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里別 鄰別 姓名 地址
縣口里 01 李志豪 鳳山區光遠路251號

縣口里 02 王春森 鳳山區光遠路279號

縣口里 03 簡皇勤 鳳山區中正路39號

縣口里 04 余蔡玉鶯 鳳山區縣口里光遠路２５７巷２１號

縣口里 05 陳登豐 鳳山區三民路254-3號

縣口里 06 李清波 鳳山區縣口里三民路272號

縣口里 08 謝慈貞 鳳山區光遠路263號5-3

縣口里 10 鄭振興 鳳山區縣口里光遠路２８５號

縣口里 11 謝益昌 鳳山市縣口里光遠路311號

縣口里 12 周黃春發 鳳山區縣口里光遠路285巷10號

縣口里 15 邱清姬 鳳山區縣口里三民路２８５巷３４號

縣口里 16 朱金足 鳳山市縣口里16鄰三民路285巷24號

成功里 01 鄭高榮 鳳山區成功里三民路191號

成功里 02 潘柯清慧 鳳山區成功里三民路213號

成功里 03 鄭景霖 鳳山區成功里成功路54巷25號

成功里 04 吳芳慧 鳳山區成功里一市場28號

成功里 05 陳貴蓉 鳳山區成功里成功路49巷10-2號

成功里 06 蘇春元 鳳山區成功里成功路22號

成功里 07 楊月鳳 鳳山區成功里中山路102號

成功里 08 李永隆 鳳山區成功里一市場71號

成功里 09 陳素珍 鳳山市成功里9鄰三民路229號

成功里 10 王慶祥 鳳山區成功里三民路245號

成功里 11 鄭文財 鳳山市成功里成功路49巷36號

成功里 13 林清鳳 鳳山區成功里雙慈街17號

成功里 14 周靖芳 鳳山市成功里14鄰成功路49巷18號3樓

成功里 15 葉花 鳳山區成功里成功路49巷17號

成功里 16 侯張淑姬 鳳山區成功里成功路47號

成功里 17 周崑峰 鳳山區成功里成功路17號

光明里 01 洪義欽 鳳山區光明里中正路178號

光明里 04 黃順德 鳳山區光明里花園街４２巷１號

光明里 05 郭鄭緩 鳳山區光明里花園街３１號

光明里 06 陳洪樹梅 鳳山區光明里中正路１５４－１號

光明里 07 盧文龍 鳳山區光明里中正路１３８號

光明里 09 洪政祥 鳳山區光明里中正路１２２號

光明里 10 何阿福 鳳山區光明里鳳明街46巷42號

光明里 11 張宏昌 鳳山區光明里鳳明街４６巷４號

光明里 12 陳國華 鳳山區光明里鳳明街３９號

光明里 13 吳春瑩 鳳山區光明里光遠路312巷12號

光明里 14 林育妙 鳳山區光明里光遠路３１２巷10號

光明里 15 楊舜仁 鳳山區光明里光遠路308號

光明里 16 葉黃惠美 鳳山區光明里中正路52號

光明里 18 林奇清 鳳山區光明里中正路22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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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里 19 陳唯佳 鳳山區光明里花園街20巷5號

