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區別 里別 鄰別 姓名 備註

松山 莊敬 2 邱林藝

松山 富錦 14 吳阿戀

松山 東光 2 高王素霞

松山 東光 31 詹兆民

松山 東光 32 劉鑾鳳

松山 龍田 25 凃利玲

松山 民有 3 張國明

松山 民有 6 陳玉盤

松山 民有 15 丁克劍

松山 民有 16 張漢隆

松山 民有 22 林素媛

松山 民有 29 施良

松山 松基 4 林秀蓮

松山 松基 8 陳沈春蓮

松山 松基 14 張明鐘

松山 安平 4 申淑瑛

松山 安平 5 林玉芳

松山 自強 4 戴龍瓊

松山 自強 5 丘素娟

松山 自強 7 孫明芳

松山 自強 10 陳麗琴

松山 自強 14 邱聰堅

松山 自強 19 徐康

松山 自強 20 凌郭淑瑛

松山 自強 23 鄧新園

松山 新聚 6 侯陳秀連

松山 新聚 8 黃碧英

松山 新聚 11 謝麗鈴

松山 新聚 23 黃秀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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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 新聚 24 王志珍

松山 復盛 9 王德安

松山 中崙 15 莊惠珠

松山 美仁 2 梁峯正

松山 美仁 4 洪憲龍

松山 美仁 5 許清潭

松山 美仁 6 陳許月

松山 美仁 9 葉關治

松山 復源 6 劉金火

松山 復源 10 陳靜怡

松山 復源 11 蕭宗熙

松山 復勢 7 徐玉雲

松山 復勢 16 鄧本亘

松山 富泰 1 陳世姬

松山 吉祥 13 林健境

松山 三民 1 朱盛

松山 三民 8 呂子靖

松山 三民 14 鄭紅柑

松山 三民 15 黃逸敏

松山 三民 16 陳麗華

松山 三民 17 謝賢鈴

松山 三民 22 林雨亭

松山 三民 30 高美華

松山 復建 7 馬月芳

信義 西村 13 張琪臻

信義 正和 20 范秀英

信義 興隆 2 林腰

信義 興隆 3 劉銀妹

信義 興隆 8 盧麗玉

信義 新仁 1 劉錦進

信義 興雅 24 賴素蘭



信義 廣居 15 余慧儀

信義 廣居 24 許玉蘭

信義 安康 4 吳玉梅

信義 五常 1 陳碧雲

信義 長春 21 黃陳含笑

信義 四維 2 洪玉嬌

信義 四維 3 蔡美菊

信義 四維 6 李淑貞

信義 四維 9 廖麗美

信義 四維 10 洪美緣

信義 四維 11 蘇燕緘

信義 四維 16 洪添福

信義 富台 7 黃高梅桂

信義 松光 3 周燕雪

信義 松光 10 張義明

信義 松光 13 徐林淑美

信義 松光 14 薛崑煙

信義 松光 16 宋金福

信義 松光 17 林陳瑞碧

信義 松光 22 何貴春

信義 中坡 1 周福山

信義 中坡 6 宋秀英

信義 中坡 9 吳忠孝

信義 中坡 14 黃楊瑞良

信義 中坡 16 沈國安

信義 中行 9 蕭秋月

信義 中行 22 廖學坤

信義 大仁 12 黃淑華

信義 大仁 14 何淑禎

信義 景新 11 吳坤明

信義 惠安 21 陳張翠慎



信義 三張 13 何王錦福

信義 三犁 5 陳阿葉

信義 三犁 11 程榮豊

信義 泰和 4 邱松日

信義 泰和 7 張蕭柳華

信義 泰和 13 黃月嬌

信義 泰和 18 張玉美

