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區別 里別 鄰別 姓名 備註

松山 莊敬 11 許春霞

松山 東榮 3 陳若愚

松山 東榮 5 陳萬進

松山 東榮 11 陳玉女

松山 東榮 13 金焦玉欽

松山 東榮 22 吳歐春月

松山 東榮 26 陳燕麗

松山 東榮 28 林鎂鈴

松山 中崙 17 陳遠

松山 新益 4 沈毓英

松山 富泰 6 謝洛萓

松山 富泰 11 齊育晏

松山 富泰 12 邱麗金

松山 富泰 16 黃明德

松山 介壽 3 郭林花英

松山 介壽 4 李素秋

松山 介壽 5 李美雲

松山 介壽 12 廖樹永

松山 介壽 13 張天輔

松山 介壽 14 夏靜娟

松山 介壽 17 吳連興

松山 介壽 21 詹葉九妹

松山 龍田 2 程楊慧明

松山 龍田 3 陳彥良

松山 龍田 22 李曾美月

松山 龍田 24 楊梓喬

松山 龍田 26 簡秀鑾

松山 龍田 31 楊逸菁

松山 東昌 2 蕭玲珠

臺北市106年度服務滿10年資深鄰長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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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 民有 12 何秀蓮

松山 民有 13 林順金

松山 吉祥 23 呂梨雲

松山 新聚 2 林介應

松山 新聚 5 林美雲

松山 新聚 7 林正珩

松山 新聚 9 吳林貴圓

松山 新聚 10 李簡素珠

松山 新聚 13 李鄭素清

松山 新聚 15 田阿姜

松山 新聚 18 游靜

松山 新聚 20 王景晃

松山 新聚 28 賴范秀玉

松山 新聚 29 黃金國

松山 復勢 2 任孝卿

松山 復勢 3 潘吳秀枝

松山 復勢 11 林靜

松山 復勢 13 郭筱梅

松山 復勢 14 賴漢龍

松山 復勢 17 俞王美英

松山 復勢 18 張媛桂

松山 福成 2 許惠華

松山 慈祐 5 吳廖素英

松山 慈祐 6 潘聰敏

松山 慈祐 11 王龍芳

松山 慈祐 12 黃桂櫻

松山 慈祐 20 蘇下煙

松山 安平 21 林鄧秀珠

松山 安平 30 陳玉琴

第 2 頁，共 34 頁



區別 里別 鄰別 姓名 備註

臺北市106年度服務滿10年資深鄰長名冊

松山 自強 2 蔡富蘭

松山 自強 6 龔曼麗

松山 自強 8 高月紅

松山 自強 12 李粹琁

松山 自強 13 周自立

松山 自強 25 王桂英

松山 復盛 2 張英美

松山 復盛 7 王孟珠

松山 復盛 8 王昭元

松山 復盛 11 張健興

松山 復盛 13 李黃寶桂

松山 復盛 14 李謀塗

松山 復盛 17 黃鳳春

松山 中正 23 李素華

松山 中正 32 吳劉嫦娥

松山 復建 10 許梳環

信義 西村 8 李如真

信義 西村 9 魏黃春美

信義 西村 10 張淑娟

信義 西村 11 祝天敏

信義 西村 14 王民華

信義 西村 17 陳麗香

信義 西村 19 張筱萍

信義 西村 22 俞潔瑩

信義 西村 26 雲大鈞

信義 正和 17 余陳熟

信義 正和 25 張卉蓁

信義 中興 10 裘尤玉葉

信義 敦厚 17 陳秀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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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 廣居 4 吳碧連

信義 廣居 19 江和生

信義 雅祥 2 許金福

信義 雅祥 4 李麗華

信義 雅祥 9 高張桂釧

信義 雅祥 12 張詹秀琴

信義 雅祥 13 高進益

信義 五全 1 劉綵華

信義 五全 6 陳美珠

信義 永吉 1 洪金華

信義 永吉 15 鄭慶良

信義 四維 4 游秀玉

信義 富台 3 王綺菱

信義 富台 5 袁芙蓉

信義 富台 6 戴阿粉

信義 富台 9 盧金治

信義 富台 11 劉慶崇

信義 富台 13 李秀娟

信義 富台 14 方石水甚

信義 富台 16 顧強

信義 松隆 2 黃清眉

信義 中坡 5 邱滿

信義 中行 31 喬邱桂英

信義 大道 21 張秀頎

信義 大仁 1 林佩蓉

信義 大仁 2 范文勝

信義 大仁 3 莊杏花

信義 大仁 6 蘇林美玉

信義 大仁 7 謝劉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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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 大仁 8 陳雅媚

