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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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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楊

見

福

41

年

12

月

2

日

男

高

雄

市

無

黨

團

結

聯

盟

高雄市第一、二屆市議員。
高雄縣鳳山市民代表會第七、八、九、十屆主席。
高雄市直轄市商業會顧問。
鳳山區中山國小二屆家長會長

1. 爭取各路口需有監視器並強烈要求定期全面檢修，讓治安零死角。
2. 全面檢查鳳山各大公園內遊具設施，並汰舊換新。
3. 增設公立托幼比例。
4. 加強監督政府落實動保法。
5. 定期全面檢查鳳山各道路，以利於重新刨鋪。
6. 加強監督政府食安問題把關。
7. 逐年修正地方自治條例，嚴定空污排放標準，以改善空氣品質。 

2

李

雅

靜

66

年

12

月

24

日

女

高

雄

市

中

國

國

民

黨

中山大學公事所碩士、大仁藥專工安科、鳳西
國中、鳳山國小、輔英技術學院環工系

中山大學環工所博士候選人、高雄市議會第1、2
屆議員、國民黨團副總召、全國青工會總會長、第
19屆中常委、第19、20屆中央委員、輔英科大校
友會副理事長、大仁科大、正修科大校友會顧問、
2013高雄青商會長、高科大及鳳山獅子會、鳳西
扶輪社、金蘭同濟會

一 高雄拚經濟：主張重啟 高雄港自 經濟特區 ，建構招商機制及產業升級策略，提倡 環
經濟新模式兼顧環保與產業，創造就業 提高所得，讓北漂青年返鄉就業

二 活絡庶民經濟：全力爭取陸客前來觀光，推廣特色夜市及形象商圈；建立青年技職教育訓
練成功嶺，支持籌設青年創業基金，打造好賺吃城市

三 強力監督民進黨：透過釋憲 修法等手段，全盤檢討年改，恢 軍公教警消權益及尊嚴，
確保勞工退休金權益 強力監督民進黨執政，厚植國民黨重返執政實力

四 向空污宣戰：建構棋盤式公車路網 公共交通載具全面綠能化，要求逐年降低固定污染源
排放，替市民爭一口好空氣

五 文化鳳山：主張軍校局部開放設施，打造活的眷村文化博物館，發展軍事暨眷村文化觀光
整合古蹟 古廟 美食觀光地圖，吸引觀光人潮 掌握衛武營兩廳院 大東園區的優勢，
扶植藝文產業及表演人才，形成文化核心聚落，讓鳳山因文化而偉大！

六 幸福鳳山：盤點長照及公托資源，推動照護人員 專業褓姆人力銀行，主張長照及公托社
區化；提高生育及育兒補助，讓年輕夫妻敢生 能養 督促 鳳山運動園區市民運動中心
如期如質完工，力爭興建 北鳳山市民運動中心 ，推廣運動風氣，裨益鄉親健康

七 打造鳳山新亮點：持續推動五 國宅短 中 長期都市更新改造，力爭五 興建醫學中心
等級醫院，提升鄉親就醫便利 堅持文中小用地作為文教設施使用，持續推動具綠建築特
色的文山圖書館，打造文化鳳山新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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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智

鴻

73

年

5

月 

30

日

男

臺

灣

省

臺

東

縣

民

主

進

步

黨

國立中山大學海事所碩士 
國立中山大學海資系

高雄市政府新聞局主秘
陳菊市長辦公室副主任 
立委趙天麟國會執行長
綠色和平電台節目主持人 
謝長廷秘書
高雄市游泳委員會副主委
國際扶輪社3510地區媒體關係主委
高雄市台東同鄉會理事
高雄市林氏宗親會
高雄市鳳美客家事務協會顧問
高雄市屏東客屬同鄉會
鳳山慢跑協會
鳳山籃球協會顧問

4

羅

章

福

51

年

1

月

2

日

男

桃

園

市

無 國際商工(高職畢)
漁工
司機
上屆市議員參選人

一、交通住宅　停止網狀街道“癤瘡”擴張。
二、美化目標　善用“溪圳溝”逢合週邊工程。
三、三害空污　水是活化城市“環境”之源。
四、均富都政　地是民生結構“經濟”資本。
五、共創打造　老幼新天地揮青年新商機。
六、監督稅務裁罰的均衡對等執法正義。
七、推動鄰里在地發展實權管理的環境提升經濟架構基礎。
八、捷運空載橘線？規化大東站接駁﹝南北﹞鳳山溪為主軸路線。
九、成立家和萬事興的婚姻輔導室。
十、鳳甲社區設立生命急救專院。
十一、落實災難預防反磁波的檢測機制。

5

黃

 

捷

82

年

1

月

19

日

女

高

雄

市

時

代

力

量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及社會學士
高雄女中
高雄市陽明國中
鳳山區文德國小

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助理
環境線及政治線記者
台大公衛學院及國衛院研究助理
台大性別平等委員會委員
台大環境衛生研究所碩士班

6

劉

世

賢

58

年

9

月

25

日

男

臺

南

市

民

主

進

步

黨

正修科技大學附設專科進修學校二年制企管科
畢。

1. 第一、二屆鳳山區南成里里長。
2. 民主進步黨高雄市里長聯誼會副會長。
3. 民主進步黨高雄市黨部執行委員。
4. 新高市總工會理事長。
5. 鳳山區南成國小家長會副會長。
6. 鳳山區牛寮代德宮副主委。
7. 鳳山南成派出所警友站創站站長。
8. 城中獅子會理事、千禧同濟會。
9. 五甲派出所民防顧問。
10. 五甲派出所顧問。

一、路平、（路）燈亮，水溝通，垃圾清。
二、全力落實政府長照政策，打造社區長照據點、建構居家照護網絡，讓老年人得到最妥善的照顧。
三、爭取勞工提高基本薪資，監督市府加強勞資協調、減少過勞勞動，保障勞工基本權益。
四、重視少子化的國安問題，鼓勵生育，中央應統一發放並提高生育及育嬰津貼，讓年輕夫婦無後顧之

