實質參與的陪審制度，維護司法公正。
10.前鎮，小港結合大寮，林園4區，全面推動傳統產業新生，並升級為轉運加工中心。
11.建立各里銀髮族共餐聚會據點、免費施打疫苗加上實施居家醫療，還要廣設日照中心，要建立完整而堅實
的銀髮照護系統。

12.推動國小各校建立公托幼兒所，公民營合辦去擴充公托，增加臨托給全職媽媽喘息。
13.規劃配套並施行流浪動物「誘捕、絕育、防疫、回置(TNVR)」，在不影響用路安全及國人居住環境的情況
下，希望真正的TNVR可以在台灣被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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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
村里

所屬鄰別
原住民
所屬村里

旗津區

1752 旗津天后宮旗峯會館 高雄市旗津區旗下里１６鄰廟前路９５號 旗下里 全里

1753 明心社修善堂禮堂 高雄市旗津區永安里８鄰吉祥巷６８號 永安里 全里

1754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旗後教會 高雄市旗津區永安里１２鄰廟前路１３號 振興里 全里

1755 旗津國小二年一班教室 高雄市旗津區慈愛里２１鄰中洲三路６２３號 慈愛里 1-6,13-17,21,22

1756 旗津國小二年三班教室 高雄市旗津區慈愛里２１鄰中洲三路６２３號 慈愛里 7-12,18-20

1757 復興里活動中心北側
高雄市旗津區復興里２４鄰旗津三路９００巷
３３號

復興里 1-14

復興里

旗下里

永安里

振興里

慈愛里

中華里

實踐里

北汕里

南汕里

上竹里

中洲里

安順里

中興里 

1758 復興里活動中心南側
高雄市旗津區復興里２４鄰旗津三路９００巷
３３號

復興里 15,17-26

1759 福壽宮活動室
高雄市旗津區中華里１１鄰旗津三路９５４巷
１１之１號

中華里 全里

1760
中山大學旗津基地 (原技工宿
舍)

高雄市旗津區實踐里９鄰北汕尾巷６號 實踐里 全里

1761 旗津天聖宮北側 高雄市旗津區北汕里１６鄰旗津三路５２號 北汕里 1-8

1762 大願院會議室 高雄市旗津區北汕里１４鄰中洲三路２號 北汕里 9-17

1763 大汕國小一年一班教室 高雄市旗津區南汕里３鄰中洲二路２０３號 南汕里 1-6

1764 大汕國小二年一班教室 高雄市旗津區南汕里３鄰中洲二路２０３號 南汕里 7-13

1765 上竹天鳳宮 高雄市旗津區上竹里５鄰上竹巷１４３號 上竹里 1-10

1766 中洲國小樂活教室 高雄市旗津區上竹里１６鄰旗津二路２７５號 上竹里 11-22

1767 高雄區漁會中洲家政班教室 高雄市旗津區中洲里６鄰永興巷３６號 中洲里 5-12

1768 中洲國小一樓圖書分館 高雄市旗津區上竹里１６鄰旗津二路２７５號 中洲里 1-4,13

1769 慈世亭 高雄市旗津區安順里７鄰渡船巷５６號 安順里 全里

1770 鳳山寺一樓 高雄市旗津區中興里１鄰旗津二路２５７號 中興里 1-8

1771 高雄市鳳天宮一樓
高雄市旗津區中興里１５鄰敦和街２巷６８弄
１３號

中興里 9-18

前鎮區

1772 率性佛堂左側左邊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中街３６號 草衙里 1,2,3,5,7,8,9,10,11

1773 佛公國小E化教室01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里后平路１３５號 草衙里 22,29,41,43

1774 佛公國小二年一班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后平路１３５號 草衙里 18,19,20,30

1775 佛公國小二年三班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后平路１３５號 草衙里 24,25,31,32,33

1776 佛公天后宮左側 高雄市前鎮區天后街３４號 草衙里 26,28,35,37,39

1777 率性佛堂左側右邊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里草衙中街３６號 草衙里 12,13,15,17 草衙里

1778 佛公國小二年二班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里后平路１３５號 草衙里 34,40,42,44

1779 草衙等四里聯合活動中心一樓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里后安路１５２號１樓 草衙里 21,23,27,36,38

1780 朝陽寺香客大樓一樓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中街３４號 明孝里 1-11

