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區別 里別 鄰別 姓名 備註

松山 東榮 10 陳黃紋紋

松山 新益 2 盧建州

松山 新益 3 汪碧玉

松山 富泰 7 吳雅苓

松山 精忠 1 楊茂祥

松山 龍田 8 呂小蘭

松山 龍田 18 關先煌

松山 中華 6 何繼昀

松山 中華 9 葉秋玲

松山 中華 13 孫永在

松山 中華 15 陳慶宗

松山 中華 16 馬蕙屏

松山 中華 24 蔡秋蘭

松山 民福 2 林瓊珉

松山 民福 4 楊秋鑾

松山 民福 6 張蘭香

松山 民福 8 朱楊麗珠

松山 民福 10 古連坤

松山 民福 11 蕭學聖

松山 民福 12 葉嘉恩

松山 民福 13 廖秀敏

松山 民福 15 曾素蓮

松山 民福 16 陳靜梅

松山 民福 17 陳黃寶玉

松山 民福 18 張亦秋

松山 民福 23 鄧玉美

松山 民福 25 林紫紘

松山 民福 26 賴吉勇

松山 安平 14 徐良山

松山 鵬程 2 劉新發

松山 鵬程 4 楊淑貞

松山 鵬程 8 吳勝樟

松山 鵬程 9 陳美麗

松山 鵬程 14 潘豊義

松山 鵬程 16 張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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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 鵬程 17 戴陳芙蓉