憂，安心生育及養育子女。
五、加強對弱勢族群照顧，放寬單親家庭，中低收入及殘障補助門檻。
六、爭取興建捷運黃線，從鳥松到前鎮，連結赤山、鳳山、五甲，帶動鳳山繁榮。
七、配合鐵路地下化，拆除自強路橋、青年路便橋、維新路橋，以及二處平交通，讓南北鳳山往來更為

便利。
八、結合民間力量，著手整理鳳山古城豐富的文史遺產，扶植多元的在地文化，帶動文化觀光。
九、打造大東文化園區及衞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讓鳳山成為藝文之都。
十、牛稠埔地勢低窪，排水問題必須盡速改善，解決淹水之苦。
十一、推動都市更新，再造古城經濟商圈。
十二、主張「台灣中國、一邊一國印。
十三、扁案是政治事件，應予平反。 

鳳山要紅，鳳山新舊共融，邁向更繁榮

推動「鳳山五條通」，讓鳳山從衛星變都心！

一、交通要通：（一）監督改善鳳山雍塞問題，結合大數據，用智慧

城市眼光看待路平問題。（二）監督捷運黃線未來交通配套，革新公

車班次與路線；二、經濟要通：（一）全面招商引資，增加就業機會

（二）推動老屋再生，打造青年創業生命力（三）監督鳳山新車站場

址後續開發，打造生活消費新核心；三、河岸要通：推動鳳山溪整治，

杜絕髒、亂、臭，打造乾淨水環境，讓市民可以親近；四、養育要通：

（一）爭取增加生養育補助，提升公幼托比，減輕新手爸媽負擔（二）

爭取結合社區資源或閒置空間，打造親子共學空間（三）爭取推動特

色公園，讓公園遊具多元化；五、天空要通：（一）推動電纜地下化，

打開天際線（二）空污減量，推動公車電動化，監督大型工業污染源；

六、運動政策：運動新經濟，推動運動成為新產業，改善運動軟硬體，

增進城市競爭力；七、客家政策：推動鳳山成立客家藝文推廣辦公室，

舉辦客家文化祭，打造鳳山成為六堆客家產業門戶。

智鴻自學生時期開始投入公共事務，從搬水 開車等基層工作做起，

在地方議會 中央國會，直到行政部門，一共 15 年的專業幕僚訓練

在立法院工作期間，曾協助立委趙天麟監督毒澱粉問題，以及催生

室內空氣品質標準 在高雄市政府任職期間，也曾協助氣爆災後重

建，與陳菊市長一起打造曹公圳 五甲公園與鳳山體育園區，推動

城市行銷 競選期間，更爭取鳳山劃為歷史人文風貌區，開放設置

民宿，讓老屋重生，推動深度旅遊；亦向農委會爭取鳳山熱帶園藝

試驗所修繕經費，確保周邊居民運動安全；改變選舉文化，舉辦多

場移動樂園，促進親子關係

新人參政沒基礎，但我不怕苦，一步一腳印，跑遍鳳山76里垃圾車，

總距離超過 250 公里 我握過的每雙手，都代表基層市民為生活的

拚搏 智鴻會站在市民生活

與孩子成長的視角，以理性專業優質的問政

，讓鳳山更繁榮 鳳山要紅，請幫孩子的未來

投這一票，支持年輕專業沒包袱，林智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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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張

為

盛

56

年

5

月

1

日

男

高

雄

市

無
鳳山國小
鳳西國中
樂育高中

①義守大學肄業 ( 大傳影視科系 )
②無黨正義聯盟總召
③盛祥門文化傳播電影公司董事長
④盛祥門龍獅戰鼓團團長
⑤中華演藝活動龍獅體育文化傳播總會理事長

一、捍衛正義－追查高雄市四千多億負債怎麼來的？這沈重的負擔是如何造成的？避免錯誤再次發生，
我們要捍衛高雄人和下一代高雄子弟的權益和未來。

二、照顧大高雄弱勢邊緣戶－成立單一窗口，協助他們申請相關急難救助。爭取弱勢邊緣戶的子女書籍
文具補貼款和課後輔導師資。

三、捍衛軍、公、教、警、消，應有權益。
四、引入『智慧停車』，簡化車位搜尋和停車繳費程序，方便在地人和外地訪客，大高雄成為智慧城市。
五、改革『地方稅』，活化在地經濟。
六、結合鳳山在地傳統宗教的『府，殿，廟，寺，宮，壇，堂』，推廣傳統宗教文化和慶典，成就宗教

觀光和宗教經濟。同時藉宗教強化家庭倫理觀念，讓在地人了解結婚生育是人生有意義的大事。
七、打造大高雄電影文化園區，利用『港，河，山，人，農，工，商，信仰』的元素，結合多元藝術文

化活動，讓演藝，體育，選美，農工藝，創意產業等，都是入鏡的題材，吸引國外電影製片來台拍
攝。

八、爭取地方政府擔保的無償小額貸款和便利化現有小額商業貸款，鼓勵青壯年和退休人員創業，提升
在地經濟活力。

九、爭取利用環保基金讓每戶都有一部簡便的電動摩托車，減少空污。
十、利用宗教，藝術，商業，教育，旅遊，重現「鳳山城印的風華。
十一、結合在地醫院，診所，社區復健中心，各式活動中心，照護失智和臥床老人，身心障礙患者，強

化社工服務人員的資源補助，讓鳳山成為長照和社會安全網的典範城。
十二、活化招商程序和策略，鼓勵優質產業進駐高雄設廠，媒介各式勞力，讓就業更方便，生活更無慮。
十三、爭取觀光局，環保局，和海洋資源局補助和訓練計程車駕駛，提升高雄的觀光品質。
十四、設立單一窗口，服務高雄『新住民』，協助落地生活，就業，教育等事。
十五、清理及定期檢查地下涵管，避免氣爆再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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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慧

