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山區道路門牌起迄號碼表

道路名稱 巷 弄 門牌起迄號碼 戶所別 里別 備註

一江街 1-15 中山區 興亞里

一江街 21-47 中山區 中吉里

一江街 8-12 中山區 興亞里

一江街 22-62 中山區 中吉里

八德路二段 59-85 中山區 朱園里

八德路二段 115-345 中山區 朱崙里

八德路二段 48-330 中山區 埤頭里

八德路二段 88 1-15 中山區 埤頭里

八德路二段 88 2-20 中山區 埤頭里

八德路二段 88 14 9 中山區 埤頭里

八德路二段 137 1-3 中山區 朱崙里

八德路二段 137 6－26 中山區 朱崙里

八德路二段 146 1 6－12 中山區 埤頭里

八德路二段 167 1－33 中山區 朱崙里

八德路二段 167 4－30 中山區 朱崙里

八德路二段 174 1-13 中山區 埤頭里

八德路二段 174 2-28 中山區 埤頭里

八德路二段 174 7 1－23 中山區 埤頭里

八德路二段 174 9 2－16 中山區 埤頭里

八德路二段 174 10 1－7 中山區 埤頭里

八德路二段 174 11 1－11 中山區 埤頭里

八德路二段 174 11 2－12 中山區 埤頭里

八德路二段 174 15 3－15 中山區 埤頭里

八德路二段 174 15 2－16之1 中山區 埤頭里

八德路二段 174 34 1－臨3之1 中山區 埤頭里

八德路二段 199 15－21 中山區 朱崙里

八德路二段 199 6－28 中山區 朱崙里

八德路二段 210 7-19 中山區 埤頭里

八德路二段 210 6－10 中山區 埤頭里

八德路二段 218 1 中山區 埤頭里

八德路二段 222 1 中山區 埤頭里

八德路二段 222 2,4 中山區 埤頭里

八德路二段 266 2 1－5 中山區 埤頭里

八德路二段 266 2 2－6 中山區 埤頭里

八德路二段 266 4 1－5 中山區 埤頭里

八德路二段 266 4 2－6 中山區 埤頭里

八德路二段 267 3－23 中山區 朱崙里

八德路二段 267 1 7－15 中山區 朱崙里

八德路二段 267 9 臨7 中山區 朱崙里

八德路二段 267 9 2－10 中山區 朱崙里

八德路二段 300 2－80 中山區 埤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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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德路二段 300 42 2 中山區 埤頭里

八德路二段 312 1－53 中山區 埤頭里

八德路二段 332 2－16 中山區 埤頭里

大直街 1－133 中山區 大直里

大直街 2－126 中山區 大直里

大直街 2 1－35 中山區 大直里

大直街 9 1,5 中山區 大直里

大直街 9 2,4 中山區 大直里

大直街 9 3 1,3 中山區 大直里

大直街 9 3 2,4 中山區 大直里

大直街 9 7 1,3 中山區 大直里

大直街 9 7 2,4 中山區 大直里

大直街 20 1－21 中山區 大直里

大直街 20 2－34 中山區 大直里

大直街 21 9－19 中山區 大直里

大直街 21 2－12 中山區 大直里

大直街 33 1－11 中山區 大直里

大直街 34 1－19 中山區 大直里

大直街 34 2－34 中山區 大直里

大直街 39 1－13 中山區 大直里

大直街 39 2－20 中山區 大直里

大直街 46 1－29 中山區 大直里

大直街 46 2－36 中山區 大直里

大直街 52 1－15之1 中山區 大直里

大直街 52 2－26 中山區 大直里

大直街 57 1－37 中山區 大直里

大直街 57 2－40 中山區 大直里

大直街 62 1 中山區 大直里

大直街 62 2－10 中山區 大直里

大直街 62 5 2－16 中山區 大直里

大直街 67 1－45 中山區 大直里

大直街 67 2－40 中山區 大直里

大直街 84 1－19 中山區 大直里

大直街 94 2－12 中山區 大直里

大直街 94 1 1－29 中山區 大直里

大直街 94 1 2－26 中山區 大直里

大直街 94 3 12－30 中山區 大直里

大直街 101 1 中山區 大直里

大直街 101 2-4 中山區 大直里

大直街 124 16-46 中山區 大直里

大直街 127 1-21 中山區 大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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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直街 127 2-12 中山區 大直里

中山北路一段 7－145 中山區 正得里

中山北路一段 58－152 中山區 民安里

中山北路一段 5 73 4 中山區 正得里

中山北路一段 33 1－43之1 中山區 正得里

中山北路一段 33 2－44 中山區 正得里

中山北路一段 33 20 3－7 中山區 正得里

中山北路一段 33 20 2－6 中山區 正得里

中山北路一段 33 33 1 中山區 正得里

中山北路一段 53 1－25 中山區 正得里

中山北路一段 53 2－32 中山區 正得里

中山北路一段 56 2－8 中山區 民安里

中山北路一段 83 1－15之1 中山區 正得里

中山北路一段 83 6－40 中山區 正得里

中山北路一段 83 4 1－7 中山區 正得里

中山北路一段 96 1－27 中山區 民安里

中山北路一段 96 2－28 中山區 民安里

中山北路一段 105 3－25 中山區 正得里

中山北路一段 105 2－22 中山區 正得里

中山北路一段 112 5之1-5之2 中山區 民安里

中山北路一段 120 1－7 中山區 民安里

中山北路一段 120 2－2之1 中山區 民安里

中山北路一段 121 1－33 中山區 正得里

中山北路一段 121 4之1－40 中山區 正得里

中山北路一段 126 3－17 中山區 民安里

中山北路一段 126 6－16 中山區 民安里

中山北路一段 126 9 1－7 中山區 民安里

中山北路一段 126 9 2－4 中山區 民安里

中山北路一段 135 1－39 中山區 正得里

中山北路一段 135 2－44 中山區 正得里

中山北路一段 140 3－53 中山區 民安里

中山北路一段 140 2－50 中山區 民安里

中山北路一段 140 26 1-11 中山區 民安里

中山北路一段 140 26 2-16 中山區 民安里

中山北路一段 140 36 1-13 中山區 民安里

中山北路二段 1－49之3 中山區 康樂里

中山北路二段 57－77之5 中山區 中山里

中山北路二段 79－113 中山區 聚盛里

中山北路二段 123－157 中山區 聚葉里

中山北路二段 171-185 中山區 恆安里

中山北路二段 2－90 中山區 民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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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北路二段 92－180 中山區 集英里

中山北路二段 11 1－15之2 中山區 康樂里

中山北路二段 16 1－25 中山區 民安里

中山北路二段 16 2－32 中山區 民安里

中山北路二段 20 1－27 中山區 民安里

中山北路二段 20 2－26 中山區 民安里

中山北路二段 26 1－29 中山區 民安里

中山北路二段 26 2－36 中山區 民安里

中山北路二段 27 1－19 中山區 康樂里

中山北路二段 27 2－22 中山區 康樂里

中山北路二段 36 3－37 中山區 民安里

中山北路二段 36 2－36之1 中山區 民安里

中山北路二段 39 3 中山區 康樂里

中山北路二段 39 2－22 中山區 康樂里

中山北路二段 42 19－25 中山區 民安里

中山北路二段 42 4－42 中山區 民安里

中山北路二段 44 2－28 中山區 民安里

中山北路二段 44 19之1－29 中山區 民安里

中山北路二段 45 1－39 中山區 康樂里

中山北路二段 48 7 中山區 民安里

中山北路二段 48 6－12 中山區 民安里

中山北路二段 50 3－45 中山區 民安里

中山北路二段 50 5 1,3 中山區 民安里

中山北路二段 50 5 2－10 中山區 民安里

中山北路二段 50 17 1－19 中山區 民安里

中山北路二段 59 1－71 中山區 中山里

中山北路二段 59 2－60 中山區 中山里

中山北路二段 59 3 1－15 中山區 中山里

中山北路二段 59 25 1,3 中山區 中山里

中山北路二段 59 27 2－20 中山區 中山里

中山北路二段 59 29 1之2－13 中山區 中山里

中山北路二段 59 29 4－10 中山區 中山里

中山北路二段 59 41 1－5 中山區 中山里

中山北路二段 59 44 1－23 中山區 中山里

中山北路二段 59 44 2－20 中山區 中山里

中山北路二段 59 46 1－7 中山區 中山里

中山北路二段 59 46 2－6 中山區 中山里

中山北路二段 62 1－37之1 中山區 民安里

中山北路二段 62 2－38 中山區 民安里

中山北路二段 62 29 2－8 中山區 民安里

中山北路二段 62 30 1,3 中山區 民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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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北路二段 62 30 2 中山區 民安里

中山北路二段 65 1－43 中山區 中山里

中山北路二段 65 4－38之2 中山區 中山里

中山北路二段 65 2 3－33之2 中山區 中山里

中山北路二段 65 2 52－62 中山區 中山里

中山北路二段 65 24 2－6之1 中山區 中山里

中山北路二段 72 1－23之1 中山區 民安里

中山北路二段 72 2－28 中山區 民安里

中山北路二段 77 3－51 中山區 中山里

中山北路二段 77 2－26 中山區 中山里

中山北路二段 84 1－43之1 中山區 民安里

中山北路二段 84 6－10 中山區 民安里

中山北路二段 85 1－15 中山區 聚盛里

中山北路二段 93 1－25 中山區 聚盛里

中山北路二段 93 2－40 中山區 聚盛里

中山北路二段 93 11 1－1之4 中山區 聚盛里

中山北路二段 93 11 2 中山區 聚盛里

中山北路二段 96 1－43 中山區 集英里

中山北路二段 96 22－52 中山區 集英里

中山北路二段 115 7－47 中山區 聚葉里

中山北路二段 115 2－38 中山區 聚葉里

中山北路二段 115 1 11之1－15 中山區 聚葉里

中山北路二段 115 3 1－27 中山區 聚葉里

中山北路二段 115 3 4之2－20 中山區 聚葉里

中山北路二段 116 1－43 中山區 集英里

中山北路二段 116 2－14之1 中山區 集英里

中山北路二段 128 1之1－19之1 中山區 集英里

中山北路二段 128 2－36 中山區 集英里

中山北路二段 128 6 1－5 中山區 集英里

中山北路二段 128 6 16,18 中山區 集英里

中山北路二段 137 1－45 中山區 聚葉里

中山北路二段 137 2－38 中山區 聚葉里

中山北路二段 183 1之4－9 中山區 恆安里

中山北路二段 183 2－32 中山區 恆安里

中山北路三段 1－23之6 中山區 恆安里

中山北路三段 25－47 中山區 晴光里

中山北路三段 49-181之1 中山區 圓山里

中山北路三段 2－58 中山區 集英里

中山北路三段 62－62之4 中山區 圓山里

中山北路三段 36 2－10 中山區 集英里

中山北路三段 36 14 11－15 中山區 集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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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北路三段 55 5－7 中山區 圓山里