信義 泰和 24 陳蘇嬌妹

信義 泰和 25 吳金貴

信義 嘉興 2 方韻雅

信義 嘉興 13 鄧信發

信義 嘉興 15 夏慧敏

信義 黎平 23 柯富美

大安 仁慈 8 施保全

大安 民炤 13 林德坤

大安 民炤 17 黃奕昶

大安 義村 8 鄭定國

大安 義村 11 王玉美

大安 義村 17 蕭心惠

大安 昌隆 1 廖木郎

大安 昌隆 2 陳璧純

大安 昌隆 4 江瑛瑛

大安 昌隆 5 賴美花

大安 昌隆 7 彭良雄

大安 昌隆 8 郎家瑞

大安 昌隆 9 陳玉麗

大安 昌隆 10 鍾林秀琴

大安 昌隆 11 柴劉月華

大安 昌隆 13 林良姿

大安 昌隆 15 張黃美惠

大安 誠安 1 王美珠



大安 誠安 3 林四福

大安 誠安 7 葉蕙慈

大安 誠安 9 林芳惠

大安 誠安 13 張鍾德妹

大安 誠安 14 戴珠葉

大安 誠安 15 陳枯錚

大安 誠安 16 謝碧美

大安 誠安 17 吳川晶

大安 龍泉 2 盧惠城

大安 龍泉 3 楊美雲

大安 龍泉 8 李月雲

大安 龍泉 10 陳滿美

大安 龍泉 11 張麗華

大安 古風 2 楊麗蓉

大安 古風 3 蘇海能

大安 古風 4 邱惠臻

大安 古風 5 李麗珍

大安 古風 7 鄭光彩

大安 古風 9 林綉雲

大安 古風 12 郭素蘭

大安 古風 13 范金玉

大安 古莊 6 劉俊毅

大安 錦安 4 張樹旺

大安 錦安 5 胡蘭珍

大安 錦安 10 程孝俊

大安 錦安 11 吳秀鑾

大安 錦安 13 張素足

大安 錦安 15 林秀琴

大安 福住 7 游輝成

大安 福住 14 蔡泓濱

大安 龍雲 9 楊王照子



大安 龍雲 14 勵鈞翔

大安 龍雲 17 凌明耿

大安 龍生 1 陳駟芳

大安 龍生 5 陳春木

大安 龍生 8 徐梅秀

大安 龍生 12 黃玉枝

大安 龍生 14 郭麗雪

大安 龍生 15 黃學永

大安 龍生 18 賴水雄

大安 住安 1 歐阿昭

大安 住安 4 陳秋君

大安 住安 5 詹佳音

大安 住安 8 陳啓東

大安 住安 10 楊順發

大安 住安 11 蘇輝子

大安 住安 12 陳麗蘭

大安 住安 15 黃張光子

大安 住安 16 曾盛財

大安 義安 6 蔡新

大安 通化 8 周林幼梅

大安 通化 10 周家榮

大安 通化 14 陳明松

大安 通安 12 陳李麗華

大安 通安 16 姜永男

大安 全安 8 田秀苓

大安 全安 17 沈敏

大安 群英 4 馬王國經

大安 群英 7 吳嘉義

大安 群英 14 劉鳳錦

大安 群英 16 曹逵中

大安 群英 22 甘國貞



大安 群英 30 黃桂霞

大安 虎嘯 3 陳珈翎

大安 臥龍 6 施黃梗

大安 龍淵 29 朱春旺

大安 龍門 1 張石月霞

大安 龍門 3 蔡君彰

大安 龍門 7 陳良杰

大安 龍門 12 許瓊珍

大安 大學 12 李栢期

大安 黎元 5 康秋貴

大安 黎元 6 蔡春美

大安 黎元 7 張小文

大安 黎元 14 林金成

大安 建安 2 李文坤

大安 建安 6 李高麗

大安 建安 9 林永康

大安 建安 11 馬正平

大安 建安 16 李佳臻

大安 建安 18 林俊雄

大安 建倫 1 楊定國

大安 建倫 2 朱武雄

大安 建倫 4 林益華

大安 建倫 7 許美惠

大安 建倫 15 王素貞

大安 建倫 16 余寶妹

大安 建倫 18 陳讚福

大安 建倫 19 陳韓雪

大安 建倫 21 陳美女

大安 敦煌 20 張麗容