文

63

年

7

月

28

日

女

高

雄

市

民

主

進

步

黨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工管碩士班
高雄工專電子科
高雄市瑞祥國中
高雄縣五甲國小

第一屆高雄市議員
第15、16屆高雄縣議員
第八屆鳳山市民代表
高雄市新都慢速壘球協會理事長
現任：
第二屆高雄市議員
高應大校友會常務監事
大高雄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顧問
高雄市真善美中小企業跨業交流協會顧問

1. 鳳山車站專區發展，鐵路地下化景觀動線重新盤整，帶動整體商圈發展。
2. 啟動交通動能，設環城自行車道，配合鐵路、捷運與輕軌，強化轉運功能。
3. 高雄向東發展，都市更新再造，綠色生態與公設就位，並催生鳳山新影城。
4. 閒置空間再造，眷村懷舊探索、工業區轉型，成立鳳山創意產業育成中心。
5. 世代共生，老青聯網，推動社區老幼弱照護據點，爭取生托育幼最優補助。
6. 傳統市場街區創新改善，包裝行銷，辦理在地節慶活動，營造鳳山印象。
7. 設旅遊中心，整合旅遊景點，串聯藝文，市場與街區，包裝鳳山城市美學。
8. 落實社區運動空間，爭取國民運動中心，推多元運動型態，開發運動經濟。
9. 主張台灣中國，一邊一國。
10. 扁案是政治事件，應予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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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漢

忠

42

年

10

月

28

日

男

高

雄

市

民

主

進

步

黨

梓官國小
忠孝國中
中正高工
三信家商

和春技術學院肄業
第一、二屆高雄市議員
高雄市羽球委員會主任委員
高雄市交通義勇警察大隊長
高縣機動車修理工會理事長
鳳山滑輪溜冰推廣協會理事長
鳳山區保興宮管委會常務監事

張漢忠是永遠「漢您站做伙印的基層黑手，以「為鄉親服務印為樂，以「忠於所託印的精神全力打拼，
全心全力貢獻地方，爭取鳳山的繁榮和進步：
一、活化鳳山交通，儘速興建鳳山捷運黃線，串接五甲、鳳山、赤山到長庚醫院及棒球場，與其他高雄

捷運線連結成，讓鳳山擁有更便利之大眾運輸路網。
二、發揮衛武營藝文中心、大東文化藝術中心等硬體優勢，發展文創產業、培育設計人才，打造文創舞

台、引領產業升級。
三、鳳山溪、曹公圳沿岸景觀工程再升級，整合大東文化藝術中心、鳳儀書院、平成砲臺、曹公圳、兵

仔市、鳳山廟宇等景點及特色街，形塑具觀光、人文、藝術之高品質生活圈。
四、落實老人長照，廣設老人關懷據點、推廣老人共餐、增加長照照護能力，讓基層老人能獲得更多政

府資源照顧。
五、推動老舊社區更新，危險及老舊建築優先體檢，強化安全結構，讓基層民眾住得安心。
六、改善道路品質，改進危險路口，增加市區公有停車位供給量，讓市民交通更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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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

炎

城

41

年

1

月

1

日

男

高

雄

市

民

主

進

步

黨

和春技術學院學士畢業

現任：高雄市議會第2屆議員、高雄縣職業總工會
理事長、高雄市民防大隊大隊長、高雄市攤販協進
會理事長、高雄縣家事服務職業工會理事長、高雄
市第一勞資關係協進會理事長

監督高雄市政府落實八項政策：
一、發展經濟：加速傳統產業升級、推動趨勢新興產業、串聯商圈整合行銷、提升製造業與服務業競爭

力。
二、改善空污：推動綠能循環經濟、落實空污減量措施。
三、勞工政策：保障勞動權益、增進就業機會、強化勞工教育及第二專長學習、提升勞工福利及服務措

施。
四、毒品防制：扎根學校、社區防毒宣導，預防誤用變裝新興毒品；建構社區用毒人口通報及關懷網絡

。（蘇炎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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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食安把關：積極推動產銷履歷驗證；強化農、畜、水產品安全檢驗；落實學校營養午餐食材及衛生

安全檢查；食安違規資訊揭露。
六、高齡照護：營造高齡友善環境、推廣健康促進及社會參與、充實社區關懷及高齡學習據點、提升長

照服務量能。
七、幼兒托育：提供平價教保服務、打造安心托育環境。
八、鳳山建設：

（一）完成鳳南路全線人行環境改善。
（二）加速大東文創商場開發。
（三）串聯多元建設與商圈，推動鳳山觀光。
（四）鐵路地下化後廊帶沿線周邊場域空間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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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

安

秝

84

年

8

月

13

日

女

高

雄

市

中

國

國

民

黨

正修科技大學創意產業經營學位學程管理學士
高雄高商
鳳西國中
正義中學國中部
鳳西國小

國立高雄大學高階經營管理研究所在學中
國民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
國民黨第二十屆全國黨代表
國民黨青年團高屏總召
正修校友總會商科聯誼會副會長
高雄市大學校友會聯合會代表
鳳邑開漳聖王廟管理委員會秘書

1. 強力督促市府廣辦招商，提升青年就業機會。
2. 主張規劃高雄文創專區，定期舉辦各種文創活動，吸引各地青年參與奠定文創之都地位。
3. 善用公有閒置空間，廣設公托班級。
4. 爭取增編預算整治鳳山溪，活化都會水岸。
5. 主張加速鳳山電纜全面地下化，以利社區環境美化及用路安全。
6. 監督鳳山鐵路地下化工程儘速完成，以利都市發展。
7. 爭取市府連結衛武營及大東藝文中心週邊，打造文藝鳳山。
8. 加速五甲老舊公寓社區更新，改善市容維護民眾居住安全。
9. 改善文山特區停車問題，要求規劃閒置土地成為停車空間。
10. 督促市府改善各社區排水工程，解決淹水之苦。
11. 主張領養不棄養、結紮不撲殺，爭取免費貓狗結紮及免費注射疫苗。
12. 落實寵物晶片管理制度，建議修法對惡意遺棄及虐待動物加重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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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