中山北路三段 55 2－36 中山區 圓山里

中山北路四段 3,67 中山區 劍潭里

中山北路四段 1 1-3 中山區 劍潭里

中山北路四段 1 1 1,3,臨11 中山區 劍潭里

中山北路四段 1 1 12,30 中山區 劍潭里

中山北路四段 71 1 中山區 劍潭里

中山北路四段 71 2－臨10 中山區 劍潭里

中山北路四段 71 2 3－臨7 中山區 劍潭里

中原街 1－47 中山區 中原里

中原街 53－99 中山區 中庄里

中原街 101－119 中山區 新生里

中原街 121－151 中山區 新福里

中原街 2－46 中山區 中原里

中原街 48－104 中山區 中庄里

中原街 106－128 中山區 新生里

中原街 130－160之1 中山區 新福里

五常街 1－25 中山區 行孝里

五常街 31－87 中山區 行仁里

五常街 89－97 中山區 下埤里

五常街 16 中山區 下埤里

五常街 11 3-9 中山區 行孝里

五常街 53 1－45 中山區 行仁里

五常街 53 6－32之3 中山區 行仁里

天津街 21－65 中山區 正得里

天津街 14－68 中山區 正得里

天祥路 1－59 中山區 集英里

天祥路 2－82 中山區 集英里

天祥路 16 3－15之16 中山區 集英里

天祥路 16 2－18 中山區 集英里

天祥路 16 13 1,3 中山區 集英里

天祥路 33 1－13 中山區 集英里

天祥路 33 2－26 中山區 集英里

天祥路 47 1－13 中山區 集英里

天祥路 47 2－22 中山區 集英里

天祥路 48 1－35 中山區 集英里

天祥路 48 2－26 中山區 集英里

天祥路 60 9－31 中山區 集英里

天祥路 60 2－26 中山區 集英里

天祥路 61 2－22 中山區 集英里

天祥路 86 1-11 中山區 集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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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祥路 86 8,12 中山區 集英里

天祥路 86 6 1－9 中山區 集英里

天祥路 86 6 2－10 中山區 集英里

北安路 47－409 中山區 劍潭里

北安路 535－669 中山區 大直里

北安路 761－843 中山區 北安里

北安路 392－456 中山區 劍潭里

北安路 460－586 中山區 永安里

北安路 590－798 中山區 成功里

北安路 826－832 中山區 金泰里

北安路 77 2－6 中山區 劍潭里

北安路 87 2－臨24之1 中山區 劍潭里

北安路 400 2 中山區 劍潭里

北安路 400 1 2－10 中山區 劍潭里

北安路 400 3 5－11 中山區 劍潭里

北安路 458 1－43之1 中山區 永安里

北安路 458 41 3－55 中山區 永安里

北安路 458 41 16－72 中山區 永安里

北安路 458 47 1－69 中山區 永安里

北安路 458 47 2－22 中山區 永安里

北安路 458 51 2－24 中山區 永安里

北安路 458 61 51 中山區 永安里

北安路 476 1－29 中山區 永安里

北安路 476 2－36 中山區 永安里

北安路 512 1 中山區 永安里

北安路 512 2－4 中山區 永安里

北安路 518 1－5之1 中山區 永安里

北安路 518 2－20 中山區 永安里

北安路 518 14 7－23 中山區 永安里

北安路 518 14 2－20 中山區 永安里

北安路 538 1 1－11 中山區 永安里

北安路 551 1－13 中山區 大直里

北安路 551 4－18 中山區 大直里

北安路 554 3－49 中山區 永安里

北安路 554 8 1－11 中山區 永安里

北安路 559 5 中山區 大直里

北安路 565 1 中山區 大直里

北安路 573 7－29 中山區 大直里

北安路 573 4,6 中山區 大直里

北安路 573 2 1－9 中山區 大直里

北安路 573 2 2－16 中山區 大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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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安路 573 8 2－6 中山區 大直里

北安路 578 2－8 中山區 永安里

北安路 578 8 1－25 中山區 永安里

北安路 578 8 2－30 中山區 永安里

北安路 588 1－21 中山區 成功里

北安路 588 2－20,32-50 中山區 永安里

北安路 588 22 中山區 成功里

北安路 588 23 3－13 中山區 成功里

北安路 588 30 2－22 中山區 永安里

北安路 588 30 23－25 中山區 永安里

北安路 588 46 5－13 中山區 永安里

北安路 595 1－35 中山區 大直里

北安路 595 4－30 中山區 大直里

北安路 595 2 1－9 中山區 大直里

北安路 595 2 2－20 中山區 大直里

北安路 595 19 2,4 中山區 大直里

北安路 595 20 1－9 中山區 大直里

北安路 595 20 2－10 中山區 大直里

北安路 608 1－7 中山區 成功里

北安路 608 6－18 中山區 成功里

北安路 608 2 1－19 中山區 成功里

北安路 608 2 2－16 中山區 成功里

北安路 608 4 1－23 中山區 成功里

北安路 608 4 2－8 中山區 成功里

北安路 608 5 1－9 中山區 成功里

北安路 608 5 6－22 中山區 成功里

北安路 621 1－49 中山區 大直里

北安路 621 2－48 中山區 大直里

北安路 621 6 1－25 中山區 大直里

北安路 621 6 2－28 中山區 大直里

北安路 630 5－21 中山區 成功里

北安路 630 2－18 中山區 成功里

北安路 630 9 1－23 中山區 成功里

北安路 630 9 16－28 中山區 成功里

北安路 630 25 1－15 中山區 成功里

北安路 630 25 2－22 中山區 成功里

北安路 670 5－11 中山區 成功里

北安路 670 14 中山區 成功里

北安路 717 45 11,13 中山區 大直里

北安路 717 45 12－14 中山區 大直里

北安路 720 臨7 中山區 成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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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安路 720 臨2－8 中山區 成功里

北安路 721 臨9之7 中山區 北安里

北安路 721 臨10 中山區 北安里

北安路 745 臨41-臨45 中山區 北安里

北安路 745 50-64 中山區 北安里

北安路 759 臨1－17 中山區 北安里

北安路 759 2－6 中山區 北安里

北安路 770 26-30 中山區 成功里

北安路 805 臨1－23 中山區 北安里

北安路 805 2－64 中山區 北安里

北安路 805 3 1－13 中山區 北安里

北安路 805 3 臨12 中山區 北安里

北安路 805 4 1－9 中山區 北安里

北安路 805 4 6－8 中山區 北安里

北安路 821 1 1－19 中山區 北安里

北安路 821 1 2－12 中山區 北安里

北安路 821 2 1－15 中山區 北安里

北安路 821 2 2－16 中山區 北安里

北安路 821 3 1－7 中山區 北安里

北安路 821 3 2－14 中山區 北安里

北安路 821 4 1 中山區 北安里

北安路 821 4 2－16 中山區 北安里

北安路 841 3,7 中山區 北安里

北安路 841 2－30 中山區 北安里

北安路 841 24 1－11 中山區 北安里

北安路 841 24 2－6 中山區 北安里

北安路 841 26 1－11 中山區 北安里

北安路 841 26 2－12 中山區 北安里

四平街 7－47之7 中山區 中吉里

四平街 55－117 中山區 中央里

四平街 2－50 中山區 中吉里

四平街 56－138 中山區 中央里

四平街 134 1－7 中山區 中央里

市民大道二段 47－103 中山區 正守里

市民大道二段 67 1-33 中山區 正守里

市民大道二段 67 6-38 中山區 正守里

市民大道三段 1－9 中山區 正守里

市民大道三段 15－41 中山區 朱園里

市民大道三段 59-209 中山區 埤頭里

民生西路 2－64 中山區 民安里

民生西路 7－39 中山區 集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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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西路 3 9 中山區 集英里

民生西路 3 2－臨10 中山區 集英里

民生西路 45 1－11之3 中山區 集英里

民生西路 45 3 1－25 中山區 集英里

民生西路 45 3 2－22 中山區 集英里

民生西路 45 5 1－19 中山區 集英里

民生西路 45 5 2－24 中山區 集英里

民生西路 45 7 1－23 中山區 集英里

民生西路 45 7 2－22 中山區 集英里

民生西路 45 9 15－27 中山區 集英里

民生西路 45 9 2－26 中山區 集英里

民生西路 45 11 3－21 中山區 集英里

民生西路 45 11 18－36 中山區 集英里

民生西路 66 1－23 中山區 民安里

民生西路 66 25 1－5 中山區 民安里

民生東路一段 3－87 中山區 聚盛里

民生東路一段 2－98 中山區 中山里

民生東路一段 1 27 中山區 聚盛里

民生東路一段 1 2－24 中山區 聚盛里

民生東路一段 23 2－54 中山區 聚盛里

民生東路一段 27 1－17 中山區 聚盛里

民生東路一段 27 2 中山區 聚盛里

民生東路一段 61 1－9 中山區 聚盛里

民生東路一段 61 2-4 中山區 聚盛里

民生東路一段 70 7－15 中山區 中山里

民生東路一段 70 6-14 中山區 中山里

民生東路二段 1－139 中山區 中庄里

民生東路二段 141－163 中山區 松江里

民生東路二段 2－74 中山區 中原里

民生東路二段 76－160 中山區 中吉里

民生東路二段 166－180 中山區 中央里

民生東路二段 90 2－22 中山區 中吉里

民生東路二段 93 2－22 中山區 中庄里

民生東路二段 115 1－39 中山區 中庄里

民生東路二段 115 2－50 中山區 中庄里

民生東路二段 115 25 1－9 中山區 中庄里

民生東路二段 115 25 2－20 中山區 中庄里

民生東路二段 115 28 1－17 中山區 中庄里

民生東路二段 115 28 2－26 中山區 中庄里

民生東路二段 127 1－23 中山區 中庄里

民生東路二段 127 2－10 中山區 中庄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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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東路二段 147 1－7 中山區 松江里

民生東路二段 147 2－10之2 中山區 松江里

民生東路二段 147 5 1－27 中山區 松江里

民生東路二段 147 5 2－14 中山區 松江里

民生東路二段 147 6 1－35 中山區 松江里

民生東路二段 147 6 2－36 中山區 松江里

民生東路二段 147 11 1－11 中山區 松江里

民生東路二段 147 11 2－28 中山區 松江里

民生東路二段 147 12 1－31 中山區 松江里

民生東路二段 147 12 2－36 中山區 松江里

民生東路二段 159 1 中山區 松江里

民生東路二段 164 2－14 中山區 中央里

民生東路三段 1－77 中山區 江山里

民生東路三段 2－臨86之2 中山區 朱馥里

民生東路三段 90－94 中山區 龍洲里

民生東路三段 9 1－23 中山區 江山里

民生東路三段 65 2－6 中山區 江山里

民生東路三段 65 2 1－7 中山區 江山里

民生東路三段 73 1－13 中山區 江山里

民生東路三段 73 4－12 中山區 江山里

民生東路三段 73 2 1,3 中山區 江山里

民生東路三段 73 2 2－8 中山區 江山里

民生東路三段 88 1－7 中山區 龍洲里

民生東路三段 88 2－42 中山區 龍洲里

民族西路 2-2之3 中山區 集英路

民族東路 17－19 中山區 圓山里

民族東路 臨41 中山區 新庄里

民族東路 臨45－臨175 中山區 大佳里

民族東路 2－108 中山區 圓山里

民族東路 112－188之1 中山區 新庄里

民族東路 190－242 中山區 新喜里

民族東路 246－336 中山區 行孝里

民族東路 412－478 中山區 行仁里

民族東路 480－566 中山區 下埤里

民族東路 252 1－15 中山區 行孝里

民族東路 252 6－34 中山區 行孝里

民族東路 410 1－61 中山區 行仁里

民族東路 410 6－62 中山區 行孝里

民族東路 410 2 2－20 中山區 行孝里

民族東路 410 23 1－29 中山區 行仁里

民族東路 410 23 2－24 中山區 行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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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東路 512 1－25 中山區 下埤里