信義 大仁 10 林郭

信義 大仁 13 王梅馨

信義 大仁 15 許明治

信義 大仁 16 陳旭程

信義 大仁 17 賴安荺

信義 大仁 18 胡月蓉

信義 大仁 19 簡溪東

信義 大仁 28 林吉子

信義 景新 13 蔣序蘭

信義 景新 15 呂仁傑

信義 景新 18 于麗華

信義 三張 19 蕭淑敏

信義 三犁 9 陳定國

信義 三犁 22 楊尚

信義 六合 3 陳錦香

信義 六合 10 季昌傑

信義 六合 11 劉學花

信義 六合 22 劉金福

信義 六合 26 劉蘭芬

信義 六合 31 徐招稜

信義 泰和 2 顏月裡

信義 泰和 26 方美莉

信義 景聯 19 王琦芬

信義 雙和 6 陳美芳

信義 雙和 9 周美華

信義 雙和 13 陳秀香

信義 雙和 19 陳福扶

信義 雙和 22 張春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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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 嘉興 3 吳志雄

信義 黎順 10 羅雲海

信義 黎忠 3 鄧月春

信義 黎忠 5 黃石川

大安 德安 7 鍾惠壁

大安 和安 9 邵順金

大安 和安 13 林明貴

大安 仁愛 8 洪淑華

大安 仁愛 9 張明威

大安 義村 1 沈凱雯

大安 昌隆 14 鄭芳時

大安 誠安 4 尤黃蘭

大安 光武 19 洪阿華

大安 古莊 1 莊秀琴

大安 龍安 5 黃智才

大安 龍安 9 張玲琳

大安 福住 3 張桂琴

大安 福住 4 鄭錦蜜

大安 福住 13 許月娥

大安 光明 1 傅佔彪

大安 光明 4 王陳澄好

大安 光明 7 陳維琴

大安 光明 9 戴林含笑

大安 錦華 4 黃哲男

大安 錦華 12 鍾文勝

大安 龍圖 5 陳惠平

大安 龍陣 2 王周愛子

大安 龍陣 9 何希明

大安 臨江 1 盧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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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安 臨江 2 徐海堯

大安 臨江 3 張劉金玉

大安 臨江 7 魏林美英

大安 臨江 8 廖洪秀枝

大安 臨江 9 陳葉妹

大安 臨江 10 蔡金秀

大安 臨江 11 丁玉嬌

大安 臨江 13 康國祥

大安 全安 1 宋美花

大安 全安 6 簡達懋

大安 全安 11 劉美英

大安 全安 15 李啟銓

大安 群英 21 吳光華

大安 群英 32 丘祥生

大安 群英 33 戴珮如

大安 龍淵 3 李美容

大安 龍淵 4 畢雅清

大安 龍淵 16 孫金燕

大安 芳和 2 高百合

大安 芳和 8 黃金萬

大安 芳和 13 高有義

大安 芳和 16 廖振峰

大安 黎孝 2 李雅婷

大安 黎孝 4 林淑敏

大安 黎孝 7 何葉英月

大安 黎孝 8 高義禮

大安 黎孝 10 黃進福

大安 黎孝 14 朱永池

大安 黎孝 17 郭如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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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安 黎孝 18 徐秀金

大安 黎孝 23 程明正

大安 建倫 22 林美惠

大安 華聲 13 黃和妹

大安 華聲 17 余英

大安 車層 1 李學飛

大安 車層 2 沈游春美

大安 車層 4 陳麗琦

大安 車層 12 陳福壽

大安 車層 13 鄭守謙

大安 車層 14 許麗足

大安 車層 16 孫培芝

大安 車層 17 黃坤梅

大安 車層 19 鄭玉雲

大安 車層 20 徐月娥

大安 車層 21 周惠真

大安 車層 23 江永重

大安 車層 24 陳麗珠

大安 車層 25 蔡棃卿

大安 車層 26 高金元

大安 學府 12 李定深

中山 正守 2 馬黃娥

中山 正守 4 郭張瓊如

中山 正守 9 陳義則

中山 正守 13 鄭達真

中山 正義 4 陳清渙

中山 正義 6 陳凱蘭

中山 正義 7 葉郭秀英

中山 正義 11 張玉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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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 民安 1 陳秀碧