1781 蔡清泰宅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中街４３號 明孝里 12-18

1782 高雄巿漁民服務中心 高雄市前鎮區漁港中一路２號 明孝里 19-28

明孝里

明正里

明義里

仁愛里

平等里

平昌里

明禮里

明道里

1783 明正國小一年一班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明道路２號 明正里 2-13

1784 明正國小一年二班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明道路２號 明正里 14-18

1785 明正國小課後照顧班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明道路２號 明正里 19-26

1786 紅毛港國小二年一班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明鳳七街１號 明正里 27,29

1787 紅毛港國小三年一班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明鳳七街１號 明正里 28,30

1788 明正國小會議室 高雄市前鎮區明道路２號 明義里 1-10

1789 三龍宮右側儲藏室 高雄市前鎮區福民街４５巷１７號 明義里 12-20

1790
仁愛國小高雄市前鎮區樂齡學
習中心

高雄市前鎮區新衙路９３號(由德昌路正門進入) 仁愛里 全里

1791 前鎮國中C棟三年1班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新衙路１７號 德昌里 1-10

1792 前鎮國中C棟一年6班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新衙路１７號 德昌里 11-24

1793 前鎮高中奮發樓二年3班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鎮中路１３２號 平等里 1-13

1794 前鎮高中奮發樓二年4班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鎮中路１３２號 平等里 14-19

1795 前鎮高中奮發樓二年2班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鎮中路１３２號 平昌里
1,2,3,4,5,11,12,13,
14

1796 前鎮國中排球館東側 高雄市前鎮區新衙路１７號〈東側門進入〉 明禮里 全里

1797 五千宮 高雄市前鎮區衙和三街１號 信義里 全里

1798 天聖宮 高雄市前鎮區衙孝街２５號 信德里
1,2,4,6,8-
16,18,19,21

1799 興仁國中圖書館 高雄市前鎮區德昌路３４５號 信德里 17,22-33

1800 前鎮國中Ｂ棟補校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新衙路１７號 明道里 全里

1801 慈正宮 高雄市前鎮區興旺路３３１巷１２號 興化里 全里

1802 前鎮國小鎮陽社區關懷據點 高雄市前鎮區新生路２００號(興順街側門進入) 興仁里 全里

1803 警善堂 高雄市前鎮區前鎮二巷１０之１號 前鎮里 全里

1804 洪國崴宅 高雄市前鎮區鎮東街３０號 鎮東里 1-11

1805 基督教循理會佳音教會 高雄市前鎮區鎮東街１９號 鎮東里 12-21

1806 慈德宮會議室 高雄市前鎮區鎮榮街９１號 鎮榮里 1-11

1807 慈德宮辦公室 高雄市前鎮區鎮榮街９１號 鎮榮里 12-24

1808
鎮昌鎮榮里活動中心大門進入
前面

高雄市前鎮區鎮興路８２號 鎮昌里 1,4-14

1809
鎮昌鎮榮里活動中心大門進入
後面

高雄市前鎮區鎮興路８２號 鎮昌里 15-22

1810 新明德東社區活動中心 高雄市前鎮區鎮東一街３９５巷３０－１號 鎮海里 1-13

1811 鎮昌國小116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樹人路２６１號 鎮海里 14-21

1812 鎮昌國小110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樹人路２６１號 鎮海里 22-26

1813 前鎮長老教會 高雄市前鎮區鎮賢街４９號 鎮陽里 全里

1814 社會局無障礙之家虹盛庭 高雄市前鎮區翠亨北路３９２號 興邦里 1-8

德昌里

信義里

信德里

興化里

興仁里

前鎮里

鎮東里

鎮榮里

鎮昌里

鎮海里

鎮陽里

興邦里

鎮中里

鎮北里

忠純里

忠誠里

西山里

民權里

建隆里

振興里

良和里

西甲里 

1815 社會局無障礙之家服務台 高雄市前鎮區翠亨北路３９２號 興邦里 9-20

1816 裕峯遊覽車公司停車場 高雄市前鎮區前鎮街１２８號 鎮中里 全里

1817 鎮南宮正善堂 高雄市前鎮區鎮旺街１號 鎮北里 全里

1818 君毅正勤里活動中心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９６９巷１２號〈由東北
側門進入〉