民族東路 512 2－44 中山區 下埤里

民族東路 512 13 1－49 中山區 下埤里

民族東路 512 13 4－26 中山區 下埤里

民族東路 512 46 1,3 中山區 下埤里

民權西路 1－79 中山區 集英里

民權西路 2－70 中山區 集英里

民權西路 9 1-15 中山區 集英里

民權西路 9 18-22 中山區 集英里

民權西路 10 1 中山區 集英里

民權西路 10 2－10 中山區 集英里

民權西路 56 2,4 中山區 集英里

民權西路 70 13－49 中山區 集英里

民權西路 70 43 1－11 中山區 集英里

民權東路一段 1-79 中山區 恆安里

民權東路一段 2－78 中山區 聚葉里

民權東路一段 7 11－11之30 中山區 恆安里

民權東路一段 7 12－18 中山區 恆安里

民權東路一段 12 臨1－17 中山區 聚葉里

民權東路一段 38 3－13 中山區 聚葉里

民權東路一段 38 2－16 中山區 聚葉里

民權東路一段 38 1 1－13 中山區 聚葉里

民權東路一段 38 1 2－10 中山區 聚葉里

民權東路一段 38 18 1 中山區 聚葉里

民權東路一段 58 1－15 中山區 聚葉里

民權東路一段 58 2－14 中山區 聚葉里

民權東路一段 70 1－23 中山區 聚葉里

民權東路一段 70 2－34 中山區 聚葉里

民權東路一段 71 3－19 中山區 恆安里

民權東路二段 1－107 中山區 新福里

民權東路二段 109－145 中山區 行政里

民權東路二段 2－136 中山區 新生里

民權東路二段 142－206 中山區 松江里

民權東路二段 71 1－51 中山區 新福里

民權東路二段 71 8－40 中山區 新福里

民權東路二段 71 21 7－17 中山區 新福里

民權東路二段 71 21 2－22 中山區 新福里

民權東路二段 71 23 3 中山區 新福里

民權東路二段 92 3－5之1 中山區 新生里

民權東路二段 92 2之1－10 中山區 新生里

民權東路二段 92 1 1－17 中山區 新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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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權東路二段 92 1 2－24 中山區 新生里

民權東路二段 92 2 1－31 中山區 新生里

民權東路二段 92 2 6－16 中山區 新生里

民權東路二段 92 7 1－21 中山區 新生里

民權東路二段 92 7 2－30 中山區 新生里

民權東路二段 92 8 1－21 中山區 新生里

民權東路二段 92 8 2－26 中山區 新生里

民權東路二段 113 1 1－13 中山區 行政里

民權東路二段 113 1 2－10 中山區 行政里

民權東路二段 135 臨11－37 中山區 行政里

民權東路二段 135 12－36 中山區 行政里

民權東路二段 135 20 1－19 中山區 行政里

民權東路二段 135 20 2－18 中山區 行政里

民權東路二段 135 29 1－21 中山區 行政里

民權東路二段 135 29 2－16 中山區 行政里

民權東路二段 135 30 5－23 中山區 行政里

民權東路二段 135 30 2－22 中山區 行政里

民權東路二段 152 1,3 中山區 松江里

民權東路二段 152 2－20 中山區 松江里

民權東路二段 152 5 1－19 中山區 松江里

民權東路二段 152 5 2－22 中山區 松江里

民權東路二段 152 6 1－9 中山區 松江里

民權東路二段 152 6 18-18之1 中山區 松江里

民權東路二段 152 22 1－25 中山區 松江里

民權東路二段 152 22 2－16 中山區 松江里

民權東路三段 3－73 中山區 下埤里

民權東路三段 2－88 中山區 江寧里

民權東路三段 39 5－15 中山區 下埤里

民權東路三段 39 2－12 中山區 下埤里

民權東路三段 60 1－17 中山區 江寧里

民權東路三段 60 4－28 中山區 江寧里

民權東路三段 60 3 1－15 中山區 江寧里

民權東路三段 60 3 6－24 中山區 江寧里

民權東路三段 60 13 1－41 中山區 江寧里

民權東路三段 60 13 2－42 中山區 江寧里

民權東路三段 75 9－17 中山區 下埤里

民權東路三段 75 2 1－19 中山區 下埤里

民權東路三段 75 2 2－22 中山區 下埤里

玉門街 1-33 中山區 圓山里

伊通街 1－65 中山區 朱園里

伊通街 71－135 中山區 中央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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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通街 2－60 中山區 朱園里

伊通街 66之1－118 中山區 中央里

伊通街 19 3－27 中山區 朱園里

伊通街 19 6－36 中山區 朱園里

伊通街 52 1－21之3 中山區 朱園里

伊通街 52 2－18 中山區 朱園里

伊通街 59 2－8 中山區 朱園里

伊通街 66 1－17 中山區 中央里

伊通街 87 1－17 中山區 中央里

伊通街 87 2－14 中山區 中央里

伊通街 99 1－15 中山區 中央里

伊通街 99 2－10 中山區 中央里

伊通街 106 1－27 中山區 中央里

伊通街 106 2－18 中山區 中央里

伊通街 125 3－15之1 中山區 中央里

伊通街 125 4－18 中山區 中央里

吉林路 1－45 中山區 興亞里

吉林路 47－131 中山區 中吉里

吉林路 133－211 中山區 中庄里

吉林路 213－271 中山區 新生里

吉林路 277－351 中山區 新福里

吉林路 365－473 中山區 新喜里

吉林路 2－36 中山區 興亞里

吉林路 100－188 中山區 中原里

吉林路 190－258 中山區 中庄里

吉林路 262－316 中山區 新生里

吉林路 348－378 中山區 新福里

吉林路 388－490 中山區 新庄里

吉林路 8 15－19 中山區 興亞里

吉林路 8 10－22 中山區 興亞里

吉林路 10 13－23 中山區 興亞里

吉林路 10 20－34 中山區 興亞里

吉林路 12 5－33 中山區 興亞里

吉林路 12 10－26 中山區 興亞里

吉林路 14 1－17 中山區 興亞里

吉林路 14 6－30 中山區 興亞里

吉林路 22 3－27 中山區 興亞里

吉林路 22 2－16 中山區 興亞里

吉林路 26 5－25 中山區 興亞里

吉林路 26 6－38 中山區 興亞里

吉林路 51 5－11 中山區 中吉里

第 14 頁 更新門牌起迄號碼112年2月1日



中山區道路門牌起迄號碼表

道路名稱 巷 弄 門牌起迄號碼 戶所別 里別 備註

吉林路 51 6－20 中山區 中吉里

吉林路 98 3－49 中山區 中原里

吉林路 98 6－62 中山區 中原里

吉林路 108 2-6 中山區 中原里

吉林路 119 1－7 中山區 中吉里

吉林路 119 2－4 中山區 中吉里

吉林路 123 7 2 中山區 中吉里

吉林路 144 7－19 中山區 中原里

吉林路 144 8－28 中山區 中原里

吉林路 154 1－19 中山區 中原里

吉林路 154 8－22 中山區 中原里

吉林路 161 1之1－33 中山區 中庄里

吉林路 161 2－30 中山區 中庄里

吉林路 161 1 1－5 中山區 中庄里

吉林路 161 1 2－22 中山區 中庄里

吉林路 168 1－27之1 中山區 中原里

吉林路 168 2－22 中山區 中原里

吉林路 174 1－13之1 中山區 中原里

吉林路 174 8－26 中山區 中原里

吉林路 199 11－39 中山區 中庄里

吉林路 199 2－36 中山區 中庄里

吉林路 200 1－25 中山區 中庄里

吉林路 200 2－28 中山區 中庄里

吉林路 218 1－29 中山區 中庄里

吉林路 218 2－30 中山區 中庄里

吉林路 236 1－35 中山區 中庄里

吉林路 236 2－30 中山區 中庄里

吉林路 299 1-13 中山區 新福里

吉林路 299 6－38 中山區 新福里

吉林路 315 1－33 中山區 新福里

吉林路 315 2－40 中山區 新福里

吉林路 329 7－33 中山區 新福里

吉林路 329 6－30 中山區 新福里

吉林路 343 5－37 中山區 新福里

吉林路 343 14－46 中山區 新福里

吉林路 379 1－23 中山區 新喜里

吉林路 379 2－20 中山區 新喜里

吉林路 393 3－47 中山區 新喜里

吉林路 393 2－24 中山區 新喜里

吉林路 407 1－47 中山區 新喜里

吉林路 407 2－54 中山區 新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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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路 433 1－37 中山區 新喜里

吉林路 433 2－32 中山區 新喜里

吉林路 447 1－29 中山區 新喜里

吉林路 447 2－30 中山區 新喜里

吉林路 456 1－37 中山區 新庄里

吉林路 456 2－36 中山區 新庄里

吉林路 461 1－37 中山區 新喜里

吉林路 461 2－30 中山區 新喜里

合江街 1－59 中山區 朱馥里

合江街 臨67之7－115 中山區 江山里

合江街 117－137 中山區 江寧里

合江街 2－92 中山區 朱馥里

合江街 100之1－154 中山區 江山里

合江街 162－186之1 中山區 江寧里

合江街 17 1－15 中山區 朱馥里

合江街 17 2－18 中山區 朱馥里

合江街 20 31－39 中山區 朱馥里

合江街 20 2－26 中山區 朱馥里

合江街 31 3－15 中山區 朱馥里

合江街 31 4－14 中山區 朱馥里

合江街 36 15－37之1 中山區 朱馥里

合江街 36 32－40 中山區 朱馥里

合江街 36 51 臨3－5 中山區 朱馥里

合江街 41 13－17 中山區 朱馥里

合江街 41 4－16 中山區 朱馥里

合江街 55 1－31 中山區 朱馥里

合江街 55 26 中山區 朱馥里

合江街 58 1－43 中山區 朱馥里

合江街 58 20－58 中山區 朱馥里

合江街 61 1－51 中山區 朱馥里

合江街 61 2－44 中山區 朱馥里

合江街 69 1,3 中山區 江山里

合江街 69 臨2－臨6 中山區 江山里

合江街 70 1－21 中山區 朱馥里

合江街 70 23 1之1 中山區 朱馥里

合江街 71 1 中山區 江山里

合江街 71 6－20 中山區 江山里

合江街 73 3－37 中山區 江山里

合江街 73 2－14 中山區 江山里

合江街 83 1－21 中山區 江山里

合江街 83 4－22 中山區 江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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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江街 93 5－23 中山區 江山里