中山 民安 3 葉桂妹

中山 民安 4 楊陳英

中山 民安 12 蔡美美

中山 民安 14 彭安娜

中山 民安 15 彭雙成

中山 民安 16 許秀娥

中山 民安 20 陳黃富美

中山 康樂 1 江耀廷

中山 康樂 12 陳如嬌

中山 康樂 13 林祖閩

中山 聚盛 1 廖盛夫

中山 集英 2 張肇昶

中山 恆安 2 張素貞

中山 恆安 3 趙榮燦

中山 恆安 4 鄭健志

中山 恆安 6 秦熟

中山 恆安 8 黃文瑞

中山 恆安 10 葉昆通

中山 恆安 11 黃女容

中山 恆安 12 張弘朋

中山 恆安 14 葉靜妹

中山 恆安 15 陳貴鳳

中山 晴光 3 邱淑芬

中山 晴光 8 廖寶月

中山 劍潭 7 劉豐銘

中山 劍潭 8 林玉秀鳳

中山 劍潭 9 聶徐碧玉

中山 劍潭 10 苗華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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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 劍潭 11 張春香

中山 劍潭 14 朱玉燕

中山 劍潭 18 王迎珠

中山 劍潭 20 陳于中

中山 劍潭 21 蕭精一

中山 永安 30 黃秀芳

中山 永安 34 曾春秀

中山 大佳 8 李武彥

中山 新喜 1 林國財

中山 新喜 5 吳采頻

中山 新喜 10 許邱民

中山 新庄 3 林世爵

中山 新庄 4 羅德城

中山 新庄 6 洪麗娟

中山 新庄 8 陳林秀嚴

中山 新庄 9 施添壽

中山 新庄 10 史水秀

中山 新庄 15 劉廣森

中山 新庄 17 陳丁年

中山 新庄 18 陳清映

中山 新庄 20 蔡瑞逢

中山 松江 2 康秀琴

中山 松江 10 林秀霞

中山 松江 11 吳光超

中山 松江 12 楊林秀蘭

中山 松江 15 賴文章

中山 松江 18 蔡石登

中山 松江 21 范陽福

中山 松江 23 林端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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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 行孝 5 李石興

中山 行孝 11 陳世芬

中山 行孝 15 黃定清

中山 下埤 3 許育嘉

中山 下埤 5 張陳梅英

中山 下埤 6 蘇清宗

中山 下埤 8 陳金朝

中山 下埤 11 郭亮雄

中山 下埤 13 陳佩珠

中山 江寧 21 羅聰雄

中山 江寧 23 邱鈁云

中山 江山 9 古明欽

中山 江山 26 賴蘇美慧

中山 中吉 3 徐月芹

中山 中吉 5 羅素蘭

中山 中吉 8 邱林菊

中山 中吉 16 許月琴

中山 中吉 17 戴許瑞嬌

中山 中吉 19 蘇陳金聰

中山 中吉 22 劉高梅

中山 興亞 9 李秀芳

中山 興亞 10 江雁華

中山 興亞 12 黃國勝

中山 興亞 19 吳麗卿

中山 興亞 20 孫樹文

中山 興亞 24 梁啟雄

中山 龍洲 1 黃王鈊鋒

中山 龍洲 5 傅文英

中山 龍洲 7 廖于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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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 龍洲 10 蔡文雄

中山 龍洲 11 孫吳春枝

中山 龍洲 12 敬智輝

中山 龍洲 22 林貴花

中山 龍洲 24 宋琬玲

中山 朱園 4 呂玉堂

中山 朱園 21 李美英

中山 埤頭 16 黃秀娥

中山 力行 3 劉德朗

中山 力行 8 彭春妹

中山 力行 18 邱鈺峰

中山 力行 24 黃阿梅

中山 力行 25 戴桂蓉

中山 北安 12 林進福

中山 金泰 2 洪王愛玉

中山 金泰 4 陳俊佑

中山 金泰 6 許馨元

中山 金泰 10 李亞娟

中山 金泰 13 陳春發

中正 水源 7 姜保昌

中正 水源 9 林秀理

中正 文盛 2 陳孝雄

中正 文盛 4 林標

中正 文盛 9 林俊民

中正 林興 4 王范惠妹

中正 林興 5 陳李梅鳳

中正 林興 15 楊照

中正 林興 21 李施阿甚

中正 河堤 12 葉清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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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 板溪 8 郭素霞

中正 永功 10 廖恆毅

中正 永功 24 梁志雄

中正 永昌 1 王英美

中正 永昌 3 陳哲龍

中正 永昌 6 吳淑惠

中正 永昌 8 高賴玉霞

中正 永昌 15 麥林順嬌

中正 永昌 18 翁麗玉

中正 永昌 19 洪建堂

中正 螢圃 19 林洪家安

中正 螢雪 1 李榮輝

中正 忠勤 10 吳素幸

中正 龍興 13 蘇新蔭

中正 南門 16 簡穎樺

中正 新營 5 張楚雲

中正 新營 7 張素貞

中正 新營 9 吳葉愛子

中正 新營 12 蕭李多喜

中正 新營 21 郭耀梃

中正 黎明 6 王勝義

中正 黎明 9 徐進發

中正 幸市 12 余世光

中正 幸市 16 林錦文

中正 幸福 6 施佳宏

中正 東門 7 陳敏雄

中正 東門 9 許桂通

中正 文北 8 林寶秀

中正 文北 15 張秀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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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 文祥 21 陳美雲