德

林

50

年

11

月

7

日

男

高

雄

市

中

國

國

民

黨

和春技術學院附設進修學院畢

1. 高雄市高縣退伍軍人協會理事長。
2. 高雄市高縣眷村文化發展協會榮譽理事長。
3. 高雄市高縣山東同鄉會榮譽理事長。
4. 高雄市關懷公教退休人員協會顧問。
5. 高雄市黃國山黨部委員。
6. 高雄市黃山埔黨部常委。

1. 秉持一貫為民服務之精神與理想，為提升市民福祉之政策辯護，推動及展開基層代言急先鋒。
2. 全心全力監督市政，讓地方百姓繳納的稅款真正做到取之於民，用之於民。
3. 維護公益，照顧弱勢，扮演官與民之間的橋樑，盡全力消弭兩造之間因認知誤差所產生的不公不義之

情事。
4. 監督平衡城鄉之總體發展，督促市政單位用心經營各城鄉之地方特色，促銷觀光及文化以推動地方之

經濟繁榮。
5. 重視幼兒教育、提高生育補助、關懷老人長照，捍衛食安問題、翻轉高雄經濟，打造一個有願景、有

未來、宜居、安全及祥和的高雄社會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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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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選舉區選舉公報
高雄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第9選舉區：鳳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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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

植

琪

69

年

5

月

27

日

男

臺

灣

省

屏

東

縣

無

義守大學 管理研究所 碩士
美和技術學院 企管系
立志中學
鳳甲國中
新甲國小

義守大學 模組課程 講師
東方科技大學 模組課程 講師
艾貝爾數位工程有限公司 執行長
義守大學 管理研究所 會長
鳳山區忠孝國小家長會 會長
鴻勝國際法律事務所 顧問
吉米貝兒教育機構 顧問

鳳山在地青年－有志氣。做對的事，選對的人。拋開偏見，創造無限。相信改變的力量。
成長只有一次，重視孩童營養午餐，營養均衡與食材嚴格把關。單親弱勢學童課後陪讀照顧計畫，讓家
長放心。
爭取各區增設公托及公幼，提高托育補助，減輕家長負擔。研討修正遇颱風、豪大雨、天災時公布放假
的制度。
協助規劃各級學校補助經費，適時汰換更新老舊設備及校舍，打造無毒、無害、無暴力、無霸凌的安全
校園環境。
爭取各區增加高齡日間照顧機構，確保養護中心的環境品質，建立完善獨居高齡居家安全醫療照護系統
。
建立 APP 安全通報防護網，暗巷增設 LED 照明設備，增設監控數位監視器，設置緊急警報、通報系統。
各區閒置空地空間運用，規劃更新交通動線，增加公有停車場，改善長久以來停車位不足、交通混亂的
問題。
結合各鄰里社區志工，成立志工巡邏網，共同維護居住安全與環境。要求成立動物保護警察隊。
建立鳳山特色兒童、親子、家庭、高齡公園與運動中心，打造適合各年齡層的遊樂設施與環境。
推廣鳳山在地美食、景點，發展鳳山特色夜市與景點，提升鳳山在地新經濟價值。
串聯城市、企業、學校、人才、產業、產學合作，增加高雄在地就業機會，改善高雄經濟，創造高雄新
城市價值。
嚴格監督市政、財稅，杜絕官商勾結，降低市府負債，改善財政赤字，防止高雄經濟惡化，避免債留下
個世代。
改善道路不平整與創造友善無障礙環境。嚴防豆腐渣工程品質，落實全民監督發包、施工、驗收品質與
保固維修。
嚴格查緝工業廢水、廢氣的污染排放，確實監督排放數值與動線，改善高雄空氣汙染與河川汙染。
保障市民生命財產安全，支持警察用槍時機，強化地方自治法，制定罪犯鞭刑制度，落實羈押制度，提
升城市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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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凱

元

62

年

2

月

8

日

男

桃

園

市

無
文山國小
文山國中

高雄車業負責人
省鳳商工進修中

關心空汙與生計問題。
防治水患與衛生。
呼籲政府重視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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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

易

仲

71

年

9

月

28

日

男

高

雄

市

中

國

國

民

黨

高雄市信義國小
港明中學
美國北維吉尼亞大學企管碩士

立法委員鍾紹和國會辦公室助理
高美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副校長
中國國民黨20全中央委員
中國國民黨高雄市黨部副主委
高雄市青年工作委員總會總會長
中國國民黨徵召第九屆立委參選人
中國國民黨客家委員會委員
大高雄嘉義同鄉會顧問
義守大學高階經營管理研究所

鳳凰六變，榮耀再現
【打造高雄新東區，定位大改變】以台北東區為發展範本，把鳳山打造為和亞洲新灣區、農16特區鼎足
而立的「高雄新東區印。
【智慧停車大改造，交通大改變】引進智慧停車系統，合理規畫社區停車位，停車資訊即時上傳雲端共
享平台，以科技改造老舊社區停車問題。
【公私非營全照顧，幼教大改變】公立幼稚園增班、非營利幼稚園加速增設、私立幼稚園補助比照公幼
，建立公幼、私幼、非營幼互補而平等的幼教體系，供家長多元選擇。
【全區電纜地下化，市容大改變】爭取台電優先辦理鳳山區電纜地下化，拔除電桿，有線電視、固網等
架空纜線清整下地，創造乾淨市容。
【危老重建加速推，生活大改變】督促市府加速推動危老建築重建，讓老舊住宅符合現代抗震、防火等
居住安全要求，增加社區停車、休閒等公設及綠美化，提升生活品質。
【軍事資源大盤點，眷村大改變】盤點黃埔新村、鳳山無線電信所、軍事院校、軍用品街等眷村及軍事
文化資源，規畫軍事體驗營區、軍事博物館、軍事旅館等，促進招生及地方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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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雨