大安 車層 8 陳景珠

大安 學府 6 陳再華



中山 康樂 7 方貴珠

中山 中山 1 周美雲

中山 中山 2 高麗雲

中山 中山 4 黃王阿幼

中山 中山 11 施玉貞

中山 中山 14 詹富美

中山 中山 17 許馦

中山 中山 21 呂林美

中山 中山 24 黃蓮珠

中山 中山 26 董陳初

中山 集英 4 俞美雲

中山 集英 10 林素芬

中山 集英 11 葉春鄉

中山 集英 15 賴秀丹

中山 集英 16 張江美珍

中山 集英 17 蔡敏雄

中山 聚葉 9 蔡秀真

中山 聚葉 15 黃益男

中山 成功 12 徐鴻皋

中山 成功 18 林愛玉

中山 成功 21 林秀美

中山 永安 1 陳威良

中山 永安 7 許謝秀連

中山 永安 22 陳由任

中山 新喜 2 曹再來

中山 新喜 11 林武雄

中山 新福 1 郭熙盛

中山 新生 2 黃宗德

中山 新生 3 王李蜂

中山 新生 8 林順仁

中山 新生 12 李秋趛



中山 新生 13 謝孟宏

中山 新生 18 李成雙

中山 行仁 24 李平吉

中山 行仁 27 李美蓮

中山 行孝 1 黃素珍

中山 行孝 2 趙添泉

中山 江寧 1 吳淑芳

中山 江山 17 徐征眉

中山 江山 22 王千軍

中山 興亞 8 陳錦松

中山 朱馥 10 謝蕭椿

中山 埤頭 12 廖嘉南

中山 朱崙 5 胡其燮

中山 力行 20 牛饒金鵝

中山 復華 7 江文樹

中山 復華 20 邱如璟

中山 北安 1 陳李蘭枝

中山 北安 7 許金生

中正 水源 3 張陳寶月

中正 林興 7 殷巧伶

中正 河堤 18 陳福隆

中正 網溪 1 趙本德

中正 網溪 4 卓志平

中正 網溪 8 李阿月

中正 網溪 10 葉上豪

中正 網溪 13 吳仕明

中正 網溪 19 陳鄧桂霞

中正 網溪 20 司天德

中正 板溪 4 張秉清

中正 螢圃 1 陳秋雄

中正 螢圃 3 黃永田



中正 螢圃 4 黃清美

中正 螢圃 5 林學勇

中正 螢圃 8 陳李貴

中正 螢圃 10 李秀琴

中正 螢圃 12 陳麗真

中正 螢圃 16 林東裕

中正 螢圃 17 賴品

中正 螢圃 18 巫莊美惠

中正 螢圃 20 詹德吉

中正 螢圃 22 林錦標

中正 螢圃 23 葉玉英

中正 螢圃 24 梁恒仁

中正 螢雪 13 陳美玲

中正 螢雪 17 張文慶

中正 永功 1 林士琦

中正 永功 5 陳金進

中正 永功 9 王文清

中正 永功 11 林宏智

中正 永功 15 潘陳金錢

中正 永功 21 張學智

中正 永昌 13 舒巧玲

中正 永昌 21 王健吉

中正 龍興 1 何麗華

中正 龍興 2 吳林美玉

中正 龍興 3 謝清旺

中正 龍興 5 陳美蓉

中正 龍興 6 鍾玉蘭

中正 龍興 8 王阿敏

中正 龍興 10 周鎮忠

中正 龍興 15 邱金福

中正 忠勤 1 李逢春



中正 廈安 7 洪閃

中正 愛國 4 高翠梅

中正 愛國 10 陳在清

中正 南門 2 蔡月桂

中正 南門 13 陳彰仁

中正 南福 2 柯銓銘

中正 南福 3 周子堯

中正 南福 6 廖年飛

中正 南福 9 張麗卿

中正 南福 21 賴永福

中正 南福 23 邱益昌

中正 南福 27 廖聿修

中正 建國 4 劉婉容

中正 黎明 3 鄭珍玉

中正 黎明 10 劉文振

中正 黎明 7 顧葉彩霞

中正 梅花 2 唐澎堯

中正 梅花 3 洪武興

中正 梅花 4 羅許明珠

中正 梅花 5 葉岡漳