光明里 20 陳錢春貴 鳳山區光明里花園街10巷2號4樓

光明里 21 蔡秀英 鳳山區光明里經武路85-18號3樓

光明里 22 盧唐碧蓮 鳳山區光明里三民路206號

光明里 23 黃蔡綉琴 鳳山區光明里三民路186號

光明里 25 龔美蘭 鳳山區光明里花園街９巷１４號

光明里 26 鄭錫津 鳳山區光明里民生路100巷１１號

光明里 27 鄭章光 鳳山區光明里民生路114巷9號

興中里 01 翁基峯 鳳山區興中里自由路11號

興中里 02 方謝秀金 鳳山區興中里復仁街8巷2號

興中里 03 王金農 鳳山區興中里復仁街15號

興中里 04 葉孫品 鳳山區興中里復華街４號

興中里 05 邱麗蓉 鳳山區興中里復興街６２號

興中里 06 車天慶 鳳山區興中里復仁街２７號

興中里 07 王文玉 鳳山區興中里復興街58巷4弄11號

興中里 08 許曾玉鳳 鳳山區興中里復華街27巷7之1號

興中里 09 沈櫻花 鳳山區興中里自由路61號

興中里 10 林東義 鳳山區興中里復仁街42號

興中里 11 張林不纏 鳳山區興中里復興街20巷7弄28號

南興里 01 陳國勳 鳳山區南興里三民路161號

南興里 02 施益文 鳳山區南興里三民路149號

南興里 03 趙慶忠 鳳山區南興里三民路133號

南興里 04 余紫平 鳳山區南興里三民路115號

南興里 05 郭呂美蓉 鳳山區南興里大東一路108巷20號

南興里 06 蔡秀斌 鳳山區南興里三民路81號

南興里 07 侯秋燕 鳳山區南興里大東一路123巷7號3樓之二

南興里 08 吳周笑容 鳳山區南興里大東一路112號

南興里 09 江唐金蓮 鳳山區南興里三民路５９號

南興里 10 趙春男 鳳山區南興里三民路37號

南興里 11 徐妙娟 鳳山區南興里三民路13號

南興里 12 李東樑 鳳山區南興里中山路12號

南興里 13 高黃恒子 鳳山區南興里中山路24-1號

南興里 14 許士謨 鳳山區南興里中山路60巷22-3號

南興里 15 劉陳美蓮 鳳山區南興里中山路４６巷９號

南興里 16 何盈豐 鳳山區南興里中山路48號

南興里 17 陳燕玉 鳳山區南興里中山路６０巷１０號

南興里 18 程清海 鳳山區南興里大東一路１０８巷９號三樓

南興里 19 陳梨鳯 鳳山區南興里維新路2號

南興里 20 吳錦山 鳳山區南興里維新路22號

南興里 21 李薛金柳 鳳山區南興里中山路70巷23弄8號

南興里 23 黃徐鴻澤 鳳山區南興里中山路７０巷３２號

和德里 01 顏秀珠 鳳山區和德里中山路１７號

和德里 02 王淵華 鳳山區和德里中山路５巷８號

和德里 03 謝以嫻 鳳山區和德里和德街３９號十五樓



和德里 04 廖安湘 鳳山區和德里中山路25之1號

和德里 05 林登發 鳳山區和德里光華路167巷７號

和德里 06 吳昭奮 鳳山區和德里和德街５９號七樓

和德里 07 蔡文山 鳳山區和德里大東二路157號4樓

和德里 08 廖呂金菊 鳳山區和德里和德街３０號五樓

和德里 09 劉育英 鳳山區和德里大東二路４５巷２弄３號

和德里 10 李美麗 鳳山區和德里10鄰大東二路1號

和德里 11 陳榮旗 鳳山區和德里和德街６３巷１７號

和德里 12 李昌財 鳳山區和德里中山路73號

和德里 13 周月秋 鳳山區和德里立德街116之1號

和德里 14 王三榮 鳳山區和德里立志街１８號

和德里 15 龔茂樹 鳳山區和德里立德街121巷13號

和德里 16 駱雅琴 鳳山區和德里立志街５６號

和德里 17 周俊祥 鳳山區和德里大東二路１２１號

和德里 18 薛陳秀鳳 鳳山區和德里大東二路97號

和德里 19 林玉妹 鳳山區和德里立德街１０４巷３號

和德里 20 朱瑞清 鳳山區和德里光華東路１３１號

鳳崗里 01 譚勁 鳳山區鳳崗里鳳崗路6號

鳳崗里 02 黃幼梅 鳳山區鳳崗里中正路143號

鳳崗里 03 薛琦文 鳳山區鳳崗里鳳崗路１８號

鳳崗里 04 陳素芬 鳳山區鳳崗里鳳崗路３４號

鳳崗里 05 李秀梅 鳳山區鳳崗里光復路133號

鳳崗里 06 黃明麗 鳳山區鳳崗里鳳崗路62巷4-3號

鳳崗里 07 陳郭麗琇 鳳山區鳳崗里曹公路５１號

鳳崗里 08 林李欵 鳳山區鳳崗里中正路129巷1弄8號

鳳崗里 09 王素蓮 鳳山區鳳崗里光復路163之2號3樓

鳳崗里 10 徐銘君 鳳山區鳳崗里鳳崗路68號

鳳崗里 11 焦飛梅 鳳山區鳳崗里鳳明街９０號

鳳崗里 12 陳金鳳 鳳山區鳳崗里鳳崗路３１巷２７號

鳳崗里 13 劉景耀 鳳山區鳳崗里鳳崗路17巷6號

鳳崗里 14 葉盧錦絨 鳳山區鳳崗里鳳崗路１１巷１號

鳳崗里 15 吳文芯 鳳山區鳳崗里鳳崗路9-15號

鳳崗里 16 林宛蓉 鳳山區鳳崗里鳳崗路1-5號

鳳崗里 17 方慧敏 鳳山區鳳崗里光復路１７９號

中和里 01 康曾秀庭 鳳山區中和里自由路264號

中和里 02 劉福利 鳳山區中和里中興街５３號

中和里 03 董銀子 鳳山區中和里信義街292號

中和里 04 張葉碧月 鳳山區中和里中山西路２２９巷１１號

中和里 05 秦迪詩 鳳山區中和里自由路３７２號

中和里 06 葉船 鳳山區中和里裕昌街39號

中和里 07 葉永昌 鳳山區中和里中和街２５４號

中和里 08 邱謝美香 鳳山區中和里裕昌街５３號

中和里 09 田文順 鳳山區中和里中山西路２５７－７號

中和里 10 趙玉峰 鳳山區中和里中樂街54之3號



中和里 11 許家賓 鳳山區中和里自由路408號

中和里 12 黃志雄 鳳山區中和里中樂街28號

中和里 13 李許清玉 鳳山區中和里13鄰中樂街25巷10弄4號

中和里 14 談志成 鳳山區中和里中利街９號

中和里 15 許月耘 鳳山區中和里中利街４號

中和里 16 王淑珍 鳳山區中和里中泰街１９號

中和里 17 呂林玉葉 鳳山區中和里中泰街２３巷８號

中和里 18 龔秋桃 鳳山區中和里中泰街３１號

中和里 19 張洪生 鳳山區中和里中泰街３９巷６號

中和里 20 謝梅錦 鳳山區中和里中利街８５號

中和里 21 潘張秀玉 鳳山區中和里中樂街98號

中和里 22 鍾貴英 鳳山市中和里中泰街４○號

中和里 23 林素華 鳳山區中和里中泰街４６號

中和里 24 黃美芬 鳳山區中和里中信街７４號

中和里 25 盧中貴 鳳山區中和里中泰街47巷20號

中和里 26 陳培鼎 鳳山區中和里中泰街５９巷２５號

中和里 27 吳栗男 鳳山區中和里信義街276號4樓

鎮北里 01 趙富雄 鳳山區鎮北里北辰街39巷8號

鎮北里 02 吳淑琴 鳳山區鎮北里北辰街142號

鎮北里 03 王儷潔 鳳山區鎮北里力行路１０９巷５號

鎮北里 04 蔡政璋 鳳山區鎮北里鎮北街9巷21號

鎮北里 05 楊全鳳 鳳山區鎮北里鎮北街32號

鎮北里 06 周順雄 鳳山區鎮北里鎮北街25號

鎮北里 07 潘瑞仁 鳳山區鎮北里鎮北街43號

鎮北里 08 洪建基 鳳山區鎮北里北隆街１６８號

鎮北里 09 趙國寶 鳳山區鎮北里北平路２０２巷３６之３號

鎮北里 10 吳百年 鳳山區鎮北里經武路３３８號

鎮北里 11 黃雲昌 鳳山區鎮北里經武路２６８－６號１３樓

鎮北里 12 陳信成 鳳山區鎮北里北文街108號11樓　

鎮北里 13 鄭淑貞 鳳山區鎮北里北文街８２巷３號６樓

鎮北里 14 陳玉花 鳳山區鎮北里北文街64號5樓

鎮北里 15 陳國根 鳳山區鎮北里北榮街４３號

鎮北里 16 謝東河 鳳山區鎮北里明和街12號

鎮北里 17 葉南山 鳳山區鎮北里北平路152號

鎮北里 18 林麗容 鳳山區鎮北里18鄰北隆街99號

鎮北里 19 錢皆雄 鳳山區鎮北里北興街４１巷２號

鎮北里 20 林桂枝 鳳山區鎮北里明和街１９號

鎮北里 21 黃淑端 鳳山區鎮北里經武路308號

鎮北里 22 鄭義政 鳳山區鎮北里經武路300巷30號

鎮北里 23 林嘉莉 鳳山區鎮北里北平路206號

鎮北里 24 楊聰庚 鳳山區鎮北里北平路202巷22-2號

鎮北里 25 洪宗明 鳳山區鎮北里北文街11號

鎮北里 26 蔡賢 鳳山區鎮北里北文街60巷2弄10號

鎮北里 27 林淑惠 鳳山區鎮北里北仁街８８號



縣衙里 01 許啟勳 鳳山區縣衙里中正路117號

縣衙里 02 鄭聰明 鳳山區縣衙里光遠路４０６號十一樓之４

縣衙里 03 洪郭蓮春 鳳山區縣衙里中正路８３號

縣衙里 04 葉梅玉 鳳山區縣衙里光遠路356巷3號

縣衙里 05 洪錦燭 鳳山區縣衙里光遠路３５６巷２８號

縣衙里 06 陳泰安 鳳山區縣衙里光遠路３９２號

縣衙里 07 林聯芳 鳳山區縣衙里鳳明街５３號

縣衙里 08 黃天圭 鳳山區縣衙里光遠路406號6樓之6

縣衙里 09 陳振泰 鳳山市縣衙里光遠路440號

縣衙里 10 劉嘉興 鳳山區縣衙里光遠路436巷9號

縣衙里 11 姬邱罔汝 鳳山區縣衙里鳳明街71號

縣衙里 12 卓成春 鳳山區縣衙里光遠路376號

縣衙里 13 何俊賢 鳳山區縣衙里光遠路３６８號

縣衙里 14 蔡國銘 鳳山區縣衙里光遠路３７２巷１號

縣衙里 15 柯吳阿真 鳳山區縣衙里鳳明街１１１巷７號２樓

縣衙里 16 謝嘉穗 鳳山區縣衙里中華街30巷9號

文英里 01 顏英文 鳳山區文英里建國路二段140號

文英里 03 黃信誠 鳳山區文英里八德路１７５號三樓

文英里 04 陳家褔 鳳山市文英里文南街１５號

文英里 05 黃金鳳 鳳山區文英里建國路二段１９２巷２２號

文英里 06 黃崇哲 鳳山區文英里建國路二段１９２巷１３弄１５號

文英里 07 陳林迎 鳳山區文英里文衡路１５４號

文英里 08 蔡三龍 鳳山區文英里文衡路１２１號

文英里 09 江貴米 鳳山區文英里建國路三段48號

文英里 10 江圳炎 鳳山區文英里文衡路101巷60號

文英里 11 葉木安 鳳山區文英里建國路三段70巷2弄16之1號

文英里 12 鄭成發 鳳山區文英里文西街８５號

文英里 13 簡松雄 鳳山區文英里文西街52號

文英里 14 黃秀玉 鳳山區文英里文衡路125巷14號3樓

文英里 15 林昭雄 鳳山區文英里文英路49巷6號

文英里 16 李宗復 鳳山區文英里文衡路200巷2弄15號

文英里 17 李日升 鳳山區文英里八德路193號

文英里 18 郭紹興 鳳山區文英里文衡路２３４號　

文英里 19 鄧先揮 鳳山區文英里八德路197號7樓

文英里 20 陳邱阿珠 鳳山區文英里八德路197號7樓

鎮西里 01 許進泰 鳳山區鎮西里新生街５６號

鎮西里 02 蘇忠義 鳳山區鎮西里新生街１０１號

鎮西里 03 鄭嘉雯 鳳山區鎮西里華明街６４號

鎮西里 04 龔慶祥 鳳山區鎮西里光復路２２２號

鎮西里 05 陳海瑞 鳳山區鎮西里自立街１３巷５－４號

鎮西里 06 陳樹南 鳳山區鎮西里自立街23號

鎮西里 07 李章 鳳山區鎮西里忠義街５號

鎮西里 08 劉春秀 鳳山區鎮西里華明街24巷7-2號

鎮西里 09 吳榮德 鳳山區鎮西里中山西路40號



鎮西里 10 蔡美華 鳳山區鎮西里中山西路２３號

鎮西里 11 方鴻衛 鳳山區鎮西里中山西路46號

鎮西里 12 楊雅慧 鳳山區鎮西里信義街29－5號

鎮西里 13 郭楊淑惠 鳳山區鎮西里中華街１３１號

鎮西里 14 張春美 鳳山區鎮西里中山西路80巷9-1號

鎮西里 15 陳阮冬菜 鳳山區鎮西里五權路５３號

鎮西里 16 吳侯月雲 鳳山區鎮西里中山西路80巷59號

鎮西里 17 楊逸星 鳳山區鎮西里信義街62號4樓

鎮西里 18 黃金文 鳳山區鎮西里自立街134號

鎮西里 19 郭王惜 鳳山區鎮西里忠孝街５１號

鎮西里 20 曾月珠 鳳山區鎮西里新生街５８巷6號

鎮西里 21 黃王麗華 鳳山區鎮西里華北街166巷15號

鎮西里 22 盧柯秋月 鳳山區鎮西里忠孝街6號

鎮西里 23 林進一 鳳山區鎮西里信義街１７號

鎮西里 24 宋玉櫻 鳳山區鎮西里中華街７號

鎮西里 25 洪李秀麵 鳳山區鎮西里忠義街７４號

鎮西里 26 陳麗雲 鳳山區鎮西里忠義街１０６巷２－１號

鎮西里 27 歐泉雄 鳳山區鎮西里文聖街５４號

鎮西里 28 何景雄 鳳山區鎮西里文聖街４６號

鎮西里 29 蔡錦燕 鳳山區鎮西里忠義街３６號

鎮西里 30 蔡麗華 鳳山區鎮西里自立街53號

鎮西里 31 陳玉英 鳳山區鎮西里五權路９０巷１０號

鎮西里 32 陳雙安 鳳山區鎮西里自立街８２號

鎮西里 33 李秀娟 鳳山區鎮西里光復路一段４７號

鎮西里 34 曾永峰 鳳山區鎮西里文聖街162號

鎮西里 35 林志星 鳳山區鎮西里五權路１５８號

鎮西里 36 郭清瑞 鳳山區鎮西里光復路一段12巷11號

鎮西里 37 李張秀 鳳山區鎮西里華西街24號

鎮西里 38 陳文龍 鳳山區鎮西里新生街一段28號

鎮西里 39 黃榮熾 鳳山區鎮西里新生街一段５７號２樓

鎮西里 40 朱琇瑛 鳳山區鎮西里華泰街１４９號

鎮東里 01 曾正男 鳳山區鎮東里中山東路３巷１９號

鎮東里 02 陳偉宏 鳳山區鎮東里鎮東街９３號

鎮東里 03 沈龍泉 鳳山區鎮東里鎮東街６１號

鎮東里 04 何邱寶琴 鳳山區鎮東里鎮東街６８號

鎮東里 05 黎瑞玉 鳳山區鎮東里黃埔路５○號

鎮東里 06 李足 鳳山區鎮東里黃埔路32巷39號

鎮東里 07 黃郁婷 鳳山區鎮東里鎮東街１５號

鎮東里 08 張陳月雀 鳳山區鎮東里中山東路５３號

鎮東里 09 黃至 鳳山區鎮東里中山東路９５號

鎮東里 10 林晉羽 鳳山區鎮東里光遠路29號

鎮東里 11 林明雄 鳳山區鎮東里黃埔路116巷40號

鎮東里 12 陳萬利 鳳山區鎮東里黃埔路101巷10號

鎮東里 13 林陳美華 鳳山區鎮東里中山東路２７巷１弄１２號



鎮東里 14 丁夢華 鳳山區鎮東里中山東路２７巷17弄2號

鎮東里 15 賴碧霞 鳳山區鎮東里黃埔路３２巷６７號

鎮東里 16 趙正雄 鳳山區鎮東里光遠路５３號

鎮東里 17 黃秀華 鳳山區鎮東里黃埔路104巷20號

鎮東里 18 周惠美 鳳山區鎮東里黃埔路76巷5號

鎮東里 19 蔡正國 鳳山區鎮東里黃埔路５５巷２２號

鎮東里 20 李勝春 鳳山區鎮東里黃埔路５５巷５號四樓

鎮東里 21 張素金 鳳山區鎮東里黃埔路128巷15號3樓

埤頂里 01 蘇太郎 鳳山區埤頂里鳳埤街60巷21號

埤頂里 02 林蕭粉 鳳山區埤頂街16巷18弄10號

埤頂里 03 陳文良 鳳山區埤頂里埤頂街１８２號

埤頂里 04 李哖 鳳山區埤頂里埤頂街７８號

埤頂里 05 林清標 鳳山區埤頂里鳳埤街26巷17號

埤頂里 06 李明清 鳳山區埤頂里埤頂街7號

埤頂里 07 李葛廷華 鳳山區埤頂里勝利路顯惠一巷 １２號

埤頂里 08 陳張秀花 鳳山區埤頂里勝利路顯惠二巷21號

埤頂里 09 李天贈 鳳山區埤頂里中山東路289號

埤頂里 10 潘義山 鳳山區埤頂里中山東路325巷11弄9號

埤頂里 11 陳德得 鳳山區埤頂里中山東路355巷15號

埤頂里 12 莊雅惠 鳳山區埤頂里建國路一段53巷2弄96號

埤頂里 13 王楊蘭英 鳳山區埤頂里建國路一段17巷35號

埤頂里 14 林金葉 鳳山區埤頂里建國路一段67巷32號

埤頂里 15 黃美珍 鳳山區埤頂里建國路一段53巷52-1號

埤頂里 16 黃蔡秀琴 鳳山區埤頂里埤頂街206號

埤頂里 17 葉超群 鳳山區埤頂里建國路一段53巷139弄35號

埤頂里 18 楊詠云 鳳山區埤頂街160巷28弄16號

埤頂里 19 蕭文梅 鳳山區埤頂街160巷30弄18號

埤頂里 20 劉宏亮 鳳山區埤頂里中山東路385巷5-3號

埤頂里 21 陳素麗 鳳山區埤頂里建國路一段53巷113號