大同 玉泉 6 林重輝

大同 建明 7 洪淑玲

大同 建明 15 白瓊妙

大同 建明 18 林賽蓮

大同 星明 12 邱垂分

大同 光能 7 黃文進

大同 光能 9 袁良春

大同 光能 13 陳靜湘

大同 光能 18 陳俊源

大同 大有 3 蔡碧秀

大同 大有 12 莊燕祥

大同 大有 14 施澤民

大同 雙連 11 洪陳玉花

大同 雙連 12 陳煌橈

大同 雙連 17 林振雄

大同 雙連 23 李麗英

大同 雙連 27 王洪勿

大同 南芳 11 陳麗華

大同 景星 1 林兩洋

大同 景星 5 孫榮福

大同 景星 8 陳淑女

大同 隆和 17 林金鍊

大同 國順 10 李義梗

大同 揚雅 3 王郭順順

大同 斯文 13 陳楊青

大同 鄰江 1 林仁宗

大同 鄰江 6 姚忠明

大同 鄰江 7 汪蕭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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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 鄰江 10 林志南

大同 鄰江 12 陳黃麗華

大同 鄰江 16 洪慶峰

大同 鄰江 26 吳俊鴻

大同 鄰江 27 楊彩珠

大同 鄰江 29 劉宜結

大同 老師 1 張芷綾

大同 老師 19 蔡阿添

大同 重慶 8 陳貴春

大同 重慶 9 李萬發

大同 保安 2 吳張秀春

大同 保安 3 陳連豊芳

大同 保安 4 李陳種子

大同 保安 9 羅蔡呅

大同 保安 12 范玉枝

大同 保安 15 李南桐

大同 保安 16 連陳秀美

大同 保安 17 呂謝鳳月

萬華 福星 4 方蔡密

萬華 福星 5 羅勝子

萬華 福星 11 林松明

萬華 福星 19 陳玉花

萬華 萬壽 4 潘金龍

萬華 菜園 23 黃劉美良

萬華 青山 1 鄧黃水蓮

萬華 青山 2 陳德良

萬華 青山 4 楊朝家

萬華 青山 5 陳春霞

萬華 青山 6 蕭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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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華 青山 10 丁中郎

萬華 青山 11 吳茂松

萬華 青山 12 張美玉

萬華 青山 14 郭正憲

萬華 青山 15 陳美津

萬華 青山 18 王林菜燕

萬華 青山 19 許悅

萬華 青山 20 簡勝雄

萬華 青山 21 林玉金

萬華 青山 23 詹楊美雲

萬華 青山 25 張永昌

萬華 富民 6 李鄭梅

萬華 福音 5 陳美鈴

萬華 仁德 4 程由銘

萬華 仁德 12 蔡永昌

萬華 仁德 17 嚴邱富

萬華 富福 18 邱游貴美

萬華 雙園 13 黃淑琴

萬華 雙園 15 林玲伃

萬華 和平 3 黃吳銀

萬華 糖廍 2 陳明章

萬華 糖廍 4 林秀英

萬華 頂碩 3 葉同慶

萬華 頂碩 11 洪家正

萬華 頂碩 13 高志偉

萬華 頂碩 20 徐碧英

萬華 日善 10 王素霞

萬華 孝德 5 林永隆

萬華 孝德 14 王桂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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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華 錦德 1 李胡好名

萬華 和德 15 許坤鋒

萬華 和德 23 李永泰

萬華 和德 25 蕭謝秀丹

萬華 榮德 1 陳進國

萬華 榮德 2 朱平和

萬華 榮德 5 梁學順

萬華 榮德 7 洪林金葉

萬華 榮德 8 李金枝

萬華 榮德 9 陳淑扲

萬華 榮德 12 林素美

萬華 榮德 13 李宋春葉

萬華 榮德 14 楊順發

萬華 榮德 15 呂吳秋季

萬華 榮德 17 鍾來儀

萬華 興德 12 游邱素卿

萬華 銘德 9 謝金璣

萬華 新安 5 林英雄

萬華 新安 6 施煥榮

萬華 新安 7 馬唐秀庚

萬華 新安 9 劉錦文

萬華 新安 11 洪玉嫺

萬華 新安 12 鄭梅金

萬華 新安 14 劉康伊

萬華 新安 15 李吳秀鳳

萬華 新安 16 劉河成

萬華 新安 21 黎懿萱

萬華 新安 27 楊福興

萬華 新和 3 林秀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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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華 新和 4 何信政