合江街 93 2－18 中山區 江山里

合江街 94 2－10 中山區 朱馥里

合江街 94 10 1-3 中山區 朱馥里

合江街 94 10 16-20之3 中山區 朱馥里

合江街 100 1－27 中山區 江山里

合江街 102 1－27 中山區 江山里

合江街 102 2－60 中山區 江山里

合江街 105 1－25 中山區 江山里

合江街 105 8－24 中山區 江山里

合江街 116 1－29 中山區 江山里

合江街 116 2－28 中山區 江山里

合江街 127 3－31 中山區 江寧里

合江街 127 2－26 中山區 江寧里

合江街 130 1－27 中山區 江山里

合江街 130 2－30 中山區 江山里

合江街 144 1－25 中山區 江山里

合江街 144 2－28 中山區 江山里

合江街 170 1－19 中山區 江寧里

合江街 170 2－30 中山區 江寧里

合江街 180 1－25 中山區 江寧里

合江街 180 2－24 中山區 江寧里

合江街 188 1－21 中山區 江寧里

合江街 188 2－26 中山區 江寧里

安東街 1之1－21之2 中山區 埤頭里

安東街 2－18之9 中山區 埤頭里

安東街 16 7－21 中山區 埤頭里

安東街 16 2－臨58 中山區 埤頭里

安東街 16 13 1－11 中山區 埤頭里

安東街 16 13 2－20 中山區 埤頭里

安東街 16 17 1－15 中山區 埤頭里

安東街 16 17 2－8 中山區 埤頭里

安東街 16 18 2－4 中山區 埤頭里

朱崙街 1－91 中山區 力行里

朱崙街 20－60 中山區 力行里

朱崙街 21 1－5 中山區 力行里

朱崙街 21 2－6 中山區 力行里

朱崙街 27 2－8 中山區 力行里

朱崙街 53 1－5 中山區 力行里

朱崙街 53 10－26 中山區 力行里

明水路 323－325之4 中山區 劍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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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水路 341－591之2 中山區 永安里

明水路 593－709 中山區 成功里

明水路 480-702 中山區 成功里

明水路 397 3－11 中山區 永安里

明水路 397 6-22 中山區 永安里

明水路 397 2 2－26 中山區 永安里

明水路 397 7 5－61 中山區 永安里

明水路 397 7 2－88 中山區 永安里

明水路 397 18 2－26 中山區 永安里

明水路 397 19 1 中山區 永安里

明水路 397 19 10－34 中山區 永安里

明水路 397 26 2 中山區 永安里

明水路 397 26 5 中山區 永安里

明水路 475 1－19 中山區 永安里

明水路 475 6,8 中山區 永安里

明水路 526 1－7 中山區 成功里

明水路 526 46-56 中山區 成功里

明水路 526 58 1、8、9 中山區 成功里

明水路 557 13－19 中山區 永安里

明水路 557 6－16 中山區 永安里

明水路 581 3－27 中山區 永安里

明水路 581 46-50 中山區 永安里

明水路 581 12 9 中山區 永安里

明水路 581 13 1,3 中山區 永安里

明水路 606 16,18 中山區 成功里

明水路 672 1-33 中山區 成功里

明水路 672 26-46 中山區 成功里

林森北路 73－157 中山區 正義里

林森北路 247－263之4 中山區 康樂里

林森北路 271－369 中山區 中山里

林森北路 371－413 中山區 聚盛里

林森北路 477－487之76 中山區 聚葉里

林森北路 573－615之2 中山區 晴光里

林森北路 621－臨677 中山區 圓山里

林森北路 40－154 中山區 正得里

林森北路 52 中山區 正義里

林森北路 222－266 中山區 康樂里

林森北路 282－372 中山區 中山里

林森北路 380－432 中山區 聚盛里

林森北路 438－522 中山區 聚葉里

林森北路 524－568之1 中山區 恆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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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森北路 572－614 中山區 晴光里

林森北路 622－646 中山區 圓山里

林森北路 37 25 中山區 正守里

林森北路 67 7－131 中山區 正守里

林森北路 67 18－132 中山區 正守里

林森北路 67 24 1－5 中山區 正守里

林森北路 67 24 2－8 中山區 正守里

林森北路 67 40 2 中山區 正守里

林森北路 85 1－95 中山區 正義里

林森北路 85 2－100 中山區 正義里

林森北路 85 38 1,3 中山區 正義里

林森北路 85 38 6 中山區 正義里

林森北路 85 66 1－5 中山區 正義里

林森北路 85 66 2－6 中山區 正義里

林森北路 107 1－91 中山區 正義里

林森北路 107 2－90 中山區 正義里

林森北路 119 3－91 中山區 正義里

林森北路 119 2－88 中山區 正義里

林森北路 133 1－69 中山區 正義里

林森北路 133 2－86 中山區 正義里

林森北路 133 72 4－8 中山區 正義里

林森北路 138 13－37 中山區 正得里

林森北路 138 4－50 中山區 正得里

林森北路 145 1－49 中山區 正義里

林森北路 145 2－52 中山區 正義里

林森北路 159 47－57 中山區 正義里

林森北路 159 2－52 中山區 正義里

林森北路 259 臨3－123 中山區 康樂里

林森北路 310 17－27 中山區 中山里

林森北路 310 2－40 中山區 中山里

林森北路 353 5─臨21之1號 中山區 中山里

林森北路 353 19 1－5 中山區 中山里

林森北路 383 5－17 中山區 聚盛里

林森北路 383 4－30 中山區 聚盛里

林森北路 399 3－23 中山區 聚盛里

林森北路 399 2－60 中山區 聚盛里

林森北路 399 4 1－5 中山區 聚盛里

林森北路 399 30 8－24 中山區 聚盛里

林森北路 416 1－3之2 中山區 聚盛里

林森北路 485 10－40 中山區 聚葉里

林森北路 485 22 1－9 中山區 聚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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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森北路 485 22 2－12之1 中山區 聚葉里

林森北路 557 1－5 中山區 恆安里

林森北路 629 1 中山區 圓山里

林森北路 661 臨1之3 中山區 圓山里

松江路 1－115 中山區 朱園里

松江路 119－219 中山區 中央里

松江路 223－317 中山區 松江里

松江路 359－臨487 中山區 行政里

松江路 臨523－臨609 中山區 大佳里

松江路 2－118 中山區 興亞里

松江路 122-210 中山區 中吉里

松江路 218－306 中山區 中庄里

松江路 316－366之7 中山區 新生里

松江路 374－422 中山區 新福里

松江路 426－562 中山區 新喜里

松江路 16 1－19 中山區 興亞里

松江路 16 8 中山區 興亞里

松江路 25 1－9 中山區 朱園里

松江路 25 2－8 中山區 朱園里

松江路 26 1－17 中山區 興亞里

松江路 26 2－36 中山區 興亞里

松江路 37 1－17 中山區 朱園里

松江路 37 4－8 中山區 朱園里

松江路 38 1－35 中山區 興亞里

松江路 38 2－20 中山區 興亞里

松江路 45 1－43 中山區 朱園里

松江路 45 2－20之1 中山區 朱園里

松江路 46 1－17 中山區 興亞里

松江路 46 2－32 中山區 興亞里

松江路 63 1－11 中山區 朱園里

松江路 63 6之1－18 中山區 朱園里

松江路 64 5－11 中山區 興亞里

松江路 64 2之2－36 中山區 興亞里

松江路 64 20 1－9 中山區 興亞里

松江路 69 3－15 中山區 朱園里

松江路 69 2－16 中山區 朱園里

松江路 70 3－11 中山區 興亞里

松江路 70 4－8 中山區 興亞里

松江路 77 11 中山區 朱園里

松江路 77 2－14 中山區 朱園里

松江路 78 1,3 中山區 興亞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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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路 78 6之1－10 中山區 興亞里

松江路 84 2－12 中山區 興亞里

松江路 85 5－9 中山區 朱園里

松江路 85 2－10 中山區 朱園里

松江路 90 3－23 中山區 興亞里

松江路 90 14 中山區 興亞里

松江路 90 6 17 中山區 興亞里

松江路 93 1－9 中山區 朱園里

松江路 93 2－10 中山區 朱園里

松江路 97 5－27 中山區 朱園里

松江路 97 2－18 中山區 朱園里

松江路 100 1－29 中山區 興亞里

松江路 100 2－30 中山區 興亞里

松江路 108 3－29之1 中山區 興亞里

松江路 108 4－20之1 中山區 興亞里

松江路 123 3－8 中山區 中央里

松江路 123 6－12之7 中山區 中央里

松江路 124 5－27 中山區 中吉里

松江路 124 8－22 中山區 中吉里

松江路 132 3－21 中山區 中吉里

松江路 132 20－28之4 中山區 中吉里

松江路 132 15 4－6 中山區 中吉里

松江路 133 6－50 中山區 中央里

松江路 140 3－19 中山區 中吉里

松江路 140 6－16 中山區 中吉里

松江路 150 7－29 中山區 中吉里

松江路 150 6－28 中山區 中吉里

松江路 156 5－35 中山區 中吉里

松江路 156 8－32之1 中山區 中吉里

松江路 160 5－19之1 中山區 中吉里

松江路 160 2－18之2 中山區 中吉里

松江路 164 5－67 中山區 中吉里

松江路 164 6－28 中山區 中吉里

松江路 170 9－27 中山區 中吉里

松江路 170 2－46 中山區 中吉里

松江路 184 1－47 中山區 中吉里

松江路 184 8－22 中山區 中吉里

松江路 184 26 臨1之1－23 中山區 中吉里

松江路 184 26 2－18 中山區 中吉里

松江路 184 29 1 中山區 中吉里

松江路 184 29 2,4 中山區 中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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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路 184 39 1 中山區 中吉里

松江路 184 39 2－8 中山區 中吉里

松江路 188 1－19 中山區 中吉里

松江路 188 2－64 中山區 中吉里

松江路 194 3－65 中山區 中吉里

松江路 194 2－52 中山區 中吉里

松江路 204 3－73 中山區 中吉里

松江路 204 2－64 中山區 中吉里

松江路 221 5－31 中山區 松江里

松江路 226 1－21 中山區 中庄里

松江路 226 4－28 中山區 中庄里

松江路 235 7－35 中山區 松江里

松江路 235 16－36 中山區 松江里

松江路 252 5 中山區 中庄里

松江路 252 8 中山區 中庄里

松江路 252 6 7 中山區 中庄里

松江路 252 6 2－10 中山區 中庄里

松江路 259 1－33 中山區 松江里

松江路 259 2－38 中山區 松江里

松江路 297 1－21 中山區 松江里

松江路 297 2－20 中山區 松江里

松江路 313 1－17 中山區 松江里

松江路 313 2－22 中山區 松江里

松江路 330 1－69 中山區 新生里

松江路 330 8－68 中山區 新生里

松江路 357 1－11 中山區 行政里

松江路 357 4－12 中山區 行政里

松江路 362 1－83 中山區 新生里

松江路 362 2－82 中山區 新生里

松江路 372 5－27 中山區 新福里

松江路 372 4之2－32 中山區 新福里

松江路 402 11－31 中山區 新福里

松江路 402 22－30 中山區 新福里

松江路 402 7 2－12 中山區 新福里

松江路 402 8 1－21 中山區 新福里

松江路 402 8 4－10 中山區 新福里

松江路 431 7－29 中山區 行政里

松江路 431 8－26之1 中山區 行政里

松江路 469 1－51 中山區 行政里

松江路 469 2,4 中山區 行政里

松江路 504 1－3 中山區 新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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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路 581 臨1之1－臨67 中山區 大佳里