埤頂里 22 林碧珠 鳳山區埤頂里建國路一段31巷46號

埤頂里 23 洪明勝 鳳山區埤頂里23鄰中山東路489號

埤頂里 24 林福祥 鳳山區建國路一段31巷146號

埤頂里 25 楊蔡美香 鳳山區埤頂里埤頂街215號

埤頂里 26 吳三義 鳳山區鳳埤街157號

埤頂里 27 鍾德鳳 鳳山區鳳埤街50巷46號5樓

埤頂里 28 江其蘭 鳳山區建國路一段81巷30號

埤頂里 29 黃文泉 鳳山區建國路一段49號9樓

埤頂里 30 宋文欽 鳳山區埤頂里中山東路385巷8號

埤頂里 31 洪裕通 鳳山區埤頂街176巷45號

中正里 01 方文秀 鳳山區中正里博愛路180巷２號

中正里 02 李小萍 鳳山區博愛路214號3樓

中正里 03 王陸生 鳳山區博愛路250號

中正里 04 范瑞庭 鳳山區博愛路292號

中正里 05 黃陳秀娥 鳳山區中正里瑞興路380巷3號



中正里 06 黃秀羣 鳳山區中正里瑞興路422巷29號

中正里 07 梁麒崴 鳳山區瑞興路422巷22號

中正里 08 楊春美 鳳山區中正里瑞興路422巷26弄21之4

中正里 09 吳美萍 鳳山區瑞興路422巷26弄4-2號

中正里 10 劉逸萍 鳳山區瑞興路422巷55號

中正里 11 袁鴻賓 鳳山區中正里鳳翔新村16-1號

中正里 12 姜簡錦珠 鳳山區勝利路23號13樓

中正里 13 王先民 鳳山區勝利路89號9樓

中正里 14 戴洪秀鳳 鳳山區海風里慈暉新村5巷39-3號

中正里 15 洪錦珠 鳳山區海光里海光四村391號

中正里 16 蔣效蘭 鳳山區工協街83號3樓

中正里 17 朱雲霞 鳳山區瑞興路486號9樓

中正里 18 吳安安 鳳山區工協街42號12樓

鎮南里 01 吳清輝 鳳山區鎮南里永安街５號

鎮南里 02 吳碧芬 鳳山區鎮南里五甲二路524巷5之1號

鎮南里 03 陳茂輝 鳳山區鎮南里永安街41號

鎮南里 04 蕭林秀美 鳳山區鎮南里五甲二路584巷5號

鎮南里 05 郭啟明 鳳山區鎮南里南成街２號

鎮南里 06 吳沈秀娥 鳳山區鎮南里永安街32號

鎮南里 07 吳平和 鳳山區鎮南里南正二路８１號

鎮南里 08 鄭富雄 鳳山區鎮南里南正二路１２３號

鎮南里 09 楊光男 鳳山區鎮南里南成街２９－１號

鎮南里 10 蘇榮貴 鳳山區鎮南里五甲二路610巷16號

鎮南里 11 楊明貴 鳳山區鎮南里龍成路34巷64號

鎮南里 12 鄭晉發 鳳山區鎮南里龍成路３４巷１２號

鎮南里 13 陳郭玉枝 鳳山區鎮南里龍成路３４巷７９號

鎮南里 14 陳明峰 鳳山區鎮南里龍成路３４巷３５號

鎮南里 15 鄭茂男 鳳山區鎮南里龍成路２３號

鎮南里 16 郭良政 鳳山區鎮南里永和街26號

鎮南里 17 黃春金 鳳山區鎮南里鎮南街４－３號

鎮南里 18 吳南國 鳳山區鎮南里南成街60號

鎮南里 19 王麗娟 鳳山區鎮南里永安街112號

鎮南里 20 郭謝秀敬 鳳山區鎮南里龍成路208號

鎮南里 21 吳連順 鳳山區鎮南里鎮南街１３５巷２６－２號

鎮南里 22 吳曉宗 鳳山區鎮南里鎮南街131號

鎮南里 23 郭秋添 鳳山區鎮南里鎮南街１0５巷２７號

鎮南里 24 王清河 鳳山區鎮南里鎮南街80巷5之1號

鎮南里 25 楊明耀 鳳山區鎮南里鎮南街８３號

鎮南里 26 李淑惠 鳳山區鎮南里鎮南街５９巷３８號３樓

鎮南里 27 吳倉明 鳳山區鎮南里永安街２８巷８號

鎮南里 28 林金川 鳳山區鎮南里永安街80巷11號

鎮南里 29 陳彥如 鳳山區鎮南里五甲二路７２０巷５之４號

鎮南里 30 陳何千金 鳳山區鎮南里鎮南街３８巷６號

鎮南里 31 黃吳金葉 鳳山區鎮南里龍成路64號



鎮南里 32 黃先助 鳳山區鎮南里五甲二路５３４號

鎮南里 33 陳王美枝 鳳山區鎮南里五甲二路５６２號

鎮南里 34 陳林芒花 鳳山區鎮南里南正二路47號7樓

鎮南里 35 李火烈 鳳山區鎮南里永和街44號

鎮南里 36 孫清隆 鳳山區鎮南里五甲二路720巷10號

鎮南里 37 黃千琪 鳳山區鎮南里永安街117之2號十樓

老爺里 01 林清秀 鳳山區老爺里同明街１0號

老爺里 02 黃紹旭 鳳山區老爺里同明街71號5樓

老爺里 03 蔡洪鳳琴 鳳山區老爺里興隆街１３巷54號

老爺里 04 王麗梅 鳳山區老爺里七聖街１５５號６樓

老爺里 05 朱武聲 鳳山區老爺里南福街５２號

老爺里 06 舒敏英 鳳山區老爺里五甲一路610巷1號二十七樓

老爺里 07 呂春良 鳳山區老爺里凱旋路２２３號

老爺里 08 劉莊秋雲 鳳山區老爺里五甲一路５４２巷１４號

老爺里 09 鍾沈春蘭 高雄市鳳山區老爺里老爺四街124號

老爺里 10 翁金川 鳳山區老爺里老爺四街１9號

老爺里 11 周復龍 鳳山區老爺里老爺四街58號

老爺里 12 魏慶林 鳳山區老爺里海洋二路98號

老爺里 13 林美玉 鳳山區老爺里海洋二路100號

老爺里 14 邱清吉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二路70巷26號

老爺里 15 許瑞煌 鳳山區老爺里五甲一路５７６號

老爺里 16 許清標 鳳山區老爺里五甲一路５５６號

老爺里 17 高旺明 鳳山區老爺里五甲一路６３４號

老爺里 18 周金玉 鳳山區老爺里南福街21巷26號

老爺里 19 柯添丁 鳳山區老爺里七聖街60巷46號

老爺里 20 施景峰 鳳山區老爺里五甲一路６９８號

老爺里 21 周林懿情 鳳山區老爺里七聖街２號

老爺里 22 黃高樟 鳳山區老爺里七聖街６○巷３４－５號

老爺里 23 尤吳美金 鳳山區老爺里七聖街１５６號

老爺里 24 薛月雲 鳳山區老爺里七聖街104號

老爺里 25 蔡月員 鳳山區老爺里南京路１２８巷８號

老爺里 26 王陳月英 鳳山區老爺里五甲一路７７２巷１４號

老爺里 27 吳月琴 鳳山區老爺里南京路９巷２號２樓

老爺里 28 林望雄 高雄市鳳山區老爺里瑞隆東路21巷2號

老爺里 29 龔碇恩 鳳山區老爺里五甲二路２４巷６號

老爺里 30 陳喃燕 鳳山區老爺里興隆街１７號

老爺里 31 呂靖男 鳳山區老爺里五甲二路108號

老爺里 32 高燈安 鳳山區老爺里同明街１６２號

老爺里 33 黃邱玉鳳 鳳山區老爺里興隆街３３巷22號

老爺里 34 黃福壽 鳳山區老爺里同明街６８－１號２樓

老爺里 35 姜吳秀萍 鳳山區老爺里同明街６２巷１２號

老爺里 36 林沁芸 鳳山區老爺里興隆街４０巷３１號

老爺里 37 王黃安幸 鳳山區老爺里興隆街８○號

老爺里 38 張慶雄 鳳山區老爺里海洋二路8-1號12樓



老爺里 39 陳盈州 鳳山區老爺里老爺二街27號

瑞竹里 01 黃義德 鳳山區瑞竹里瑞興路76號

瑞竹里 02 潘啟全 鳳山區瑞竹里鎮東路２巷63號

瑞竹里 03 姚昭明 鳳山區瑞竹里瑞竹路190巷22號

瑞竹里 04 林王壽枝 鳳山區瑞竹里瑞竹路206號

瑞竹里 05 王三寶 鳳山區瑞竹里瑞明街３３巷4號

瑞竹里 06 林文欽 鳳山區瑞竹里瑞明街３５－１３號

瑞竹里 07 郭銘圳 鳳山區瑞竹里中山東路223-27號

瑞竹里 08 盧進財 鳳山區瑞竹里中山東路219巷14號

瑞竹里 09 盧添貴 鳳山區瑞竹里瑞昌街５０號

瑞竹里 10 許坤義 鳳山區勝利路3號

瑞竹里 11 黃秀好 鳳山區瑞竹里博愛路77號

瑞竹里 12 徐呂玉盞 鳳山區瑞竹里博愛路101號

瑞竹里 13 蘇家瀞 鳳山區瑞竹里瑞明街46-1號

瑞竹里 14 黃捷 鳳山區瑞竹里中山東路229巷15弄13號

瑞竹里 15 黃淑珠 鳳山區瑞竹里瑞竹路140巷11號

瑞竹里 16 黃淑芬 鳳山區瑞竹里瑞竹路190巷17號

瑞竹里 17 葉淑美 鳳山區瑞竹里鎮東路2巷12-40號

瑞竹里 18 陳明壽 鳳山區瑞竹里光遠路70巷18弄４號

瑞竹里 19 徐雲木 鳳山區瑞竹里瑞竹路20-3號

瑞竹里 20 郭中英 鳳山區瑞竹里瑞竹路48號

瑞竹里 21 歐陽淑媛 鳳山區瑞竹里博愛路１５５號七樓

瑞竹里 22 莫秀蘭 鳳山區瑞竹里瑞竹路100巷36號

瑞竹里 23 楊黃秀絨 鳳山區瑞竹里瑞興路８７巷13號

瑞竹里 24 吳坤山 鳳山區瑞竹里鎮東路二巷６９-1號

忠義里 01 洪裕鈞 鳳山區忠義里中安街２８巷３號

忠義里 02 楊正夫 鳳山區忠義里信義街229號

忠義里 03 陳雪鳳 鳳山區忠義里中山西路382-1號

忠義里 04 李美枝 鳳山區忠義里中山西路１５２巷１號五樓

忠義里 05 葉寶金 鳳山區忠義里5鄰忠義街182號

忠義里 06 洪貴美 鳳山區忠義里光復路二段１９５號

忠義里 07 韓淑貞 鳳山區中山西路338巷3之2號

忠義里 08 謝泉義 鳳山區忠義里自由路154號

忠義里 09 黃許玉蘭 鳳山區忠義里中山西路６５號

忠義里 10 鄭興華 鳳山區忠義里中山西路155巷15弄4號

忠義里 11 楊秀端 鳳山區忠義里自由路108號

忠義里 12 吳正行 鳳山區忠義里自由路１２２之５號

忠義里 13 陳錦緞 鳳山區忠義里文聖街１９號

忠義里 14 許銀森 鳳山區忠義里中山西路１７２巷4號

忠義里 15 李爐麻 鳳山區忠義里光復路一段１７３巷３號

忠義里 16 陳英昭 鳳山區忠義里中興街10號

忠義里 17 張瑞松 鳳山區忠義里中興街１０號

忠義里 18 吳鄭美 鳳山區忠義里光復路一段１５１巷17號

忠義里 19 林育民 鳳山區忠義里光復路二段231號



忠義里 20 廖玲珍 鳳山區忠義里光復路一段７３號

忠義里 21 林蘭治 鳳山區忠義里自立街２１５巷８之２號

忠義里 22 陳吳實 鳳山區忠義里光復路二段１９１巷３４弄４號

忠義里 23 林怡彣 高雄市鳳山區忠義里府前路23號

忠義里 24 陳生安 鳳山區忠義里中安街15號

忠義里 25 賴麗珠 鳳山區忠義里光復路二段３３９之７號七樓

忠義里 26 張裕鈴 鳳山區忠義里自立街１８２號

忠義里 27 周賴美玉 鳳山區忠義里中山西路３６４－9號12樓

忠義里 28 李美玲 鳳山區中山西路３６４之２號２樓　　　　

忠義里 29 張小峰 鳳山區忠義里光復路二段２６９之１號

忠義里 30 林文貴 鳳山區光復路二段２７5號10樓

忠義里 31 黃惠美 鳳山區忠義里光復路二段２６９之１３號十六樓

忠義里 32 李松茂 鳳山區忠義里光復路二段269之8號6樓

忠義里 33 吳傳智 鳳山區忠義里中山西路３７６之５號九樓

忠義里 34 潘喜燕 鳳山區忠義里中山西路364之14號7樓

忠義里 35 顏素琴 鳳山區忠義里信義街199號

忠義里 36 林世英 鳳山區忠義里中山西路119號6樓

誠義里 01 吳明玉 鳳山區誠義里鳳頂路451巷15號

誠義里 02 馬曼齡 鳳山區誠義里誠義路18巷36號

誠義里 03 李偉聖 鳳山區誠義里河堤街１２巷２３號

誠義里 04 王秋鑾 鳳山區誠義里誠愛路11號

誠義里 05 鄭永鈿 鳳山區誠義里誠平路177 號

誠義里 06 張俞麗玉 鳳山區誠義里誠義路189號

誠義里 07 林金對 鳳山區誠義里誠愛路１００巷５號

誠義里 08 翁乙榮 鳳山區誠義里誠和路103號

誠義里 09 邱曾金玉 高雄市鳳山區誠義里誠和路28巷26號

誠義里 11 林宥廷 鳳山區誠義里誠義路217號

誠義里 12 劉榮勝 鳳山區誠義里誠北街80號

誠義里 13 顏麗珠 鳳山區誠義里誠平路130號

誠義里 15 謝秀枝 鳳山區誠義里河堤街42巷25號

誠義里 21 王曾紅櫻 鳳山區誠義里黃埔三村十巷2號

新興里 01 黃漢堅 鳳山區新興里光明路１２８號

新興里 03 許平良 鳳山區新興里大東一路１０巷４２號

新興里 04 黃淑芬 鳳山區新興里維新路109號

新興里 05 蘇文瑞 鳳山區新興里維新路１３１號

新興里 06 蔡國雄 鳳山區新興里光遠路１８３巷１７號

新興里 07 郭梁美珠 鳳山區新興里民生路３１號

新興里 08 謝媽嬌 鳳山區新興里二市場１０５號

新興里 09 蔡季容 鳳山區新興里光明路１５８號

新興里 10 黃麗娥 鳳山區新興里光明路１8４號

新興里 11 陳張雲娥 鳳山區新興里二市場202號

新興里 12 黃有源 鳳山區新興里民生路51號

新興里 13 林秀臻 鳳山區新興里光遠路294號

新興里 14 黃秋謹 鳳山區新興里民生路６８號



新興里 15 侯清輝 鳳山區新興里經武路１２號

新興里 16 林美秀 鳳山區新興里經武路２８巷３２號３樓

新興里 17 許溪泉 鳳山區新興里鳳明街２９號

新興里 18 楊榮文 鳳山區新興里經武路５３號

海光里 23 簡素真 鳳山區海光里瑞光街56巷5號

海光里 24 陳良 鳳山區海光里瑞光街一巷四號

海光里 25 陸戴玉珠 鳳山區海光里瑞光街49號

海光里 26 蔡夢雄 鳳山區海光里建國路一段２８９巷4號

海光里 27 許安恭 鳳山區海光里建國路一段３○９巷10－4號

海光里 28 王少剛 鳳山區海光里建國路一段325巷8號

海光里 29 陳淑惠 高雄市鳳山區海光里建國一路337巷13號

海光里 30 陳冬桂 鳳山區海光里瑞智街３３號

海光里 31 蘇三宗 鳳山區海光里瑞智街６９號

海光里 32 蘇鈺紋 鳳山區海光里瑞智街108號

海光里 33 曾賴慧娥 鳳山區海光里瑞中街１７４巷５號

海光里 34 郭玉舜 鳳山區海光里瑞中街174巷20號1樓

海光里 35 王保謙 鳳山區海光里瑞大街62號

海光里 36 謝惠芳 鳳山區海光里瑞中街169巷5號

海光里 37 顧家齊 鳳山區海光里瑞中街205號

海光里 38 林本治 鳳山區海光里瑞興路415號

海光里 39 宋仁端 鳳山區海光里瑞大街99巷31號

海光里 40 林營樺 鳳山區海光里瑞大街９９巷２號

海光里 41 温建蒲 鳳山區海光里瑞大街99巷12號7樓

忠誠里 02 古源添 鳳山區忠誠里北盛街52巷17號

忠誠里 03 許美繁 鳳山區忠誠里鳳誠路25號

忠誠里 04 趙正義 鳳山區忠誠里北盛街7號

忠誠里 05 趙潘麗杏 鳳山區忠誠里鳳北路１０５號

忠誠里 06 陳朝沛 鳳山區忠誠里北盛街62巷9號

忠誠里 07 簡朱秀 鳳山區忠誠里北文街133號7樓

忠誠里 08 王溪女 鳳山區忠誠里永誠街137號

忠誠里 09 楊景源 鳳山區忠誠里9鄰鳳北路187號

忠誠里 10 蕭綉蓮 鳳山區鳳誠路72號

忠誠里 11 歐張美麗 鳳山區忠誠里北華街82巷20號

忠誠里 12 郭碧鳳 鳳山區忠誠里鳳北路175巷１號

忠誠里 13 陳明輝 鳳山區忠誠里鳳誠路６９號

忠誠里 14 許文華 鳳山區鳳松路394巷6弄10號

忠誠里 15 趙子茂 鳳山區忠誠里經武路３８４巷３９號

忠誠里 16 陳月娥 鳳山區忠誠里北華街6號

忠誠里 17 陳俊傑 鳳山區忠誠里鳳誠路６０巷26號

忠誠里 18 蕭益山 鳳山區忠誠里民安街12號

忠誠里 19 葉張英美 鳳山區忠誠里北榮街１１１號

忠誠里 20 吳春長 鳳山區忠誠里北和街40號

忠誠里 21 李麗鴻 鳳山區北和街36號

新甲里 01 黃其方 鳳山區新甲里南京路133號



新甲里 02 王楊梅春 高雄市鳳山區新甲里瑞隆東路60巷8-1號

新甲里 03 余麗華 鳳山區新甲里大明路16巷６號

新甲里 04 朱啟明 鳳山區新甲里大明路７號

新甲里 05 黃林素玉 鳳山區新甲里大明路33巷3號

新甲里 06 林紡 鳳山區新甲里大明路55巷18號

新甲里 07 黃余說香 鳳山區新甲里大明路５５巷１１號

新甲里 08 莊燦堂 鳳山市新甲里新樂街１３５號

新甲里 09 李柯來足 鳳山區新甲里大明路１５巷４弄１－１號

新甲里 10 陳純敏 鳳山區新甲里大明路９８號

新甲里 11 黃美雲 鳳山區新甲里新康街7巷3５號