蓁

76

年

12

月

15

日

女

高

雄

市

基

進

黨

鳳山國小
鳳西國中
鳳山高中
國立成功大學工業設計學系學士

基進黨中央評議委員
高雄好過日協會常務理事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盟員代表
個人設計工作室負責人
基進側翼政團中央執行委員
《鳳山好厝邊》城市想望誌發行人
《借問眾神明》大鼻影像展策展人
喜樂島聯盟動員召集人
高師大跨領域藝術研究所碩士班

李雨蓁設計師
鳳山：三鐵串連文化城

1. 新共和新定位：台灣主體、青年參政、翻轉南北、前進亞太。
2. 新議會政治：專業問政、全民參與、基五力黨團影子小內閣。
3. 創意經濟：推動智力共享，匯集學研人才，培養創意產生。
4. 生態三箭：生態民主、生態正義、生態經濟。
5. 三公挺青年：公共運輸共構公共住宅、公托、長照、全民運動社區整合。
6. 鳳山車站城：開發整合、多元機能、無縫轉運串連古城水廊。
7. 黃線新經濟：鳳山南北軸，文山生活圈，建軍再開發，五甲宜居城。
8. 文化鳳山：世界的衛武營、在地的大東、場館活化、團隊生根。
9. 歷史記憶：現代書院、歷史遺址、學習型城市。
10.CT 產業：傳統文化結合科技、跨界合作產業加值。
11. 公廣南部台：台語台在高雄，製播高品質文化節目，成為影視產業後盾。
12. 為社會設計：用設計長才促進市場再造、兒童友善、傳產升級。

選舉投票有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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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地原住民印或「山地原住民印身分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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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章印或「按指印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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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原住民印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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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地原住民印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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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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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選舉人 ( 投票權人 ) 先領選舉票、圈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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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舉投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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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票 處

公 投

領 票 處

選舉

票匭

監察員

監
察
員

管
理
員

主任監察員 主任管理員

入  口 出  口

手機放置處 管理員

等待圈票處

等待圈票處

公 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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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投
投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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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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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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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員

監
察
員

管理員

管理員

管理員

監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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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
員

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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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投

票匭

公職人員選舉投票所佈置圖例 ( 選舉與公投同時辦理 )



選前買票有企圖    選後當選必貪污

選前受賄不是福   賄選人士必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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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 山 區