松江路 581 臨10－臨30 中山區 大佳里

松江路 581 7 臨2 中山區 大佳里

松江路 581 7 臨3,臨5 中山區 大佳里

松江路 581 9 臨1－臨3 中山區 大佳里

松江路 581 9 臨2 中山區 大佳里

松江路 581 31 臨1－11 中山區 大佳里

松江路 581 31 2－16 中山區 大佳里

松江路 581 42 1－29 中山區 大佳里

松江路 581 42 10 中山區 大佳里

松江路 581 46 1－11 中山區 大佳里

松江路 581 46 12 中山區 大佳里

松江路 581 51 1－3 中山區 大佳里

松江路 581 52 5－11 中山區 大佳里

長安西路 1－15 中山區 民安里

長安西路 2－50之1 中山區 民安里

長安西路 5 2 中山區 民安里

長安西路 19 1－23 中山區 民安里

長安西路 19 6－18 中山區 民安里

長安西路 19 2 1－65 中山區 民安里

長安西路 19 22 1－19 中山區 民安里

長安西路 19 22 14－18 中山區 民安里

長安西路 26 1－9 中山區 民安里

長安西路 26 2之2－10 中山區 民安里

長安西路 40 5－9 中山區 民安里

長安西路 40 2－6之2 中山區 民安里

長安西路 40 2 4－8 中山區 民安里

長安西路 40 4 2－8 中山區 民安里

長安西路 40 6 1－9 中山區 民安里

長安西路 40 6 2－6 中山區 民安里

長安西路 40 8 11 中山區 民安里

長安西路 40 10 1－15 中山區 民安里

長安東路一段 3－27 中山區 正得里

長安東路一段 35－臨105 中山區 正義里

長安東路一段 2-20 中山區 正得里

長安東路一段 22－64 中山區 正守里

長安東路一段 11 2,4 中山區 正得里

長安東路一段 30 1 中山區 正守里

長安東路一段 30 2－6 中山區 正守里

長安東路一段 30 3 3－25之2 中山區 正守里

長安東路一段 30 8 3－11 中山區 正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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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東路一段 37 3－9 中山區 正義里

長安東路一段 37 2－6 中山區 正義里

長安東路一段 43 1－5 中山區 正義里

長安東路一段 43 2－6 中山區 正義里

長安東路一段 52 3－5 中山區 正守里

長安東路一段 52 2－14 中山區 正守里

長安東路一段 52 7 7－9 中山區 正守里

長安東路一段 52 7 6,10 中山區 正守里

長安東路一段 52 9 1－15 中山區 正守里

長安東路一段 52 9 2－18 中山區 正守里

長安東路一段 53 1－19 中山區 正義里

長安東路一段 53 2－24 中山區 正義里

長安東路一段 56 3－11 中山區 正守里

長安東路一段 56 1 7－65 中山區 正守里

長安東路一段 56 1 2－50 中山區 正守里

長安東路一段 56 7 10－50 中山區 正守里

長安東路一段 65 1－5 中山區 正義里

長安東路一段 65 16－22 中山區 正義里

長安東路一段 65 1 1－3之10 中山區 正義里

長安東路一段 65 1 6 中山區 正義里

長安東路一段 77 4 4之1 中山區 正義里

長安東路二段 1－53 中山區 興亞里

長安東路二段 63－131之4 中山區 朱園里

長安東路二段 141－199 中山區 力行里

長安東路二段 2－52 中山區 興亞里

長安東路二段 62－118之5 中山區 朱園里

長安東路二段 138－258 中山區 朱崙里

長安東路二段 35 1－7 中山區 興亞里

長安東路二段 35 臨10之2 中山區 興亞里

長安東路二段 36 1－11 中山區 興亞里

長安東路二段 36 6－20 中山區 興亞里

長安東路二段 116 1－9 中山區 朱園里

長安東路二段 116 6－8 中山區 朱園里

長安東路二段 129 1－15 中山區 朱園里

長安東路二段 129 2－8 中山區 朱園里

長安東路二段 201 7－23之1 中山區 力行里

長安東路二段 201 10 中山區 力行里

長春路 5－73 中山區 中山里

長春路 77－119之9 中山區 中原里

長春路 127－149 中山區 中吉里

長春路 153－167 中山區 中央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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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春路 169－293之4 中山區 朱馥里

長春路 299－329 中山區 龍洲里

長春路 2－90 中山區 康樂里

長春路 100－116 中山區 中原里

長春路 118－162 中山區 中吉里

長春路 172－206之1 中山區 中央里

長春路 臨206之2－410 中山區 復華里

長春路 3 1－15 中山區 中山里

長春路 3 11 1,3 中山區 中山里

長春路 3 19 12－14 中山區 中山里

長春路 21 2,4 中山區 中山里

長春路 61 1—29 中山區 中山里

長春路 61 6－20 中山區 中山里

長春路 71 5,7 中山區 中山里

長春路 137 3－7 中山區 中吉里

長春路 137 2－10 中山區 中吉里

長春路 163 2－22 中山區 中央里

長春路 258 15－29 中山區 復華里

長春路 258 6－臨36 中山區 復華里

長春路 258 9 17 中山區 復華里

長春路 258 10 2－6 中山區 復華里

長春路 258 22 1－19 中山區 復華里

長春路 258 22 12 中山區 復華里

長春路 327 1－5 中山區 龍洲里

長春路 327 2－8 中山區 龍洲里

南京西路 1－21 中山區 民安里

南京西路 2－14 中山區 民安里

南京西路 12 1－17 中山區 民安里

南京西路 12 6,12 中山區 民安里

南京西路 12 10 4－8 中山區 民安里

南京西路 12 13 1－9 中山區 民安里

南京西路 23 1之3－5之4 中山區 民安里

南京東路一段 9－35 中山區 康樂里

南京東路一段 2－72 中山區 正得里

南京東路一段 86－140 中山區 正義里

南京東路一段 1 5,7 中山區 康樂里

南京東路一段 13 5－9 中山區 康樂里

南京東路一段 13 4－10 中山區 康樂里

南京東路一段 13 6 1－15 中山區 康樂里

南京東路一段 13 6 6－10 中山區 康樂里

南京東路一段 13 7 1－11 中山區 康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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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東路一段 13 7 2－6 中山區 康樂里

南京東路一段 31 2－6 中山區 康樂里

南京東路一段 132 3－37 中山區 正義里

南京東路一段 132 4－30 中山區 正義里

南京東路一段 132 19 臨1－臨13 中山區 正義里

南京東路一段 136 3－25 中山區 正義里

南京東路一段 136 24－34 中山區 正義里

南京東路二段 1－53 中山區 中原里

南京東路二段 63－101 中山區 中吉里

南京東路二段 111－167 中山區 中央里

南京東路二段 2－118 中山區 興亞里

南京東路二段 124－222 中山區 朱園里

南京東路二段 21 1－19 中山區 中原里

南京東路二段 21 6－40 中山區 中原里

南京東路二段 24 3,7 中山區 興亞里

南京東路二段 24 8 中山區 興亞里

南京東路二段 41 7 中山區 中原里

南京東路二段 41 2－14 中山區 中原里

南京東路二段 41 3 1－5 中山區 中原里

南京東路二段 41 3 2-10 中山區 中原里

南京東路二段 41 16 2－8 中山區 中原里

南京東路二段 115 1 中山區 中央里

南京東路二段 115 18－36 中山區 中央里

南京東路二段 115 3 1－9 中山區 中央里

南京東路二段 115 3 2－10 中山區 中央里

南京東路二段 138 3－21 中山區 朱園里

南京東路二段 214 1－5 中山區 朱園里

南京東路二段 214 4、8,8之１ 中山區 朱園里

南京東路三段 1－225 中山區 復華里

南京東路三段 8－224 中山區 力行里

南京東路三段 14 1,9 中山區 力行里

南京東路三段 14 2－12 中山區 力行里

南京東路三段 48 2－38 中山區 力行里

南京東路三段 89 5－臨25 中山區 復華里

南京東路三段 89 2－10 中山區 復華里

南京東路三段 89 3 1－17 中山區 復華里

南京東路三段 89 3 2－14 中山區 復華里

南京東路三段 89 5 1 中山區 復華里

南京東路三段 89 5 2－18 中山區 復華里

南京東路三段 89 7 7－17 中山區 復華里

南京東路三段 89 7 12 中山區 復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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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東路三段 89 15 5－7 中山區 復華里

南京東路三段 89 15 2－10 中山區 復華里

南京東路三段 89 27 1－19 中山區 復華里

南京東路三段 89 27 2－16 中山區 復華里

南京東路三段 109 1－臨15 中山區 復華里

南京東路三段 109 10－臨18 中山區 復華里

南京東路三段 194 1－11 中山區 力行里

南京東路三段 194 2－26 中山區 力行里

南京東路三段 216 3－25之3 中山區 力行里

南京東路三段 216 2－46 中山區 力行里

南京東路三段 223 41－59 中山區 復華里

南京東路三段 223 8－20 中山區 復華里

建國北路一段 1－41 中山區 朱崙里

建國北路一段 47－77 中山區 力行里

建國北路一段 臨2,26－156 中山區 朱園里

建國北路一段 10 2 中山區 朱園里

建國北路一段 11 3－47 中山區 朱崙里

建國北路一段 11 16－54 中山區 朱崙里

建國北路一段 17 1,3 中山區 朱崙里

建國北路一段 17 8－24 中山區 朱崙里

建國北路一段 20 1－5 中山區 朱園里

建國北路一段 20 2－6 中山區 朱園里

建國北路一段 23 1－57 中山區 朱崙里

建國北路一段 23 2－62 中山區 朱崙里

建國北路一段 23 11 1,3 中山區 朱崙里

建國北路一段 23 36 臨1,臨3 中山區 朱崙里

建國北路一段 23 36 2 中山區 朱崙里

建國北路一段 33 1－47 中山區 朱崙里

建國北路一段 33 2－64 中山區 朱崙里

建國北路一段 39 5 中山區 朱崙里

建國北路一段 42 5 中山區 朱園里

建國北路一段 50 1－27 中山區 朱園里

建國北路一段 57 10－12 中山區 力行里

建國北路一段 67 3－31 中山區 力行里

建國北路一段 67 2 中山區 力行里

建國北路一段 78 11－17 中山區 朱園里

建國北路一段 78 2－38 中山區 朱園里

建國北路一段 88 10,12 中山區 朱園里

建國北路一段 92 6,8 中山區 朱園里

建國北路一段 124 1－53 中山區 朱園里

建國北路一段 138 1－33 中山區 朱園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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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北路一段 138 24－30 中山區 朱園里