萬華 新和 6 黃麗華

萬華 新和 7 吳秀金

萬華 新和 9 林秀涓

萬華 新和 10 林正中

萬華 新和 11 古黃素月

萬華 新和 14 張范員妹

萬華 新和 16 張鄭阿春

萬華 新和 17 紀麗卿

萬華 新和 22 莊月絨

萬華 新和 26 李明建

萬華 新和 28 鄭夏成

萬華 新忠 10 于春有

萬華 新忠 15 朱黃淑芬

萬華 新忠 16 張家萍

萬華 新忠 17 石柯美英

萬華 新忠 20 彭媛嬌

萬華 忠貞 13 鄭 鐵

萬華 忠貞 20 羅滿妹

萬華 日祥 3 江桂花

萬華 日祥 7 林齊藤

萬華 日祥 21 宋鐵城

萬華 凌霄 4 徐陳(有可)花

萬華 凌霄 8 林秀芬

萬華 凌霄 10 魏薛錦蓮

萬華 騰雲 5 王月華

萬華 騰雲 6 曾德寶

萬華 騰雲 9 李尤昭

萬華 騰雲 11 陳秀鳳

第 18 頁，共 34 頁



區別 里別 鄰別 姓名 備註

臺北市106年度服務滿10年資深鄰長名冊

萬華 騰雲 12 陳璧隆

萬華 騰雲 14 陳雲鳳

萬華 騰雲 15 張秀枝

萬華 騰雲 16 林西村

文山 景東 1 黃梅

文山 景東 2 林美球

文山 景東 3 汪維源

文山 景東 4 高李梅桂

文山 景東 8 李素娟

文山 景東 9 李玉妹

文山 景東 12 劉何翠趁

文山 景東 15 簡淑琴

文山 景東 17 莊文政

文山 景東 18 廖文富

文山 景東 21 陳美芬

文山 景東 22 寇秀屏

文山 景東 23 林麗純

文山 景東 24 賴耀星

文山 景東 25 李淑麗

文山 景仁 7 劉黃金桃

文山 景華 2 曾媛嫻

文山 景華 3 吳寶珊

文山 景華 7 李彥騏

文山 景華 8 李葡萄

文山 景華 9 許青林

文山 景華 11 葉翰鑫

文山 景華 15 黃丁蘭

文山 景華 17 陳怡伶

文山 景華 18 于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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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 景華 19 蔣振聲

文山 景華 20 王亞君

文山 景華 21 李啟明

文山 景華 22 林麗香

文山 萬有 15 林賢明

文山 萬祥 12 郭坤榮

文山 萬隆 2 鄭守鈞

文山 萬隆 9 黃錦雀

文山 萬隆 17 李桂英

文山 萬和 3 莊琇棠

文山 萬和 10 陳念龍

文山 萬年 4 許瑄洷

文山 萬年 7 李洪桂珠

文山 興豐 18 吳素琴

文山 興家 2 歐美芬

文山 興家 7 張麗媛

文山 興得 1 陳吳芳蘭

文山 興得 2 簡文鍱

文山 興得 6 陳正義

文山 興得 7 陳秋妹

文山 興得 8 廖含笑

文山 興得 16 薛高彔

文山 興得 17 盛張暖

文山 興得 20 張彩碧

文山 興得 23 杜鄭玉蘭

文山 興得 25 楊張冉妹

文山 興得 26 張完慧

文山 興業 18 許秀玉

文山 興安 5 鄧滋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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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 興安 6 高銘禮

文山 興安 7 李麗卿

文山 興安 8 陳素珠

文山 興安 16 陳欽恆

文山 興安 19 蔡勝宗

文山 興安 22 鍾長財

文山 興安 24 丁劉金桃

文山 興安 26 葉嬌妹

文山 興安 28 朱立浩

文山 興安 29 王靜慧

文山 興福 2 呂春香

文山 興福 5 林福玉

文山 興福 6 黃奕松

文山 興福 8 廖邱淑香

文山 興福 9 陳雪卿

文山 興福 10 周光堃

文山 興福 13 鄭德榮

文山 興福 16 白鈴惠

文山 興福 18 許碧蓮

文山 興福 19 林淑梅

文山 興福 21 蒙國楨

文山 興福 22 孫劉金蓮

文山 興福 23 黃國峰

文山 興旺 3 鄭進來

文山 興旺 4 葉美容

文山 興旺 7 王靖姍

文山 興旺 10 吳陳水秀

文山 興旺 13 杜秋美

文山 興旺 17 鍾瑞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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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 興旺 18 丁白蘋