1256 鳳崗里活動中心 鳳明街96號西側(鳳明街111巷對面) 鳳崗里 全里 鳳崗里

1257 曹公國小(1年2班) 曹公路6號 縣衙里 全里 縣衙里

1258 曹公國小(1年1班) 曹公路6號 曹公里 1-20,37 曹公里

1259 曹公廟 曹公路25-3號 曹公里 21-36

1260 新復寺 新生街60-5號 鎮西里 1-4,13,20,22,35,38-39

1261 開漳聖王廟(左側廟室) 忠義街132號 鎮西里 8,12,15-16,18-19,30-33

1262 樂善堂 文聖街70號 鎮西里 14,21,25-28,34,36-37,40

1263 開漳聖王廟(右側廟室) 忠義街132號 鎮西里 5-7,9-11,17,23-24,29 鎮西里

1264 法元寺 博愛路571號 北門里 1,2,15-16,30-33,37-38

1265 福能宮 鳳松路20巷5號 北門里 3-13,23

1266 北門里活動中心 鳳仁路69號 北門里 14,26-29,35,40 北門里

1267 文山國小(夢想樓5106教室) 鳳松路25巷20號 北門里 17-22,24-25,34,36,39

1268 北辰宮 北辰街1號 鎮北里 1,10-11,19,21-22

1269 鎮北社區活動中心 鎮北街102號 鎮北里 3-7

1270 鎮北國小(南側312教室) 鳳北路170號 鎮北里 13-15,25-26

1271 鎮北國小(南側313教室) 鳳北路170號 鎮北里 12,27 鎮北里

1272 養生堂 北辰街1號 鎮北里 2,8-9,16-18,20,23-24

1273 太子御花園大廈會議室 武松街96號 武松里 1-8,16-17,19 武松里

1274 萬姓堂廟 武松街170-4號 武松里 9-15,18,20-21

1275 鎮北國小(212教室) 鳳北路170號 忠誠里 1-9,12

1276 鎮北國小(111教室) 鳳北路170號 忠誠里 10-11,13-21 忠誠里

1277 文英里活動中心(右側) 文南街66號 文英里 1-2,4-7,16

1278 文英里活動中心(左側) 文南街66號 文英里 8-14 文英里

1279 新澄屋大樓休息室 文南街43號 文英里 3,15,17-20

1280 建國新城文康中心 建國路二段97號1樓 文華里 4-11

1281 文山國小(書香樓6104教室) 鳳松路25巷20號 文華里 12-16,19,35,37-38,43 文華里

1282 鳳山商工(室設三年1班教室) 文衡路51號 文華里 1-3,17-18,27-28,36

1283 鳳山商工(室設三年2班教室) 文衡路51號 文華里 29-31,41-42,44,50-53

1284 文華社區活動中心 文化路53-1號 文華里 20-26,47

1285 文華國小(2年4班教室) 文化路52號 文華里 32-34,39-40,45-46,48-49

1286 文山社區活動中心 八德路329號 文山里 6-7,9-12,32

1287 文農宮 文南街123號 文山里 1-5,25-28

1288 凱立幼稚園(圖書室) 文育街21號 文山里 15,17-21 文山里

1289 凱立幼稚園(英語教室) 文育街21號 文山里 8,13-14,22-24,31

1290 湖濱園林大樓(書報室) 八德二路150號 文山里 16,29-30,33-34

1291 文德里活動中心 文澄街68號 文德里 3,15-18,24-25,34

1292 文德國小(102教室) 文衡路356號 文德里 8-10,13-14,33,35-36,38

1293 文德國小(104教室) 文衡路356號 文德里 5-7,11-12,22-23,26,32 文德里

1294 文德國小(113教室) 文衡路356號 文德里 19-21,27-31

1295 文德國小(111教室) 文衡路356號 文德里 1-2,4,37,39-43

1296 神農宮 文殿街110號 文衡里 5,11,22-26

1297 文衡殿(左側會議室) 文殿街2號 文衡里 1,6,8-10,14,16-18

1298 文衡殿(右側會議室) 文殿街2號 文衡里 2-4,7,12-13,15,19-21 文衡里

1299 觀天廈大樓會議室 青年路二段180號(後面) 文福里 8,11-12,15-18

1300 二十一世紀新市鎮大廈 文化西路70巷2號 文福里 1,3-5,13,19

1301 文華國小(2年5班教室) 文化路52號 文福里 20-23,35

1302 新生活家管理室 文學街1號 文福里 6-7,9,24-25,32-33

1303 陸發雄獅大樓NO.2 建國路三段403號（後面） 文福里 2,14,30-31,34 文福里

1304 王象新特區管理室 文化西路160巷26弄1號 文福里 10,26-29

1305 鳳山國小(自然教室A) 中山路231號 成功里 全里 成功里

1306 曹公國小(2年2班教室) 曹公路6號 縣口里 全里 縣口里

1307 鳳山長老教會 中正路172號 光明里 全里 光明里

1308 白龍庵 立志街34號 和德里 1-2,4,10,12-16,19 和德里

1309 鳳西國小(A113教室) 光華東路100號 和德里 3,5-9,11,17,18,20

1310 鳳西國小(A101教室) 光華東路100號 和興里 29-34,36

1311 鳳西國小(A102教室) 光華東路100號 和興里 1-4,10-12,22-23,27-28,40

1312 和興里活動中心 國泰路一段210巷9號 和興里 18-21,25-26,35,38-39

1313 聖教會 長明街80號 和興里 5-9,13-17,24,37 和興里

1314 關帝廟 中山路30號 南興里 全里 南興里

