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民區配售站 

編號 配售站或代辦商店名稱 位置 配售里鄰別 配售人口數 

1 金獅湖老人活動中心配

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鼎金一巷 22號 鼎金里 約 3781人 

2 獅湖國小資源班 2配售

站 

高雄市三民區鼎金後路 495

號 

鼎盛里 約 7230人 

3 獅湖國小三年八班教室

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鼎金後路 495

號 

鼎強里 約 3798人 

4 獅湖國小三年六班教室

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鼎金後路 495

號 

鼎力里 約 3671人 

5 三民高中悅讀園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金鼎路 81號 鼎西里 約 6881人 

6 鼎金六里聯合活動中心

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鼎力路 125號

地下一層之 2 

鼎中里 約 3281人 

7 河堤國小前棟 1樓二年

三班教室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裕誠路 3號 鼎泰里 約 20226人 

8 本館里活動中心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昌裕街 55號 本館里 約 8179人 

9 本和里活動中心 1樓配

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大和街 190號 本和里 約 6781人 

10 立志中學勤謹樓西棟

A113教室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 98號 本文里 約 1908人 

11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老服科三年一班教室配

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 420

巷 15號 

本武里 約 1550人 

12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護理科一年五班教室配

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 420

巷 15號 

本元里 約 4915人 

13 東光國小第一棟左側一

年一班教室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黃興路 206號 本安里 約 4251人 

14 陽明國中後棟大樓二年

二十四班教室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 166號 本上里 約 4412人 

15 東光國小第一棟左側一

年四班教室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黃興路 206號 本揚里 約 7021人 

16 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華

忠教會禮拜堂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寶獅里有光路

80號 

寶獅里 約 3510人 

17 光武國小思源樓一年七

班教室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寶德里光武路

35號 

寶德里 約 4816人 

18 陽明國小一年 4班教室

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義德路 52號 寶泰里 約 3776人 

19 正興國小第一棟左側一

年一班教室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二路 20號 寶興里 約 6336人 

20 義永寺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寶中里建興三 寶中里 約 2802人 



巷 1號 

21 光武國小一年五班教室

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光武路 35號 寶華里 約 3047人 

22 陽明國中第一棟大樓二

年一班教室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 166號 寶國里 約 7372人 

23 光武國小一年一班教室

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光武路 35號 寶民里 約 2987人 

24 光武國小一年一班教室

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光武路 35號 寶慶里 約 2510人 

25 陽明國中第二棟大樓二

年三十班教室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 166號 寶業里 約 5263人 

26 美佳園幼兒園教室配售

站 

高雄市三民區臥龍路 23巷 20

號 

寶盛里 約 4719人 

27 民族國中第二棟西側二

年 10班教室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 363號 寶安里 約 6725人 

28 正興國小第一棟本土語

教室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二路 20號 寶龍里 約 3983人 

29 高雄高工活動中心配售

站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 419號 寶珠里 約 6582人 

30 陽明國小閱讀教室配售

站 

高雄市三民區義德路 52號 寶玉里 約 7785人 

31 鼎金國小忠孝樓二樓一

年 1班教室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 375號 灣子里 約 3704人 

32 鼎金國小忠孝樓一樓二

年 4班教室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 375號 灣愛里 約 2879人 

33 鼎金國中活動中心一年

八班教室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 445號 灣中里 約 5197人 

34 鼎金國中和平樓三年十

二班教室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 445號 灣華里 約 2572人 

35 鼎金國小忠孝樓二樓一

年 4班教室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 375號 灣勝里 約 1826人 

36 立志中學勤謹樓西棟

A146教室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 98號 灣利里 約 3036人 

37 三民區衛生所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 660號 1

樓 

灣復里 約 3447人 

38 正興國中社區圖書館配

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 850號 正興里 約 11281人 

39 天主教聖加大利納堂配

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 392號 正順里 約 3789人 

40 法音禪寺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灣興街 33號 灣興里 約 1805人 

41 鼎金國小忠孝樓一樓二

年 1班教室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 375號 灣成里 約 2246人 



42 安康安寧里民眾活動中

心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永年街 7之 4

號 

安康里 約 2671人 

43 民族社區老人活動中心

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 899

