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區別 里別 鄰別 姓名 備註

松山 中崙 2 劉香蓮

松山 東光 11 陳傅榮香

松山 東光 15 謝賴鳳珠

松山 民有 20 黃玲婉

松山 吉祥 10 何進興

松山 三民 6 洪清國

信義 西村 3 周員珍

信義 興隆 2 董廖鏡

信義 興隆 15 呂招月

信義 敦厚 19 曾阿珍

信義 廣居 16 楊梅英

信義 雅祥 14 許莊美節

信義 永吉 6 吳謝秀桃

信義 永吉 13 侯聯炎

信義 松友 6 詹徐阿香

信義 松友 16 吳秀玲

信義 中坡 10 郭美利

信義 黎平 7 陳呂金美

大安 民輝 19 葉潤漳

大安 龍安 10 盧純卿

大安 通安 2 蕭志堅

大安 全安 13 劉碧連

大安 群英 9 林彰榮

大安 芳和 21 黃鎮來

中山 正義 1 李裕仁

中山 集英 6 杜麗美

中山 集英 24 劉奇(王蓮)

中山 永安 12 陳巧慧

中山 江山 6 張陳月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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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 興亞 1 許宗茂

中山 興亞 11 郭猗麗

中山 興亞 13 林吳寶秀

中山 力行 4 沈嘉添

中山 朱園 1 古明玉

中山 朱園 2 張淑

中山 朱園 3 鄭國展

中山 朱園 14 陳建昌

中山 朱園 17 洪麗雪

中山 朱園 22 張卿信

中正 文北 11 李陳素璋

中正 河堤 19 尹伊人

中正 幸市 15 吳德暉

中正 廈安 9 柯峯一

大同 蓬萊 17 林郭瑤繽

萬華 頂碩 12 林美雪

萬華 忠德 11 吳萬益

萬華 保德 3 莊福隆

萬華 興德 14 莊黃美玉

文山 景東 26 古美華

文山 萬有 17 游勝雄

文山 萬有 19 高照記

文山 萬盛 4 濮美芳

文山 興光 5 高吳麗珍

文山 興光 9 張素娥

文山 興得 3 王玫玲

文山 興安 3 彭煥榮

文山 試院 13 王林淑惠

文山 華興 25 曹夢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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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 博嘉 18 許鄭美

文山 興邦 3 黃郁翔

文山 樟腳 4 張林麗香

文山 樟樹 12 陳秀玉

文山 樟樹 13 陳郁

文山 萬芳 24 李麗卿

文山 萬芳 25 曾建業

南港 新光 17 潘庚和

南港 玉成 7 張惠民

南港 成福 13 涂張碧娥

南港 萬福 15 蘇柳媚

南港 百福 13 李詹招治

南港 中研 5 黃淑美

南港 中研 35 李上德

南港 九如 6 黃養

內湖 西湖 2 余寶釵

內湖 湖濱 8 林初郎

內湖 湖濱 28 葉昌樹

內湖 葫洲 2 曾林美雲

士林 福林 3 何既逢

士林 福德 17 李寶

士林 後港 21 林寬治

士林 福華 1 郭添財

士林 福華 22 謝俊生

士林 福華 28 陳淑霞

士林 富光 1 陳穆演

士林 富光 9 林西河

士林 葫蘆 24 蘇淑華

士林 永倫 10 李陳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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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林 忠誠 15 廖林緹晏

士林 三玉 20 羅國熹

士林 陽明 7 熊汪玉琴

北投 文林 20 魏博睿

北投 榮華 19 蘇麗華

北投 東華 13 王根財

北投 吉慶 2 林翠玫

北投 豐年 1 陳美澄

人數合計：9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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