1315 三民里活動中心 光遠路155巷69號 三民里 全里 三民里

1316 大東國小(一年一班教室) 大東一路1號 新興里 1-14 新興里

1317 大東國小(一年二班教室) 大東一路1號 新興里 15-18

1318 鳳山國小（數位餐廳） 中山路231號 興仁里
1-2,4-5,7,10-14,17-20,28-

29,33,40

1319 靈善堂 安寧街250巷1號 興仁里 3,6,15,22-27,30-32,34,41

1320 清和宮威靈台 安寧街53號 興仁里 8-9,16,21,35-39,42 興仁里

1321 慈福宮 自由路53巷17號 興中里 全里 興中里

1322 協和里活動中心(左側) 五權南路231號 協和里 1-4,6-12,20-22,25

1323 協和里活動中心(右側) 五權南路231號 協和里 13-19,32-35,37-40,42 協和里

1324 高雄市老人公寓 平等路174號 協和里 5,23-24,26-31,36,41

1325 忠義里活動中心 忠水街3號 忠義里 4-5,14-15,18,20-21,26

1326 麥米倫幼兒園101教室 光復路二段191巷7號 忠義里 3,6-7,19,22-23,25

1327 麥米倫幼兒園102教室 光復路二段191巷7號 忠義里 27-34

1328 忠義教會 中和街129號 忠義里 1-2,8-13,16-17,24,35-36 忠義里

1329 忠孝社區活動中心 光復路一段162巷26號 忠孝里 9,28-32,34,43 忠孝里

1330 青年國中（右側餐廳） 青年路二段89號 忠孝里 10,13,36,40-41

1331 國立鳳山高中(書庫) 光復路二段130號 忠孝里 17-27,37

1332 中山國小（六年三班110教室） 光復路一段120巷8號 忠孝里 1-8,33,39,42

1333 青年國中（左側307教室） 青年路二段89號 忠孝里 11,12,14-16,35,38

1334 三子亭（右側廟堂） 信義街303-1號 中和里 1-7,27

1335 三子亭（左側廟堂） 信義街303-1號 中和里 8-19 中和里

1336 三子亭（正殿廟堂） 信義街303-1號 中和里 20-26

1337 鳳山區活泉靈糧堂活動中心(左側) 誠東街1號 誠義里 1-5,15

1338 鳳山區活泉靈糧堂活動中心(右側) 誠義里誠東街1號 誠義里 6-14,16-21 誠義里

1339 百姓公福德祠 王生明路150-6號 生明里 全里 生明里

1340 明善佛堂(左側) 黃埔路57號 鎮東里 1-11

1341 明善佛堂(右側) 黃埔路57號 鎮東里 12-21 鎮東里

1342 忠信幼兒園 瑞竹路140巷28號 瑞竹里 1-3,14-15,22,24

1343 忠信幼兒園 瑞竹路140巷28號 瑞竹里 16-20,23

1344 鳳山國中(3年1班教室) 中山東路227號 瑞竹里 4-5,12-13,21

1345 鳳山國中(2年1班教室） 中山東路227號 瑞竹里 6-11 瑞竹里

1346 瑞興國小(前棟110教室) 博愛路271號 瑞興里 10-16,23 瑞興里

1347 瑞興國小(前棟112教室) 博愛路271號 瑞興里 18-22,24-26

1348 瑞竹社區活動中心 光遠路120巷16號 瑞興里 1-9,17

1349 鳳山國中(2年3班教室) 中山東路227號 東門里 1-3,20,26-27

1350 中山新城國宅社區文康室(左側) 四維街146號 東門里 10-16

1351 中山新城國宅社區文康室(右側) 四維街146號 東門里 17-19,23-25

1352 鳳山國中(1年20班教室) 中山東路227號 東門里 4-9,21-22 東門里

1353 中正國小(音樂教室,編號401) 勝利路2號 誠德里 1-6,12 誠德里

1354 中正國小(生活教室,編號402) 勝利路2號 誠德里 7-11,13-14

1355 鳳山國中（2年16班教室） 中山東路227號 誠信里 1-6,10-11 誠信里

1356 鳳山國中（2年15班教室） 中山東路227號 誠信里 7-9,12-15

1357 中正國小(一年1班,編號601) 勝利路2號 誠智里 6,12-16 誠智里

1358 中正國小(一年3班教室) 勝利路2號 誠智里 1-5,7-11

1359 鳳東里活動中心(左側) 鳳東路75-2號 鳳東里 4,6,7,9,10,15,17,23,29

1360 鳳東里活動中心(右側) 鳳東路75-2號 鳳東里 5,11,14,16,18-21,26-28

1361 中正國小(一年6班) 勝利路2號 鳳東里 1-3,8,12-13,22,24-25 鳳東里

1362 佈善堂(鎮南宮旁） 鳳埤街58號 埤頂里 1,3-6,23,26-27

1363 埤頂里活動中心 鳳埤街85號 埤頂里 2,16,18-19,21,25,31 埤頂里

1364 中正國小(二年1班) 勝利路2號 埤頂里 7-11,17,20,30

1365 鳳山基督教聖恩堂 建國路一段53巷2弄80號 埤頂里 12-15,22,24,28-29

1366 中正里活動中心 瑞興路422巷63號-1 中正里 1-11 中正里

1367 鳳山新城乙區社區活動中心(左側) 工協街47號 中正里 12-14,17

1368 鳳山新城乙區社區活動中心(右側) 工協街47號 中正里 15-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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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9 紅十字會育幼中心慈暉園 瑞光街81號 海光里 1-33 海光里