建國北路二段 1－臨29之5 中山區 復華里

建國北路二段 33－69 中山區 朱馥里

建國北路二段 85－131 中山區 江山里

建國北路二段 135－147之6 中山區 江寧里

建國北路二段 12－96 中山區 中央里

建國北路二段 106－264 中山區 松江里

建國北路二段 3 15－47 中山區 復華里

建國北路二段 3 2－52 中山區 復華里

建國北路二段 3 13 2－4之3 中山區 復華里

建國北路二段 6 1－27 中山區 中央里

建國北路二段 6 16 中山區 中央里

建國北路二段 19 11－35 中山區 復華里

建國北路二段 19 8－10 中山區 復華里

建國北路二段 33 1,3 中山區 朱馥里

建國北路二段 64 1－25 中山區 中央里

建國北路二段 64 6－22 中山區 中央里

建國北路二段 95 2,4 中山區 江山里

建國北路二段 95 1 中山區 江山里

建國北路二段 96 2 臨12－臨20 中山區 中央里

建國北路二段 96 6 臨5－7 中山區 中央里

建國北路二段 116 5－19 中山區 松江里

建國北路二段 116 8－26 中山區 松江里

建國北路二段 151 6－30 中山區 江寧里

建國北路二段 186 1－25 中山區 松江里

建國北路二段 186 4－26 中山區 松江里

建國北路二段 226 41－57之2 中山區 松江里

建國北路二段 226 32－48 中山區 松江里

建國北路二段 258 1－33 中山區 松江里

建國北路二段 258 2－30 中山區 松江里

建國北路三段 39 中山區 行仁里

建國北路三段 53－177 中山區 行孝里

建國北路三段 臨2－98 中山區 行政里

建國北路三段 8 1－23 中山區 行政里

建國北路三段 8 8－臨32 中山區 行政里

建國北路三段 22 5－23之1 中山區 行政里

建國北路三段 22 臨4 中山區 行政里

建國北路三段 75 1－15 中山區 行孝里

建國北路三段 75 8－24 中山區 行孝里

建國北路三段 80 1 中山區 行政里

建國北路三段 80 2 中山區 行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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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北路三段 81 1－23 中山區 行孝里

建國北路三段 81 6－22 中山區 行孝里

建國北路三段 86 1 中山區 行政里

建國北路三段 93 1,3 中山區 行孝里

建國北路三段 93 2－10 中山區 行孝里

建國北路三段 93 5 1－19 中山區 行孝里

建國北路三段 113 1－35 中山區 行孝里

建國北路三段 113 2－6 中山區 行孝里

建國北路三段 113 7 1－17 中山區 行孝里

建國北路三段 113 7 2－10 中山區 行孝里

建國北路三段 113 19 1－13 中山區 行孝里

建國北路三段 113 19 2－8 中山區 行孝里

建國北路三段 113 31 15－27 中山區 行孝里

建國北路三段 113 31 2－18 中山區 行孝里

建國北路三段 151 1 中山區 行孝里

建國北路三段 151 2 中山區 行孝里

建國南路一段 8－16 中山區 埤頭里

基湖路 135-149 中山區 金泰里

基湖路 116-158 中山區 金泰里

基湖路 112 51-59 中山區 金泰里

基湖路 112 8-60 中山區 金泰里

基湖路 120 1-11,33 中山區 金泰里

基湖路 120 2-10 中山區 金泰里

基湖路 120 30 1-7 中山區 金泰里

基湖路 120 30 28 中山區 金泰里

基湖路 145 21-67 中山區 金泰里

基湖路 145 16-28 中山區 金泰里

基湖路 151 7-35 中山區 金泰里

基湖路 151 36-38 中山區 金泰里

基湖路 151 46 6 中山區 金泰里

基湖路 157 1-15 中山區 金泰里

基湖路 166 11-13 中山區 金泰里

基湖路 166 6-8 中山區 金泰里

崇實路 61－139 中山區 大直里

崇實路 178 中山區 大直里

崇實路 63 1－11 中山區 大直里

崇實路 201 101 中山區 大直里

通北街 67－143 中山區 劍潭里

通北街 120－臨160 中山區 劍潭里

通北街 31 29 中山區 劍潭里

通北街 31 14－42 中山區 劍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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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北街 31 18 1－11 中山區 劍潭里

通北街 31 22 1－臨37 中山區 劍潭里

通北街 31 22 2－6 中山區 劍潭里

通北街 31 26 1－7 中山區 劍潭里

通北街 65 51-67 中山區 劍潭里

通北街 65 4－22 中山區 劍潭里

通北街 65 2 1－35 中山區 劍潭里

通北街 65 2 2－20 中山區 劍潭里

通北街 65 15 1－9 中山區 劍潭里

通北街 65 17 1－17 中山區 劍潭里

通北街 65 17 2－6 中山區 劍潭里

通北街 118 1－15 中山區 劍潭里

通北街 118 2－64 中山區 劍潭里

通北街 118 42 1－7 中山區 劍潭里

通北街 118 42 2－26 中山區 劍潭里

通北街 118 48 2,4 中山區 劍潭里

通北街 118 58 2－18 中山區 劍潭里

通北街 118 68 1－25 中山區 劍潭里

通北街 118 68 2－臨34 中山區 劍潭里

通北街 132 1－5 中山區 劍潭里

通北街 132 2－10 中山區 劍潭里

通北街 133 21－27 中山區 劍潭里

通北街 145 3 5－27 中山區 劍潭里

通北街 145 3 6－10 中山區 劍潭里

通北街 145 11 6－8 中山區 劍潭里

通北街 146 2 2－10 中山區 劍潭里

通北街 146 60 1－9 中山區 劍潭里

通北街 146 94 1－11 中山區 劍潭里

通北街 146 94 2－24 中山區 劍潭里

通北街 165 3－11 中山區 劍潭里

通北街 165 2－臨20 中山區 劍潭里

堤頂大道二段 242-590 中山區 金泰里

堤頂大道二段 246 1-9 中山區 金泰里

堤頂大道二段 246 6-12 中山區 金泰里

復興北路 2－8 中山區 朱崙里

復興北路 18－96 中山區 力行里

復興北路 148－178 中山區 復華里

復興北路 184－234 中山區 龍洲里

復興北路 268－352 中山區 江山里

復興北路 354－404 中山區 江寧里

復興北路 420－518之1 中山區 下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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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興北路 36 1,3 中山區 力行里

復興北路 68 5,7 中山區 力行里

復興北路 68 2 中山區 力行里

復興北路 190 1－35 中山區 龍洲里

復興北路 280 3－13 中山區 江山里

復興北路 280 2－8之2 中山區 江山里

復興北路 280 10 1,3 中山區 江山里

復興北路 294 13－15 中山區 江山里

復興北路 294 10－12 中山區 江山里

復興北路 320 1－21 中山區 江山里

復興北路 320 2－10 中山區 江山里

復興北路 320 12 9 中山區 江山里

復興北路 380 7－27 中山區 江寧里

復興北路 380 8－30 中山區 江寧里

復興北路 380 6 9－19 中山區 江寧里

復興北路 402 10－32 中山區 江寧里

復興北路 402 8 1,3 中山區 江寧里

復興北路 402 8 2,4 中山區 江寧里

復興北路 430 1 中山區 下埤里

復興北路 430 6－40 中山區 下埤里

復興北路 488 1－31 中山區 下埤里

復興北路 488 1 1－21 中山區 下埤里

復興北路 488 2 1－7 中山區 下埤里

復興北路 514 1－67 中山區 下埤里

復興北路 514 2－66 中山區 下埤里

復興南路一段 2－54 中山區 埤頭里

復興南路一段 30 5－11 中山區 埤頭里

復興南路一段 30 2－18 中山區 埤頭里

植福路 189－305 中山區 金泰里

植福路 8 中山區 成功里

植福路 166－312 中山區 金泰里

植福路 286 2－38 中山區 金泰里

渭水路 1－1之2 中山區 朱園里

渭水路 2－54 中山區 朱園里

渭水路 3 6－48 中山區 朱園里

華陰街 1－31 中山區 民安里

華陰街 2－28 中山區 民安里

華陰街 24 3,5 中山區 民安里

華陰街 24 2之1 中山區 民安里

華陰街 24 1 1,3 中山區 民安里

華陰街 24 1 2之1,4之1 中山區 民安里

華陰街 24 2 1－13 中山區 民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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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陰街 24 2 4 中山區 民安里

華陰街 24 3 1－11 中山區 民安里

華陰街 24 4 1－7 中山區 民安里

華陰街 24 4 2－8 中山區 民安里

敬業一路 1-189 中山區 成功里

敬業一路 2－192 中山區 成功里

敬業一路 36 1－13 中山區 成功里

敬業一路 128 1－51 中山區 成功里

敬業一路 128 8－48 中山區 成功里

敬業二路 1－199 中山區 成功里

敬業二路 2－88 中山區 成功里

敬業二路 69 3-69 中山區 成功里

敬業二路 69 2-28 中山區 成功里

敬業三路 11-173 中山區 成功里

敬業三路 20－196 中山區 金泰里

敬業三路 161 1-59 中山區 成功里

敬業三路 161 2-6 中山區 成功里

敬業三路 162 1－119 中山區 金泰里

敬業三路 162 2－212 中山區 金泰里

敬業三路 177 1-3 中山區 成功里

敬業四路 1－33 中山區 金泰里

敬業四路 168 中山區 金泰里

新生北路一段 9－89 中山區 興亞里

新生北路一段 36之6－90之1 中山區 正守里

新生北路一段 94－172 中山區 正義里

新生北路一段 47 3－39 中山區 興亞里

新生北路一段 47 2－16 中山區 興亞里

新生北路一段 102 1－5 中山區 正義里

新生北路一段 102 2－12 中山區 正義里

新生北路一段 62 1－19之2 中山區 正守里

新生北路一段 62 16 中山區 正守里

新生北路一段 76 5－19 中山區 正守里

新生北路一段 76 6－8 中山區 正守里

新生北路二段 7－89 中山區 中原里

新生北路二段 111-129之2 中山區 中庄里

新生北路二段 131－155 中山區 新生里

新生北路二段 臨30之1－40 中山區 康樂里

新生北路二段 52之3－78 中山區 中山里

新生北路二段 96－108 中山區 聚盛里

新生北路二段 120,122 中山區 聚葉里

新生北路二段 101 1－49 中山區 中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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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北路二段 101 2－38 中山區 中原里