新甲里 12 陳梁秀裕 鳳山區新甲里新康街39號3樓

新甲里 13 黃月鳳 鳳山區新甲里新康街１６巷１１號

新甲里 14 林郭幸 鳳山區新甲里瑞隆東路７８巷２５號

新甲里 15 陳天賞 鳳山區新甲里新昌街３○號３樓

新甲里 16 陳李阿美 鳳山區新甲里大明路15巷70號

新甲里 17 王展瑛 鳳山區瑞隆東路３８巷４３號

武漢里 01 吳明湶 鳳山區武漢里崗山南街200巷26號

武漢里 02 呂再發 鳳山區武漢里崗山北街172巷14號

武漢里 03 郭新賀 鳳山區武漢里崗山北街146號

武漢里 04 張惠英 鳳山區武漢里武營路台碱新村1巷9號

武漢里 05 陳秀鳳 鳳山區武漢里武營路台碱新村2巷3號

武漢里 06 陳洪華英 鳳山區武漢里武營路台碱新村3巷25-1號

武漢里 07 邱秀蘭 鳳山區武漢里武營路241號4樓

武漢里 08 蔡茂信 鳳山區武漢里崗山北街７８巷２７號

武漢里 09 陳麗淑 鳳山區武漢里武營路台碱新村3巷1號

武漢里 10 陳洪寳珠 鳳山區武漢里武營路273巷30號

武漢里 11 王正山 鳳山區武漢里武營路287巷31號

武漢里 12 柯世龍 鳳山區武漢里崗山北街106巷4號

武漢里 13 蘇美雲 鳳山區武漢里新甲路31巷72號

武漢里 14 謝聖緯 鳳山區武漢里崗山北街132巷6號

武漢里 15 陳蕭月爵 鳳山區武漢里新甲路41巷9號

武漢里 16 潘尤君 鳳山區武漢里新甲路45號

武漢里 17 林素滿 鳳山區武漢里新甲路109號

武漢里 18 陳侊英 鳳山區武漢里武慶二路80巷7-4號

武漢里 19 黃秀琴 鳳山區武漢里武慶二路６８巷１１號

武漢里 20 蔡秀米 鳳山區武漢里武慶二路80巷32弄1號

武漢里 21 楊湘潔 鳳山區武漢里武慶二路56巷38弄8號三樓

武漢里 22 周淑卿 鳳山區武漢里武慶二路56巷10號6樓

武漢里 23 謝榮財 鳳山區武漢里武慶二路68巷2-2號

武漢里 24 黃陳彩綢 鳳山區武漢里新富路94巷1-1號

武漢里 25 黃水木 鳳山區武漢里新富路62號

武漢里 26 蔡志仿 鳳山區武漢里新甲路28號

武漢里 27 劉耀輝 鳳山區武漢里新甲路73號8樓

武漢里 28 陳張勤新 鳳山區武漢里武慶二路72號



武漢里 29 鄭仁杉 鳳山區武漢里武慶二路56巷11-1號二樓

武漢里 30 顏鳳月 鳳山區武漢里武慶二路56巷2號-3七樓

武漢里 31 黃蔡碧珠 鳳山區武漢里武慶二路54號11樓

武漢里 32 謝良聲 鳳山區武漢里武慶二路56巷2號之6九樓

武漢里 33 賴麗珠 鳳山區武漢里武慶二路56巷6號-3

武漢里 34 施家振 鳳山區武漢里崗山北街40號

正義里 01 蘇嘉煌 鳳山區正義里正義街5１號

正義里 02 劉陣 鳳山區正義里南華路３２巷５號

正義里 03 閩紀冠 高雄市鳳山區正義里五甲二路185巷16號

正義里 04 郭碧珠 鳳山區正義里五甲二路１７１巷１０號

正義里 05 周全來 鳳山區正義里正義街１６巷１５號

正義里 06 吳桂香 鳳山區正義里南江街234號

正義里 07 陳月悅 高雄市鳳山區正義里南昌街126號

正義里 08 沈陳麗卿 鳳山區正義里南昌街１０２巷１５號

正義里 09 歐錦麗 鳳山區正義里華興街１５４巷１４弄１３號

正義里 10 翁再源 鳳山區正義里華興街１17號

正義里 11 黃李秀枝 高雄市鳳山區正義里華興街85巷12號

正義里 12 何勇夫 高雄市鳳山區正義里光榮街55號

正義里 13 黃王梅 高雄市鳳山區正義里正氣街60號

正義里 14 蔡松水 鳳山區正義里華興街６７號

正義里 15 許蔡清錦 鳳山區正義里南江街１3３巷16號

正義里 16 康秀蓮 高雄市鳳山區正義里南江街173號

正義里 17 朱祐樹 鳳山區正義里南江街１９７巷2弄8號

正義里 18 謝瑞震 鳳山區正義里光榮街8號

正義里 19 王廖有秀 鳳山區正義里南華路２２０號

正義里 20 郭馨嬪 高雄市鳳山區正義里南華路118號

正義里 21 陳金英 鳳山區正義里南昌街２巷２之１號

正義里 22 戴瑞麟 鳳山區正義里南昌街２７巷16號

正義里 23 鄭文豹 鳳山區正義里南江街２６○巷２號

正義里 24 陳榮木 鳳山區正義里南昌街６○號

正義里 25 王周貴蓮 鳳山區正義里華興街154巷54弄1之2號

正義里 26 王林良子 高雄市鳳山區正義里華興街187號

正義里 27 陳呂春娟 高雄市鳳山區正義里華興街125巷68號

正義里 28 吳明昇 高雄市鳳山區正義里光榮街15巷37號

正義里 29 張毓秀 高雄市鳳山區正義里正義街56號

正義里 30 梁丙發 鳳山區正義里正義街１○５巷１○－１號

正義里 31 王妙菱 鳳山區正義里南華路２６４號

正義里 32 楊明富 高雄市鳳山區正義里保泰路448之1號

正義里 33 黃敏雀 鳳山區正義里南江街１６２號

正義里 34 詹柑 高雄市鳳山區正義里瑞隆東路187巷5之1號

正義里 35 黃居萬 鳳山區正義里華興街１５４巷３５－２號

正義里 36 方瓊瑩 鳳山區正義里南昌街１４５巷１弄１5號

正義里 37 蘇美珍 鳳山區正義里南昌街２１巷２５號９樓

正義里 38 邱文榮 鳳山區正義里南江街２４１巷１０之１號



正義里 39 蔡炫英 鳳山區正義里瑞隆東路２０９巷３號三樓

正義里 40 李明哲 鳳山區正義里五甲二路１○５巷２○號５樓

正義里 41 羅林貴美 鳳山區正義里五甲二路１４９巷２５號

正義里 42 林馮好 高雄市鳳山區正義里五甲二路89號12樓

正義里 43 蔡雪英 高雄市鳳山區正義里五甲二路101號10樓

正義里 44 施芳珠 鳳山區正義里五甲二路１４９巷１７弄１３號

正義里 45 徐李美珠 鳳山區正義里五甲二路１６４號９樓

正義里 46 林鈴宛 鳳山區正義里五甲二路２１６號四樓

正義里 47 邱招英 高雄市鳳山區正義里正義街12號11樓

正義里 48 陳順長 高雄市鳳山區正義里正義街16巷32號4樓

正義里 49 石小莉 鳳山區正義里正義街４６號

一甲里 01 陳永義 鳳山區一甲里1鄰南江街117巷18號

一甲里 02 黃蔡呅 鳳山區一甲里南江街109巷1號

一甲里 03 黃清標 鳳山區一甲里南江街75號

一甲里 04 方芳傑 鳳山區一甲里華江街30號

一甲里 05 蔡劉彩育 鳳山區一甲里南江街41巷2號

一甲里 06 黃全興 鳳山區一甲里南江街２１號

一甲里 07 邱進全 鳳山區一甲里南江街３６巷２之１號

一甲里 08 林恭榮 鳳山區鳳南路217號

一甲里 09 鄭火 鳳山區一甲里南江街７巷２３號

一甲里 10 楊國賢 鳳山區一甲里五甲二路３９２號

一甲里 11 童欽淇 鳳山區南江街46巷38號

一甲里 12 洪許雪梗 高雄市鳳山區一甲里五甲二路310巷18號

一甲里 13 陳秀珍 鳳山區一甲里南江街61巷1號

一甲里 14 朱瑞仁 鳳山區南江街124號

一甲里 15 張邱紅蘭 鳳山區五福里五甲二路294巷25號

一甲里 16 吳敏華 鳳山區一甲里三商街２１６號

一甲里 17 林黃春鳳 鳳山區華江街47號

一甲里 18 林馮柿 鳳山區一甲里南江街54號

一甲里 19 蔡幸蓁 鳳山區五福里五甲二路258號13樓

一甲里 20 鄺英雲 鳳山區一甲里南江街１６巷８號

一甲里 21 曾黃雀 鳳山區一甲里南江街117巷47號

一甲里 22 蔡蘇秀里 鳳山區一甲里南江街53巷17號

一甲里 23 郭史秋霞 鳳山區鳳南路150號

一甲里 24 黃振河 鳳山區一甲里鳳南路１９８號

一甲里 25 黃董金釵 鳳山區一甲里南江街18號

一甲里 26 蔡淵泉 鳳山區一甲里五甲二路２７４號

一甲里 27 蔡宜均 鳳山區南華路264號5樓

一甲里 28 歐芷瑄 鳳山區一甲里南華路83號13樓

福興里 01 郭楊麗屏 鳳山區福興里南進三街３１巷４號

福興里 02 陳方寶珠 鳳山區福興里2鄰南進三街14號

福興里 03 許沈 鳳山區福興里南進三街５７巷５號

福興里 04 侯冬賢 鳳山區福興里自強一路２１號

福興里 05 鄭安惠 鳳山區福興里南進五街48號



福興里 06 鄭文枝 鳳山區福興里五福一路６５號

福興里 07 張高秀碧 鳳山區福興里自強一路１１９巷６７號

福興里 08 王惠嫻 鳳山區福興里南進四街４２號

福興里 09 楊月娥 鳳山區福興里五福一路９８之３號

福興里 10 郭鐘紅 鳳山區福興里五福二路81巷32號

福興里 11 陳玉蘭 鳳山區福興里11鄰五福二路81巷60號

福興里 12 鄭福彩 鳳山區福興里福安一街６７巷１３號

福興里 13 蔡鎮勝 鳳山區福興里五福二路８１巷３３弄１號２樓

福興里 14 劉秋慧 鳳山區福興里五福二路７１號

福興里 15 張兆元 鳳山區福興里五福二路１２７號

福興里 16 張甘草 鳳山區福興里漁村街５９巷１３號

福興里 17 林恒妙 鳳山區福興里17鄰漁村街53巷3號

福興里 18 張秀娥 鳳山區福興里漁村街４７巷２４號

福興里 19 吳孫秀花 鳳山區福興里漁村街４３巷１９號

福興里 20 謝素梅 鳳山區福興里漁村街１５號

福興里 21 何麗遠 鳳山區福興里南安路２７之１號

福興里 22 郭秀菊 鳳山區福興里五甲三路２９５巷103號

福興里 23 顏水性 鳳山區福興里南安路60號

福興里 24 李黃秀霞 鳳山區福興里南進七街24號

福興里 25 楊鳳琴 鳳山區福興里南進五街９○號

福興里 26 胡郭麗琴 鳳山區福興里南進五街１５３號

福興里 27 許純城 鳳山區福興里臨海街３０巷２之１號

福興里 28 張陳春玉 鳳山區福興里五福二路100巷15-3號

福興里 29 林采葳 鳳山區福興里五福二路１○○巷５３－１號

福興里 30 邱瑞慧 鳳山區福興里漁南街29號

福興里 31 胡陳宗妹 鳳山區五福里五福二路100巷8之2號

福興里 32 郭鐘古 鳳山區南安路20之2號

福興里 33 王銀 鳳山區福興里漁村街６５巷6號

福興里 34 王楊腰 鳳山區福興里福安一街１４６號

福興里 35 黃翠琴 鳳山區福興里福安一街８１號

福興里 36 胡蔡寶釵 鳳山區福興里五福二路１６６號

福興里 37 郭芳君 鳳山區福興里臨海街５號

福興里 38 黃秋雲 鳳山區福興里五福二路１８２號

福興里 39 陳涂貴 鳳山區福興里南進五街３４號

福興里 40 黃秀蓮 鳳山區福興里自強一路１１９巷１３１號

福興里 41 吳寶月 鳳山區福興里漁村街５６巷１６號

福興里 42 林翁月華 鳳山區福興里南安路３２號

福興里 43 陳財賢 鳳山區福興里漁南街６號

福興里 44 李玠樺 鳳山區福興里福安一街４５號

福興里 45 林黃碧真 鳳山區福興里漁南街６７號

福興里 46 張清松 鳳山區福興里五福二路７○巷１３號

福興里 47 簡美鳳 鳳山區福興里南安路６號

福興里 48 謝陳淑美 鳳山區福興里漁村街８５號

福興里 49 葉沈玉 鳳山區南進五街43巷9號



福興里 50 陳李阿蜜 鳳山區福興里南進七街１９號

東門里 01 張玉靜 鳳山區東門里光遠東路２號

東門里 02 黃金柱 鳳山區東門里中山東路３２－１號

東門里 03 廖梅英 鳳山區東門里中山東路４２巷４４號

東門里 04 劉子誠 鳳山區東門里中山東路６２巷２９號

東門里 05 吳天助 鳳山區東門里中山東路６８號

東門里 06 古張月嬌 鳳山區東門里6鄰中山東路76巷32號

東門里 07 劉連珠 鳳山區東門里中山東路８２巷５７號

東門里 08 曹美華 鳳山區東門里中山東路８４－１號

東門里 09 吳簡富涼 鳳山區東門里仁愛路5號

東門里 10 鄭壽燕 鳳山區東門里誠德街105號12樓

東門里 11 李舜如 鳳山區東門里誠德街107號十三樓

東門里 12 蔣林錦秀 鳳山區東門里四維街１４２號５樓

東門里 13 黃秋月 鳳山區東門里四維街120號5樓

東門里 14 馮進益 鳳山區東門里中山東路96號13樓

東門里 15 李太平 鳳山區東門里中山東路90巷11號13樓

東門里 16 陳麗娜 鳳山區東門里中山東路90巷2號2樓

東門里 17 羅貴珍 鳳山區東門里仁愛路60巷37號

東門里 18 劉李秀謹 鳳山區東門里仁愛路40巷39-2號

東門里 19 王石柱 鳳山區東門里仁愛路２２巷38號

東門里 20 楊秀珍 鳳山區東門里中山東路58巷47號

東門里 21 吳金珠 鳳山區東門里中山東路60巷6號

東門里 22 張李坤花 鳳山區東門里中山東路６６巷94號

東門里 23 盧嬌娥 鳳山區東門里鳳林路119號

東門里 24 黃信明 鳳山區東門里誠德街５９號　　　　　　

東門里 25 許美琴 鳳山區東門里東門街61號

東門里 26 蔡玉葉 鳳山區東門里中山東路58巷2號22樓之3

東門里 27 林桂清 鳳山區東門里中山東路58巷18號7樓之2

瑞興里 01 陳黃素珠 鳳山區瑞興里瑞竹路１３巷１弄２號

瑞興里 02 嚴正 鳳山區瑞興里瑞興路140號

瑞興里 03 洪素雲 鳳山區瑞興里瑞竹路91號

瑞興里 04 莊戴淑霞 鳳山區瑞興里瑞和街35號

瑞興里 05 施秀蓮 鳳山區瑞興里瑞和街4巷15號

瑞興里 06 李雲成 鳳山區瑞興里瑞和街20巷18號

瑞興里 07 呂張美根 鳳山區瑞興里瑞和街４６號

瑞興里 08 張月明 鳳山區瑞興里瑞竹路１２９號

瑞興里 09 顏黃綢 鳳山區瑞興里瑞芳街２４巷１６號

瑞興里 10 張朱秀貞 鳳山區瑞興里瑞芳街４○巷１１號

瑞興里 11 林鄭燕姿 鳳山區瑞興里瑞芳街62巷24號

瑞興里 12 詹讚良 鳳山區瑞興里瑞順街１２５巷46號

瑞興里 13 黃蘭英 鳳山區瑞興里瑞竹路201號

瑞興里 14 張順和 鳳山區瑞興里瑞竹路２２７巷５號

瑞興里 15 許進興 鳳山區瑞興里博愛路235巷7號

瑞興里 16 徐雲炎 鳳山區瑞興里博愛路３６３號



瑞興里 17 鄭鳳珠 鳳山區瑞興里瑞興路131號

瑞興里 18 高秋鳳 鳳山區瑞興里瑞興路201號

瑞興里 19 王台貞 鳳山區瑞興里瑞興路２４９巷1號8樓

瑞興里 20 陳瀅如 鳳山區瑞興里瑞興路２６９號

瑞興里 21 蕭秀貞 鳳山區瑞興里瑞興路293巷17號10樓

瑞興里 22 方洪玉嬋 鳳山區瑞興里瑞興路２９３巷１０號

瑞興里 23 余吳素霞 鳳山區瑞興里瑞竹路１７３巷１號

瑞興里 24 邱春芳 鳳山區瑞興里瑞興路221號10樓

瑞興里 25 馮匡鳳清 鳳山區瑞興里瑞興路249巷13號5樓

瑞興里 26 金慧芳 鳳山區瑞興里瑞興路249巷5號4樓

天興里 01 邱文明 五甲二路603巷10-3號

天興里 02 郭林金盆 鳳山區天興里五甲二路６３９巷６之４號

天興里 03 王陳金枝 鳳山區天興里五甲二路６３９巷２０－１號

天興里 04 王石秋紅 五甲二路667巷18號

天興里 05 蔡春花 五甲二路667巷29號

天興里 06 余雲龍 鳳山區天興里五甲二路６７７巷２７號

天興里 07 鄭郭秀霞 鳳山區天興里五甲二路705號

天興里 08 莊葉碧雲 鳳山區天興里五甲二路７１９巷２５弄１９號

天興里 09 陳許金環 鳳山區天興里五甲二路７１９巷２５弄46號

天興里 10 黃雲英 五甲二路719巷25弄6號

天興里 11 蘇金寶 鳳山區天興里五甲二路７１９巷１４號

天興里 12 蘇得賢 鳳山區天興里大德街１０６號

天興里 13 許玉蘭 鳳山區天興里天興街９７號

天興里 14 洪許玉秀 鳳山區天興里南光街58號

天興里 15 丁陳俊西 鳳山區天興里林森路４３巷４５號

天興里 16 郭黃劣 鳳山區天興里林森路２１巷６弄５號

天興里 17 張針 鳳山區天興里林森路21巷4弄2號

天興里 18 謝木光 鳳山區天興里林森路２１巷２弄１－３號

天興里 19 謝黃華香 鳳山區天興里林森路１９號