1370 百禾幼兒園 博愛路336號 海光里 34-41

1371 鳳西國中(和平樓B棟音樂教室3) 光華路69號 國泰里 1-5,14,22-24

1372 鳳西國中(和平樓B棟童軍教室2) 光華路69號 國泰里 6-13 國泰里

1373 忠孝國小(104教室) 國富路630號 國泰里 15-21,25-27

1374 忠孝國小(北側門101教室) 新富路630號 國光里 1-9

1375 忠孝國小(北側門102教室) 新富路630號 國光里 10-18 國光里

1376 忠孝國小(北側門103教室) 新富路630號 國光里 19-27

1377 忠孝國中(餐廳) 國泰路二段81號 國隆里 1-9,24-25

1378 忠孝國中(輔導活動教室) 國泰路二段81號 國隆里 10-23 國隆里

1379 五甲國宅社區活動中心(右) 國富路31號 國富里 1-6,15-18

1380 五甲國宅社區活動中心(左) 國富路31號 國富里 7-14 國富里

1381 交通部公路總局高雄區監理所(餐廳-貯藏室) 武營路361號 武慶里 1-3,8,13-15,17-18 武慶里

1382 交通部公路總局高雄區監理所(車輛保養廠) 武營路361號 武慶里 4-7,9-12,16,19

1383 伶益幼兒園 崗山北街50號 武漢里 1-3,7-8,13-14,34

1384 仁聖宮 新富路106-1號 武漢里 4-6,17,19-20,23-25

1385 武漢里活動中心(左側) 武營路239巷23號 武漢里 9-12,15-16,26-27

1386 武漢里活動中心(右側） 武營路239巷23號 武漢里 18,21-22,28-33 武漢里

1387 新甲里活動中心(左側) 新康街21號 新甲里 1-3,12-13,15-17 新甲里

1388 新甲里活動中心(右側) 新康街21號 新甲里 4-11,14

1389 新武里活動中心(左側) 武營路84巷45號 新武里 1,3-4,7,9,12-13

1390 新武里活動中心(右側) 武營路84巷45號 新武里 2,5-6,8,10-11,14-15 新武里

1391 鳳新高中(110教室) 新富路257號 新泰里 1-4,6,18-20,26,30

1392 鳳新高中(111教室) 新富路257號 新泰里 5,7-11,16,21-24

1393 鳳新高中(112教室) 新富路257號 新泰里 12-15,17,25,27-29 新泰里

1394 新甲國小(4年2班教室) 新富路255號 新樂里 1-7,20,22,24 新樂里

1395 新甲國小(1年11班教室) 新富路255號 新樂里 8-14

1396 新甲國小(1年10班教室) 新富路255號 新樂里 15-19,21,23

1397 新甲國小(1年7班教室) 新富路255號 新強里 1-8

1398 新甲國小(1年8班教室) 新富路255號 新強里 9-18

1399 新甲國小(1年9班教室) 新富路255號 新強里 19-28

1400 新強里活動中心 新富路230號 新強里 29-33 新強里

1401 鳳新高中(118餐廳) 新富路257號 海洋里 1-7,26 海洋里

1402 海洋里活動中心 南福街152巷15號 海洋里 8-16,27-28

1403 長谷藝術奇蹟大樓管理室 南福街127號 海洋里 17-25,29-32

1404 鳳甲國中(後棟左側教室) 輜汽路300號 新富里 1-9 新富里

1405 鳳甲國中(後棟中間教室) 輜汽路300號 新富里 10-17

1406 鳳甲國中(後棟右側教室) 輜汽路300號 新富里 18-25

1407 忠孝國小(105教室) 新富路630號 老爺里 7-14,39

1408 雷府大將公廟(左側) 五甲一路732號 老爺里 5,6,15,17-20 老爺里

1409 雷府大將公廟(右側) 五甲一路732號 老爺里 4,16,21-26,38

1410 老爺里活動中心(左側) 興隆街42號 老爺里 27-33

1411 老爺里活動中心(右側) 興隆街42號 老爺里 1-3,34-37

1412 中崙國小(F11教室) 中崙四路25號 中民里 1-8

1413 中崙國小(D11教室) 中崙四路25號 中民里 9-17 中民里

1414 中崙國小(A12教室) 中崙四路25號 中民里 18-27

1415 中崙國宅(媽媽教室) 中崙四路5號 中崙里 1-8 中崙里

1416 中崙國小(A13教室) 中崙四路25號 中崙里 9-16

1417 中崙國中(生物教室) 中崙二路487號 中榮里 2-7,28

1418 中崙國中(理化教室) 中崙二路487號 中榮里 8-13

1419 中崙國中(補校教室) 中崙二路487號 中榮里 1,20-27,29 中榮里

1420 中崙國小(F12 教室) 中崙四路25號 中榮里 14-19,30-31

1421 過埤國小(二年一班教室) 過埤路176號 過埤里 1-8 過埤里

1422 過埤國小(一年一班教室) 過埤路176號 過埤里 9-15

1423 過埤國小(一年二班教室) 過埤路176號 過埤里 16-19

1424 過埤國小(一年三班教室) 過埤路176號 過埤里 20-25,27

1425 過埤國小(一年四班教室) 過埤路176號 過埤里 26,28-31

1426 過埤國小(一年五班教室) 過埤路176號 過埤里 32-36

1427 過埤國小(D104會議室) 過埤路176號 過埤里 37-42

1428 過埤國小(英文教室) 過埤路176號 過埤里 43-47

1429 正義高中(102教室) 南江街183號 正義里 2-6,33,44,46-49

1430 正義高中(103教室) 南江街183號 正義里 7-9,12-13,26,34-35,40 正義里

1431 正義國小(一樓會議室) 南昌街55號 正義里 1,15-20,28-29,41,43

1432 正義高中(104教室) 南江街183號 正義里 21-25,37-38,42,45

1433 正義里活動中心 南江街185號 正義里 10-11,14,27,30-32,36,39

1434 鳳翔國中(三年一班教室) 保義街100號 保安里 1-10

1435 鳳翔國中(三年二班教室) 保義街100號 保安里 11-18

1436 鳳翔國中(三年三班教室) 保義街100號 保安里 19-24 保安里

1437 正義高中(105教室) 南江街183號 一甲里 1-2,12,14-15,17,19,21,26 一甲里

1438 正義國小（2年1班113教室） 南昌街55號 一甲里 4-7,10,13,22-23,25,27

1439 正義國小（2年2班112教室） 南昌街55號 一甲里 3,8-9,11,16,18,20,24,28

1440 二甲里活動中心(左側) 林森路379號 二甲里 6-14,18-19

1441 二甲里活動中心(右側) 林森路379號 二甲里 1-5,20-22,24-26

1442 鳳翔國小(校史室) 鳳育路63號 二甲里 15-17,23,27-31 二甲里

1443 五甲國中(至善樓生活科技教室S1) 龍成路111號 龍成里 1,4-5,8,10,12-14,17-18

1444 五甲國中(至善樓家政教室S2) 龍成路111號 龍成里 2-3,6-7,9,11,15-16,19 龍成里

1445 楊家祖祠堂(右側) 永安街91號 鎮南里 1-4,6,27-28,32-33

1446 五甲國中(至善樓家政教室S3) 龍成路111號 鎮南里 9,20,23-26,30-31 鎮南里

1447 楊家祖祠堂(左側) 永安街91號 鎮南里 5,7-8,10,18-19,21-22,34,37

1448 心德佛堂(後間) 五甲二路722號 鎮南里 11-17,29,35-36

1449 五甲國小(補一甲教室) 五甲二路424號 富甲里 1-6 富甲里

1450 五甲國小(補二甲教室) 五甲二路424號 富甲里 7-17

1451 五甲國小(北棟110教室) 五甲二路424號 善美里 1-5,24-25 善美里

1452 五甲國小(北棟112教室) 五甲二路424號 善美里 6-11,26,29

1453 五甲國小(113教室) 五甲二路424號 善美里 12-17,27-28

1454 五甲國小(114教室) 五甲二路424號 善美里 18-23,30-32

1455 南成國小(五年一班101教室) 南和街101號 富榮里 1-6,15 富榮里

1456 南成國小(綜合教室105教室) 南和街101號 富榮里 7-14

1457 南成國小(115教室) 南和街101號 南和里 6-14,20,22-23

1458 南成國小(122教室) 南和街101號 南和里 1-5,15-19,21,24 南和里

1459 保安宮 南和街177巷12號-2 南成里 1,3,25-26,27,32

1460 順南宮 林森路146-2號 南成里 4-8,23

1461 代德宮 國慶九街25-1號 南成里 2,31,33-42

1462 南成國小(綜合教室106教室) 南和街101號 南成里 9-14,24 南成里

1463 松青幼兒園(入園左側教室) 南成里福安二街109號 南成里 15-22

1464 啟明宮 南成里保安一街149號 南成里 28-30

1465 龍成宮(右側教室) 五甲二路730巷6號 天興里 1-11 天興里

1466 協善心德堂(前左側廟堂) 五甲二路722號 天興里 15-24

1467 協善心德堂(前右側廟堂) 五甲二路722號 天興里 12-14,25-32

1468 五虎廟(正殿) 天興街199-1號 大德里 1-10

1469 五虎廟(左側廂房) 天興街199-1號 大德里 11-16,18-21,23-24 大德里

1470 環保志工協會 福安二街20巷尾(高速公路涵洞旁) 大德里 17,22,25-32

1471 五福國小(一年一班126教室) 福德街145號 五福里 1-16 五福里

1472 五福國小(五年八班特教班教室) 福德街145號 五福里 17-29

1473 五福國小(生活訓練教室) 福德街145號 五福里 30-37

1474 五福國小(一年六班120教室) 福德街145號 福興里 1-9

1475 五福國小(一年五班121教室) 福德街145號 福興里 10-20

1476 五福國小(一年四班122教室) 福德街145號 福興里 21-30 福興里

1477 五福國小(一年三班123教室) 福德街145號 福興里 31-39

1478 五福國小(一年二班124教室) 福德街145號 福興里 40-50

1479 福誠高中(左側第一教室) 五甲三路176號 福祥里 1-12

1480 福誠高中(左側第二教室) 五甲三路176號 福祥里 13-23 福祥里

1481 福誠國小(幼兒園餐廳) 忠誠路145號 福誠里 1-9

1482 福誠國小(課後照顧班教室A101) 忠誠路145號 福誠里 10-15

1483 福誠國小(音樂教室A103) 忠誠路145號 福誠里 16-29 福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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