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山高中學校附近租屋資料

(111.6.28 製表)

房東姓名
葉房東

房東電話
07-7472691
0956905919

租屋地址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 343 號 2F-3F

房屋租金、屋況、出租性別、可提供設備與服務
1. 租金 4300-5100(含公共水電每月)，房內用電
另計 5 元/度。
2. 屋況：中古屋。
3. 出租性別：限女生。
4. 公共區域環境清潔、垃圾問題，由房東一手
包辦。洗手間衛生紙、網路免費、飲水機、
洗衣機(共用)、冰箱共用。

陳房東

0983839651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 191 巷 34 弄 6
之4號5樓

1. 1 間房間的租金包含水電費每月共三千多。
2. 出租性別：限鳳中男生。
3. 有提供冰箱、冷氣、洗衣機、床、衣櫃。

陳房東

0983839651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 191 巷 34 弄 4
號1樓

1. 1 間房間的租金包含水電費每月共三千多。
2. 出租性別：限鳳中男生。
3. 有提供冰箱、冷氣、洗衣機、床、衣櫃。

王房東

0931870594

高雄市鳳山區中泰街 58 號

1. 租金 4000 元(含水電)。
2. 雅房、獨立衛浴、冷氣、洗衣機。
3. 出租性別：男、女學生均可。

黃房東

0956567970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 213 巷 21-2 號 1.
2.
3.
4.

陳房東

0927039362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 213 巷 23 弄 2
號

王房東

0910168636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 213 巷 10 號

租金 2500 元、3000 元、3500 元。
屋況：良好、安靜、清潔。
出租性別：不限，但同樓層均維持單一性別。
設備：冰箱、冷氣、電熱水器、洗衣機、書
桌、衣櫃、床。

1. 和式房租金每月 5000 元(包括水電、提供星
期一至星期五晚餐)。
2. 限女生。
1. 2 間雅房、租金每月 4200 元－4800 元(含水電
費、不包括冷氣費)。
2. 設備：桌椅、衣櫃、置物櫃。冷氣可依個人
需求。
3. 屋況：整修翻新、空間大居住舒適。
4. 與屋主同住，男、女同學皆可租屋(2 人皆為
女生或 2 人皆為男生方式出租)。

黃房東

0931928728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 191 巷 28 號

1. 單純鳳中女學生宿舍
2. 鳳中正門口對面、不與房東同住。
3. 雅房、含水、電、網路、wifi
4. 附冷氣、冰箱、洗衣機

楊房東

0911911735

高雄市鳳山區府前路 20-3 號

1. 房租 3500 元至 5000 元(不含水電)，套房 1 間，

雅房 3 間。
2. 屋況佳、浴室更新、公共空間寬敞、採光通風
良好。
3. 每間均有冷氣、公用冰箱、洗衣機、熱水器。

洪房東

0937627003

高雄市鳳山區澄清路 89 號 2 樓

自行與房東聯繫

許房東

0972322894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 302 號 5 樓

自行與房東聯繫

林房東

0912707179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2 段 191 巷 34 弄 2-1 1. 鳳中正前面限租男生
號
2. 套房 1 間雅房 2 間 公共空間寬敞
3. 提供冰箱冷氣洗衣機 RO 飲水 床 衣櫃
4. 租金 4000－5000 元(含水電費 冷氣費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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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考

房東姓名
范房東

戴房東

房東電話
0929396089
7808156

租屋地址
高雄市鳳山區文建街 157 巷 2 號
(文化學苑)

房屋租金、屋況、出租性別、可提供設備與服務 備考
1. 租金：套房 8000 雅房 6000(獨立衛浴)，房坪
均 10 坪以上，皆可二人一室。(房租可與房東
再商議)。
2. 房客性別：限女性。
3. 設備：全屋太陽能供熱水，WiFi，第四台，洗
衣機，水電費平均分攤。(偵煙器、滅火器齊
全)
4. 環境：社區寧靜管理安全，距離鳳中約 5 分鐘，
獨棟電梯住家(5 樓房)

0956524128

高雄市鳳山區府前路 18~1 號二樓

1. 租金：套房 6000 元/月 非套房式 4500 元/月
2. 屋況：良好
3. 房客性別： 限同性別(以女性優先)
4. 住屋設備：冰箱、慮水設備、冷氣、書桌、衣

櫃、床、洗衣機、即熱型電熱水
洪房東

0978612366

高雄市鳳山區中信街 102 號

1. 租金 60000 元－6800 元。
2. 飲水機、第四台、網路、冷氣、熱水、冰箱
3. 出租性別：男、女同學均可。

林房東
曾房東

0912117325
0977325252
0935920067

葉房東
謝房東

0919156735

陳房東
楊房東

0931053206

陳房東

0915031920
0912171754

0912116735

0916166678

高雄市鳳山區中信街 58 號
自行與房東聯繫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2 段 191 巷 34 弄 6-3 雅房 3700 元～3900 元
號4樓

限男性

套房 4200 元

水電自付 有網路

飲水機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 2 段 213 巷 21-4 號 自行與房東聯繫
高雄市苓雅區正順街 67 號
1. 公共空間寬敞 採光通風良好
2. 三房兩廳兩衛浴 適合三人合租
3. 租金全棟 1 萬元(不含水電)
4. 設備:桌椅 衣櫃 冷氣 冰箱 洗衣機 熱水器
高雄市鳳山區中泰街 45 巷 16 號
高雄市鳳山區中泰街 62 號

自行與房東聯繫
自行與房東聯繫

高雄市鳳山區中興街 42-1 號

1. 房租依房間大小區分，5000—7000 元/月
2. 屋況全新，每間房間都有獨立淋浴間及廁所，

附書桌椅、衣櫥，投幣式洗衣機，曬衣場在頂
樓。
3. 出租性別：男女不拘

蔡房東

0919623861

高雄市鳳山區國光路 91 巷 2 弄 10-2 號

1. 含傢俱、電冰箱、洗衣機、冷氣
2. 公寓三樓、兩房間一客廳、一廚房、一衛浴
3. 房租：一間 3500 元

郭房東

劉房東

0987963169
07-7475009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 233 號 11F
(奇美大樓)

0955826311

鳳山區中泰街 32 巷 28 號

1. 套房4000 元 雅房3000 元 2000 元(水電瓦斯費

用不包括)
2. 出租性別：女學生
3. 冰箱 洗衣機 廚房 客廳 可供使用
4. 居住環境單純安全 設備一應具全 適合學生讀
書的好地方

1. 出租性別：女學生
2. 基本設備：冰箱 洗衣機 數位電視 飲用水
3. 共用空間：客廳 餐廳 廚房 洗衣間
4. 安全設備：監視器 感應燈 住宅用火警警報器

滅火器
5. 包水電 冷氣另計 垃圾集中處理全棟 4 房

葉房東

0934323816

鳳山區光復路 2 段 213 巷 23 弄 4-3 號

1. 房租 4000 元至 5000 元 套房 1 間 雅房 2 間
2.鳳中對面公寓 4 樓 環境單純 採光通風良好
3.男女生不拘 但維持單一性別
4.附冷氣冰箱 洗衣機 熱水器 書桌椅 衣櫃 床
床墊
5.共用空間:客廳 廚房 餐廳 前後陽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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