天興里 20 郭王內揚 鳳山區天興里南光街２○巷１１號

天興里 21 陳洵仁 鳳山區天興里南光街２○巷2-2號

天興里 22 江秀霞 鳳山區天興里五甲二路６○３巷２１號

天興里 23 郭何金枝 林森路107巷30號

天興里 24 許盧秀琴 五甲二路639巷38號

天興里 25 曾美貞 高雄市鳳山區天興里林森路87號

天興里 26 黃萬清 鳳山區天興里大德街１５２號

天興里 27 許玉喜 鳳山區天興里五甲二路６０３巷７之３號

天興里 28 許玉娟 鳳山區天興里五甲二路６○３巷１６－３號

天興里 29 陳竹美 五甲二路719巷13號

天興里 30 黃嘉獻 鳳山區天興里大德街１２５巷４號

天興里 31 彭文富 鳳山區天興里林森路４５－３號

天興里 32 朱清甜 鳳山區天興里自強一路１４０號

新強里 01 黃永盛 鳳山區新強里武營路224號

新強里 02 許美芳 鳳山區新強里新強路36號9樓



新強里 03 陳香 鳳山區新強里武營路２６４巷１號

新強里 04 林慧玉 鳳山市新強里武營路230巷18號

新強里 05 呂金禎 鳳山區新強里新強路１８０巷２７號

新強里 06 蔡錦添 鳳山區新強里新強路１３６巷１５號

新強里 07 黃柏樑 鳳山區新強里大明路１９６號

新強里 08 李志剛 鳳山區新強里新富路３１８號

新強里 09 施明祥 鳳山區新強里新民街６０號

新強里 10 張簡春霞 鳳山區新強里新安街５１號

新強里 11 鍾文祥 鳳山區新強里新強路90巷21號

新強里 12 李陳麗文 鳳山區新強里12鄰新民街29號

新強里 13 梁吉雄 鳳山區新強里新國街６８號

新強里 14 曾松榮 鳳山區新強里新安街84巷15之4號

新強里 15 涂淑累 鳳山區新強里新強路401巷27號

新強里 16 許金福 鳳山區新強里新強路３４７號

新強里 17 蔡曾美珠 鳳山區新強里新強路３８７巷２3號

新強里 18 侯林月玲 鳳山區新強里新強路３７３巷３號

新強里 19 張清值 鳳山區新強里新強路１２０巷２３號

新強里 20 王淑卿 鳳山區新強里新富路３７６號

新強里 21 吳余順涼 鳳山區新強里新強路２巷７號

新強里 22 黃智慧 鳳山區新民街16號

新強里 23 張振泰 鳳山區新強里新強路１５４號

新強里 24 蔡玉秀 鳳山區新強里新富路180號8樓

新強里 25 劉明勝 鳳山區新強里武營路２３○巷19-1號

新強里 26 陳簡玉鶴 鳳山區新強里新民街７１號6樓

新強里 27 謝江秋露 鳳山區新強里新安街２－１號

新強里 28 陳李梅枝 鳳山區新強里新富路３６６巷12樓

新強里 29 莊朝林 鳳山區新強里新強路３２１號３樓

新強里 30 莊清吉 鳳山區新強里新強路331巷13號4樓

新強里 31 施榮章 鳳山區新強里新強路220巷9號3棲

新強里 32 周珠 鳳山區新強里新富路216號9樓

新強里 33 蔡吳金碖 鳳山區新強里新強路261巷1號

國泰里 01 林月好 鳳山區國泰里安寧街２巷２號

國泰里 02 康明賢 鳳山區國泰里國光路１６號

國泰里 03 莊池秋琴 鳳山區國泰里國昌路１２巷４號

國泰里 04 黃淑媛 鳳山區國泰里國昌路10巷17號

國泰里 05 林王純 鳳山區國泰里國昌路５巷６號

國泰里 06 羅誾 鳳山區國泰里國昌路４巷４之１號

國泰里 07 王建堯 鳳山區國泰里國昌路３巷10號

國泰里 08 黃素珍 鳳山區國泰里國昌路２巷２之４號

國泰里 09 黃明全 鳳山區國泰里國泰路二段３２號

國泰里 10 湯翠蓮 鳳山區國泰里國泰路二段３巷７之１號

國泰里 11 劉春木 鳳山區國泰里國泰路二段１３巷２弄９號

國泰里 12 陳金田 鳳山區國泰里國泰路二段１３巷１弄１號

國泰里 13 劉清安 鳳山區國泰里五甲一路３２８巷２８號



國泰里 14 涂錦水 鳳山區國泰里五甲一路３３２巷10號

國泰里 15 黃陳月桂 鳳山區國泰里國富路5-4號

國泰里 16 李許慈嬋 鳳山區國泰里五甲一路３３８巷６之１號

國泰里 17 呂德道 鳳山區國泰里國富路１９之３號

國泰里 18 謝淑吟 鳳山區國泰里國富路２１巷１弄1號

國泰里 19 吳賜信 鳳山區國泰里國富路２１巷３弄１６－２號

國泰里 20 卓振臣 鳳山區國泰里國富路２１巷５弄23號

國泰里 21 曾金葉 鳳山區國泰里凱旋路２４２之３號

國泰里 22 謝邱菊妹 鳳山區國泰里國昌路10巷28號

國泰里 23 許李善 鳳山區國泰里五甲一路３２８巷３號

國泰里 24 邱余緣隨 鳳山區國泰里五甲一路３３２巷１５號

國泰里 25 鍾春梅 鳳山區國泰里凱旋路226號18樓

國泰里 26 尤嘉明 鳳山區國泰里凱旋路２１０號１０樓

國泰里 27 林峻樑 鳳山區國泰里凱旋路218號6樓

鳳東里 01 王林阿久 鳳山區鳳東里中山東路１９２巷４７號

鳳東里 02 徐建民 鳳山區鳳東里中山東路２３４巷１５號

鳳東里 03 郭復儀 鳳山區鳳東里中山東路278號

鳳東里 04 周志德 鳳山區鳳東里鳳東路119號

鳳東里 05 張兆琳 鳳山區鳳東里中山東路290巷17弄4號

鳳東里 06 胡明俊 鳳山區鳳東里中山東路310號

鳳東里 07 蔡文祝 鳳山區鳳東里中山東路３８○巷６５弄１６號

鳳東里 08 林大運 鳳山區鳳東里中山東路１９２巷１○１弄９號

鳳東里 09 趙氷玉 鳳山區鳳東里中山東路１９２巷１○５弄８３號

鳳東里 10 蔡美淑 高雄市鳳山區鳳東路23號

鳳東里 11 莊順安 鳳山區鳳東里中山東路290巷87號

鳳東里 12 鄭梅娟 鳳山區鳳東里中山東路262巷7弄23號

鳳東里 13 胡應虎 鳳山區鳳東里鳳東路１４４號

鳳東里 14 蔡李慧娟 鳳山區鳳東里鳳東路７７巷9號

鳳東里 15 吳鎮 鳳山區鳳東里中山東路２９０巷９５弄３５號

鳳東里 16 曾金松 鳳山區鳳東里中山東路３８○巷７３弄１號

鳳東里 17 賴慶達 鳳山區鳳東里中山東路380巷48弄40號

鳳東里 18 陳火旺 鳳山區鳳東里中山東路380巷56弄12號

鳳東里 19 顏慶池 鳳山區鳳東里鳳東路９３號

鳳東里 20 王宣弘 鳳山區鳳東里鳳東路７５－１號

鳳東里 21 張王彩雲 鳳山區鳳東里中山東路290巷79弄3號

鳳東里 22 梁強春美 鳳山區中山東路192巷103弄22號

鳳東里 23 吳育義 鳳山區中山東路２９０巷７４弄４號

鳳東里 24 張聰文 鳳山區鳳東里中山東路262巷7弄15號

鳳東里 25 陳方美麗 鳳山區鳳東里中山東路262巷7弄32號

鳳東里 26 黃富一 鳳山區鳳東里中山東路380巷101號

鳳東里 27 黃陳淑麗 鳳山區鳳東里鳳東七街126號

鳳東里 28 蕭明華 鳳山區鳳東里鳳東五街19號

鳳東里 29 董英忠 鳳山區鳳東里中山東路392巷22號

新富里 01 陳風 鳳山區新富里新富路355-1號



新富里 02 陳秀枝 鳳山區新富里南京路２８２巷１0號

新富里 03 蘇恒容 鳳山區新富里南京路２８４巷９之４號

新富里 04 邱銀花 鳳山區新富里新富路３６９巷９號

新富里 05 張月琴 鳳山區新富里南京路２８８巷１６號

新富里 06 鄭火性 鳳山區新富里凱旋路341巷3號

新富里 07 楊寶麟 鳳山區新富里南京路312號

新富里 08 陳何月治 鳳山區新富里凱旋路365之4號

新富里 09 潘金龍 鳳山區新富里新富路341號

新富里 10 戴憲章 鳳山區新富里南京路385巷19號

新富里 11 蔡美珍 鳳山區新富里南京路３８５巷１８號

新富里 12 郭文山 鳳山區新富里南京路387巷15號

新富里 13 林佳蕙 鳳山區新富里南京路３９１巷１１號三樓之４

新富里 14 楊清榮 鳳山區新富里南京路３９１巷４號

新富里 15 林秋嬌 鳳山區新富里南京路３９３巷19號

新富里 16 林塗水 鳳山區新富里南京路３９３巷３６弄１號

新富里 17 黃嬌蘭 鳳山區新富里凱旋路375巷36號

新富里 18 鄭新輝 鳳山區新富里凱旋路３７５巷３號

新富里 19 林平泰 高雄市鳳山區新富路凱旋路352號

新富里 20 鄭金英 鳳山區南京路445巷9號

新富里 21 王李粉 鳳山區新富里南京路447巷1號

新富里 22 黃正仁 鳳山區新富里凱旋路３４４巷11-3號

新富里 23 陳犍州 鳳山區新富里凱旋路403號

新富里 24 王康義 鳳山區新富里新康街380號9樓

新富里 25 郭卉羚 鳳山區新富里凱旋路389之1號

國光里 01 林王錦森 鳳山區國光里國光路６３號

國光里 02 蔡阿紡 鳳山區國光里國泰路二段５○巷２弄３號

國光里 03 陳張淑娥 鳳山區國光里國泰路二段５○巷４弄９號

國光里 04 吳麗嬌 鳳山區國光里國泰路二段５○巷３１號

國光里 05 曾秋英 鳳山區國光里國泰路二段５４號

國光里 06 陳郭惠治 鳳山區國光里國泰路二段６６－２號

國光里 07 吳聰明 高雄市鳳山區國光里國光路65巷11號

國光里 08 許麗金 鳳山區國光里國光路99-3號

國光里 09 賴黃炳珍 鳳山區國光里國光路９１巷２弄３號

國光里 10 洪寶玉 鳳山區國光里國光路９１巷４弄10號

國光里 11 李秀玉 鳳山區國光里國泰路二段４５巷３－１號

國光里 12 江泰維 鳳山區國光里新富路405巷8之3號

國光里 13 許金桂 鳳山區國光里新富路405巷5號

國光里 14 曾玲英 鳳山區國光里國民街10號

國光里 15 郭鑾 鳳山區國光里國民街１６號

國光里 16 陳張春美 鳳山區國光里國民街２６號

國光里 17 吳幸娟 鳳山區國光里新富路３９９巷９號

國光里 18 楊美珠 鳳山區國光里新富路３９９巷３２-2號

國光里 19 吳洪碧雲 鳳山區國光里新富路３９９巷３３號

國光里 20 許素貞 鳳山區國光里國泰路二段５７號



國光里 21 黃月緣 鳳山區國光里國泰路二段７１巷１弄3號

國光里 22 白謝發妹 鳳山區國光里國泰路二段７１巷３－１號

國光里 23 吳鄭玉蘭 鳳山區國光里國興街１４號

國光里 24 汪進良 鳳山區國光里國興街３巷４號

國光里 25 鐘楊美雲 鳳山區國光里國興街１巷２號

國光里 26 朱林金芽 鳳山區國光里新富路３８３號９樓之２

國光里 27 蕭淑惠 鳳山區國光里新富路３８９號４樓之２

國隆里 01 洪榮斌 鳳山區國隆里國興街３５－２號

國隆里 02 王信勇 鳳山區國隆里國隆路３３巷4號

國隆里 03 姜玉惠 鳳山區國隆里國隆路３１巷１１號

國隆里 04 王蘇金鶴 鳳山區國隆里國隆路２７巷1２號

國隆里 05 邱彗連 鳳山區國隆里國隆路２３巷７號

國隆里 06 黃朱麗美 鳳山區國隆里國隆路１９巷６號

國隆里 07 黃梅 鳳山區國隆里國隆路１５巷４號

國隆里 08 蔡雯稜 鳳山區國隆里國隆路１１巷９號

國隆里 09 李麗真 鳳山區國隆里南京路350巷1號

國隆里 10 柯權良 鳳山區國隆里南京路３４６巷１號

國隆里 11 李碧治 鳳山區國隆里南京路３４２巷７號

國隆里 12 黃吉田 鳳山區國隆里南京路330巷4-4號

國隆里 13 林美碧 鳳山區國隆里南京路３２６巷６號

國隆里 14 黃敦定 鳳山區國隆里南京路３２４巷10號

國隆里 15 陳翠花 鳳山區國隆里凱旋路３３６巷９號

國隆里 16 王林碧蓮 鳳山區國隆里凱旋路３３６巷２５號

國隆里 17 鄭阿姬 鳳山區國隆里凱旋路３３６巷１４號

國隆里 18 陳秀金 鳳山區國隆里凱旋路３３６巷２４號

國隆里 19 梁蔡也好 鳳山區國隆里凱旋路３３２巷３號

國隆里 20 張淑娟 鳳山區國隆里凱旋路３３２巷23號

國隆里 21 王鐘麗花 鳳山區國隆里凱旋路３３２巷１４號

國隆里 22 李宛儒 鳳山區國隆里新富路３７５號８樓之１

國隆里 23 楊金扣 鳳山區國隆里國隆路３號４樓之１

國隆里 24 張英山 鳳山區國隆里南京路３３２號５樓之３

國隆里 25 黃秀月 鳳山區國隆里南京路３３２號

文德里 01 顏戴水菊 鳳山區文德里青年路二段540巷1弄4號

文德里 02 黃榮富 鳳山區文德里文龍東路７５７巷１１號

文德里 03 楊徐玉映 鳳山區文德里文清街１２７號

文德里 04 許陳玉滿 鳳山區文德里文龍東路８０１巷８號四樓

文德里 05 林陳秀敏 鳳山區文德里濱山街５５巷２０弄５號

文德里 06 林蔡玉瑤 鳳山區文德里八德路二段２１２巷２０號

文德里 07 蕭瑩子 鳳山區文德里青年路二段５０６號

文德里 09 李家津 鳳山市文德里9鄰文清街118號2樓

文德里 10 蔡光彩 鳳山區文德里青年路二段６３２樓

文德里 11 曾肅 鳳山區文德里濱山街47號

文德里 12 柳寶觀 鳳山區文德里濱山街２號６樓之３

文德里 13 孫雅玟 鳳山區文德里八德路二段２４９之５號



文德里 14 莊金龍 鳳山區文德里文湖街１８號

文德里 15 吳秀慧 鳳山區文德里文清街26號10樓

文德里 16 陳慶祝 鳳山市文德里16鄰文澄街96號11樓

文德里 17 孫耀祖 鳳山區文德里文清街２５號三樓

文德里 18 劉雪梅 鳳山市文德里18鄰文澄街45號

文德里 19 林美惠 鳳山區文德里文衡路３９０號３樓

文德里 20 蕭安定 鳳山區文德里文衡路４０８號三樓

文德里 21 蔡宗成 鳳山區文德里文衡路４２６號８樓

文德里 22 林黃靜花 鳳山區文德里濱山街５５巷１８之７號二樓

文德里 23 江蔡枝鳳 鳳山區文德里青年路二段５８８巷３弄３５號

文德里 24 李麗雪 鳳山區文湖街７１號９樓

文德里 25 李冬綢 鳳山區文德里八德路二段１５９號５樓

文德里 26 宋意崴 鳳山市文德里26鄰文中街232巷26號

文德里 27 尤婉禎 鳳山市文德里27鄰文中街232巷13號3樓

文德里 28 潘文賓 鳳山市文德里28鄰文中街232巷25號10樓

文德里 29 謝寶珍 鳳山區文德里文中街２６０巷１７號８樓

文德里 30 楊亞娜 鳳山區文德里文中街２６８號十樓

文德里 31 魏康 鳳山區文德里青年路二段356號11樓

文德里 33 蕭桂香 鳳山區文德里八德路二段２７９號１２樓

文德里 34 余武田 鳳山區文德里文澄街91號

文德里 35 黃謝美蘭 鳳山區文德里濱山街12之2號

文德里 36 宋榕玲 鳳山市文德里36鄰濱山街23號9樓

文德里 37 張淑惠 鳳山區文德里文樂街３６號十一樓

文德里 38 蘇東泰 鳳山區文德里文濱路198號

文德里 39 柯文顏 鳳山區文德里文衡路５７２號５樓

文德里 40 余季華 鳳山區文德里文濱路79號

文德里 41 王袁梅 鳳山區文德里文平街188號

文德里 42 蕭志明 鳳山市文德里42鄰文鳳路46號

文德里 43 尤怡超 鳳山區文德里文龍路５７號

過埤里 01 鍾輝 鳳山區過埤里過智街５號

過埤里 02 劉金成 高雄市鳳山區過埤里過智街102號

過埤里 03 簡明賜 鳳山區過埤里過埤路５１巷１３號附２

過埤里 04 莊通得 高雄市鳳山區過埤里鳳頂路60號

過埤里 05 陳慶龍 高雄市鳳山區過埤里過昌街39號

過埤里 06 黃仁貴 高雄市鳳山區過埤里鳳頂路119號

過埤里 07 劉賢義 高雄市鳳山區過埤里過勇路380巷1號

過埤里 08 陳信全 鳳山區過埤里田中央路２巷３號

過埤里 09 曾榮基 鳳山區過埤里凱旋路３巷１０弄５號

過埤里 10 曾梅枝 高雄市鳳山區過埤里田中央路160巷1弄16號

過埤里 11 簡秀蓮 高雄市鳳山區過埤里過雄一街35號

過埤里 12 賴淑 高雄市鳳山區過埤里過仁街78號

過埤里 13 王格強 高雄市鳳山區過埤里過雄街15號

過埤里 14 蘇許美相 鳳山區過埤里過常路２５１巷２９號

過埤里 15 曾建堂 高雄市鳳山區過埤里頂豐街151號



過埤里 16 馬成錦 高雄市鳳山區過埤里過雄街55巷65號12樓

