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區別 里別 鄰別 姓名 備註

松山 三民 7 郭麗琴

松山 新益 2 盧建州

松山 新東 6 盧俊成

松山 龍田 5 劉佑渤

松山 龍田 21 鄭桂美

松山 龍田 39 張成然

松山 民有 10 陳森田

松山 慈祐 1 謝清峰

松山 慈祐 4 吳政旭

松山 自強 1 吳寶玉

松山 民福 22 游祥誌

松山 東光 12 嚴林美桂

松山 東光 21 侯育芳

松山 吉祥 17 戴林秀蓮

松山 中崙 12 洪鍾妙英

松山 復盛 18 黃榮文

松山 東榮 21 鄧新平

信義 五常 5 劉昌垣

信義 五常 8 吳百正

信義 永吉 4 洪欽珍

信義 四維 15 羅玉珠

信義 松隆 5 宋淵宏

信義 松光 5 林張桃

信義 中行 23 吳素月

信義 中行 29 遲佳縈

信義 三張 33 郭耿陽

信義 黎忠 1 陳美容

信義 黎忠 4 林秝銳

大安 義村 3 曾英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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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安 龍坡 6 蔡月姿

大安 龍坡 22 應紀暉

大安 錦華 13 吳秀完

大安 華聲 3 鄭秀琴

大安 學府 2 萬能

中山 大直 12 徐顏影影

中山 成功 19 連金生

中山 永安 16 張才良

中山 永安 32 陳瑞鶯

中山 永安 33 黃娥

中山 松江 20 徐秀花

中山 行仁 3 黃桔

中山 行仁 6 郭瑞琴

中山 行仁 8 林春隆

中山 行仁 9 李雪玉

中山 復華 12 林繼堂

中山 復華 13 黃國媖

中山 復華 24 吳輝男

中正 文盛 3 張美麗

中正 文盛 8 王國濱

中正 河堤 3 林永勝

中正 河堤 11 顏芬蘭

中正 螢雪 14 李春美

中正 永昌 10 王少宏

中正 龍興 14 林金城

中正 幸市 9 李麗雪

中正 新營 15 黃英齡

中正 東門 1 劉志高

中正 東門 5 鄭錦雀

中正 文祥 15 張汪春丕

中正 文北 23 丁元薇



中正 文北 27 林桂吉

大同 蓬萊 7 鄭榮和

大同 保安 8 許季洋

大同 大有 10 陳柱

大同 大有 18 劉長輝

萬華 銘德 6 王家森

萬華 銘德 15 林照森

萬華 新忠 4 陳清源

萬華 新忠 22 余林碧雲

萬華 華江 3 張李玉姬

萬華 福音 8 楊琨彥

萬華 柳鄉 15 余金英

萬華 興德 15 李陳幼治

萬華 日祥 16 李瑞騏

萬華 日祥 17 趙清明

文山 景華 24 陳家湄

文山 萬年 3 陳劉麗雲

文山 興豐 19 張美蘭

文山 興光 3 高文能

文山 興光 15 翁仁豐

文山 興光 17 高文煌

文山 興得 15 邱佩筠

文山 興得 24 陳國財

文山 興福 11 蔡麗鈴

文山 興昌 5 高白雪

文山 興昌 21 陳世良

文山 木新 2 陳志鴻

文山 萬芳 2 盧玉玲

南港 三重 19 周琦智

南港 三重 20 許麗絹

南港 三重 21 張家碧



南港 三重 25 李陳麗坤

南港 玉成 18 黃楊素娥

南港 舊莊 3 劉秀雲

南港 九如 8 高陳蓮春

內湖 西湖 26 陳秀月

內湖 金龍 18 林麗雲

內湖 瑞光 4 謝靜惠

內湖 五分 10 鄭秋

內湖 五分 20 吳淑娟

內湖 五分 33 王麗卿

內湖 葫洲 13 林素敏

內湖 瑞陽 13 吳林月英

內湖 東湖 15 蕭綉蓮

內湖 東湖 18 陳秀月

內湖 碧山 20 葉隆德

內湖 碧山 4 金蘭

內湖 碧山 15 陳新瓊

內湖 碧山 17 田詒豐

內湖 內溝 8 鐘素美

內湖 湖元 7 賴水木

內湖 金瑞 2 蔡秀枝

內湖 金瑞 9 何德旺

內湖 金瑞 20 楊明賢

內湖 清白 14 徐寶珠

內湖 清白 16 簡美蓮

士林 福佳 26 侯秀容

士林 德華 12 謝秀英

士林 芝山 30 金瑛

士林 蘭興 6 張世芳

士林 三玉 4 林明吉

士林 天祿 12 高玉貞



士林 臨溪 3 郭家豐

士林 臨溪 4 張建文

北投 振華 12 陳麗雪

北投 振華 14 莊子賢

北投 吉利 16 胡國男

北投 清江 23 陳酉村

北投 林泉 6 吳淑娟

北投 中庸 13 王惠貞

北投 一德 21 楊慶瑞

人數合計：　131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