中正 梅花 11 洪麗艷

中正 梅花 13 莊素芬

中正 幸福 8 黃純祺

中正 幸福 11 陳春賢

中正 文北 9 王徽

中正 文祥 11 李振章

中正 三愛 3 邱錦忠

中正 三愛 4 張幸珠

中正 三愛 7 陳美秋

中正 三愛 11 買秀月

中正 三愛 19 周宇綱



中正 三愛 20 蔣黃玲玉

中正 三愛 21 鄭鳳如

中正 三愛 22 盧泰宏

中正 三愛 23 蔡黃秀雲

中正 三愛 24 葉錦祝

中正 三愛 25 游碧月

中正 三愛 26 陳劉玉珍

中正 三愛 28 賴金寬

中正 三愛 29 洪孟朗

中正 三愛 30 羅吉宗

中正 愛國 15 呂晴美

大同 建明 11 陳黃美華

大同 建功 17 謝德圳

大同 建泰 2 李陳錦雲

大同 建泰 7 柯榮一

大同 建泰 10 鍾英嬌

大同 建泰 12 邱貴香

大同 建泰 15 林岱縈

大同 建泰 18 李陳雪霞

大同 建泰 19 陳平和

大同 永樂 7 林憲輝

大同 永樂 9 蔡吉島

大同 永樂 11 謝隆博

大同 永樂 13 田炳華

大同 永樂 14 邱清雲

大同 永樂 18 蔡瑞蓮

大同 永樂 22 田翠琴

大同 永樂 23 李晨詠

大同 光能 4 莊王美

大同 大有 2 杜王愛瓊

大同 大有 4 林鶴誠



大同 大有 9 陳慶春

大同 大有 16 陳張碧玉

大同 雙連 14 周玫莉

大同 雙連 15 周梅

大同 雙連 22 吳林麗珠

大同 雙連 24 杜李月琴

大同 景星 15 游惠美

大同 蓬萊 2 鍾大賢

大同 蓬萊 3 許錦貴

大同 蓬萊 4 周茂盛

大同 蓬萊 5 黃麗玉

大同 蓬萊 16 陳玉鳳

大同 蓬萊 18 蔡玉春

大同 蓬萊 19 盧惠玉

大同 國順 4 江李愛嬌

大同 國順 8 劉振輝

大同 國慶 3 劉素玲

大同 國慶 5 董陳素雲

大同 國慶 6 施麗珠

大同 國慶 7 柯溫美娥

大同 國慶 9 陳賜祿

大同 國慶 10 陳永諒

大同 國慶 12 駱傳

大同 國慶 16 張泰進

大同 斯文 1 廖讚福

大同 斯文 5 蔡麗華

大同 斯文 6 吳少卿

大同 斯文 10 吳陳昭華

大同 斯文 12 蔡木松

大同 斯文 16 鄭文賢

大同 斯文 17 華榮邦



大同 斯文 19 詹陳寶珠

大同 斯文 21 李金滿

大同 鄰江 8 張簡嘉蕙

大同 鄰江 13 彭秀菊

大同 至聖 32 周漢章

大同 重慶 1 曾綉琴

大同 保安 1 陳錫瑋

大同 保安 7 劉宜明

萬華 西門 12 陳秋芳

萬華 萬壽 6 裘麗娟

萬華 菜園 5 林曹彩綠

萬華 福星 13 黃松柏

萬華 福星 14 楊村明

萬華 柳鄉 1 林夢萍

萬華 興德 18 李清華

萬華 榮德 4 陳寶貴

萬華 銘德 12 李中興

萬華 壽德 6 李秀香

萬華 壽德 16 司陳綢

萬華 壽德 14 許曾碧花

萬華 日善 2 賴清榮

萬華 日善 13 王淑禎

萬華 日善 14 劉信宏

萬華 和德 9 吳柏藝

萬華 錦德 2 林明華

萬華 錦德 6 陳朱錦霞

萬華 錦德 8 劉秀美

萬華 錦德 9 許春長

萬華 錦德 11 林吳鄉子

萬華 錦德 13 林瀛懿

萬華 錦德 14 汪美雲



萬華 錦德 17 何美照

萬華 錦德 20 江家芊

萬華 全德 1 許呂來春

萬華 全德 2 黃鈴家

萬華 全德 4 黃水明

萬華 全德 5 孫錦芬

萬華 全德 16 辜江謝春瑾

萬華 日祥 1 王清文

萬華 日祥 4 張呂桂霞