忠純里 1-13

1819 君毅正勤里活動中心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９６９巷１２號〈由東南
側門進入〉

忠純里 14-24

1820
獅甲社區管理委員會後方閱覽
室

高雄市前鎮區正勤路３９號 忠純里 25-27

1821 獅甲國小五年三班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三路４５號 忠純里 28-29

1822 君毅正勤里活動中心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９６９巷１２號〈由西北
側門進入〉

忠誠里 1-10

1823 君毅正勤里活動中心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９６９巷１２號〈由西南
側門進入〉

忠誠里 11-24

1824 復興國小棒球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３３１號 西山里 2-11

1825 復興國小社會教室2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３３１號 西山里 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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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6 復興國小焙課基地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３３１號 西山里 21,23-33

1827 民權里活動中心 高雄市前鎮區管仲路５０巷１號 民權里 1-4,13-16

1828 民權國小一年二班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沱江街２００號 民權里 5-12,17

1829 民權國小一年四班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沱江街２００號 民權里 18-23

1830 獅甲國小二年一班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三路４５號 建隆里 全里

1831 獅甲國小幼兒園辦公室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三路４５號 振興里 1-14

1832 獅甲國小一年二班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三路４５號 振興里 15-23

1833 獅甲國小二年二班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三路４５號 良和里 1-17

1834 復興國小幼兒大餐廳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３３１號 良和里 18-31

1835 復興國小體能活動室(2)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３３１號 西甲里 1-11

1836 復興國小體能活動室(1)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３３１號 西甲里 13-24

1837 愛群國小三年1班教室(二樓)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二路１９４號 盛興里 1-11

1838 愛群國小三年2班教室(二樓)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二路１９４號 盛興里 12-22

1839 愛群國小一年3班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二路１９４號 盛豐里 1-16

1840 愛群國小二年1班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二路１９４號 盛豐里 17-29

1841 愛群國小二年2班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二路１９４號 興中里 1,3-6,9-14

1842 愛群國小二年3班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二路１９４號 興中里 16-25

1843 愛群國小四年1班教室(二樓)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二路１９４號 興中里 26-34

1844 中正高工普一忠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８０號 興東里 1-9

1845 中正高工圖一忠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８０號 興東里 10-15

1846 中正高工圖二忠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８０號 興東里 16-22

1847 中正高工汽二忠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８０號 興東里 23-27

1848 愛群國小一年1班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二路１９４號 忠孝里 1-13

1849 愛群國小一年2班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二路１９４號 忠孝里 14-29

1850 光華國小三年五班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廣西路５７號 復國里 1-19

1851 光華國小一年五班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廣西路５７號 復國里 20-35

1852 樂群國小資源班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育樂路６１號 竹內里 1-14

1853 樂群國小美勞教室(2) 高雄市前鎮區育樂路６１號 竹內里 15-24

盛興里

盛豐里

興中里

興東里

忠孝里

復國里

竹內里

竹東里

竹南里

竹北里

竹西里

竹中里

瑞竹里

瑞南里

瑞豐里

瑞祥里

瑞東里

瑞和里

瑞平里

瑞隆里

瑞北里

瑞西里

瑞崗里

瑞興里

瑞誠里

瑞文里

瑞華里

瑞昌里 

1854
光華國中仁愛樓2樓二年四班教
室

高雄市前鎮區和平二路１７０號(由二聖一路
１０７巷後門進入)

竹東里 1-8

1855
光華國中仁愛樓2樓二年五班教
室

高雄市前鎮區和平二路１７０號(由二聖一路
１０７巷後門進入)

竹東里 9-17

1856 樂群國小六年五班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育樂路６１號 竹南里 1-13

1857 樂群國小五年五班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育樂路６１號 竹南里 14-27

1858 民權國小一年三班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沱江街２００號 竹南里 28-30

1859 民權國小一年一班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沱江街２００號 竹南里 31-33

1860 民權國小一年六班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沱江街２００號 竹南里 34-36

1861
光華國中仁愛樓2樓二年一班教
室

高雄市前鎮區和平二路１７０號 竹北里 1-8

1862
光華國中仁愛樓2樓二年二班教
室

高雄市前鎮區和平二路１７０號 竹北里 9-19

1863 中正高工汽二孝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８０號 竹西里 1-14

1864 中正高工汽一忠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８０號 竹西里 15-23

1865 中正高工汽一孝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８０號 竹西里 24-29

1866 光華國小一年一班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廣西路５７號 竹中里 1-4

1867 光華國小一年二班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廣西路５７號 竹中里 5-13