松山 中正 5 許文安

松山 中正 7 蔡麗梅

松山 中正 12 陳正仁

松山 中正 14 林文彬

松山 中正 19 許碧珠

松山 中正 24 賴威宏

松山 中正 26 林月雀

松山 中正 33 邱秋玉

松山 中崙 6 周高瑞蓮

松山 吉仁 15 楊王桂蘭

松山 敦化 12 王永村

松山 復源 14 唐小莉

信義 敦厚 21 王家文

信義 敦厚 22 余惠美

信義 廣居 2 周炳祿

信義 廣居 3 鄭燕金

信義 廣居 11 蔡速培

信義 廣居 21 王云美

信義 廣居 27 江森雄

信義 廣居 29 楊樹慈

信義 安康 28 蔡孟宏

信義 五常 12 何碧霞

信義 五常 15 李俊民

信義 長春 11 呂國明

信義 富台 1 魏蘇燕盞

信義 松光 2 李王梅香

信義 松光 7 陳其勇

信義 三張 35 田麗娟

信義 景勤 4 郭妙英

信義 景勤 6 高叔霞

信義 景勤 13 葉王秀梅

信義 景勤 14 姜林玉雯

信義 景勤 16 楊忠興

信義 黎安 2 李麗玉

信義 黎安 8 黃嬋娟

大安 德安 9 蘇運寶

大安 德安 10 黃讚成



大安 仁慈 12 邱秀英

大安 誠安 5 李榮珍

大安 龍坡 20 羅傳燈

大安 通化 12 吳  碧

大安 通安 3 傅珏華

大安 通安 18 劉邱淑芳

大安 群賢 1 施美貞

大安 臥龍 7 陳美鳳

大安 龍淵 6 王雲蔭

大安 龍淵 19 陳林好

大安 龍門 11 柳蕭金月

大安 建安 10 田月時

大安 建安 12 黃泰源

大安 車層 22 戴錦淮

大安 學府 16 陳秋容

中山 正義 4 陳清渙

中山 正義 5 洪山田

中山 正義 14 曾素月

中山 正義 15 黃鳳嬌

中山 正得 16 林月美

中山 恆安 1 王瑞蘭

中山 聚葉 3 劉紹能

中山 聚葉 14 李楊甘

中山 晴光 2 韓佳妏

中山 晴光 11 陳米子

中山 晴光 14 王秀菊

中山 大直 23 宋佳霙

中山 成功 11 索緒芳

中山 成功 13 張立美

中山 永安 8 巫㨗源 特殊字，音同捷

中山 新庄 7 曾麗鳳

中山 新庄 13 羅寬海

中山 新福 5 陳進生

中山 行孝 8 簡深警

中山 行孝 9 盧曼麗

中山 中原 7 胡仕忠

中山 朱崙 2 魏明儀

中山 朱崙 13 謝宜樺



中山 金泰 9 吳正和

中正 文盛 7 谷黃玉春

中正 林興 10 陳秀珠

中正 螢雪 18 藍劉寶綢

中正 忠勤 18 翁聖昌

中正 龍福 17 李明秋

中正 東門 4 唐保國

大同 建功 18 林培興

大同 建泰 6 顏三揚

大同 南芳 5 鄭順海

大同 南芳 16 陳光超

大同 國順 2 陳國雄

大同 揚雅 9 陳慧珠

大同 鄰江 20 郭書杰

大同 景星 7 郭木生

萬華 西門 11 高張純

萬華 綠堤 4 陳榮泰

萬華 綠堤 10 陳清權

萬華 興德 5 王愛珠

萬華 日善 5 范揚亮

萬華 富福 13 呂芳村

萬華 新安 17 張瑞芝

萬華 福星 8 方敬茂

萬華 和德 20 林春興

文山 萬隆 22 許蕭美玉

文山 興光 4 高犖槿

文山 木柵 10 郭冠君

文山 木柵 19 張令杰

文山 木柵 26 江進鋒

文山 博嘉 4 莊蘭鳳

文山 博嘉 16 劉馮玉蘭

文山 博嘉 21 楊永方

文山 樟文 7 黃麗萍

文山 樟樹 15 顏彩霞

文山 萬隆 7 廖文貴

南港 中南 23 詹松壽

南港 合成 12 黃國浦

南港 新光 8 陳定漢



南港 鴻福 1 林梅

南港 鴻福 13 蔡明月

南港 舊莊 26 劉石平

南港 中研 15 李富雄

南港 仁福 6 鍾玉嬌

內湖 西湖 33 曾周千代

內湖 港都 14 許英達

內湖 港華 4 洪薏雯

內湖 港華 14 吳阿四

內湖 港華 25 蔣主山

內湖 內湖 11 黃美枝

內湖 紫星 8 曾秀惠

內湖 紫星 22 詹琇媚

內湖 紫星 39 卓清木

內湖 金瑞 12 孫金甌

內湖 瑞陽 1 王秀芬

內湖 瑞陽 8 郭宏城

內湖 瑞陽 15 胡信安

內湖 瑞光 12 戴碧雲

內湖 樂康 25 施純賢

內湖 週美 18 李素梅

內湖 週美 21 李淑惠

內湖 安湖 12 王陳素珠

內湖 金湖 24 張景興

內湖 康寧 10 余櫻瑛

內湖 明湖 7 俞美雲

內湖 寶湖 14 呂秋亮

內湖 寶湖 18 呂月雲

內湖 寶湖 19 魯  立

內湖 寶湖 22 賴鳳姬

內湖 南湖 9 涂照明

士林 前港 7 林王秋月

士林 承德 21 陳柏軒

士林 福華 16 吳林素

士林 福華 20 黃信童

士林 福華 24 馬美綢

士林 葫東 8 江林美蓉

士林 葫東 13 許詠綺



士林 社子 3 戴淑美

士林 社園 5 張秀絨

士林 社園 8 余碧蓮

士林 社園 11 戴蔡秋香

士林 社園 14 梁正義

士林 社園 18 李慶厚

士林 社園 20 陳再來

士林 永倫 3 楊宗烈

士林 永倫 5 張建來

士林 永倫 9 陳素淀

士林 永倫 13 李沐真

士林 永倫 15 陳妙宜

士林 永倫 16 姚柯麗華

士林 永倫 18 沈侑餘

士林 永倫 23 李清琪

士林 聖山 18 李裕國

士林 芝山 2 何汶卿

士林 芝山 6 楊謝素絹

士林 芝山 19 連建川

士林 芝山 23 林慈玲

士林 芝山 24 王木生

士林 東山 16 吳玉燕

士林 忠誠 10 王盛

士林 三玉 19 陳李秀琴

士林 天祿 4 李賴秋蘭

士林 天祿 5 張吉隆

士林 天山 1 林幸利

士林 天壽 4 黃宏景

士林 天壽 8 胡家綺

士林 天壽 12 陳政銓

士林 天和 6 王明德

士林 陽明 8 劉淑珍

士林 陽明 18 張巧盈

士林 菁山 6 葉綉玲

士林 菁山 7 王梁燦

士林 臨溪 2 練燕村

北投 建民 10 賴坤珍

北投 石牌 16 謝世真



北投 榮光 9 蔡培堦

北投 榮華 9 許錦燕

北投 吉利 1 巫卿滋

北投 吉利 20 余進坤

北投 尊賢 4 阮惠敏

北投 奇岩 13 周許淑美

北投 奇岩 15 林淑敏

北投 中央 2 洪東榮

北投 林泉 17 彭月娥

北投 秀山 9 周秀蘭

北投 桃源 17 林雪

人數合計：　236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