萬華 日祥 14 張春玲

萬華 日祥 20 郭志怜

萬華 新安 1 林秀鑾

萬華 新安 8 歐羅季玉

萬華 新安 18 顏蔡允

萬華 新安 20 喬許美珠

萬華 騰雲 7 呂潮明

萬華 騰雲 8 溫政雄

萬華 忠貞 1 劉玉珍

萬華 忠貞 6 施劉園妹

萬華 忠貞 7 陳畇卉

萬華 忠貞 15 陳華川

萬華 忠貞 16 詹益朝

萬華 忠貞 19 朱惠霜

萬華 柳鄉 3 盧瑞玉

萬華 柳鄉 8 王麗琴

萬華 柳鄉 10 林富國

萬華 柳鄉 18 嚴修來

萬華 福音 7 吳明雪

萬華 富民 2 陳馬艷玲

萬華 青山 7 高堂耀

萬華 青山 24 盧麗玉



萬華 仁德 15 廖詹金枝

萬華 和平 7 李秀英

萬華 頂碩 5 李振誠

萬華 頂碩 19 李淑娥

萬華 頂碩 26 宋根彬

萬華 華江 26 黃美珍

文山 景東 8 李秀娥

文山 景東 10 呂素貞

文山 景東 13 黃照男

文山 景美 1 林素雲

文山 景美 3 李陸桂芬

文山 景美 12 傅靜宜

文山 景美 14 陳憶文

文山 景美 15 高石

文山 景慶 11 姜春宜

文山 景慶 12 楊政林

文山 景慶 15 陳江碧雲

文山 景慶 17 康武雄

文山 景慶 23 趙潘幼

文山 萬隆 16 許進能

文山 萬隆 29 許榮隆

文山 萬年 6 林月卿

文山 萬盛 8 陳香伶

文山 興豐 8 林碧玉

文山 興豐 14 張永清

文山 興光 14 蔣李梅

文山 興家 1 游秋霞

文山 興安 2 馮琴屏

文山 興安 4 何秀煌

文山 興安 12 曹桂蘭

文山 興安 13 陳金葉



文山 興安 15 李寶桂

文山 興安 20 陳文豪

文山 興旺 8 游瑞涓

文山 興旺 15 榮興邦

文山 興泰 10 蓋本隆

文山 興泰 13 陳西照

文山 興昌 3 戴月琴

文山 興昌 14 劉選仁

文山 試院 4 周榮華

文山 試院 22 黃信偉

文山 華興 29 凍松寒

文山 明興 1 林玉梅

文山 明興 3 陳金女

文山 明興 5 劉聰明

文山 明興 6 簡澄潮

文山 明興 11 徐玉蓮

文山 明興 14 魏秀雲

文山 明興 16 岳莊翠娥

文山 明興 19 何義銅

文山 明興 24 高淑惠

文山 明興 25 舒琬珍

文山 木柵 1 李全喜

文山 木柵 18 張美菊

文山 木柵 23 戴秀麗

文山 木柵 25 張水池

文山 順興 12 張玉樹

文山 樟林 5 陳秀玉

文山 樟林 11 陳良亦

文山 樟林 21 王丁玉

文山 樟林 23 陳麗芬

文山 樟林 24 陳淑珍



文山 樟新 14 鄭美代

文山 樟腳 2 黃琬琇

文山 樟腳 8 謝碧珠

文山 樟腳 13 陳美鳶

文山 樟腳 14 陳啟堯

文山 樟腳 16 陳錄興

文山 萬芳 1 施美娟

文山 萬芳 4 許明俊

文山 萬芳 5 高雪娥

文山 萬芳 8 李圓妹

文山 萬芳 10 林麗美

文山 萬芳 18 翁素秋

文山 萬芳 19 慕德英

文山 萬芳 20 周胡燕雲

文山 萬芳 28 黃淑真

文山 萬芳 29 張宜安

文山 博嘉 8 孔吳克萍

文山 博嘉 11 陳羅碧貞

文山 萬興 3 高仁堯

文山 萬興 4 高進華

文山 萬興 29 甘德清

文山 指南 8 張侑霖

文山 指南 10 張孟潔

文山 指南 11 張高美惠

文山 忠順 1 曾黃春榮

文山 政大 5 高慧敏

文山 政大 7 余致玲

文山 政大 11 王慎文

文山 政大 13 高淑美

文山 政大 14 林惠美