號 

安寧里 約 1769人 

44 民族國小側門左側二年

一班教室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平等路 197號 安吉里 約 4284人 

45 民族國小 C棟蘋果班教

室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平等路 197號 安發里 約 4233人 

46 三民國中一年 4班教室

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 200

號 

安東里 約 2784人 

47 三民公園老人活動中心

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松江街 250號 1

樓 

安和里 約 2373人 

48 博愛國小二年三班教室

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 202

號 

達德里 約 1218人 

49 博愛國小二年四班教室

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 202

號 

達明里 約 1403人 

50 達仁里辦公處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松江街 67號 達仁里 約 1411人 

51 博愛國小二年五班教室

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 202

號 

達勇里 約 914人 

52 愛國國小綜合教室(一) 

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 1號 同德里 約 2581人 

53 德智里民眾活動中心配

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 52號 德智里 約 2045人 

54 愛國國小桌球教室配售

站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 1號 德仁里 約 1837人 

55 愛國國小綜合教室

（三）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同德里十全一

路 1號 

安生里 約 1350人 

56 民享等四里聯合為民服

務據點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民享里熱河二

街 104號 

德東里 約 770人 

57 基督教台灣信義會三民

教會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德行里重慶街

55號 

德行里 約 1058人 

58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重生

教會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精華里哈爾濱

街 35巷 2號 

精華里 約 1448人 

59 十全國小二年 6班教室

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安邦里十全二

路 162號 

民享里 約 1912人 

60 安宜里活動中心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安宜里自立一

路 535號 

安宜里 約 2951人 

61 十全國小特輔教室配售

站 

高雄市三民區安邦里十全二

路 162號 

安泰里 約 3635人 

62 十全國小二年 1班教室

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安邦里十全二

路 162號 

安邦里 約 3519人 

63 十全國小二年 4班教室 高雄市三民區安邦里十全二 十全里 約 1642人 



配售站 路 162號 

64 十全國小一年 1班教室

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安邦里十全二

路 162號 

十美里 約 1697人 

65 德北十全十美聯合里活

動中心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德北里德北街

170號 

德北里 約 1838人 

66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重生

教會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哈爾濱街 35巷

6號 

立誠里 約 670人 

67 立業里辦公處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哈爾濱街 1巷

62號 

立業里 約 941人 

68 南巡寶殿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河北一路 320

號 

港東里 約 1336人 

69 台灣聖教會城市新頌教

會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河北一路 170

號 

港新里 約 1346人 

70 港西里辦公處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 46巷

1之 1 

港西里 約 773人 

71 博愛里辦公室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長明街 49號 博愛里 約 1129人 

72 凱旋國小 B棟午餐教育

室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憲政路 235號 博惠里 約 3895人 

73 基督教拿撒勒人會高雄

教會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長明街 156號 長明里 約 1027人 

74 建東里辦公處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 221

號 

建東里 約 1146人 

75 興德里辦公處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三民街 76號之

2 

興德里 約 1729人 

76 三民國小圖書館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 216

號 

鳳南里 約 817人 

77 三鳳宮文化大樓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中華三路 308

號 1樓 

鳳北里 約 1337人 

78 高雄聖母宮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中道街 43號 德西里 約 849人 

79 中都地區聯合里活動中

心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川東里同盟三

路 442號 

豐裕里 約 2385人 

80 川東里辦公處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中都街 97巷 74

號 

川東里 約 1196人 

81 裕民里辦公處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中都街 75巷 67

號 

裕民里 約 1211人 

82 力行里辦公處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中都街 52號 力行里 約 1059人 

83 高雄市三民區千歲鳳南

千北立德里活動中心配

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千歲里三民街

222號 

千歲里 約 1102人 

84 河濱國小課後照顧班教

室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立德里市中一

路 339號 

立德里 約 1136人 

85 三民國小多元學習教室 高雄市三民區千北里建國三 千北里 約 1018人 



配售站 路 216號 

86 台電公司電力修護處南

部分處行政大樓配售站 

高雄市三民區千秋里市中一

路 407號 

千秋里 約 1956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