過埤里 17 陳力維 高雄市鳳山區過埤里過昌街42號6樓

過埤里 18 楊蘭英 高雄市鳳山區過埤里頂新8街50號

過埤里 19 邱黃清瑞 高雄市鳳山區過埤里過雄街153號

過埤里 20 洪禎穗 高雄市鳳山區過埤里過仁街48號4樓

過埤里 21 沈明鴻 高雄市鳳山區過埤里頂富街12號

過埤里 22 簡宗永 鳳山區過埤里過仁街６○號８樓

過埤里 23 蘇秀滿 鳳山區過埤里過智街４７號

過埤里 24 唐秀卿 鳳山區過埤里過雄街２７巷４○號

過埤里 25 謝陳瑞貞 高雄市鳳山區過埤里頂庄路245號

過埤里 26 薛宇純 高雄市鳳山區過埤里復華一街18號5樓

過埤里 27 宋美英 高雄市鳳山區過埤里水田中央路100巷36弄7號

過埤里 28 黃連進 高雄市鳳山區過埤里田中央路100巷27弄12號

過埤里 29 陳姿霈 高雄市鳳山區過埤里鳳頂路532巷42號

過埤里 30 劉桃 高雄市鳳山區過埤里過埤路75之3號

過埤里 31 莊豐奇 高雄市鳳山區過埤里過雄街27巷64號13樓

過埤里 32 李國華 高雄市鳳山區過埤里頂豐街193號

過埤里 33 賴松貞 鳳山區過埤里過雄街２７巷４號　　　

過埤里 34 陳惠娟 高雄市鳳山區過埤里過勇路277巷8號

過埤里 35 郭茂吉 高雄市鳳山區過埤里保生路58號

過埤里 36 李惠兒 高雄市鳳山區過埤里保生路25巷11號

過埤里 37 許進凱 高雄市鳳山區過埤里田衙路56號

過埤里 38 辛添丁 高雄市鳳山區過埤里田衙路32巷23號

過埤里 39 李清文 高雄市鳳山區過埤里田衙路133巷12號

過埤里 40 林綵楨 高雄市鳳山區過埤里保生路172號

過埤里 41 李文馨 高雄市鳳山區過埤里鳳頂路393巷1號

過埤里 42 翁樹忠 高雄市鳳山區過埤里園茂路296巷16號

過埤里 43 劉德旺 高雄市鳳山區過埤里鳳頂路371巷19號

過埤里 44 李陳麗寳 高雄市鳳山區過埤里園中路13號

過埤里 45 盧宏彥 高雄市鳳山區過埤里園茂路117巷27號

過埤里 46 蕭傅滿英 高雄市鳳山區過埤里園墘路166號

過埤里 47 李欣庭 高雄市鳳山區過埤里鳳頂路241巷1號

曹公里 01 蔡陳限 鳳山區曹公里光復路３２號

曹公里 02 蔡秀菊 鳳山區曹公里光復路４３號

曹公里 03 吳豐吉 鳳山區曹公里中正路190號

曹公里 05 劉張美重 鳳山區曹公里中正路２１４號

曹公里 06 蔡明珠 鳳山區曹公里中正路255-10號

曹公里 07 翁谷世 鳳山區曹公里中正路２４７－３號

曹公里 08 黃啓輝 鳳山區曹公里中正路２１９號

曹公里 09 鄭松男 鳳山區曹公里光復路78之1號

曹公里 10 林月昭 鳳山區曹公里協和路１７號

曹公里 11 王獻堂 鳳山區曹公里光復路８４巷１６號

曹公里 12 林富枝 高雄市鳳山區曹公里協和路3巷41號

曹公里 13 何曾秀 鳳山區曹公里協和路5號



曹公里 14 蘇宗敏 鳳山區曹公里協和路１５－６號

曹公里 15 詹雅琴 鳳山區曹公里曹公路129巷5號

曹公里 17 姜劉珠 鳳山區曹公里新生街32-3號

曹公里 18 洪菊 鳳山區曹公里新生街27號

曹公里 20 莊蕙玉 鳳山區曹公里曹公路89巷6號2樓

曹公里 21 蘇何麗華 鳳山區曹公里曹公路６５號

曹公里 24 劉寶珠 鳳山區曹公里曹公路３２號

曹公里 25 王陳春玉 鳳山區曹公里開明街１６號

曹公里 26 黃月雲 鳳山區曹公里光復路138號

曹公里 27 邱麗娟 鳳山區曹公里大同街２６號

曹公里 28 謝月碧 鳳山區曹公里合作街３１號

曹公里 29 許文淊 鳳山區曹公里合作街4-6號

曹公里 30 鐘蔡綿 鳳山區曹公里合作街３４巷８弄１６號

曹公里 31 林秀蓮 鳳山區曹公里合作街３８巷１９號

曹公里 32 李日旭 鳳山區曹公里經武路９５巷１１號

曹公里 33 張陳美穗 鳳山區曹公里開明街３４號

曹公里 34 蕭益皆 鳳山區曹公里中正路１９５號

曹公里 35 鄭榮貴 鳳山區曹公里光復路７２號

曹公里 36 林澄蘭 鳳山區曹公里光復路１７４巷１6號

曹公里 37 陳子敬 鳳山區曹公里大同街１３號７樓

興仁里 01 羅彬展 鳳山區興仁里中山路229巷3號

興仁里 02 簡茂己 鳳山區興仁里中山路２３９號

興仁里 03 吳秋瑱 鳳山區興仁里3鄰長明街113巷10號

興仁里 04 劉莊珠珍 鳳山區興仁里立德街226號9樓

興仁里 05 林毓芳 鳳山區興仁里立德街218號3樓

興仁里 06 方吳含笑 鳳山區興仁里光華路30號

興仁里 07 吳陳蘭 鳳山區興仁里中山路１８７號

興仁里 08 吳阿美 鳳山區興仁里國泰路2段22號

興仁里 09 衛兆焱 鳳山區興仁里五甲一路208巷１號

興仁里 10 王杜樹蘭 鳳山區興仁里體育路１７號

興仁里 11 李岱蓁 鳳山區興仁里安寧街109-3號

興仁里 12 龔天慶 鳳山區興仁里中山路１７５號

興仁里 13 陳次郎 鳳山區興仁里立德街２１７號

興仁里 14 林坤聰 鳳山區興仁里立德街２０２號

興仁里 15 張秋美 鳳山區興仁里松江街１００號

興仁里 16 柯俊夫 鳳山區興仁里光華路67號

興仁里 17 謝英華 鳳山區興仁里五甲一路３４巷４號

興仁里 18 陳貞陵 鳳山區興仁里立德街１６９號３樓

興仁里 19 蔡明仁 鳳山區興仁里五甲一路36號

興仁里 20 林麗惠 鳳山區興仁里中山路１７７號３樓

興仁里 21 鄭耀昌 鳳山區興仁里安寧街77號

興仁里 22 張美主 鳳山區興仁里立志街１１２號

興仁里 23 洪志 鳳山區興仁里立志街１００巷４之６號

興仁里 24 錢武雄 鳳山區興仁里安寧街250巷２號



興仁里 25 許黃萩娥 鳳山區興仁里樂園街１２７號

興仁里 26 廖吳春菊 鳳山區興仁里五甲一路１７８巷４號

興仁里 27 簡豔珠 鳳山區興仁里五甲一路154號

興仁里 28 林奇慶 鳳山區興仁里立德街219號

興仁里 29 張淑卿 鳳山區興仁里立志街138號11樓

興仁里 31 呼光潔 鳳山區興仁里立志街98號4樓-2

興仁里 32 蔡麗娥 鳳山區興仁里五甲一路104巷33-1號

興仁里 33 鍾穗鴻 鳳山區興仁里立志街１３０號８樓

興仁里 34 劉玉柳 鳳山區興仁里五甲一路150巷22號

興仁里 35 尤聰彥 鳳山區興仁里五甲一路２２４巷２１號

興仁里 36 黃萬益 鳳山區興仁里五甲一路224巷35號

興仁里 37 吳觀妹 鳳山區興仁里37鄰五甲一路192巷32號

興仁里 38 何王秀陽 鳳山區興仁里安寧街６３號

興仁里 39 陳朝枝 鳳山區興仁里安寧街６２巷２１弄２號

興仁里 40 洪李秀英 鳳山區興仁里立志街１２８號１０樓

興仁里 41 王雙印 鳳山區興仁里松江街１３９號

興仁里 42 吳國雄 鳳山區興仁里國昌路20號

五福里 01 陳李宿娟 鳳山區五福里褔德街２巷１６號

五福里 02 林隆助 鳳山區五福里自強一路185號

五福里 03 劉黃淑美 鳳山區五福里福德街8號

五福里 04 李林麗姿 鳳山區五福里五甲三路３７巷３７號

五福里 05 陳權伍 鳳山區五福里五甲三路37巷40號

五福里 06 蘇有清 鳳山區五福里五甲三路６７號

五福里 07 黃桂香 鳳山區五福里五福一路１巷１１號

五福里 08 許陳甘綿 鳳山區五福里五福一路３巷16號

五福里 09 羅李麗蓉 鳳山區五福里五福一路５巷16號

五福里 10 陳張美香 鳳山區五福里五福一路７巷２３號

五福里 11 高楊淑笑 鳳山區五福里五福一路18巷8號

五福里 12 沈賴素卿 鳳山區五福里五福一路30-12號

五福里 13 盧惠卿 鳳山區五福里五甲三路１０３巷１１號

五福里 14 張江秋桂 鳳山區五福里福德街102號

五福里 15 鄭黃秋蘭 鳳山區五福里五甲三路103想2號

五福里 16 鄧亮星 鳳山區五福里五福三路１５７巷７號

五福里 17 韓素秋 鳳山區五福里福德街１５４－１號

五福里 18 潘志仁 鳳山區五福里福德街192號

五福里 19 薛王素月 鳳山區五福里福德街５３巷１７號

五福里 20 許國雄 鳳山區五福里南進一街４２號

五福里 21 賴素慧 鳳山區五福里南進一街33號

五福里 22 徐菊英 鳳山區五福里五福一路２３號

五福里 23 宋國興 鳳山區五福里五福一路２９號

五福里 24 郭淑華 鳳山區五福里五福一路４○號

五福里 25 郭黃淑貞 鳳山區五福里五福一路５２號

五福里 26 郭秀娥 鳳山區五福里福德街１○７巷８號

五福里 27 梁秀金 鳳山區五福里南進二街１８號



五福里 28 賴黃櫻花 鳳山區五福里福德街１２５巷１５號

五福里 29 陳林郁娟 鳳山區五福里福德街１３７號

五福里 30 張美惠 鳳山區五福里福德街１４３巷２號

五福里 31 魏博文 鳳山區五福里五甲三路１５７巷２弄７號

五福里 32 鄭淑英 鳳山區五福里五甲三路１５７巷４弄２號

五福里 33 洪張玉蘭 鳳山區五福里五甲三路１５７巷２弄３○號

五福里 34 王林麗珠 鳳山區五福里五甲三路１９７巷４弄２號

五福里 35 許麗月 鳳山區五福里五福二路６４巷１０號

五福里 36 詹桂慧 鳳山區五福里五福二路４６巷７號

五福里 37 徐張金鳳 鳳山區五福里五甲三路２７９巷５０號

忠孝里 01 林江美華 鳳山區忠孝里光遠路４０６號１０Ｆ－１

忠孝里 02 林美雀 鳳山區忠孝里忠孝街９７號

忠孝里 03 周古連娣 鳳山區忠孝里忠孝街７２號

忠孝里 04 馮廣春 鳳山區忠孝里新生街一段１１○號

忠孝里 05 張乃偉 鳳山區忠孝里華泰街１５９巷８號

忠孝里 06 林美英 鳳山區忠孝里華北街１８６號

忠孝里 07 鍾郁義 鳳山區忠孝里文聖街１６５巷２１號

忠孝里 08 吳張清涼 鳳山區忠孝里華山街１４４號

忠孝里 10 張簡陳對 鳳山區忠孝里10鄰華北街346號

忠孝里 11 陳郭秀鳳 鳳山區忠孝里華山街２４９號

忠孝里 12 潘水任 鳳山區華山街319號

忠孝里 13 洪魏文鸞 鳳山區忠孝里華山街３２４號

忠孝里 14 郭瑞香 鳳山區忠孝里華山街４○６號

忠孝里 15 王德順 鳳山區忠孝里青年路二段１４１巷２７號

忠孝里 16 郭登芳 鳳山區忠孝里青年路二段141巷151號

忠孝里 17 歐陽珠清 鳳山區忠孝里澄清路１２９巷１８－１號

忠孝里 18 吳秋梅 鳳山區忠孝里18鄰澄清路129巷20號

忠孝里 19 郭黃秀鳳 鳳山區忠孝里澄清路１３９巷３號

忠孝里 20 黃秀琴 鳳山區忠孝里澄清路１３９巷２號

忠孝里 21 陳王貴玉 鳳山區忠孝里澄清路１４９巷7－2號

忠孝里 22 楊莉莉 鳳山區忠孝里澄清路149巷10之4號

忠孝里 23 張貴雲 鳳山區忠孝里澄清路１５５巷４之１號

忠孝里 24 陳美惠 鳳山區忠孝里澄清路１６１巷１７－３號

忠孝里 25 余瑞雲 鳳山區忠孝里澄清路１６７巷１號

忠孝里 26 陳玉絹 鳳山區忠孝里澄清路１３１號

忠孝里 27 李勝郎 鳳山區忠孝里澄清路１２９巷４○號

忠孝里 28 魏張玉寬 鳳山區忠孝里華北街200之1號

忠孝里 29 蔡健福 鳳山區忠孝里仁義街８１－３號

忠孝里 30 莊秀英 鳳山區忠孝里華山街１３９－４號

忠孝里 31 林進澤 鳳山區忠孝里華山街１７２－１號

忠孝里 32 陳蘇秀蘭 鳳山區忠孝里華山街１８４之３號

忠孝里 33 李昌霖 鳳山區忠孝里新生街一段79巷6-1號

忠孝里 35 黃永和 鳳山區忠孝里文建街101巷30號

忠孝里 36 李翠員 鳳山區忠孝里青年路二段１２０號



忠孝里 37 李輝三 鳳山區忠孝里澄清路１２９巷37號

忠孝里 38 李麗娟 鳳山市忠孝里38鄰華北街396號5樓

忠孝里 39 陳秀惠 鳳山區忠孝里新生街一段６９巷６之４號

忠孝里 40 謝廖阿粉 鳳山區忠孝里華山街199號6樓

忠孝里 41 吳敏文 鳳山區忠孝里青年路二段１４１巷３號13樓

忠孝里 42 林玉萍 鳳山區忠孝里光復路一段106號10樓

忠孝里 43 楊安全 鳳山區忠孝里華山街224-2號

生明里 01 陳奇文 鳳山區生明里王生明路164號

生明里 02 盧建明 鳳山區生明里王生明路１１１號

生明里 03 黃榮趂 鳳山區生明里王生明路150-9號5樓

生明里 04 劉顧惜 鳳山區生明里王生明路88號

生明里 05 許安妮 鳳山區生明里王生明路16-1號

生明里 06 林丁蔭 鳳山區生明里王生明路9巷4號

生明里 07 吳月桂 鳳山區生明里王生明路23巷22弄20號

生明里 08 歐素珍 鳳山區生明里王生明路４１巷2號

生明里 09 林紋如 鳳山區生明里王生明路２７號

生明里 10 李忠融 鳳山區生明里王生明路95-3號

生明里 11 陳許秀玉 鳳山區生明里王生明路23巷29-1號

生明里 12 陳蘇蓮花 鳳山區生明里王生明路23巷43-4號

生明里 13 蔡久雄 鳳山區生明里王生明路５３號

生明里 14 宋黃春 鳳山區生明里王生明路23巷88號

生明里 15 黃婉如 鳳山區生明里王生明路85巷47號6樓

和興里 01 陳周素娥 鳳山區和興里中山路８９號

和興里 03 林啟豐 鳳山區和興里立德街１５６號

和興里 06 吳明峰 鳳山區和興里五甲一路２３巷１０號

和興里 08 林錦鳳 鳳山區和興里五甲一路７５號

和興里 09 洪明松 鳳山區和興里光華東路２７號

和興里 10 吳財主 鳳山區和興里立信街５１巷１弄２３號

和興里 11 陳安敏 鳳山市和興里樂園街３號

和興里 12 謝宙光 鳳山區和興里和興街２９號

和興里 13 王阿義 鳳山區和興里樂園街90之3號

和興里 14 謝春明 鳳山區和興里樂園街77號

和興里 15 侯宗顯 鳳山區和興里立信街105巷１５弄７號

和興里 16 張簡秀年 鳳山區和興里長明街55號

和興里 17 林麗珠 鳳山區和興里松江街６３巷１２號

和興里 18 黃群嵐 鳳山區和興里立信街１０５巷４４號

和興里 19 林蔡金英 高雄市鳳山區和興里五甲一路185號

和興里 20 陳林秀枝 鳳山區和興里五甲一路２１３巷４６號

和興里 21 彭元廷 鳳山區和興里國泰路一段２１９巷１號

和興里 22 林張春 鳳山區和興里大東二路３６號

和興里 23 陳楊麗秀 鳳山區和興里樂園街５７號

和興里 24 邱淑美 鳳山區和興里長明街77號

和興里 25 黃文泰 鳳山區和興里五甲一路２１３巷50弄11號

和興里 26 周劉櫻花 鳳山區和興里立信街105巷９９弄１號



和興里 27 許耀堂 鳳山區和興里和興街４５號

和興里 28 陳寶昌 鳳山區和興里大東二路102巷22號

和興里 29 吳良文 鳳山區和興里松江街１４號

和興里 30 薛清波 鳳山區和興里光華東路７５號

和興里 31 卯重順 鳳山區和興里大東二路１４６號

和興里 32 周黃麗雲 鳳山區和興里大東二路170巷17號

和興里 33 郭清泉 鳳山區和興里大東二路１８４巷９號

和興里 34 徐忠祿 鳳山區和興里大東二路２１２巷２４號

和興里 35 李忠憲 鳳山區和興里五甲一路２３５巷３２號

和興里 36 林丙輝 鳳山區和興里光華東路８０號

和興里 37 傅九皋 鳳山區和興里松江街４３之１號３樓

和興里 38 黃勁翔 鳳山區和興里和興街９６號　　

和興里 39 許文良 鳳山區和興里立信街１０５巷１００弄１７號

和興里 40 林榮慶 鳳山區和興里和興街72-6號

協和里 02 王蘭盆 鳳山區協和里自由路８３巷１０號

協和里 03 索中元 鳳山區協和里自由路１２５巷４５號

協和里 04 林鄭錦雲 鳳山區協和里復華街60號

協和里 05 鄭瑜芬 鳳山區協和里平等路181號3樓

協和里 06 陳莊巧 高雄市鳳山區協和里自由路125巷20號

協和里 09 林胡秀英 鳳山區協和里自治街１５巷６５號