1868 光華國小一年三班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廣西路５７號 竹中里 14-23

1869 憲德宮 高雄市前鎮區籬仔內路７６號 瑞竹里 1,6,7,8,10-15

1870 瑞祥高中群英樓國中童軍教室B 高雄市前鎮區班超路６３號 瑞竹里 2,4,5,9,16

1871 瑞祥高中創造樓高一9班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班超路６３號 瑞南里 1-14

1872 瑞祥高中創造樓高二9班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班超路６３號 瑞南里 15-23

1873 瑞祥高中創造樓高三9班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班超路６３號 瑞南里 24-27,33,34

1874 瑞祥高中奮鬥樓國三1班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班超路６３號 瑞南里 28-32

1875 瑞祥高中奮鬥樓國三3班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班超路６３號 瑞豐里 1-10

1876 瑞祥高中奮鬥樓國三2班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班超路６３號 瑞豐里 12-26

1877 瑞祥國小二年1班 高雄市前鎮區班超路２０號 瑞祥里 1-9

1878 瑞祥國小二年2班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班超路２０號 瑞祥里 10-17

1879 瑞祥國小二年3班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班超路２０號 瑞祥里 18-23

1880 瑞祥國小二年4班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班超路２０號 瑞祥里 24-27

1881 瑞祥國小三年6班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班超路２０號 瑞東里 1-4,12-15

1882 瑞祥國小三年8班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班超路２０號 瑞東里 5-11,16-20

1883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凱旋教會 高雄市前鎮區公正路１０６巷１號 瑞和里 1-9

1884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凱旋教會 高雄市前鎮區公正路１０６巷１號 瑞和里 10-19

1885 基督教信義會崗山教會
高雄市前鎮區崗山南街３９６號(由崗山南街大門
出入)

瑞平里 1-11

1886 基督教信義會崗山教會
高雄市前鎮區崗山南街３９６號(由崗山南街
３７４巷側門出入)

瑞平里 12-21

1887 崗山仔南區老人活動中心 高雄市前鎮區保泰路３０３號(由保泰路大門出入) 瑞平里 22-27

1888 瑞豐國小二年一班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１００號 瑞隆里 1-9

1889 瑞豐國小一年八班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１００號 瑞隆里 10-15,19,20

1890 崗山仔南區老人活動中心1樓
高雄市前鎮區保泰路３０３號(由崗山橫街後門進
入)

瑞隆里 16-18,21-23

1891
瑞豐國中活動中心一樓腳踏車
停車場右側前面

高雄市前鎮區瑞興街９９號(由康寧街進入) 瑞北里 1-14

1892
瑞豐國中活動中心一樓腳踏車
停車場右側後面

高雄市前鎮區瑞興街９９號(由康寧街進入) 瑞北里 15-29

1893
瑞豐國中活動中心一樓腳踏車
停車場左側前面

高雄市前鎮區瑞興街９９號(由康寧街進入) 瑞西里 1-15

1894
瑞豐國中活動中心一樓腳踏車
停車場左側後面

高雄市前鎮區瑞興街９９號(由康寧街進入) 瑞西里 16-24

1895 崗山仔保安宮 高雄市前鎮區瑞義街１４號 瑞崗里 1-10

1896 善導天主堂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３５６號 瑞崗里 11-21

1897 崗山仔中區老人活動中心1樓 高雄市前鎮區瑞孝街３３號 瑞興里 1-8

1898 崗山仔中區老人活動中心3樓 高雄市前鎮區瑞孝街３３號 瑞興里 9-19

1899 瑞豐國中1101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瑞興街９９號 瑞誠里 1-6

1900 高雄市召會瑞興街會所 高雄市前鎮區瑞興街１５６號 瑞誠里 7-15

1901 瑞豐國中1104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瑞興街９９號 瑞文里 1-10

1902 瑞豐國中1106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瑞興街９９號 瑞文里 11-16