文山 興旺 22 林王美貴

文山 興旺 23 翁聰聖

文山 興泰 2 江滿英

文山 興泰 5 蔡有義

文山 興泰 7 朱周玉琴

文山 興泰 9 葉子青

文山 興泰 11 李慧彰

文山 興昌 8 高雅芬

文山 興昌 9 許瑞嬌

文山 興昌 10 林靜鈴

文山 興昌 11 易端儀

文山 興昌 15 王鋰鈴

文山 興昌 16 顏憶鸞

文山 興昌 18 邱淑峰

文山 興昌 22 張友信

文山 試院 1 陳燈城

文山 試院 6 周盛本

文山 華興 10 陳建三

文山 華興 13 陳碧玉

文山 明興 10 許世宏

文山 明興 21 莊西東

文山 明興 28 廖素卿

文山 木柵 4 楊張秀月

文山 木新 16 邱阿錢

文山 木新 18 鄭月貴

文山 木新 19 張進良

文山 木新 23 高龎玉霞

文山 木新 24 張加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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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 木新 25 陸敬瀛

文山 木新 29 吳文祥

文山 木新 34 邱妹美

文山 樟林 29 聞振民

文山 樟新 9 賴雪紅

文山 樟腳 6 陳美琳

文山 樟腳 9 曾美賢

文山 萬芳 3 林宏章

文山 萬芳 7 楊麗鳳

文山 萬芳 9 高寶丹

文山 萬芳 16 侯晨卉

文山 萬芳 23 劉汪真玉

文山 萬芳 26 連春讚

文山 博嘉 7 何貴英

文山 博嘉 9 蘇三源

文山 博嘉 12 吳朝宗

文山 指南 13 羅紅嬌

文山 指南 15 張宗夫

文山 指南 16 鄧漢華

文山 指南 18 周章富

文山 萬美 11 劉潘淑玲

文山 萬美 13 吳惠聰

文山 萬美 28 葉步乾

文山 樟文 13 許才利

文山 樟文 18 王貴美

文山 樟樹 3 林阿得

文山 樟樹 6 劉譚桂黔

文山 樟樹 14 李淑珍

南港 南港 2 莊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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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港 南港 4 陳禮樂

南港 南港 22 張慶松

南港 中南 10 李寬弘

南港 新富 7 洪淑美

南港 新富 10 周世銘

南港 新富 15 陳紅毛

南港 新富 16 胡雪秋

南港 三重 6 陳玉鳳

南港 三重 7 林鄭秀蘭

南港 三重 9 林豐裕

南港 三重 14 陳文冠

南港 三重 16 陳周煌

南港 東明 3 羅茹雪

南港 東明 13 賴桂香

南港 西新 10 魏焜玉

南港 西新 16 顏林玉燕

南港 玉成 17 黃子龍

南港 成福 8 曾雪嬌

南港 成福 17 陳鴛鴦

南港 萬福 2 廖建擇

南港 萬福 8 陳鏡如

南港 聯成 8 余呂巧蓮

南港 聯成 12 高瑞吟

南港 舊莊 11 徐鳳蘭

南港 中研 25 李朝明

南港 九如 16 許淑惠

南港 九如 17 王林美麗

南港 重陽 12 林政廷

南港 重陽 13 宋傑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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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湖 西湖 16 王乃德

內湖 西湖 21 劉美鳳

內湖 西湖 23 陳春成

內湖 港都 13 周文成

內湖 港華 12 許素美

內湖 港華 13 張淑珍

內湖 湖濱 7 黃輝源

內湖 湖濱 19 陳秀菁

內湖 紫星 17 張昆金

內湖 紫星 35 王菊敏

內湖 金瑞 17 詹依潔

內湖 碧山 12 張秀英

內湖 清白 13 王寶玉

內湖 清白 29 林富義

內湖 瑞陽 5 張紹維

內湖 瑞陽 7 朱謝梅妹

內湖 瑞陽 11 劉正雄

內湖 瑞陽 12 廖玉秀

內湖 瑞陽 18 郭黃寶玉

內湖 瑞陽 28 蔣嘉得

內湖 瑞光 9 江燕貞

內湖 五分 14 陳育松

內湖 五分 23 張金葉

內湖 五分 25 蘇玉惠

內湖 東湖 3 王月華

內湖 東湖 4 李茂男

內湖 樂康 10 洪濟田

內湖 樂康 20 邱月愛

內湖 樂康 22 曾再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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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湖 內溝 1 張素琴