協和里 10 黃謙裕 鳳山區自由路127號

協和里 11 黃陳白 鳳山區協和里自治街２９巷２－１○號

協和里 12 陳秀麗 鳳山區協和里自由路165-2號

協和里 16 金湘雲 鳳山區協和里自治街65巷15號四樓

協和里 20 莊誠輝 鳳山區協和里青年路一段２８４巷１３號

協和里 21 黃文義 鳳山區協和里自由路２４９號

協和里 23 凃李子月 鳳山區協和里復興街97之1號

協和里 24 陳歐玉花 鳳山區協和里國光路90號

協和里 25 劉英菊 鳳山區協和里青年路一段２６２巷５弄１９之１號

協和里 26 梁郭秀琴 鳳山區協和里五權南路133號

協和里 27 楊林玉春 鳳山市協和里27鄰五權南路165號

協和里 28 姚瑱真 鳳山區協和里光華路９２巷１６號

協和里 29 蕭國賀 鳳山區協和里光華路９６號

協和里 30 李國鑫 鳳山區協和里自治街８３巷４之２號

協和里 31 陳秀鸞 鳳山區協和里青年路一段２４６巷４－１號

協和里 32 莊美霞 鳳山區協和里自治街３０巷４號

協和里 33 孫李愛 鳳山區協和里青年路一段２６巷２號

協和里 34 楊榮智 鳳山區協和里青年路一段２４８巷５號

協和里 35 蕭明吉 鳳山區協和里自治街１５巷１９號三樓

協和里 36 柯翠娥 鳳山區協和里平等路２１３號

協和里 37 吳照 鳳山區協和里自治街３５巷４號３樓

協和里 38 石九龍 鳳山區協和里自治街３５巷２６弄２號

協和里 39 許清南 鳳山區協和里青年路一段２６２巷３３號

協和里 40 許能教 鳳山區協和里自治街５１號



協和里 41 陳肇修 鳳山區協和里平等路170號

協和里 42 朱李雙鳳 鳳山區協和里自由路１７3號

文山里 01 趙振聲 鳳山區文山里文仁街96巷26號

文山里 02 張郭秀琴 鳳山區文山里文東街173號

文山里 03 高旭東 鳳山區文山里文東街２１５號

文山里 04 黃丹姜 鳳山區文山里文東街229號

文山里 05 曾祈欽 鳳山區文山里文南街80號

文山里 06 蔡陳明不 鳳山區文山里八德路250巷34號

文山里 07 林文懷 鳳山區文山里文衡路１６９號

文山里 08 曾榮堯 鳳山區文山里文東路180號

文山里 09 方國吟 鳳山區文山里文中街53號

文山里 10 許智勇 文衡路278巷6號

文山里 11 蔡明順 鳳山區文山里八德路270巷19號

文山里 12 陳博順 鳳山區文山里文衡路235號

文山里 13 鄭詠心 鳳山區文山里文衡路350號

文山里 14 洪吳素霞 鳳山區文山里文中街１４９號

文山里 15 黃榮昌 鳳山區文山里八德路４２２號

文山里 16 柯麗容 高雄市鳳山區文山里文藝街76號

文山里 17 李何秀美 鳳山區文山里鳳松路１６９巷１０號

文山里 18 歐春菊 鳳山區文山里文中街52號

文山里 19 陳金松 鳳山區文山里文中街99號

文山里 20 黃惠玲 鳳山區文山里文中街104號

文山里 21 高吳祝玉 鳳山區文山里文中街６２巷１弄５號

文山里 22 董秋菊 鳳山區文山里文山路99巷10號

文山里 23 李昶慶 鳳山區文山里文智街61號

文山里 24 林素珍 鳳山區文山里文育街８５號

文山里 25 林桂羽 鳳山區文山里文仁街１３２號

文山里 26 顏月香 鳳山區文山里八德路104號4樓

文山里 27 陳春生 鳳山區文山里八德路158號

文山里 28 鄭坤復 鳳山區文山里文仁街９３號１１樓

文山里 29 邱增富 鳳山區文山里八德路二段152號10樓

文山里 30 劉涵祖 鳳山區文山里八德路二段１７２號６樓

文山里 31 王進吉 鳳山區文山里八德路100巷1號

文山里 32 林寶金 鳳山區文山里文勇街27號9樓

文山里 33 蕭志雄 鳳山區文山里文澄街2巷18號

文山里 34 林金源 鳳山區文山里八德路二段130號9樓

福誠里 01 楊慧玲 鳳山區三誠路210號9樓

福誠里 02 謝麗碧 鳳山區福誠里瑞春街１４巷２號３樓

福誠里 03 柯献哲 鳳山區福誠里瑞春街１４巷２０號１０樓

福誠里 04 馮秀雀 鳳山區瑞春街50號9樓

福誠里 05 李虹慧 鳳山區瑞春街14巷5號7樓

福誠里 06 王春志 鳳山區瑞春街22號10樓

福誠里 07 蔡郭鳳玉 鳳山區福誠里自強二路２２１號

福誠里 08 陳清福 鳳山區福誠里三誠路６○巷２１弄３５號



福誠里 09 夏美麗 鳳山區福誠里忠誠路４５號

福誠里 10 林長貴 鳳山區福誠里勇志街２１號

福誠里 11 夏志銓 鳳山區福誠里三誠路１５７號

福誠里 12 張勝凱 鳳山區三誠路122號10樓

福誠里 13 徐森春 鳳山區三誠路186巷41弄3之7號

福誠里 14 盧麗珠 鳳山區福誠里三誠路１８６巷３○弄３２號

福誠里 15 李孝東 鳳山區福誠里三誠路６０巷２１弄７９號

福誠里 16 賴美珍 鳳山區福誠里三誠路１８６巷43-6號3樓

福誠里 17 王永全 鳳山區福誠里勇志街34號

福誠里 18 林秀琴 鳳山區福誠里勇志街20號

福誠里 19 蔡崇勇 鳳山區福誠里勇志街８７號

福誠里 20 黃宏竹 鳳山區五常街11號

福誠里 21 張清水 鳳山區福誠里自強二路5巷34號

福誠里 22 顏王過 鳳山區福誠里五常街７４號

福誠里 23 蘇文進 鳳山區福誠里六法街６號

福誠里 24 侯義安 鳳山區福誠里六法街３３號

福誠里 25 涂秀琴 鳳山區福誠里自強二路169號

福誠里 26 呂顏玉華 鳳山區福誠里六法街６７號

福誠里 27 楊錦川 鳳山區福誠里七雄街37號

福誠里 28 張俊清 鳳山區福誠里忠誠路204號

福誠里 29 李昌羱 鳳山區七雄街13號

誠德里 01 翁顯玉 鳳山區誠德街166號

誠德里 02 陳金虎 鳳山區誠德街38號

誠德里 03 張明理 鳳山區鳳東路333巷16號

誠德里 04 許洪淑美 鳳山區中山東路136巷53號

誠德里 05 賴翠玉 鳳山區中山東路136巷127號

誠德里 06 張宏智 鳳山區中山東路154號

誠德里 07 洪秀絨 鳳山區中山東路168巷4號

誠德里 08 張英望 鳳山區中山東路178巷40號

誠德里 09 蔡逸文 鳳山區中山東路192巷10號

誠德里 10 王看 鳳山區中山東路152巷95號

誠德里 11 王美方 鳳山區中山東路168巷71號

誠德里 12 賴文亮 鳳山區鳳東路333巷31號

誠德里 13 吳丁賀 鳳山區鳳東路349巷1號

誠德里 14 蔡金上 鳳山區中山東路188巷80號

三民里 01 沈麗華 鳳山區三民里三民路176號

三民里 02 林錦雲 鳳山區三民里三民路110號

三民里 03 顏福南 鳳山區三民里三民路88號

三民里 04 楊黃寶玉 鳳山區三民里三民路４２號

三民里 05 吳天賞 鳳山區三民里三民路４４巷１３號

三民里 06 周允中 鳳山區三民里三民路44巷33號

三民里 07 洪美珍 鳳山區三民里三民路10號

三民里 08 林熙 鳳山區三民里光明路３４巷２９號

三民里 09 張秀美 鳳山區三民里光明路３４巷１８號



三民里 10 黃瑞雲 鳳山區三民里光明路3４巷10弄2號

三民里 11 李秀珠 鳳山區三民里光遠路155巷149號

三民里 12 邱明生 鳳山區三民里大東一路23號

三民里 15 盧龍鈞 鳳山區三民里光遠路234號

三民里 16 許秋凰 鳳山區三民里光遠路238巷9弄10號5樓

三民里 17 張吉川 鳳山區三民里大東一路10巷５號

三民里 18 簡慧卿 鳳山區三民里大東一路30號5樓

北門里 01 黃和蘭 鳳山區中正路228號

北門里 02 張懷文 鳳山區博愛路541巷16號

北門里 03 范秋月 鳳山區北門里鳳松路２巷６號

北門里 04 張文良 鳳山區北門里鳳松路２巷７－３號

北門里 05 黃文生 鳳山區北門里鳳松路２０巷１之３５號

北門里 06 薛來春 鳳山區北門里鳳仁路18號

北門里 07 何永富 鳳山區北門里鳳松路５８號

北門里 08 沈妙壽 鳳山區北門里太平一巷５號

北門里 09 葉小鳳 鳳山區太平二巷20號

北門里 10 蔡洪壯 鳳山區太平三巷13號

北門里 11 朱英蘋 鳳山區太平三巷29號

北門里 12 蕭錦富 鳳山區明昌街18巷24號4樓

北門里 13 翁志雄 鳳山區北門里明昌街３８巷８號

北門里 14 鄭煥諭 鳳山區鳳仁路46巷1弄11號

北門里 15 邱文課 鳳山區立人街9巷14號

北門里 16 許錦緞 鳳山區立人街31號附2

北門里 17 陳慧芳 鳳山區鳳松路74號

北門里 18 陳惠寬 鳳山區鳳松路114巷2之3號

北門里 19 鄭許秀珠 鳳山區北門里鳳松路１１４巷11號

北門里 20 劉成誥 鳳山區北門里文雅東街149巷1號

北門里 21 林英文 鳳山區建國路2段51巷3號

北門里 22 呂政龍 鳳山區鳳松路北市場1巷42號

北門里 23 黃鄭錦幸 鳳山區明昌街10號

北門里 24 曾和仁 鳳山區民興路9號

北門里 25 江美惠 鳳山區民興路62號

北門里 26 張黃秀美 鳳山區鳳仁路46巷50號

北門里 27 黃明進 鳳山區北門里鳳仁路４８－５號

北門里 28 何謝翠蟬 鳳山區鳳仁路50巷25號

北門里 29 陳永照 鳳山區鳳仁路46巷47號

北門里 30 張秀芬 鳳山區博愛路465號

北門里 31 戴蔡梅桂 鳳山區博愛路539巷51號

北門里 32 陳吳阿絹 鳳山市北門里32鄰立人街91巷24號

北門里 33 盧周碧霞 鳳山區博愛路517號5樓

北門里 34 林佳慧 鳳山區經武路127號

北門里 35 陳李美玉 鳳山區鳳仁路40巷26號

北門里 36 沈振元 鳳山區鳳仁路39巷3號

北門里 37 呂筱筠 鳳山區立人街68號



北門里 38 蕭玉富 鳳山區立人街83巷4號

北門里 39 陳炫瑜 鳳山區北門里鳳松路１５０－１號

北門里 40 許森旺 鳳山區北門里建國路一段４０５巷５號

富甲里 01 吳鄭美 鳳山區富甲里南正二路64巷32號

富甲里 02 陳麗卿 鳳山區富甲里五甲二路４１６巷２３號

富甲里 03 潘榮吉 鳳山區富甲里五甲二路４３２巷７號

富甲里 04 林萬富 鳳山區富甲里南正二路６８號

富甲里 05 張守德 鳳山區富甲里三商街207號

富甲里 06 楊欽宇 鳳山區富甲里南正二路６４巷１１９弄３６號

富甲里 07 張雲士 鳳山區富甲里南正二路６４巷８１弄11號

富甲里 08 王秋林 鳳山區富甲里南正二路６４巷５９弄20號

富甲里 09 劉八義 鳳山區富甲里南正二路６４巷４７弄４４號

富甲里 10 洪志和 鳳山區富甲里南正二路６４巷３７弄３１號

富甲里 11 康金地 鳳山區富甲里南正二路６４巷２５弄44號

富甲里 12 符時冬 鳳山區富甲里南正二路６４巷１５號

富甲里 13 余蕭金秀 鳳山區富甲里南正二路64巷1弄44號

富甲里 14 施黃美雪 鳳山區富甲里南正二路60巷1弄23號

富甲里 15 黃麗瓊 鳳山區富甲里南正二路98巷6號

富甲里 16 陳萬春 鳳山區富甲里南正二路６４巷９７弄１３號

富甲里 17 洪月貌 鳳山區富甲里南正二路６４巷１９號

南成里 01 許晉銘 鳳山區南成里南一街50號7樓

南成里 03 蔡麗香 鳳山區南成里南和街２２５巷１３－２號

南成里 04 蔡耀宗 鳳山區南成里林森路１４○巷2號

南成里 05 陳秀玉 鳳山區南成里林森路156巷6號

南成里 06 陳文田 鳳山區南成里五甲路南成三巷1號

南成里 07 賴秋卿 鳳山區南成里林森路174巷10號

南成里 08 楊麗娟 高雄市鳳山區南成里林森路186號

南成里 09 林榮昌 鳳山區南成里南和街８６號6樓

南成里 10 曾秀蘭 鳳山區南成里南和街116號

南成里 11 陳源宏 鳳山區南成里南和街100巷4號

南成里 12 吳寶田 鳳山區南成里南和街173號

南成里 13 簡進國 鳳山區南成里南和街１７５巷１１弄７號

南成里 14 王清柔 鳳山區南成里南和街175巷21弄3號

南成里 15 陳金稟 鳳山區南成里福安二街１○５巷５號

南成里 16 黃煜升 鳳山區南成里福安二街105巷12弄24號

南成里 17 葉惠 鳳山區南成里福安二街２３６號

南成里 18 蘇麗葉 鳳山區南成里福安二街１３３巷１４號

南成里 19 林憲章 鳳山區南成里福安二街１０５巷１２弄５８號

南成里 20 王謝儂怡 鳳山區南成里福安二街177號

南成里 21 劉順發 鳳山區南成里錦田路３６號

南成里 22 劉春菊 鳳山區南成里錦富街４５號

南成里 23 吳張美惠 鳳山區南成里錦富街１０號

南成里 24 許麗雲 鳳山區南成里南和街120之2號

南成里 25 張秀連 鳳山區南成里保安一街59巷3號



南成里 26 侯張每華 鳳山區南成里南二街３５號

南成里 27 林英雄 鳳山區南成里鳳甲路60號

南成里 28 劉寶文 鳳山區南成里公園街12巷8號

南成里 29 謝永亮 鳳山區南成里公園街１號

南成里 30 蕭啟東 鳳山區南成里保安一街237號

南成里 31 楊居財 鳳山區南成里國慶六街232號

南成里 32 蔡雨涵 鳳山區南成里鳳甲路118號

南成里 33 張居峰 鳳山區南成里國慶十一街79號

南成里 34 李瑞勝 鳳山區南成里國慶五街128號

南成里 35 洪文憲 鳳山區南成里紅毛港路39號

南成里 36 洪寀妮 鳳山區南成里家和五街120號

南成里 37 張碧珠 鳳山區南成里家和六街31號

南成里 38 楊東生 鳳山區南成里家和三街６８號

南成里 39 洪水陽 鳳山區南成里三成街91號

南成里 40 林呈翰 鳳山區南成里保南一路52號

南成里 41 施國水 鳳山區南成里六成街126號

南成里 42 詹勳鵬 鳳山區南成里六成街72號

文華里 01 陳志衍 鳳山區文華里文衡路１１８號

文華里 02 馮松雄 鳳山區文華里文衡路９６號

文華里 03 謝張美麗 鳳山區文華里文雅東街４５號

文華里 04 孫林綉縫 鳳山區文華里建國路二段63號9樓

文華里 05 賈建民 鳳山區文華里建國路二段79號2樓

文華里 06 葉紫媚 鳳山市文華里6鄰建國路二段95號9樓

文華里 07 彭德義 鳳山區文華里建國路二段101號3樓

文華里 08 許雲霨 鳳山區文華里建國路二段137號11樓

文華里 09 劉美玲 鳳山區文華里建國路二段141之5號8樓

文華里 10 張冰賢 鳳山區文華里建國路二段143之2號2樓

文華里 11 張金芳 鳳山區文華里建國路二段145之2號6樓

文華里 12 簡秋萌 鳳山區文華里鳳松路３１之１號

文華里 13 陳燕菱 鳳山區文華里鳳松路２７巷３號

文華里 14 王添賜 鳳山區文華里明昌西街１１號

文華里 15 黃財賞 鳳山區文華里文和街５號

文華里 16 李鴻璋 鳳山區文華里文衡路２號

文華里 17 黃境和 鳳山區文華里文化路３號

文華里 18 許居富 鳳山區文華里文衡路５４號

文華里 19 陳石美 鳳山區文華里鳳松路４１巷８號

文華里 20 林宏基 鳳山市文華里20鄰文衡路31號

文華里 21 王金縀 鳳山區文華里文化路４５之１２號七樓

文華里 22 吳榕枝 鳳山區文華里文化路４５－１４號10樓

文華里 23 蘇泰明 鳳山區文華里文昌一街１１巷２號

文華里 24 周秀敏 鳳山區文華里文康街２４巷１之２號

文華里 25 張美華 鳳山區文華里文化路8號

文華里 26 陳麗枝 高雄市鳳山區文華里文華街1號

文華里 27 伍彩雲 鳳山區文華里文明街３５－１號



文華里 28 潘恒榮 鳳山區文華里文雅街５６巷１２號

文華里 29 劉許緩 鳳山區文華里建國路三段５５巷４弄３７號

文華里 30 趙敏智 鳳山區文華里文昌街37號

文華里 31 張吉臣 鳳山區文華里文昌街８１號