文山 政大 18 吳曉明



文山 政大 19 張會珍

文山 樟文 1 李孟儐

文山 樟文 3 孫光華

文山 樟文 4 許振忠

文山 樟文 5 黃錦玲

文山 樟文 8 彭文英

文山 樟文 15 徐瑞蓮

文山 樟文 17 黃富喜

文山 樟文 19 高意源

文山 興邦 5 陳阿足

文山 興邦 7 余淑娟

文山 興邦 12 江火旺

文山 興邦 17 張玉嬌

南港 九如 4 潘林麗霞

南港 九如 19 盧陳蓮妹

南港 九如 23 王文成

南港 九如 25 林振邦

南港 中南 4 周美卿

南港 中南 17 先周彩玉

南港 中南 22 林說麗

南港 仁福 5 蔡瓊瑞

南港 仁福 7 張月英

南港 仁福 8 王美雲

南港 玉成 2 林穎瑞

南港 玉成 4 周瑞德

南港 玉成 5 潘秀雲

南港 玉成 6 魏清田

南港 玉成 12 許秀華

南港 玉成 15 陳金蓮

南港 玉成 19 陳枝明

南港 合成 5 劉阿源



南港 合成 7 周張淑惠

南港 合成 8 林章鈴

南港 合成 9 陳月英

南港 合成 11 張秋民

南港 合成 13 莊木通

南港 合成 15 李秀鳳

南港 合成 18 施文娟

南港 合成 20 高有富

南港 合成 24 王紫馩

南港 合成 26 劉耆鳳

南港 百福 7 蔡艷幸

南港 西新 3 留秀芬

南港 西新 17 王惠娟

南港 東新 3 王謝成

南港 東新 9 林鳳珍

南港 東新 10 張重雄

南港 東新 14 黃朝明

南港 東新 15 張桂花

南港 東新 18 王碧雲

南港 東新 19 孫秋蘭

南港 東新 20 徐許永參

南港 東新 22 陳義敏

南港 東新 23 王錠姝

南港 南港 13 林旭芬

南港 重陽 9 王以方

南港 新光 1 金清文

南港 新光 3 鄭景旻

南港 新光 5 張鴻源

南港 新光 6 柳春足

南港 新光 7 李劭懷

南港 新光 9 徐阿昭



南港 新光 11 朱博銘

南港 新光 14 柯林麗娟

南港 新光 15 王桂鶴

南港 新富 17 李黃枝子

南港 萬福 1 蔡淑如

南港 萬福 10 蔡鴻溢

南港 萬福 16 許正川

南港 鴻福 2 楊抱

南港 鴻福 4 張榮英

南港 鴻福 9 李寶貝

南港 鴻福 10 邱禹翔

南港 鴻福 11 方明招

南港 鴻福 14 駱芬芳

南港 鴻福 15 鄭瓊珠

南港 舊莊 1 劉財秀

南港 舊莊 2 張桂英

南港 舊莊 8 李麗梅

南港 舊莊 22 周張美玉

南港 舊莊 24 林葉綉綋

南港 舊莊 34 王美芳

內湖 西湖 8 楊蕭菊

內湖 西湖 9 陳榮鎮

內湖 西湖 14 莊黃秀印

內湖 西湖 17 陳潘金葉

內湖 西湖 19 王麗卿

內湖 西湖 22 林彩鳳

內湖 西湖 25 沈麗雲

內湖 西康 19 蔡長貴

內湖 西安 3 張明亮

內湖 西安 18 謝永秋

內湖 西安 22 王麗玲



內湖 港都 11 陳駱秀枝

內湖 港富 15 廖永慈

內湖 港富 19 吳明錦

內湖 港華 1 張湘瑛

內湖 港華 2 黎火亮

內湖 港華 6 陳游金枝

內湖 港華 7 丁冠玉

內湖 港華 8 簡翠玟

內湖 港華 9 李玲芝

內湖 港華 10 邱桂芬

內湖 港華 11 楊美蓮

內湖 港華 16 林志山

內湖 港華 17 劉惠珠

內湖 港華 20 黃燕美

內湖 港華 21 陳慶全

內湖 港華 22 吳烽逸

內湖 港華 23 鄭心汝

內湖 清白 23 連正惠

內湖 瑞陽 4 顏正宗

內湖 瑞光 2 吳上煊

