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區別 里別 鄰別 姓名 備註

信義 敦厚 14 蔡玲珍

信義 廣居 12 白高志秀

信義 黎忠 9 何雪

信義 敦厚 14 蔡玲珍

信義 黎平 10 姚王來好

信義 正和 4 王桂美

大安 通化 7 周添喜

大安 龍淵 24 陳金水

大安 黎元 2 蔡坤財

大安 黎孝 22 曾陳素蘭

中山 江山 4 賴江秀連

中山 江山 24 李叔明

中正 忠勤 14 羅張娘妹

中正 忠勤 15 莊清賀

中正 廈安 1 周萬生

中正 黎明 12 鍾豐凉

中正 幸福 5 薄正任

中正 幸福 12 高謝登美

中正 幸福 15 陳河川

中正 文北 3 顏愛媛

大同 雙連 2 賴登科

大同 雙連 4 王長明

大同 雙連 13 吳山林

大同 雙連 30 龔清松

大同 蓬萊 8 曾家福

大同 建明 4 黃洪美美

大同 大有 13 陳壁義

萬華 華江 15 詹茂義

萬華 華江 7 溫文楷

臺北市109年度服務滿30年資深鄰長名冊



萬華 華江 13 田進和

萬華 華江 24 洪錦隆

萬華 華江 25 黃根吉

萬華 華江 28 蘇秀玉

萬華 華江 16 洪清潭

萬華 福星 15 李拱辰

萬華 富福 17 林春吉

萬華 日善 12 黃金財

萬華 和平 13 陳德勝

萬華 和德 6 柴周蕙芳

萬華 和德 8 葉萬福

萬華 忠貞 21 李信雄

萬華 綠堤 6 詹朱界宗

萬華 雙園 19 李伍月霞

萬華 保德 2 林阿甘

萬華 保德 6 楊智文

萬華 柳鄉 12 陳秋泉

文山 萬盛 19 黃鳳嬌

文山 興光 10 陳全福

文山 興得 9 陳金章

文山 興得 22 詹陳碧霞

文山 興福 4 李宣樸

文山 木柵 28 林淑女

文山 樟腳 3 歐金鳳

文山 萬美 19 謝壽良

文山 樟樹 10 花鐘員

內湖 湖濱 12 黃新明

內湖 湖濱 18 陳雪蜜

內湖 湖濱 20 王家興

內湖 湖濱 21 許美員

內湖 湖濱 31 夏乃康



內湖 明湖 5 柯𢙨

內湖 安湖 18 楊麗珍

士林 福佳 3 謝張彩雲

士林 福佳 22 黃楊冬

士林 岩山 12 廬霞

士林 蘭興 11 陳瑞霞

士林 三玉 18 李信勇

士林 天壽 5 許黃玉

士林 永福 5 曹茂水

士林 新安 4 林德誠

士林 新安 5 李何忠雄

北投 文林 5 黃傅網

北投 榮華 7 楊瑞仁

北投 立農 12 蔡炳垚

北投 立農 14 謝清璃

北投 立農 21 莊世宗

北投 清江 21 黃馳勝

北投 中央 26 張火龍

北投 林泉 12 吳惠芳

北投 中和 7 黃文亮

北投 豐年 7 李阿素

北投 關渡 12 楊玉岳

北投 泉源 12 陳長發

人數合計：　83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