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行政區 轄管單位 場館屬性 場館名稱 開放情形及方式 開放時間 聯絡人 電話 備註

1 左營區 運發局 自管 高雄國家體育場 田徑場、籃球場、足球場

05:30-09:00(田)

全天候開放(籃)

未開放(足)

藍偉仁 07-5829000#3001 足球場申請使用

2 三民區 運發局 自管 三民網球場 三民網球場
05:30-11:30

14:00-22:00
顏伉伶 07-3111324

3 三民區 運發局 自管 中山網球場 中山網球場
05:30-12:00

12:00-22:00
李文吉 07-3863660

4 鳳山區 運發局 自管 鳳山田徑場 足球場、田徑場 未開放 黃文榮 07-7473151 地下停車場工程施作

5 前金區 運發局 自管 立德棒球場 棒球場 未開放 謝昀儒 07-2710836 申請使用

6 鳥松區 運發局 自管 澄清湖棒球場 澄清湖棒球場 未開放 黃新茹 07-7336978 申請使用

7 苓雅區 運發局 自管 中正運動場 田徑場        05:00-22:00 李春和 07-7229449#215

8 苓雅區 運發局 自管 中正運動場健身中心 健身中心
06:30-09:30

15:00-19:00
李春和 07-7229449#215

9 苓雅區 運發局 自管 青少年運動園區 極限運動場 未開放 簡全吾 07-7164148 整修

10 苓雅區 運發局 自管 青少年運動園區 籃網球場 未開放 簡全吾 07-7164148 申請使用

11 苓雅區 運發局 自管 青少年運動園區 籃球場 06:00-22:00 周泉銘 07-7111164

12 小港區 運發局 自管 小港運動園區 田徑場、籃球場、網球場

00:00-24:00(田)

06:00-22:00(籃)

06:00-22:00(網)