新生北路二段 115 1－27 中山區 中庄里

新生北路二段 115 2－28 中山區 中庄里

新生北路二段 118 1－7 中山區 聚葉里

新生北路二段 118 2－22 中山區 聚葉里

新生北路二段 119 1－15 中山區 中庄里

新生北路二段 119 2－22 中山區 中庄里

新生北路二段 123 1－35 中山區 中庄里

新生北路二段 123 8－30 中山區 中庄里

新生北路二段 127 1－47 中山區 中庄里

新生北路二段 127 2－48 中山區 中庄里

新生北路二段 132 32 中山區 新生里

新生北路二段 133 1－59 中山區 新生里

新生北路二段 133 6－32 中山區 新生里

新生北路二段 137 1－61 中山區 新生里

新生北路二段 137 2－64 中山區 新生里

新生北路二段 141 5－45之1 中山區 新生里

新生北路二段 141 2－58 中山區 新生里

新生北路二段 145 9 中山區 新生里

新生北路二段 149 1－47 中山區 新生里

新生北路二段 149 2－54 中山區 新生里

新生北路二段 15 1－3 中山區 中原里

新生北路二段 15 4－16 中山區 中原里

新生北路二段 17 1－11 中山區 中原里

新生北路二段 17 2－12 中山區 中原里

新生北路二段 21 1－11之3 中山區 中原里

新生北路二段 21 2－4 中山區 中原里

新生北路二段 27 3－11 中山區 中原里

新生北路二段 27 2－12 中山區 中原里

新生北路二段 28 1－5 中山區 康樂里

新生北路二段 28 臨6 中山區 康樂里

新生北路二段 31 1－7 中山區 中原里

新生北路二段 31 2－14 中山區 中原里

新生北路二段 33 5－11 中山區 中原里

新生北路二段 33 2－12 中山區 中原里

新生北路二段 41 5－37 中山區 中原里

新生北路二段 41 2－52 中山區 中原里

新生北路二段 45 13－臨47之4 中山區 中原里

新生北路二段 45 2－38 中山區 中原里

新生北路二段 5 7－21 中山區 中原里

新生北路二段 5 20,20之1 中山區 中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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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北路二段 55 3 1,3 中山區 中原里

新生北路二段 55 3 6 中山區 中原里

新生北路二段 55 5－11 中山區 中原里

新生北路二段 58 1－55 中山區 中山里

新生北路二段 58 2－52 中山區 中山里

新生北路二段 60 1－61 中山區 中山里

新生北路二段 60 2－60 中山區 中山里

新生北路二段 62 15 1 中山區 中山里

新生北路二段 62 3之2－31 中山區 中山里

新生北路二段 62 2－42 中山區 中山里

新生北路二段 64 14 3－3之3 中山區 中山里

新生北路二段 68 13 2－8 中山區 中山里

新生北路二段 68 15 1－27 中山區 中山里

新生北路二段 68 8－36 中山區 中山里

新生北路二段 68 5-15 中山區 中山里

新生北路二段 72 1－27 中山區 中山里

新生北路二段 72 2－18 中山區 中山里

新生北路二段 74 1 中山區 中山里

新生北路二段 76 1－45 中山區 中山里

新生北路二段 76 2－32之3 中山區 中山里

新生北路二段 77 1－11 中山區 中原里

新生北路二段 94 1－7 中山區 聚盛里

新生北路二段 94 2－10 中山區 聚盛里

新生北路三段 1－33 中山區 新福里

新生北路三段 35－105 中山區 新庄里

新生北路三段 10－48 中山區 恆安里

新生北路三段 50－76之1 中山區 晴光里

新生北路三段 78－168 中山區 圓山里

新生北路三段 3 13－55 中山區 新福里

新生北路三段 3 40－58 中山區 新福里

新生北路三段 11 17－63 中山區 新福里

新生北路三段 11 14－56 中山區 新福里

新生北路三段 19 3－63 中山區 新福里

新生北路三段 19 18－52 中山區 新福里

新生北路三段 25 3－47 中山區 新福里

新生北路三段 25 18－66 中山區 新福里

新生北路三段 56 1－27 中山區 晴光里

新生北路三段 56 2－22 中山區 晴光里

新生北路三段 62 5－25 中山區 晴光里

新生北路三段 62 2－26 中山區 晴光里

新生北路三段 68 1－45之2 中山區 晴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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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北路三段 68 4－24之1 中山區 晴光里

新生北路三段 82 1－37 中山區 圓山里

新生北路三段 82 2－42 中山區 圓山里

新生北路三段 84 5－47 中山區 圓山里

新生北路三段 84 6－52 中山區 圓山里

新生北路三段 87 1－65之2 中山區 新庄里

新生北路三段 87 2－58 中山區 新庄里

新生北路三段 88 7－45 中山區 圓山里

新生北路三段 88 2－50 中山區 圓山里

新生北路三段 93 3－65 中山區 新庄里

新生北路三段 93 2－58 中山區 新庄里

農安街 5－57 中山區 晴光里

農安街 67－129 中山區 新庄里

農安街 137－191 中山區 新喜里

農安街 227之1－279 中山區 行政里

農安街 2之1－40 中山區 恆安里

農安街 48－154 中山區 新福里

農安街 160－210 中山區 行政里

農安街 1 51-57 中山區 晴光里

農安街 1 2－8 中山區 晴光里

農安街 2 3－臨23 中山區 恆安里

農安街 2 4－20之49 中山區 恆安里

農安街 2 5 5－17之1 中山區 恆安里

農安街 2 5 2－18 中山區 恆安里

農安街 28 1－3 中山區 恆安里

農安街 38 11之1 中山區 恆安里

農安街 77 2－18 中山區 新庄里

農安街 77 1 2－48 中山區 新庄里

農安街 77 9 1－39 中山區 新庄里

農安街 77 9 2－52 中山區 新庄里

農安街 125 1－51 中山區 新庄里

農安街 125 2－40 中山區 新庄里

農安街 166 1－11 中山區 行政里

農安街 166 6－12 中山區 行政里

農安街 204 1－15 中山區 行政里

農安街 204 2－8 中山區 行政里

農安街 227 1－13之1 中山區 行政里

農安街 227 24－36 中山區 行政里

農安街 227 3 1－23之1 中山區 行政里

農安街 227 3 2－38 中山區 行政里

農安街 227 9 4－24 中山區 行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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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安街 271 1－9 中山區 行政里

農安街 271 2,2之1 中山區 行政里

劍南路 350,650 中山區 北安里

劍南路 326 285 中山區 大直里

劍南路 326 36 13 中山區 北安里

劍南路 326 36 12 中山區 北安里

劍南路 336 3-23 中山區 北安里

劍南路 336 6-20 中山區 北安里

劍南路 352 17 中山區 北安里

劍南路 648 5－11 中山區 北安里

劍南路 648 12 中山區 北安里

德惠街 1－55之1 中山區 圓山里

德惠街 65－125 中山區 新庄里

德惠街 151－197 中山區 新喜里

德惠街 2－60 中山區 晴光里

德惠街 82－124 中山區 新庄里

德惠街 150－202 中山區 新喜里

德惠街 3 1－3 中山區 圓山里

德惠街 3 2－18 中山區 圓山里

德惠街 79 2－12 中山區 新庄里

德惠街 105 2－8 中山區 新庄里

德惠街 167 11－35 中山區 新喜里

德惠街 167 2－30 中山區 新喜里

德惠街 170 1－19 中山區 新喜里

德惠街 170 2－24 中山區 新喜里

德惠街 193 21－35 中山區 新喜里

德惠街 193 2－12 中山區 新喜里

德惠街 198 1－15 中山區 新喜里

德惠街 198 2－4 中山區 新喜里

撫順街 5－39 中山區 集英里

撫順街 2－30 中山區 集英里

撫順街 41 1－15 中山區 集英里

撫順街 41 臨2之10號－12 中山區 集英里

樂群二路 55-113 中山區 成功里

樂群二路 143-309 中山區 金泰里

樂群二路 56－128 中山區 成功里

樂群二路 142-288 中山區 金泰里

樂群二路 30 30-80 中山區 成功里

樂群二路 30 38 33-35 中山區 成功里

樂群二路 30 38 8-38 中山區 成功里

樂群二路 30 82 9,15 中山區 成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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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群二路 116 33-55 中山區 成功里

樂群二路 116 61 25-33 中山區 成功里

樂群二路 116 61 2－16 中山區 成功里

樂群二路 265 2-42 中山區 金泰里

樂群二路 266 1,99 中山區 金泰里

樂群二路 266 16-112 中山區 金泰里

樂群三路 1－123之5 中山區 成功里

樂群三路 285－301 中山區 金泰里

樂群三路 52-132 中山區 成功里

樂群三路 200,218,310 中山區 金泰里

興安街 45－55 中山區 朱馥里

興安街 57－105 中山區 龍洲里

興安街 2－78之13 中山區 朱馥里

興安街 88－128 中山區 龍洲里

興安街 80 2－14 中山區 朱馥里

遼寧街 1－33 中山區 朱崙里

遼寧街 35－119 中山區 力行里

遼寧街 131－179 中山區 復華里

遼寧街 211－261 中山區 龍洲里

遼寧街 2－30 中山區 朱崙里

遼寧街 38－74 中山區 力行里

遼寧街 102－146 中山區 復華里

遼寧街 150之1－252 中山區 朱馥里

遼寧街 19 1－29 中山區 朱崙里

遼寧街 19 2－34 中山區 朱崙里

遼寧街 45 1－31之2 中山區 力行里

遼寧街 45 2－36 中山區 力行里

遼寧街 62 1－23 中山區 力行里

遼寧街 62 6－24 中山區 力行里

遼寧街 63 1－27 中山區 力行里

遼寧街 63 2－30 中山區 力行里

遼寧街 76 7－11之1 中山區 力行里

遼寧街 76 2－8之1 中山區 力行里

遼寧街 81 1－3 中山區 力行里

遼寧街 81 2－24 中山區 力行里

遼寧街 101 1－31之1 中山區 力行里

遼寧街 101 4－16 中山區 力行里

遼寧街 101 2 1－13 中山區 力行里

遼寧街 101 2 2－22 中山區 力行里

遼寧街 105 3－37 中山區 力行里

遼寧街 105 2－48 中山區 力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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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寧街 108 1－3 中山區 復華里

遼寧街 108 2－20 中山區 復華里

遼寧街 116 2,4 中山區 復華里

遼寧街 128 1－23 中山區 復華里

遼寧街 138 1－27 中山區 復華里

遼寧街 138 2－26 中山區 復華里

遼寧街 155 41 中山區 復華里

遼寧街 155 2－12 中山區 復華里

遼寧街 170 27－51 中山區 朱馥里

遼寧街 170 2－24 中山區 朱馥里

遼寧街 177 43 中山區 復華里

遼寧街 185 11－21 中山區 復華里

遼寧街 185 46－46之3 中山區 復華里

遼寧街 185 7 3－15 中山區 復華里

遼寧街 185 7 8－16 中山區 復華里

遼寧街 199 1－33 中山區 復華里

遼寧街 199 20－26 中山區 復華里

遼寧街 201 1－15 中山區 復華里

遼寧街 201 2－32 中山區 復華里

遼寧街 209 25－45 中山區 龍洲里

遼寧街 209 12－40 中山區 龍洲里

遼寧街 259 1,1之1 中山區 龍洲里

錦州街 3－31 中山區 聚葉里

錦州街 95－233 中山區 新生里

錦州街 243－275 中山區 松江里

錦州街 307－459 中山區 江寧里

錦州街 6－50 中山區 聚盛里

錦州街 106－222 中山區 中庄里

錦州街 242－臨306 中山區 松江里

錦州街 308－452 中山區 江山里

錦州街 4 1－7 中山區 聚盛里

錦州街 4 10 1－5 中山區 聚盛里

錦州街 4 10 6－18 中山區 聚盛里

錦州街 13 2 中山區 聚葉里

錦州街 23 1－9 中山區 聚葉里

錦州街 23 4－16 中山區 聚葉里

錦州街 30 1－11 中山區 聚盛里

錦州街 30 2－16 中山區 聚盛里

錦州街 157 1－29 中山區 新生里

錦州街 175 9－25 中山區 新生里

錦州街 175 4－30 中山區 新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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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州街 231 21－35 中山區 新生里

