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本市公有市場及合法列管民有市場名冊 

本市公有市場 

序號 
鄉鎮 

市區 
市集名稱 地址 

1 三民區 三民第一公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三民區鳳南里中華三

路 285-39號 

2 三民區 三民第二公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 852巷

26-1號 

3 大寮區 大寮大發公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 315-

22號 

4 大樹區 九曲堂公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大樹區久堂里市場巷

21號 

5 大樹區 大樹公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大樹區大樹里中興南

路 113號 

6 左營區 哈囉公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下路 262

號 

7 左營區 果貿公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左營區中華一路 9號 

8 左營區 龍華公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 60號 

9 永安區 永安公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永安區永安路 2巷 10

號 



10 田寮區 田寮公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田寮區崗北路 24-1

號 

11 岡山區 岡山第一公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岡山區民生街平和路

口 

12 岡山區 岡山第二公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 239號 

13 阿蓮區 阿蓮第一公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阿蓮區中正路 30巷

26號 

14 前金區 前金公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前金區大同二路 28

巷 5-2號 

15 前鎮區 前鎮第二公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前鎮區前鎮街 291號 

16 苓雅區 中華公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苓雅區福安路 369巷

1號 

17 苓雅區 武廟公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輔仁

路口 

18 苓雅區 林德官公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二路 151

號 

19 苓雅區 苓雅第一公有市場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二路 135

號 

20 苓雅區 國民公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 163

之 8號 



21 茄萣區 茄萣第一公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茄萣區嘉泰里頂漁路

70號 

22 梓官區 梓官第一公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梓官區中崙路市場巷

78號 

23 湖內區 湖內公有市場 
高雄市湖內區中正路二段

325號 

24 新興區 新興第一公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新興區南華路 40-4

號 

25 新興區 新興第二公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新興區南台路 161之

10號 

26 楠梓區 楠梓第一公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東街 116

號 

27 鼓山區 鼓山第一公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鼓山區延平街 87-13

號 

28 鼓山區 鼓山第三公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 1460

巷 45號 

29 旗津區 中興公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旗津區中興里中港街

10號 

30 旗津區 旗后觀光公有市場 
高雄市旗津區慈愛里旗津三

路 1050號 

31 旗津區 旗津公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旗津區振興里大關路

540巷 108號 



32 鳳山區 鳳山第一公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鳳山區成功里第一市

場 2號 

33 鳳山區 鳳山第二公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鳳山區新興里民生路

21號 

34 橋頭區 橋頭第一公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橋頭區舊市巷 14號 

35 彌陀區 彌陀公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彌陀區中華路 53號 

36 鹽埕區 鹽埕示範公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 123

號 

37 鹽埕區 鹽埕第一公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鹽埕區瀨南街 141-7

號 

38 旗山區 旗山公有市場 
高雄市旗山區湄州里平和街

12號 

39 美濃區 美濃公有市場 
高雄市美濃區中正路一段 50

號 

40 六龜區 六龜公有市場 高雄市六龜區四維街 40號 

41 甲仙區 甲仙公有市場 高雄市甲仙區和安街 103號 

  



本市合法列管民有市場 

序號 
鄉鎮 

市區 
市集名稱 地址 

1 三民區 十全民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三民區遼寧二街 188

巷 14號 

2 三民區 中都民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三民區中都街 16號 

3 三民區 正忠民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 148號 

4 三民區 民生民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三民區瀋陽街 145巷

14號 

5 三民區 民族民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三民區懷安街 128巷

11號 2樓之 3 

6 三民區 建工民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三民區昌裕街 179號 

7 三民區 建興民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三民區建德路 161號 

8 三民區 博愛民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三民區漢口街 306號 

9 三民區 順盛民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三民區臥龍路 52號 

10 三民區 新生民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三民區新民路 170巷

7號 



序號 
鄉鎮 

市區 
市集名稱 地址 

11 小港區 二苓民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小港區永義街 27巷 9

號 

12 小港區 小港第一民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小港區小港路 232號 

13 小港區 明芳民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小港區明芳街 53號 

14 小港區 高松民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小港區松興路 32巷 5

號 

15 鹽埕區 大勇民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 8號 

16 左營區 大眾民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左營區重安路 1巷 18

號 2樓 

17 前金區 自強民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二路 66

巷 18號 

18 前鎮區 中山民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市場內 16

號 

19 前鎮區 允棟民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前鎮區鎮榮街 28號

之 1 

20 前鎮區 瑞興民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前鎮區崗山南街 26

號 



序號 
鄉鎮 

市區 
市集名稱 地址 

21 前鎮區 三多民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前鎮區三多市場巷 1

號 

22 前鎮區 憲德民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前鎮區瑞和街憲德市

場巷 8號 

23 苓雅區 三和民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苓雅區廣州二街 95

巷 11號 

24 苓雅區 正義民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苓雅區文昌路 16巷 2

號 

25 苓雅區 正大民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苓雅區正言路 122號 

26 苓雅區 頂好民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苓雅區福建街 315號 

27 苓雅區 福東民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苓雅區漢昌街 24巷

21號 

28 苓雅區 興中民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 429

巷 30號 

29 鳥松區 松益民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鳥松區文前路市場巷 

30 鳥松區 高碼民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鳥松區高碼二路高碼

4巷口 



序號 
鄉鎮 

市區 
市集名稱 地址 

31 新興區 中正民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新興區勃海街 41號

（光耀里） 

32 新興區 民安民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新興區尚文街 29號 

33 楠梓區 右昌民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楠梓區右昌街 187巷

20號 

34 楠梓區 亞洲高雄城民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楠梓區樂群路 179巷

14號之 1 

35 楠梓區 楠都民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楠梓區楠都西巷 147

號 

36 鼓山區 永祥民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鼓山區大榮街 186巷

2弄 8號 

37 鼓山區 國泰民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 711

巷 9號 

38 鼓山區 瑞豐民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 543號

之 76 

39 鳳山區 大明市場 
高雄市鳳山區大明路 114巷

6號 

40 鳳山區 中華市場 高雄市鳳山區忠義街 2-1號 



序號 
鄉鎮 

市區 
市集名稱 地址 

41 鳳山區 五甲市場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 545

巷 12號 

42 鳳山區 五甲國宅市場 高雄市鳳山區凱旋路 280號 

43 鳳山區 鳳山北門民有市場 高雄市鳳山區民興路 51號 

44 鳳山區 五福市場 
高雄市鳳山區南進二街 18

號 

45 鳳山區 光榮市場 
高雄市鳳山區南江街 153巷

6號 

46 鳳山區 自由市場 高雄市鳳山區自由路 200號 

47 鳳山區 南門市場 
高雄市鳳山區安寧街 62巷

11號 

48 鳳山區 東門市場 
高雄市鳳山區東門里中山東

路 38巷 37弄 16號 

49 鳳山區 共同市場  高雄市鳳山區工協街 2號 

50 鳳山區 仁愛民有市場 
高雄市鳳山區仁愛路 60巷

81號 



序號 
鄉鎮 

市區 
市集名稱 地址 

51 橋頭區 陸成民有零售市場 
高雄市橋頭區東林里明德南

巷 

52 岡山區 岡山欣欣市場 高雄市岡山區國軒路 666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