內湖 內溝 6 何陸靜怡

內湖 內溝 7 林鄭富美

內湖 內溝 11 洪秋媚

內湖 內溝 13 林素真

內湖 內溝 15 蔡王秋菊

內湖 內溝 16 洪春福

內湖 湖興 1 李淑端

內湖 湖興 2 鄭木村

內湖 湖興 4 唐禮平

內湖 湖興 5 林呂留瓊

內湖 湖興 6 余秋菊

內湖 湖興 7 陳秀滿

內湖 湖興 9 陳環

內湖 湖興 10 林國鍾

內湖 湖興 12 黃建松

內湖 湖興 17 曹裕鴻

內湖 湖興 18 李春美

內湖 湖興 19 陳素燕

內湖 湖興 20 謝林來富

內湖 湖興 23 江明源

內湖 安湖 1 盧春明

內湖 安湖 10 黃素涵

內湖 安湖 11 林寶蓮

內湖 秀湖 7 繆素霞

內湖 秀湖 10 謝溪泉

內湖 秀湖 14 孫自恕

內湖 秀湖 16 陳茂寅

內湖 秀湖 20 王渝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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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湖 金湖 12 李義豐

內湖 金湖 15 鄭素華

內湖 金湖 19 曾芳文

內湖 寶湖 2 高美惠

內湖 寶湖 8 詹周秋絨

內湖 寶湖 9 陳秋珍

士林 義信 6 吳琴英

士林 義信 12 詹莊秀女

士林 福林 10 陳信全

士林 福林 11 葉根本

士林 福林 12 廖永隆

士林 福林 15 林常傑

士林 福林 17 張月英

士林 福林 18 吳美霞

士林 福德 15 陳惠瑀

士林 後港 7 陳聖富

士林 福中 5 黃碧蓮

士林 福中 18 紀式利

士林 百齡 2 沈進傭

士林 百齡 4 黃李滿江

士林 百齡 6 莊永銘

士林 百齡 8 翁宋月裡

士林 百齡 9 翁德榮

士林 百齡 10 江淑珍

士林 百齡 12 劉楊月里

士林 百齡 15 翁玉琴

士林 百齡 17 翁黃鶴子

士林 百齡 18 蔡美穎

士林 百齡 22 江明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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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林 百齡 24 趙淑昭

士林 承德 12 張阿梅

士林 承德 15 李桃妹

士林 承德 16 李子傑

士林 福華 5 陳順益

士林 福華 8 韓志弘

士林 福華 13 蔡宗殷

士林 福華 21 石富梅

士林 福華 25 連侯雲英

士林 福華 26 洪禮松

士林 福順 10 林陳秋香

士林 福順 15 林邦男

士林 葫蘆 5 方有記

士林 葫蘆 7 陳美玉

士林 葫蘆 12 薛何妿榓

士林 葫蘆 13 許玉玲

士林 葫蘆 20 李月雲

士林 葫蘆 22 吉黃阿美

士林 葫蘆 25 李月雲

士林 葫蘆 26 陳鴻濤

士林 葫蘆 27 鄭美月

士林 葫東 1 黃林清

士林 葫東 3 林郭寶貴

士林 葫東 4 黃淨紋

士林 葫東 6 闕秀鳳

士林 葫東 11 陳意堅

士林 社子 2 李貴美

士林 社子 5 陳慶聯

士林 社子 10 柯夢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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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林 福安 2 陳滔孟

士林 福安 3 郭奇松

士林 富洲 5 李友禮

士林 富洲 6 洪劉欽雲

士林 富洲 8 李總明

士林 富洲 12 呂玟子

士林 富洲 15 李正祥

士林 名山 23 高錦成

士林 德行 4 莊鋒碧

士林 德行 8 莊震南

士林 德行 10 朱富

士林 聖山 8 支樹溪

士林 忠誠 2 杜振康

士林 忠誠 4 王萍芬

士林 忠誠 5 李萱茂

士林 忠誠 6 林惠玲

士林 忠誠 8 陳鳳章

士林 忠誠 12 鄭聰啟

士林 忠誠 13 黃阿真

士林 忠誠 14 宋曾邁

士林 忠誠 16 陳鏗秦

士林 忠誠 17 黃小真

士林 忠誠 20 黃素琴

士林 忠誠 21 易貴嫦

士林 忠誠 22 黃阿順

士林 忠誠 23 林麗芳

士林 忠誠 24 鍾櫻麗

士林 忠誠 25 楊澄浩

士林 芝山 11 徐林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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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林 東山 7 黃鳳春