錦州街 232 7－17 中山區 中庄里

錦州街 242 16-18 中山區 松江里

錦州街 241 1 1－19 中山區 松江里

錦州街 241 1 2－20 中山區 松江里

錦州街 418 6,8 中山區 江山里

錦州街 426 1之1－3 中山區 江山里

錦州街 426 1 5－25 中山區 江山里

錦州街 426 1 2－26 中山區 江山里

錦西街 1－31 中山區 集英里

錦西街 4之1－34 中山區 集英里

龍江路 1－23 中山區 朱崙里

龍江路 29－97 中山區 力行里

龍江路 135－161 中山區 復華里

龍江路 175之1－臨233 中山區 朱馥里

龍江路 235－281之1 中山區 江山里

龍江路 283－323 中山區 江寧里

龍江路 329－461 中山區 下埤里

龍江路 2－22 中山區 朱崙里

龍江路 34－84 中山區 力行里

龍江路 96－152 中山區 復華里

龍江路 臨160－202 中山區 朱馥里

龍江路 238－264 中山區 江山里

龍江路 266－302 中山區 江寧里

龍江路 304－416 中山區 行仁里

龍江路 11 46 中山區 朱崙里

龍江路 21 1－29 中山區 朱崙里

龍江路 21 14－38 中山區 朱崙里

龍江路 37 1－39 中山區 力行里

龍江路 37 2－42之1 中山區 力行里

龍江路 38 3,5 中山區 力行里

龍江路 38 2,4 中山區 力行里

龍江路 45 1－17 中山區 力行里

龍江路 45 2－42 中山區 力行里

龍江路 46 1-9 中山區 力行里

龍江路 46 2－10 中山區 力行里

龍江路 55 1－21 中山區 力行里

龍江路 55 2－16 中山區 力行里

龍江路 65 1－27 中山區 力行里

龍江路 65 2－26 中山區 力行里

龍江路 71 1－19 中山區 力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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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江路 71 2－14 中山區 力行里

龍江路 76 1－55 中山區 力行里

龍江路 76 10－22 中山區 力行里

龍江路 91 9 中山區 力行里

龍江路 91 2－10 中山區 力行里

龍江路 100 1－1之9 中山區 復華里

龍江路 100 2－10 中山區 復華里

龍江路 106 1－7 中山區 復華里

龍江路 114 1 中山區 復華里

龍江路 114 6 中山區 復華里

龍江路 120 1－9 中山區 復華里

龍江路 124 2－14 中山區 復華里

龍江路 137 1－11 中山區 復華里

龍江路 149 3－21 中山區 復華里

龍江路 149 2－44 中山區 復華里

龍江路 155 1－29 中山區 復華里

龍江路 155 4－24 中山區 復華里

龍江路 175 1－17之1 中山區 朱馥里

龍江路 175 2－32 中山區 朱馥里

龍江路 179 1－23 中山區 朱馥里

龍江路 179 2－40 中山區 朱馥里

龍江路 179 1 1－9 中山區 朱馥里

龍江路 179 3 1－臨11 中山區 朱馥里

龍江路 179 3 4－10 中山區 朱馥里

龍江路 179 11 3 中山區 朱馥里

龍江路 179 11 2－12 中山區 朱馥里

龍江路 179 17 1－19 中山區 朱馥里

龍江路 179 17 2－14 中山區 朱馥里

龍江路 179 32 1－7 中山區 朱馥里

龍江路 179 32 2－8 中山區 朱馥里

龍江路 183 1 中山區 朱馥里

龍江路 183 2 中山區 朱馥里

龍江路 187 1－17 中山區 朱馥里

龍江路 187 2－14 中山區 朱馥里

龍江路 187 20 4－22 中山區 朱馥里

龍江路 197 1－43 中山區 朱馥里

龍江路 197 4,6 中山區 朱馥里

龍江路 209 1－43 中山區 朱馥里

龍江路 209 2－30 中山區 朱馥里

龍江路 223 1－39之2 中山區 朱馥里

龍江路 223 2－臨32 中山區 朱馥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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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江路 223 34 7 中山區 朱馥里

龍江路 223 34 臨2－6 中山區 朱馥里

龍江路 229 1－19 中山區 朱馥里

龍江路 229 2－12 中山區 朱馥里

龍江路 231 1－臨1之1 中山區 朱馥里

龍江路 231 臨8－臨18之1 中山區 朱馥里

龍江路 243 1－23 中山區 江山里

龍江路 243 18－24 中山區 江山里

龍江路 249 1－15 中山區 江山里

龍江路 249 2－12 中山區 江山里

龍江路 257 1－23 中山區 江山里

龍江路 257 2－24 中山區 江山里

龍江路 271 1－9之1 中山區 江山里

龍江路 271 2－18 中山區 江山里

龍江路 281 1－21 中山區 江山里

龍江路 281 2－22 中山區 江山里

龍江路 286 3－19 中山區 江寧里

龍江路 286 2－22 中山區 江寧里

龍江路 292 3－19之1 中山區 江寧里

龍江路 292 6－20 中山區 江寧里

龍江路 295 1－13 中山區 江寧里

龍江路 295 2－臨16 中山區 江寧里

龍江路 298 21－23 中山區 江寧里

龍江路 298 6－16 中山區 江寧里

龍江路 305 1－9 中山區 江寧里

龍江路 305 4－16之1 中山區 江寧里

龍江路 317 1 中山區 江寧里

龍江路 317 2－4之7 中山區 江寧里

龍江路 318 1－37 中山區 行仁里

龍江路 318 2－50 中山區 行仁里

龍江路 328 1－41 中山區 行仁里

龍江路 328 2－40 中山區 行仁里

龍江路 331 1－25 中山區 下埤里

龍江路 331 2－10 中山區 下埤里

龍江路 342 1－53 中山區 行仁里

龍江路 342 2－46 中山區 行仁里

龍江路 345 4－20 中山區 下埤里

龍江路 356 5－61 中山區 行仁里

龍江路 356 2－66 中山區 行仁里

龍江路 356 63－87 中山區 行孝里

龍江路 356 68－90 中山區 行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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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江路 370 1－49 中山區 行仁里

龍江路 370 4－47 中山區 行仁里

龍江路 370 51－65 中山區 行孝里

龍江路 370 48－62 中山區 行孝里

龍江路 377 1－27 中山區 下埤里

龍江路 377 2－24之1 中山區 下埤里

龍江路 384 1－31 中山區 行仁里

龍江路 384 2－18 中山區 行仁里

龍江路 387 1－27 中山區 下埤里

龍江路 387 2－28 中山區 下埤里

龍江路 394 1－61 中山區 行仁里

龍江路 394 2－56 中山區 行仁里

龍江路 397 1－51 中山區 下埤里

龍江路 397 2－48 中山區 下埤里

龍江路 412 1－61之1 中山區 行仁里

龍江路 412 2－62 中山區 行仁里

龍江路 415 1－29 中山區 下埤里

龍江路 415 2－50 中山區 下埤里

龍江路 429 1－7 中山區 下埤里

龍江路 429 2－18 中山區 下埤里

龍江路 443 1－9 中山區 下埤里

龍江路 443 2－12 中山區 下埤里

龍江路 457 1－23 中山區 下埤里

龍江路 457 2－14 中山區 下埤里

濱江街 1－7 中山區 新庄里

濱江街 95－357 中山區 大佳里

濱江街 6－16 中山區 新庄里

濱江街 臨136－356 中山區 大佳里

濱江街 150 臨3－臨19 中山區 大佳里

濱江街 150 臨6 中山區 大佳里

濱江街 150 13 臨1－臨9 中山區 大佳里

濱江街 150 13 臨2－臨4之3 中山區 大佳里

濱江街 150 21 臨1－臨9 中山區 大佳里

濱江街 154 2 1－3 中山區 大佳里

濱江街 154 2 臨2 中山區 大佳里

濱江街 180 1－17 中山區 大佳里

濱江街 180 4－臨14 中山區 大佳里

濱江街 180 6 臨3－臨7 中山區 大佳里

濱江街 180 6 臨2－臨10 中山區 大佳里

濱江街 180 16 1－5 中山區 大佳里

濱江街 180 16 2 中山區 大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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濱江街 199 9 中山區 大佳里

濱江街 199 2－12 中山區 大佳里

濱江街 230 3之2－19 中山區 大佳里

濱江街 256 1－臨13 中山區 大佳里

濱江街 256 臨2－臨6 中山區 大佳里

濱江街 266 11 中山區 大佳里

濱江街 266 2－臨12 中山區 大佳里

濱江街 301 8 中山區 大佳里

濱江街 340 1,3 中山區 大佳里

雙城街 1－17之3 中山區 恆安里

雙城街 17之5－23之4 中山區 晴光里

雙城街 45－47之3 中山區 圓山里

雙城街 2之1－14 中山區 恆安里

雙城街 16－34之1 中山區 晴光里

雙城街 38－54 中山區 圓山里

雙城街 3 3－15 中山區 恆安里

雙城街 3 2－22 中山區 恆安里

雙城街 4 1－29 中山區 恆安里

雙城街 4 2－4 中山區 恆安里

雙城街 7 3－3之3 中山區 恆安里

雙城街 7 2－12之1 中山區 恆安里

雙城街 10 1－41 中山區 恆安里

雙城街 10 6－22 中山區 恆安里

雙城街 12 3－19 中山區 恆安里

雙城街 12 2之1－臨30 中山區 恆安里

雙城街 13 1-23 中山區 恆安里

雙城街 13 16－34 中山區 恆安里

雙城街 17 5－13之3 中山區 恆安里

雙城街 17 2-40 中山區 恆安里

雙城街 18 1－23 中山區 晴光里

雙城街 18 2－20 中山區 晴光里

雙城街 19 5－21 中山區 晴光里

雙城街 19 2－22 中山區 晴光里

雙城街 23 3－7之1 中山區 晴光里

雙城街 23 2－20 中山區 晴光里

雙城街 25 1－17 中山區 晴光里

雙城街 25 2－6之3 中山區 晴光里

雙城街 28 1－25 中山區 晴光里

雙城街 28 2－16之18 中山區 晴光里

雙城街 32 1－17 中山區 晴光里

雙城街 32 2－18 中山區 晴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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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區道路門牌起迄號碼表

道路名稱 巷 弄 門牌起迄號碼 戶所別 里別 備註

雙城街 37 1－13 中山區 圓山里

雙城街 40 2之1－2之2 中山區 圓山里

雙城街 43 1－33 中山區 圓山里

雙城街 43 2－18 中山區 圓山里

雙城街 46 1－21 中山區 圓山里

雙城街 49 1－11之2 中山區 圓山里

雙城街 49 2－18 中山區 圓山里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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