1903 瑞豐國小一年四班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１００號 瑞華里 1-5

1904 瑞豐國小一年五班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１００號 瑞華里 6-15

1905 瑞豐國小一年六班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１００號 瑞華里 16-21

1906 瑞豐國小生活教育室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１００號 瑞昌里 1-5

1907 瑞豐國小一年一班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１００號 瑞昌里 6-13

1908 瑞豐國小一年二班教室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１００號 瑞昌里 14-22

小港區

1909 小港國小課後照顧班﹙一﹚ 高雄市小港區平和路１號 小港里 1-4,6,8,9

小港里

港口里

港正里

港墘里

港明里

港后里

港南里

港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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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0 小港國小課後照顧班﹙二 ﹚ 高雄市小港區平和路１號 小港里 12-20

1911 小港國小專科教室2 高雄市小港區平和路１號 港口里 1-14

1912 港口里活動中心 高雄市小港區鋼平街１７３巷２號 港口里 15-25

1913 小港國小鄉土語言教室 高雄市小港區平和路１號 港正里 1-12

1914 小港國小自然科教室1 高雄市小港區平和路１號 港正里 13-20

1915 港和國小學生活動中心 高雄市小港區平和南路３００號 港墘里 全里

1916 萬德禪寺大廳右側 高雄市小港區漢威街１４１號 港明里 1-8

1917 萬德禪寺大廳左側 高雄市小港區漢威街１４１號 港明里 9-15

1918 港后里活動中心左側 高雄市小港區豐田街６６號 港后里 2-6

1919 港后里活動中心右側 高雄市小港區豐田街６６號 港后里 1,7-11

1920
小港國中西銘樓314教室(西
107)

高雄市小港區平和南路１８５號 港南里 1-7

1921
小港國中西銘樓男子手足球隊
休息室(西106)

高雄市小港區平和南路１８５號 港南里 8,9,11-15

1922 港興社區活動中心 高雄市小港區福隆街６３號 港興里 1-7

1923 小港國中南華樓南102教室 高雄市小港區平和南路１８５號 港興里 8-12

1924 二苓國小二年一班教室 高雄市小港區立群路６號 鳳宮里 1-5

1925 二苓國小二年三班教室 高雄市小港區立群路６號 鳳宮里 6-12

1926 二苓國小一年一班教室 高雄市小港區立群路６號 店鎮里 1-8

1927 二苓國小一年二班教室 高雄市小港區立群路６號 店鎮里 9-14

1928 二苓國小一年三班教室 高雄市小港區立群路６號 店鎮里 15-21

1929 二苓國小一年四班教室 高雄市小港區立群路６號 店鎮里 22-27

1930 高雄公園老人活動中心左側 高雄市小港區中山四路２９號 大苓里 1-10

1931 高雄公園老人活動中心右側 高雄市小港區中山四路２９號 大苓里 11-17

1932 二苓國小二年四班教室 高雄市小港區立群路６號 二苓里 1-3,16,20-22

1933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系學會及志
工社團聯合辦公室

高雄市小港區大業北路４３６號 二苓里 4-11

1934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C103普通教
室

高雄市小港區大業北路４３６號 二苓里 12-15,17-19

1935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社團多功能
活動區

高雄市小港區大業北路４３６號 三苓里 1-5,12,15,16

1936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C106普通教
室

高雄市小港區大業北路４３６號 三苓里 6-11,13,14

1937 中山國中一年13班教室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３５２號 正苓里 1,3-12,14

1938 中山國中三年17班教室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３５２號 正苓里 15-17,19-25

1939 中山國中一年1班教室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３５２號 正苓里 26,28-38

1940 中山國中三年14班教室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３５２號 順苓里 1-6,23

1941 中山國中二年12班教室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３５２號 順苓里 7-15,25

1942 中山國中二年9班教室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３５２號 順苓里 16-22,24,26

1943 漢民國小一年十班教室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５００號 六苓里 1-4

鳳宮里

店鎮里

大苓里

二苓里

三苓里

正苓里

順苓里

六苓里

宏亮里 

1944 漢民國小多功能教室一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５００號 六苓里 5-8

1945 漢民國小三年四班教室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５００號 宏亮里 1-7

1946 漢民國小三年五班教室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５００號 宏亮里 8-13