士林 蘭興 8 張珮瑱

士林 蘭興 16 萬戴月霞

士林 天祿 1 施胡麗容

士林 天祿 3 姚羅輝子

士林 天祿 6 邱條龍

士林 天祿 7 陳文獻

士林 天祿 8 郭素金

士林 天祿 9 林李明月

士林 天祿 10 吳林秋蘭

士林 天祿 11 鄭明福

士林 天祿 14 李黃春花

士林 天祿 15 葉昭英

士林 天祿 16 呂錦貴

士林 天壽 2 王寶桂

士林 天壽 3 呂月珠

士林 天壽 6 吳榮雄

士林 天壽 9 衣美玲

士林 天壽 10 林家均

士林 天壽 11 洪炯釗

士林 天壽 13 黃清榮

士林 天壽 14 吳金鳳

士林 天壽 16 謝李卿惠

士林 天和 1 張忠永

士林 天和 15 劉意妹

士林 天和 18 林來旺

士林 天和 19 林旭彰

士林 天和 21 林武慶

士林 天山 20 陳丁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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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林 天玉 21 黃淑玲

士林 永福 1 張再勝

士林 永福 10 曹寶貴

士林 陽明 1 黃小紅

士林 陽明 3 吳金龍

士林 陽明 4 吳玉蘭

士林 陽明 11 何東興

士林 陽明 13 吳啟昌

士林 陽明 15 郭江玉珠

士林 陽明 20 蔡揚名

士林 陽明 22 吳玉蘭

士林 翠山 4 孟慶德

士林 翠山 6 廖美玉

士林 翠山 8 黃嘉慧

北投 建民 8 王慶福

北投 建民 14 倪阿雪

北投 建民 18 蕭興松

北投 文林 12 許英福

北投 福興 7 郭峯良

北投 福興 14 張林貴美

北投 榮光 4 施正雄

北投 榮光 18 劉清子

北投 榮光 19 謝蔡富美

北投 榮光 21 江淑貞

北投 榮光 22 陳月雲

北投 榮華 6 陳守豊

北投 榮華 17 許陳月鳳

北投 裕民 4 王李美雲

北投 裕民 19 黃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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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投 振華 7 何坤定

北投 振華 16 施月美

北投 振華 20 周照惠

北投 永欣 2 方世榮

北投 永欣 4 周嘉裕

北投 永欣 7 何坤山

北投 永欣 8 林佳蓉

北投 永欣 18 陳威良

北投 永欣 21 林育昇

北投 永明 3 吳玉蘭

北投 永明 8 楊胡金綢

北投 永明 12 潘正哲

北投 東華 3 陳士恭

北投 東華 4 陳秋玉

北投 東華 5 楊朝聰

北投 東華 9 黃穎敏

北投 東華 10 陳秀霞

北投 東華 14 李蓮蓮

北投 尊賢 12 胡美釧

北投 立農 7 林潘金枝

北投 立農 23 許健治

北投 八仙 6 陳天成

北投 八仙 7 林艷慧

北投 八仙 8 郭美珠

北投 八仙 13 黃長虹

北投 八仙 14 徐文正

北投 中央 8 陳俊輝

北投 中央 11 林郭金鳳

北投 中央 14 陳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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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投 中央 18 陳吳月娥

北投 中央 19 林葉秀枝

北投 中央 24 陳睿騰

北投 長安 3 郭劉萬鎮

北投 大同 5 鄭正雄

北投 大同 6 張金標

北投 大同 7 魏富全

北投 大同 8 陳俊忠

北投 大同 9 鐘色

北投 大同 16 黃文宏

北投 大同 17 蔡裕騰

北投 溫泉 2 林貴英

北投 溫泉 4 李婉媛

北投 溫泉 5 吳李月英

北投 溫泉 6 林家慧

北投 溫泉 7 蘇鏡明

北投 溫泉 10 張惠美

北投 溫泉 13 陳兆卿

北投 溫泉 14 丁聰仁

北投 溫泉 16 施惠玉

北投 溫泉 17 高玄德

北投 林泉 16 郭榮宗

北投 開明 20 黃耀乾

北投 中和 2 林美雪

北投 智仁 18 林莉娟

北投 秀山 2 廖秀雲

北投 秀山 4 吳歐玉霞

北投 秀山 14 杜麗美

北投 文化 13 林鄭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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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投 豐年 16 謝清地

北投 稻香 15 高通益

北投 桃源 7 陳漢宜

北投 桃源 12 林彩月

北投 一德 22 陳保銅

北投 關渡 2 陳萬枝

北投 關渡 15 李容瑄

北投 關渡 23 蔡陳明珠

北投 泉源 7 吳正雄

北投 湖山 6 徐開為

北投 湖山 7 薛蔚成

北投 湖山 12 張清水

北投 湖山 16 許健一

北投 湖山 17 吳國傳

北投 湖山 18 張文慶

北投 大屯 3 陳建蒼

北投 湖田 2 李麗玲

北投 湖田 3 高賜貴

北投 湖田 5 高碧蓮

北投 湖田 6 白蕭冬欵

北投 湖田 8 高鳳嬌

北投 湖田 9 楊豹

北投 湖田 10 林振華

人數合計：98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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