內湖 瑞光 10 陳秋萍

內湖 瑞光 11 林秋微

內湖 瑞光 13 羅紹松

內湖 瑞光 16 余鄭麗雲

內湖 瑞光 17 馮玉琴

內湖 瑞光 18 林慧真

內湖 瑞光 20 吳秋英

內湖 五分 2 蘇金珠

內湖 五分 4 郭詩露

內湖 五分 16 黃清芬

內湖 五分 21 林麗玲



內湖 五分 22 林月琴

內湖 五分 30 曾金豐

內湖 五分 32 羅阿美

內湖 五分 34 杜連弟

內湖 東湖 1 蘇舜墝

內湖 東湖 7 陳美珠

內湖 東湖 14 吳維斌

內湖 行善 15 黃惠珍

內湖 行善 20 陳美鶯

內湖 湖興 11 蕭錦梅

內湖 湖興 14 任美玲

內湖 湖興 24 吳秀春

內湖 湖元 15 陳振祥

內湖 秀湖 12 陳俊鳴

內湖 康寧 7 施壽莉

內湖 康寧 8 陳進鎰

內湖 康寧 9 蔡富榮

內湖 康寧 11 徐雲秀

內湖 康寧 14 馮久芬

內湖 康寧 15 張瓊文

內湖 康寧 16 張嘉倚

內湖 康寧 17 方臺

內湖 康寧 18 陳健隆

內湖 康寧 19 高銘傑

內湖 康寧 20 陳燕美

內湖 康寧 23 錢薇華

內湖 明湖 12 魏美良

內湖 明湖 13 尚其武

內湖 明湖 14 蘇美玉

內湖 安泰 1 劉宋春桃

內湖 安泰 3 林素嬌



內湖 安泰 9 張文甯

內湖 安泰 12 吳玉鳳

內湖 安泰 13 高貴美

內湖 蘆洲 4 王建章

內湖 蘆洲 5 高麗美

內湖 寶湖 4 樊麗娟

內湖 港墘 1 張綢

內湖 港墘 18 劉秀華

內湖 內湖 18 陳年美

內湖 內湖 24 高慧瑜

內湖 金瑞 4 葉惠珠

內湖 金瑞 10 劉純蕙

內湖 金瑞 18 徐春嬌

內湖 金瑞 19 廖秀葉

內湖 金瑞 22 郭聰明

內湖 金瑞 23 陳凱菱

內湖 南湖 3 留麗秋

內湖 南湖 5 林光燦

內湖 南湖 11 郭婉麗

內湖 樂康 11 周地利

內湖 安湖 5 徐鳳琴

內湖 安湖 14 黃漢國

內湖 安湖 17 楊美燕

士林 仁勇 3 曹永來

士林 義信 4 林麗惠

士林 福林 9 潘永銘

士林 福德 11 林玉環

士林 福志 14 朱定賢

士林 舊佳 15 林秋玲

士林 福佳 16 李金泉

士林 後港 17 吳明娟



士林 義信 5 柏明貞

士林 福林 5 葉楊樹鄉

士林 後港 12 詹泰明

士林 百齡 11 黃峯山

士林 百齡 20 陳貞妙

士林 百齡 23 陳桂蘭

士林 百齡 25 趙存英

士林 福佳 14 陳麗琴

士林 福佳 26 侯秀容

士林 前港 11 曾雲章

士林 德行 5 吳文塗

士林 德華 1 陳月緞

士林 德華 3 李後崇

士林 德華 4 白美玲

士林 德華 11 顏王秋霞

士林 德華 13 李素貞

士林 德華 16 鄭如玲

士林 德華 17 方寶定

士林 東山 10 涂黃月春

士林 東山 14 邱郭換

士林 東山 17 陳秀杵

士林 東山 21 花素月

士林 蘭雅 1 高淑美

士林 蘭雅 2 周小琴

士林 蘭雅 3 陳月雲

士林 蘭雅 4 童素娟

士林 蘭雅 5 楊明惠

士林 蘭雅 6 李阿錦

士林 蘭雅 8 曹金祝

士林 蘭雅 9 王文廷

士林 蘭雅 11 林陳芳子



士林 蘭雅 12 吳月香

士林 蘭雅 13 卓淑英

士林 蘭雅 17 楊麗玉

士林 蘭雅 18 洪淑瓊

士林 蘭雅 20 張謝麗花

士林 蘭雅 21 陳朝和

士林 蘭雅 22 朱友沂

士林 蘭雅 23 黃秀鳳

士林 蘭雅 25 張惠貞

士林 天福 11 李玟足