岳邦屏 07-8319085

13 楠梓區 運發局 自管 楠梓射箭場 射箭場 未開放 柳竣遠 07-3521283 申請使用

14 楠梓區 運發局 自管 楠梓自由車場 自由車場 未開放 柳竣遠 07-3521281 申請使用

15 楠梓區 運發局 自管 楠梓射擊場 射擊場 未開放 柳竣遠 07-3521280 申請使用

16 三民區 運發局 自管 陽明溜冰場 溜冰場
06:30-08:30

16:00-19:30
蔡國堂 07-3890139

17 六龜區 運發局 自管 大津登山訓練中心 登山訓練中心、攀岩場 未開放 黃明興 07-6801983 申請使用

18 苓雅區 運發局 自管 中正技擊館 羽球場(館)、地下室壁球場、短柄牆球 未開放 凌碧霞 07-7519325 整修

19 左營區 運發局 自管 左營活動中心 羽球場(館)、籃球場
06:00-12:00

13:30-21:00
黃天成 07-5851859

20 苓雅區 運發局 自管 國際游泳池(館) 游泳池(館) 未開放 吳宗憲 07-7162466 星期四休池

21 楠梓區 運發局 自管 楠梓游泳池(館) 游泳池(館)
06:00-10:00

13:30-17:30
柳竣遠 07-3521963

22 楠梓區 運發局 自管 右昌游泳池(館) 游泳池(館) 未開放 劉世偉 07-3633830 整修

23 左營區 運發局 自管 左營游泳池(館) 游泳池(館)
06:00-10:00

13:30-17:30
蔡淑癸 07-5823827

24 鼓山區 運發局 自管 鼓山游泳池(館) 游泳池(館) 未開放 顏伉伶 07-5517531 暫停開放

25 三民區 運發局 自管 三民游泳池(館) 游泳池(館)
06:00-10:00

13:30-17:30
顏伉伶 07-3113200

26 新興區 運發局 自管 新興游泳池(館) 游泳池(館)
06:00-10:00

13:30-17:30
蘇冬龍 07-2267684

27 旗津區 運發局 自管 旗津游泳池(館) 游泳池(館)
06:00-10:00

13:30-17:30
王清源 07-5714770

28 甲仙區 運發局 自管 甲仙游泳池(館) 游泳池(館) 未開放 江奕錕 07-7229449#209 僅開放7-8月

29 大寮區 運發局 自管 大寮運動公園 籃球場 全天候開放 江奕錕 07-7229449#209

30 三民區 運發局 自管 陽明網球中心 陽明網球中心 未開放 蔡國堂 07-3977366 整修

31 美濃區 運發局 自管 東門游泳池 游泳池(館) 未開放 江奕錕 07-7229449#209 整修

32 鳳山區 運發局 自管 五甲籃球場 籃球場 全天候開放 沈可安 07-7229449#205

33 大寮區 運發局 自管 大寮靶場 射擊場 未開放 林亞嬙 7229449#204 申請使用

34 大寮區 中山工商 委外 大寮游泳池(館) 游泳池(館) 08:00-17:00 陳子豪 07-7815311#214

35 鳳山區 新都慢速壘球協會 委外 鳳山慢速壘球場 壘球場 08:00-17:00 郭進益 0932-898302

36 前金區 高雄市體育總會 委外 民生網球場 民生網球場 05:00-22:00 江芳俊 07-2517075

37 大社區 樹德科技大學 委外 大社游泳池(館) 游泳池(館)
13:30-17:30

18:30-21:30
林姵婕 07-3535361

38 苓雅區 高湛工程企業有限公司 委外 四維羽球場 四維羽球場(館) 06:00-22:30 劉燕珠 0913-996179 需預約

39 前鎮區 沅漾有限公司 委外 前鎮游泳池(館) 游泳池(館)
06:30-09:00

14:00-21:00
江彥鋒 0919-527031

40 鳳山區 舞動陽光有限公司 委外 鳳西羽球館 羽球館 06:00-22:00 涂凱翔 0927-106568

41 鳳山區 舞動陽光有限公司 委外 鳳山游泳池(館) 游泳池(館)

05:30-08:30

13:30-16:30

18:00-21:00

涂凱翔 0927-106568

42 鳳山區 舞動陽光有限公司 委外 鳳山體育館 籃球場、羽球場(館) 未開放 涂凱翔 0927-106568 整修

43 鳳山區 舞動陽光有限公司 委外 鳳西網球場 網球場 05:30-22:00 涂凱翔 0927-106568

44 鳳山區 舞動陽光有限公司 委外 鳳山運動中心 運動中心 06:00-23:00 涂凱翔 0927-106568

45 鳳山區 舞動陽光有限公司 委外 鳳西溜冰場(直排輪場) 溜冰場場(直排輪場) 全天候開放 涂凱翔 0927-106568

46 小港區 鳳山慢速壘球協會 委外 大坪頂運動公園 壘球場、籃球場
08:00-17:00(壘)

00:00-24:00(籃)
蔡侑霖 0937-646960 需預約

47 鳳山區 鳳山五甲網球協會 委外 五甲網球場 網球場 08:00-17:00 許建民 0936-357-680

48 三民區 槌球委員會 認養 三民槌球場 槌球場 08:00-17:00 謝唯望 07-7266847

49 三民區 木球委員會 認養 三民木球場 木球場 05:30-18:00 孫進明 0978-922158

50 岡山區 槌球委員會 認養 岡山槌球場 岡山槌球場 05:30-18:30 謝唯望 07-7266847

51 三民區 順發長壽羽球協進會 認養 三民羽球場 羽球場 06:00-18:00 劉春勇 0966-672058

52 路竹區 巧固球委員會 認養 路竹體育園區 沙灘巧固球場 08:00-18:00 李孟駸 07-6975784 需預約

53 楠梓區 楠梓區公所 代管 藍田籃球場 籃球場 全天候開放 謝坤易 0939-592372

54 左營區 左營區公所 代管 屏山籃球場 籃球場 全天候開放 徐麗惠 07-5831111#49

55 旗山區 旗山區公所 代管 旗山體育場 田徑場 全天候開放 葉俊寬 07-6616100#515

56 路竹區 路竹區公所 代管 路竹體育園區 籃球、籃排球、溜冰、網球 05:00-22:00 謝朝陽 07-6979202#9

57 茄萣區 茄萣區公所 代管 茄萣運動公園 籃球場、網球場 全天候開放 黃同戊 07-6908434

58 前鎮區 復興國小 代管 勞工壘球場 壘球場 未開放 崔正芬 07-3351784#731 正常上課日以球隊練習為優先使用對象

59 苓雅區 苓雅區中正國小 代管 中正壘球場 中正壘球場 08:30-12:00 呂學嘉 07-7225936#923 需預約

60 三民區 五福國中 代管 陽明簡易棒球場 棒球場 08:00-12:00 陳慧菁 07-2223036#29

61 岡山區 橋頭國中 代管 岡山簡易棒球場 棒球場 08:00-17:00 蔡淑真 07-6113559#23

62 大樹區 大樹國小 代管 大樹游泳池 游泳池(館) 14:00-17:00 柯詠仁 07-6513752 上午學生游泳教學

63 鳳山區 福誠高中 代管 鳳山沙灘排球場 沙灘排球場 09:00-17:00 葉又慈 07-8224646#460

64 杉林區 杉林區公所 代管 大愛籃排球場 大愛籃排球場 08:00-20:00 陳木源 0910-8486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