1947 青山國小五年一班教室 高雄市小港區飛機路１５３號 山東里 1-13

1948 青山國小五年三班教室 高雄市小港區飛機路１５３號 山東里 15-27

1949 青島新城乙區一樓會議室 高雄市小港區光盛街５０號 青島里 1-5,7,8,16,17,19

1950 山東、青島里社區活動中心 高雄市小港區中光街２３號 青島里 10-15,18,20

山東里

青島里

濟南里

泰山里 

1951 濟南里活動中心 高雄市小港區飛機路１５３號 濟南里 1-11

1952 青山國小二年一班教室 高雄市小港區飛機路１５３號 濟南里 12-19

1953 青山國小課後照顧班辦公室 高雄市小港區飛機路１５３號 濟南里 20-26

1954 青山國小二年三班教室 高雄市小港區飛機路１５３號 泰山里 1-12

1955 青山國小四年一班教室 高雄市小港區飛機路１５３號 泰山里 13-17

1956 鳳陽國小二年一班教室 高雄市小港區鳳陽街２號 山明里 10,11,29

1957 鳳陽國小二年二班教室 高雄市小港區鳳陽街２號 山明里 13,30-32

1958 鳳陽國小二年三班教室 高雄市小港區鳳陽街２號 山明里 3-9

1959 華山國小1年2班教室 高雄市小港區華仁街１號 山明里 19,20,26,27

1960 山明里活動中心一樓 高雄市小港區鳳福路３號 山明里 2,12,17,18,24

1961 鳳陽國小一年一班教室 高雄市小港區鳳陽街２號 山明里 1,21-23

1962 鳳陽國小一年二班教室 高雄市小港區鳳陽街２號 山明里 14-16,28

1963 華山國小1年3班教室 高雄市小港區華仁街１號 山明里 25

1964 太平國小弘道樓課後照顧班(1) 高雄市小港區營口路１號 高松里 1-10

1965 太平國小弘道樓課後照顧班(2) 高雄市小港區營口路１號 高松里 11-17

1966 太平國小弘道樓科任教室(1) 高雄市小港區營口路１號 高松里 18-24

1967 華山國小1年1班教室 高雄市小港區華仁街１號 松金里 1-3,5-8,10-12
松金里

山明里 

1968 華山國小1年4班教室 高雄市小港區華仁街１號 松金里 13-17,19-21

1969 太平國小敬業樓二年3班教室 高雄市小港區營口路１號 松山里 2-5

1970 太平國小敬業樓二年1班教室 高雄市小港區營口路１號 松山里 6-14

1971 坪頂國小二年二班教室 高雄市小港區大平路２號 大坪里 1-11

1972 坪頂國小第一英語教室 高雄市小港區大平路２號 大坪里 12-13

1973 坪頂國小一年二班教室 高雄市小港區大平路２號 坪頂里 1-6,13

1974 坪頂國小一年一班教室 高雄市小港區大平路２號 坪頂里 7-10

1975 坪頂國小三年二班教室 高雄市小港區大平路２號 坪頂里 11-12

1976 坪頂國小三年一班教室 高雄市小港區大平路２號 坪頂里 14-15

1977 孔宅社區活動中心 高雄市小港區孔宅街７８號 孔宅里 1-6

1978 明義國中補校2甲教室 高雄市小港區明義街２號 孔宅里 8,9,19

1979 東高雄社區活動中心 高雄市小港區旭東街２號旁 孔宅里 10-17

1980 明義國中補校3甲教室 高雄市小港區明義街２號 孔宅里 7,18,20

高松里

松山里

大坪里

坪頂里

孔宅里

廈莊里

合作里

桂林里

中厝里 

1981 廈莊里活動中心一樓 高雄市小港區新昌街１１之８號 廈莊里 1-5,11

1982 慈德宮 高雄市小港區孔鳳路２９３巷８０之３號 廈莊里 6-10,12

1983 下庄幼兒園 高雄市小港區新昌街１１號 廈莊里 13,14

1984 合作里里民活動中心 高雄市小港區孔祥街１５０號 合作里 1-6

1985 明義國小二年一班教室 高雄市小港區明義街７７號 合作里 7-13

1986 桂林國小二年五班教室 高雄市小港區桂陽路３９０號 桂林里 1-7

1987 桂林國小二年六班教室 高雄市小港區桂陽路３９０號 桂林里 8-14

1988 桂林國小二年七班教室 高雄市小港區桂陽路３９０號 桂林里 15-20

1989 桂林國小自然教室 高雄市小港區桂陽路３９０號 桂林里 21-26

1990 桂林國小多功能教室(一) 高雄市小港區桂陽路３９０號 桂林里 27-31

1991 桂林國小多功能教室(二) 高雄市小港區桂陽路３９０號 中厝里 1-11

1992 桂林國小幼兒餐廳 高雄市小港區桂陽路３９０號 中厝里 12-16

1993 桂林國小社區圖書室 高雄市小港區桂陽路３９０號 中厝里 17-20

1994 龍鳳殿 高雄市小港區朝德街１３１號 鳳鳴里 1,8-14

1995 寶靈宮 高雄市小港區丹山一路３７之１號 鳳鳴里 2-7,15-17

1996 鳳鳴國小四年忠班教室 高雄市小港區鳳鳴路１９１號 龍鳳里 1-13

1997 鳳鳴國小三年忠班教室 高雄市小港區鳳鳴路１９１號 龍鳳里 14-26

1998 大林蒲康樂活動中心左前側 高雄市小港區鳳林路８０巷３之３號 鳳森里 1-5

1999 大林蒲康樂活動中心左後側 高雄市小港區鳳林路８０巷３之３號 鳳森里 6-12

2000 大林蒲康樂活動中心右前側 高雄市小港區鳳林路８０巷３之３號 鳳林里 1-7

2001 大林蒲康樂活動中心右後側 高雄市小港區鳳林路８０巷３之３號 鳳林里 8-13

2002 鳳林國中三年三班教室 高雄市小港區龍鳳路５５９號 鳳興里 1-8

2003 鳳林國中三年一班教室 高雄市小港區龍鳳路５５９號 鳳興里 9-12

2004 鳳林國小夜光天使班教室 高雄市小港區鳳林路２０７號 鳳源里 1,3-9

鳳鳴里

龍鳳里

鳳森里

鳳林里

鳳興里

鳳源里 

2005 鳳林國小健康中心 高雄市小港區鳳林路２０７號 鳳源里 10-14

2006 鳳林國小社區圖書館 高雄市小港區鳳林路２０７號 鳳源里 15-20

投【開】票所設置地點一覽表

選舉投票有關規定，包括下列內容： 

（一） 投票時間：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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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民國八十九年一月十一日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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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民國一百零八年九月十一日以前（包括當日）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十日繼續居住者，有第十