士林 天福 12 陳劉春金

士林 天和 9 王木村

士林 天和 11 齊永昌

士林 天和 16 康長裕

士林 陽明 9 周秀嬌

士林 陽明 10 郭燕雲

士林 陽明 16 吳簡幸

士林 陽明 21 陳閩珠

士林 菁山 10 何秋波

士林 平等 3 李進益

士林 平等 5 李封

士林 臨溪 8 張郁琳

士林 福順 2 王雪卿

士林 福順 10 林陳秋香

士林 三玉 17 呂玉盆

北投 建民 16 田李金玉

北投 文林 1 李素貞

北投 文林 9 陳愷悌

北投 文林 11 林文彬

北投 文林 15 王宏睿

北投 石牌 3 陳木根



北投 福興 16 胡鳳仙

北投 榮光 16 羅振全

北投 榮光 17 林曾蘭英

北投 裕民 7 周樹林

北投 裕民 11 洪堯順

北投 裕民 18 許意英

北投 裕民 20 趙梅香

北投 裕民 21 賴秀鳳

北投 永欣 6 吳廖寶彩

北投 永欣 10 何興隆

北投 永欣 11 陳麗珠

北投 永欣 13 張智曦

北投 永欣 23 陳宗明

北投 永明 9 朱哲寬

北投 吉利 4 簡連素嬌

北投 吉利 5 何水昇

北投 吉利 10 劉添德

北投 吉利 11 吳麗滿

北投 吉利 13 林太湖

北投 吉利 15 余銘輝

北投 吉利 18 張楊素貞

北投 吉利 19 羅德和

北投 吉利 21 孫睿隆

北投 吉慶 15 吳英良

北投 尊賢 7 簡崇賢

北投 立賢 1 林陳水蓮

北投 立賢 2 陳美伶

北投 立賢 3 周梅琳

北投 立賢 4 郭阿惜

北投 立賢 6 陳淑芸

北投 立賢 8 陳靖雯



北投 立賢 9 何色錦

北投 立賢 10 石美鳳

北投 立賢 11 楊秀玉

北投 立賢 12 高麗盆

北投 立賢 13 吳麗華

北投 立賢 15 葉錦德

北投 立賢 16 林少雄

北投 立農 2 張麗嬌

北投 立農 15 謝嘉玲

北投 立農 20 許林秀鶴

北投 八仙 11 鄭雄傑

北投 奇岩 11 張政雄

北投 奇岩 18 李許明現

北投 中央 3 高村福

北投 中央 25 陳米笞

北投 長安 16 陳朝福

北投 大同 4 李鐘山

北投 大同 10 郭玉葉

北投 溫泉 11 高銘祥

北投 溫泉 12 莊友全

北投 溫泉 15 曾煥真

北投 林泉 9 黃正雄

北投 中心 8 熊美惠

北投 中庸 12 江培菁

北投 中庸 14 金仁玉

北投 中和 5 吳福增

北投 智仁 5 鄭蔡艷秋

北投 智仁 10 陳李桂蘭

北投 秀山 1 劉炳輝

北投 秀山 6 施邱月春

北投 秀山 8 蔡樹林



北投 秀山 10 黃惠芬

北投 文化 12 林惠卿

北投 稻香 2 林國安

北投 稻香 3 杜玉環

北投 稻香 6 蔡美珠

北投 稻香 8 呂朱錦霞

北投 稻香 11 白建智

北投 稻香 12 李罔市

北投 稻香 14 馮金樑

北投 桃源 4 陳畇潾

北投 桃源 11 謝麗基

北投 桃源 15 陳好幸

北投 一德 10 黃金蓮

北投 一德 18 黃鴻國

北投 關渡 14 林來發

北投 關渡 16 陳玉珍

北投 關渡 18 侯美鈴

北投 關渡 22 黃月里

北投 湖山 1 張文生

北投 湖山 2 張金城

北投 湖山 3 周瑞松

北投 湖山 5 曾春勇

北投 湖山 8 郭心玲

北投 湖山 9 吳連周

北投 湖山 15 許世民

北投 大屯 8 李福山

人數合計：　892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