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區別 里別 鄰別 姓名 備註

松山 莊敬 8 葉梁于

松山 新益 12 陳盛

松山 富錦 4 吳金福

松山 富錦 5 李經衡

松山 富錦 22 黃千綺

松山 新東 10 張黃桃妹

松山 新東 16 廖滿足

松山 新東 17 潘惟潔

松山 民福 1 蘇遠祿

松山 安平 1 李金標

松山 安平 7 劉明祥

松山 安平 26 林賢一

松山 吉仁 3 莊慶鴻

松山 富泰 14 楊麗莉

信義 興隆 13 高鄭來好

信義 興雅 20 石方金枝

信義 廣居 17 賴香蓮

信義 五全 4 黃耀西

信義 永吉 2 賴進琳

信義 永吉 10 王進國

信義 永吉 16 洪水泉

信義 長春 9 蔡春富

信義 永春 19 胡有進

信義 富台 8 洪春朝

信義 松友 12 徐阿金

信義 中行 4 王月卿

信義 惠安 7 林東溢

信義 三張 3 吳金水

信義 三張 8 吳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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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 三張 21 楊陳鳳嬌

信義 三張 23 戴玉梅

信義 六合 1 張煥堂

信義 六合 14 陳淩秦真

信義 六合 25 劉雪

信義 景聯 4 郭金釧

信義 景聯 15 許鳳娥

信義 景聯 18 楊廷昌

信義 黎平 3 林添富

信義 黎忠 8 謝緣香

大安 和安 17 劉華添

大安 龍泉 14 李美容

大安 龍泉 15 侯錦

大安 龍安 16 吳世民

大安 龍雲 11 陳世

大安 龍雲 19 林雪枝

大安 住安 17 羅林桂英

大安 通化 13 陳振南

大安 通安 5 呂創權

大安 通安 14 陳月霞

大安 通安 20 曾英宗

大安 法治 8 王梁月琴

大安 全安 7 郭秋花

大安 群賢 18 歐正龍

大安 龍淵 15 林柯寶貴

大安 黎元 3 鄭洪枝

大安 黎孝 9 林貴

大安 黎和 5 李金鳳

大安 正聲 1 蘇蓮池

大安 正聲 16 朱林素月

大安 敦煌 4 謝張月里



大安 敦煌 7 張敏芳

大安 敦煌 9 陳水勝

大安 華聲 9 戴學義

大安 車層 10 謝許麗華

大安 車層 15 巫張淑吟

中山 中山 12 王張富美

中山 大直 3 丁樑材

中山 永安 4 黃水河

中山 朱園 13 林世政

中正 富水 5 陳火文

中正 頂東 5 張秀松

中正 新營 19 蔡施碧蓮

大同 重慶 15 楊金章

大同 雙連 7 陳健賜

萬華 壽德 3 楊哲雄

文山 興旺 19 陳俐君

文山 政大 1 廖杜碧玉

文山 樟林 12 張尤美鶯

文山 萬盛 10 蔣吳金鳳

文山 萬興 17 張田杉

文山 樟腳 1 張武雄

文山 樟腳 4 張林麗香

南港 九如 3 高素燕

南港 九如 7 黃福來

南港 九如 18 潘李品

南港 九如 27 王仁

南港 中南 16 闕河盛

南港 中研 20 闕月嬌

南港 中研 27 張明義

南港 東明 15 管敏利

南港 東明 16 王幸男



南港 南港 15 陳錫勳

南港 新富 3 陳廖秀枝

南港 萬福 6 江淑瓊

南港 舊莊 19 張宏毅

南港 舊莊 33 魏振耀

內湖 西湖 10 陳潘玉里

內湖 西湖 29 趙坤隆

內湖 西康 1 陳美秋

內湖 西康 4 陳德讚

內湖 西康 10 江濤

內湖 西康 11 林文傑

內湖 西康 23 蔣財傳

內湖 西康 27 陳王招美

內湖 港富 18 鍾天素

內湖 港富 29 鄭呂春香

內湖 紫星 6 陳省

內湖 瑞陽 2 李古宮

內湖 瑞陽 20 廖友華

內湖 瑞陽 25 吳學錦

內湖 內溝 9 林金練

內湖 內溝 12 陳松溪

內湖 明湖 15 林月雲

內湖 麗山 13 陳李罔市

內湖 港墘 17 謝許玉英

內湖 港墘 14 李良志

內湖 紫陽 3 高武雄

內湖 紫陽 14 劉健祥

內湖 安湖 4 倪茂村

士林 福佳 3 謝張彩雲

士林 福佳 22 黃楊冬

北投 文林 19 魏拱垚



北投 吉利 9 王春雄

北投 中和 4 張羅美雲

人數合計：　124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