屆立法委員選舉投票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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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零八

年十一月八日）後，遷入各該選舉區者，無選舉投票權】 

2.原住民選出之立法委員，其選舉人須符合於前款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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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規定，立法院立法委員自第七屆起一百一十三人，依自由地區直轄市、縣市七十三人、自由地區平地原住民

及山地原住民各三人、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共三十四人選出之。自由地區直轄市、縣市七十三人（即區域選舉）每縣市至少

一人，全國並劃分為七十三個選舉區，每個選舉區選出一名立法委員。自由地區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各三人，分別以全國平地

原住民、山地原住民為選舉區，由具有平地原住民或山地原住民身分之選舉人選出。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共三十四人，由選

舉人依政黨名單投票選舉，並由獲得百分之五以上政黨選舉票之政黨依得票比率選出。 

2.選舉人至投票所可領取二張立法委員選舉票，一張為直轄市、縣（市）立法委員選舉票（即區域）或原住民（平地或山地原住民）

立法委員選舉票，圈選一名候選人；另一張為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票（即政黨票），圈選一個政黨。

3.投開票地點（見投開票所一覽表）。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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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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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或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三條之一規定，處一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金。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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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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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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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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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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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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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 
(1)區域、原住民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                                       

(2)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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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選舉票為淺黃色，平地原住民選舉票為淺藍色，山地原住民選舉票為淺綠色，另
「平地原住民」、「山地原住民」選舉票右上角應加印直徑三公分紅色圓圈，並於圓
圈內分別加印紅色之「平地原住民」、「山地原住民」字樣。 
2.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選舉票為白色。 

（五） 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政黨或二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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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或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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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或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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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    黨    名    稱

欄選圈 欄次號 欄片相 欄名姓 欄黨政薦推

號       次 政    黨    標    章 政    黨    名    稱

欄選圈 欄次號 欄章標黨政 欄稱名黨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