文華里 32 陳松 鳳山區文華里建國路三段209巷24號

文華里 33 莊竟華 鳳山區文華里文雅街１１６巷４號

文華里 34 鍾宛妤 鳳山區文華里建國路三段209巷７號

文華里 35 花玉真 鳳山區文華里文雅東街４２號

文華里 36 陳秀美 鳳山區文華里文衡路90巷33號

文華里 37 尤簡新婦 鳳山區文華里鳳松路４９號

文華里 38 陳鄧美足 鳳山區文華里和平路１３號

文華里 39 鄭明春 鳳山區文華里文昌街50號

文華里 40 董豐英 鳳山區文華里文昌街７７巷47號

文華里 41 鍾陳琴 高雄市鳳山區文華里文昌街26號

文華里 42 李劉曉容 鳳山區文華里建國路三段８９號１２樓

文華里 43 洪建興 鳳山區文華里鳳松路２５巷８號

文華里 44 顏寶鏡 鳳山區文華里文雅街26號

文華里 45 林立志 鳳山區文華里文教路52號

文華里 46 潘月盈 鳳山區文華里文教路43巷1號

文華里 47 吳桂銓 鳳山區文華里文昌一街18巷13號

文華里 48 黃正凱 鳳山區文華里建國路三段165號8樓

文華里 49 唐宗禮 鳳山區文華里建國路三段183號8樓

文華里 50 楊宜蓁 鳳山區文華里建國路三段85號4樓

文華里 51 蕭筧民 鳳山區文華里建國路三段５７號二十樓

文華里 52 陳素青 鳳山區文華里建國路三段65號9樓

文華里 53 鄭建忠 鳳山區文華里建國路三段７１號十八樓

大德里 01 邵坤宏 鳳山區大德里錦田路79號

大德里 02 李輝煌 鳳山區大德里林森路９４號

大德里 03 李重智 鳳山區大德里林森路９６巷２２號

大德里 04 王育明 鳳山區大德里大德街56號

大德里 05 向翁月娥 鳳山區大德里大德街２0號

大德里 06 黃桂梅 鳳山區大德里林森路７６巷１６號

大德里 07 鄭麗雲 鳳山區大德里錦田路69號

大德里 08 蘇淑媛 鳳山區大德里大仁街11巷15號

大德里 09 張家榮 鳳山區大德里大仁街３２號

大德里 10 林玉英 鳳山區大德里天興街203號三樓

大德里 11 吳許綉菊 鳳山區大德里福安二街25-3號

大德里 12 宋朱英柿 鳳山區大德里林森路2巷31號

大德里 13 許金川 鳳山區大德里福安二街9號

大德里 14 蔡莊道 鳳山區大德里福安二街８６巷１５號

大德里 15 廖李秀霞 鳳山區大德里福安二街５２巷40號

大德里 16 黃李春桃 鳳山區大德里福安二街２○巷9弄2-1號

大德里 17 洪敏秀 鳳山區大德里福安二街１８號

大德里 18 莊寶春 鳳山區大德里錦田路９１號



大德里 19 莊麗美 鳳山區大德里大德街25號

大德里 20 鐘秀蓮 鳳山區大德里天興街109-3號

大德里 21 曾獻德 鳳山區大德里天興街１８３號

大德里 22 蔡張陣仔 鳳山區大德里自強一路88號

大德里 23 陳進發 鳳山區大德里福安二街７２巷１號

大德里 24 潘崑源 鳳山區大德里福安二街１○○號

大德里 25 吳勝財 鳳山區大德里公園街375巷8號

大德里 26 林頭 鳳山區大德里公園街305巷2號

大德里 27 游忠祥 鳳山區大德里公園二街79號

大德里 28 洪柯秀蘭 鳳山區大德里公園一街38號

大德里 29 何歐玉環 鳳山區大德里公園三街62巷6號

大德里 30 鄧芷香 鳳山區大德里公園二街46巷10號

大德里 31 伍芳蘭 鳳山區大德里公園三街41號

大德里 32 周秀娥 鳳山區大德里明鳳十三街39巷7號

武松里 01 陳錦樹 鳳山區武松里建國路二段４０號

武松里 02 曾三郎 鳳山區武松里鳳松路１７６號

武松里 03 陳秀義 鳳山區武松里經武路181巷6號

武松里 04 呂洪榭留 鳳山區武松里建國路二段３０巷２之５號

武松里 05 邱朝榮 鳳山區武松里建國路二段30巷19號

武松里 06 郭武雄 鳳山區武松里經武路１８４號

武松里 07 張漢金 鳳山區武松里經武路２６９巷２１號

武松里 08 黃羚蓉 鳳山區武松里武松街100號

武松里 09 王周清菊 鳳山區武松里鳳松路298號

武松里 10 樊賴合花 鳳山區武松里鳳松路３１４號

武松里 11 李麗馥 鳳山區武松里鳳松路328巷8弄6之3號

武松里 12 曾文泉 鳳山區武松里鳳松路330號

武松里 13 吳潘昭蓉 鳳山區武松里經武路357號11樓

武松里 14 陳進賢 鳳山區武松里武松街102號

武松里 15 趙宗雄 鳳山區武松里經武路355巷3-2號

武松里 16 簡明福 鳳山區武松里經武路１９４號

武松里 17 郭文生 鳳山區武松里經武路234號

武松里 18 許方金鳳 鳳山區武松里經武路１９６巷１７弄3-1號

武松里 19 蔣先鳳 鳳山區武松里建國路一段５００巷１５號

武松里 20 潘月鳳 鳳山區武松里建國路一段420號

武松里 21 李義女 鳳山區武松里武松街150號

文衡里 01 曾仙樹 鳳山區文衡里八德路309巷8號

文衡里 02 方楊月桃 鳳山區文衡里文德路６７號

文衡里 03 阮來傳 鳳山區文衡里文德路５７巷１弄10號

文衡里 04 陳麗紅 鳳山區文衡里青年路二段２９４巷４號

文衡里 05 謝誠一 鳳山區文衡里文殿街１１２巷17號

文衡里 06 陳福明 鳳山區文衡里文西街１６巷13號

文衡里 07 黃尾 鳳山區文衡里文衡路３６７號

文衡里 08 徐崇禧 鳳山區文衡里文衡路２６９號６樓

文衡里 09 簡維德 鳳山區文衡里文衡路３０３號４樓



文衡里 10 許張玉春 鳳山區文衡里八德路273號

文衡里 11 蔡碧瑟 鳳山區文衡里青年路二段242號

文衡里 12 劉欽城 鳳山市文衡里青年路二段３２２號１５樓

文衡里 13 吳金水 鳳山區文衡里文殿街６５號

文衡里 14 謝良濱 鳳山區文衡里文殿街23號

文衡里 15 盧元紅 鳳山區文衡里文衡路３７１號１５樓

文衡里 16 陳中義 鳳山區文衡里文衡路２６３號　　　　　

文衡里 17 王志偉 鳳山區文衡里文衡路２７９號十一樓

文衡里 18 陳敏榮 鳳山區文衡里八德路３２５巷２５號　　

文衡里 19 李玉雪 鳳山區文衡里文衡路４２１號十二樓

文衡里 20 王鋰銘 鳳山區文衡里文濱路96號11樓

文衡里 21 黃信源 鳳山區文衡里文濱路118號10樓

文衡里 22 王李素琴 鳳山區文衡里文濱路92巷22號

文衡里 23 葉明宗 鳳山區文衡里建國路三段３５８號三樓

文衡里 24 張米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里建國路三段300號4樓

文衡里 25 黃雅文 鳳山區文衡里建國路三段326號3樓

文衡里 26 陳睿勳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三段250號9樓

文福里 01 林秀美 鳳山區文福里建國路３段３６５巷１４號

文福里 02 駱陳咏姿 鳳山區文福里建國路三段４３９巷８號

文福里 03 張永龍 鳳山區文福里文建街２０１巷１８號

文福里 04 高春好 鳳山區文福里文學街２９號

文福里 05 宋來勤 鳳山區文福里文化西路４０號

文福里 06 孫岱發 鳳山區文福里文武街１４６巷９弄１號

文福里 07 陳紹紘 鳳山區文福里文化西路200巷４號

文福里 08 潘林貴枝 鳳山區文福里建國路三段２６７巷４４號

文福里 09 吳憲欽 鳳山區文福里青年二段２２３巷２號

文福里 10 蘇惠惠 鳳山區文福里文化西路１６０巷２６弄１號十二樓

文福里 11 王劉寶英 鳳山區文福里青年路二段１76號18樓

文福里 12 潘瑞和 鳳山區文福里建國路三段287號3樓

文福里 13 王薛玉盞 鳳山區文福里文化西路70巷 ２號８樓

文福里 14 黃秋生 鳳山區文福里建國路三段３８３號９樓

文福里 15 王麗雪 鳳山區文福里建國路三段２６７巷５弄５號

文福里 16 簡淑娟 鳳山區文福里建國路三段２９３號７樓

文福里 17 張昆山 鳳山區文福里青年路二段158號8樓

文福里 18 許榮進 鳳山區文福里文雅街１５２號七樓

文福里 19 黃權坤 鳳山區文福里建國路三段３１９巷３７號３樓

文福里 20 羅富剛 鳳山區文福里青年路二段１７３號

文福里 21 羅林美麗 鳳山區文福里文化西路７０巷１２弄１號

文福里 22 林何燕月 鳳山區文福里文雅街１９４巷７號五樓

文福里 23 陳忠盛 鳳山區文福里文化化西路88巷10號12樓

文福里 24 李鐘滋楹 鳳山區文福里文學街３號三樓

文福里 25 翁採雲 鳳山區文福里文學街１１０號

文福里 26 陳滿香 鳳山區文福里文化西路１６０巷９號五樓

文福里 27 朱俊吉 鳳山區文福里文化西路１６０巷３９號七樓



文福里 28 李陳新金 鳳山區文福里文武街１２８巷８號　　　　

文福里 29 謝美訓 鳳山區文福里文武街５７號

文福里 30 侯福齊 鳳山區文福里建國路三段４１３號五樓

文福里 31 吳雄烈 鳳山區建國路三段４０３號１０樓

文福里 32 陳映辰 鳳山區文福里文武街１５０號

文福里 33 蘇豐裕 鳳山區文福里文學街２４之２號

文福里 34 蔡瑞蓉 鳳山區文福里建國路三段５３７號十四樓之２

文福里 35 李繼明 鳳山區文福里文教路９９號

誠信里 01 賀江玉雪 鳳山區誠信里黃埔四村二巷36號

誠信里 02 朱銘章 鳳山區誠信里杭州街６８號十二樓

誠信里 03 黃錦德 鳳山區誠信里西湖街５６號七樓

誠信里 04 蔡明聰 鳳山區誠信里鳳林路１６６號

誠信里 05 劉蒲月鳳 鳳山區誠信里杭州街8號5樓

誠信里 06 林宏碑 鳳山區誠信里杭州街２４號３樓

誠信里 07 李順強 鳳山區誠信里鳳東路４７８號十樓

誠信里 08 嚴郝傳華 鳳山市誠信里鳳東路５０６號３樓

誠信里 09 陳王素美 鳳山區誠信里西湖街１１１號１１樓

誠信里 10 李建旻 鳳山區誠信里西湖街４○號５樓

誠信里 11 曾雅淳 鳳山區誠信里西湖街５４號３樓

誠信里 12 許油章 鳳山區誠信里杭州西街１○８號３樓

誠信里 13 汪美齡 鳳山區誠信里杭州西街116號11樓

誠信里 14 劉麗美 鳳山區誠信里鳳東路534號14樓

誠信里 15 柯淑華 鳳山區誠信里鳳東路552號15樓

誠智里 01 陳堅坤 鳳山區誠智里灣頭一街8號

誠智里 02 楊金雲 鳳山區誠智里灣頭南巷３５弄９號附２

誠智里 03 劉清甲 鳳山區誠智里灣頭南巷６３號

誠智里 04 潘美玉 鳳山區誠智里杭州街８７號三樓

誠智里 05 郭素貞 鳳山區誠智里灣頭南巷７８弄１之４號

誠智里 06 秦照三 鳳山區誠智里杭州東街７４號

誠智里 07 董梅枝 鳳山區誠智里7鄰鳳林路220號

誠智里 08 翁李碧娥 鳳山區誠智里8鄰西湖街19號

誠智里 09 陳慶忠 高雄市鳳山區誠智里西湖街14巷15號

誠智里 10 吳賴器 鳳山區誠智里杭州街７１－１號

誠智里 11 郭長生 鳳山區誠智里杭州東街５４號五樓

誠智里 12 王黃寶環 鳳山區誠智里西湖街１４巷６號

誠智里 13 城美珠 鳳山區誠智里鳳東路５３５號九樓之１

誠智里 14 簡徐錦花 鳳山區誠智里杭州西街１４１號八樓

誠智里 15 簡鄭惠蘭 鳳山區誠智里杭州西街１３６號十四樓

誠智里 16 邱月芬 鳳山區誠智里鳳東路605號13樓

國富里 01 葉秋雲 鳳山區國富里新富路６１２號5樓

國富里 02 包貫丁 鳳山區國富里新富路604號7樓

國富里 03 張耀升 鳳山區國富里國富路48號14樓

國富里 04 陳葉阿禮 鳳山區國富里國富路50號3樓

國富里 05 邱名猜 鳳山區國富里國富路40號２樓



國富里 06 陳玉珍 鳳山區國富路32號14樓

國富里 07 魏敏雄 鳳山區國富里國富路21巷2弄16號16樓

國富里 08 陳美惠 鳳山區國富里國富路２７-1號１2樓

國富里 09 潘榮獻 鳳山區國富里國富路25號11樓

國富里 10 王賢福 鳳山區國富里國富路21巷2弄4號13樓

國富里 11 陳仁利 鳳山區國富里新富路590巷3號9樓

國富里 12 曾楊辛招 鳳山區國富里國富路590巷7號14樓

國富里 13 陳燕雪 鳳山區國富里國富路２１巷２弄7號15樓

國富里 14 楊淑芬 鳳山區國富里新富路 590巷15號7樓

國富里 15 彭呂雪珍 鳳山區國富里凱旋路300巷15號

國富里 16 邱金桃 鳳山區國富里國富路21巷22號

國富里 17 莊金玉 鳳山區國富里新富路５８６號七樓

國富里 18 莊李秀娥 鳳山區國富里新富路586-1號3樓

武慶里 01 吳石林 鳳山區武慶里武慶二路176巷1弄20-1號

武慶里 02 顏永然 鳳山區武慶里漢慶街149巷9號

武慶里 03 魏麗琴 鳳山區武慶里漢慶街138巷33號

武慶里 04 潘珠琴 鳳山區武慶里漢慶街13-2號

武慶里 05 吳素蘭 鳳山區武慶里漢慶街82巷14號8樓

武慶里 06 王烱旼 鳳山區武慶里漢慶街82巷3號

武慶里 07 吳世玉 鳳山區武慶里漢慶街96巷7號3樓

武慶里 08 陳鳳娟 鳳山區武慶里漢慶街128巷26號

武慶里 09 張葉美華 鳳山區武慶里漢慶街113巷1號

武慶里 10 李秀美 鳳山區武慶里漢慶街103巷11號

武慶里 11 劉美金 鳳山區武慶里新富路53-1號

武慶里 12 蘇顏美卿 鳳山區武慶里漢慶街49巷13號

武慶里 13 潘麗娟 鳳山區武慶里武慶二路142號7樓

武慶里 14 周美足 鳳山區武慶里漢慶街112巷26號

武慶里 15 陳月琴 鳳山區武慶里輜汽南路15號

武慶里 16 林秋田 鳳山區武慶里漢慶街80巷7號

武慶里 17 林水和 鳳山區武慶里漢慶街135號

武慶里 18 黃榮興 鳳山區武慶里輜汽北一路25號

武慶里 19 陳惠秋 鳳山區武慶里漢慶街96巷4號

海洋里 01 李王足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里南福街84號

海洋里 02 王雲南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里海洋二路71巷2號

海洋里 03 劉麗珠 鳳山區海洋里海洋二路８１號

海洋里 04 高金珠 鳳山區海洋里海洋二路９３巷５號

海洋里 05 陳中和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里海洋二路93巷24號

海洋里 06 吳桂卿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里海洋二路99巷10弄7號

海洋里 07 吳宗連 鳳山區海洋里海洋二路127巷1號

海洋里 08 林慶達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里海洋二路127巷22號5樓

海洋里 09 謝文珍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里凱旋路317巷13號

海洋里 10 劉蕭麗香 鳳山區海洋里海洋二路１５７巷１３號

海洋里 11 黃復興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里凱旋路275號

海洋里 12 黃麗玉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里海洋二路165號7樓



海洋里 13 陳淑華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里海洋二路171號14樓

海洋里 14 侯良才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里凱旋路289號8樓

海洋里 15 黃祖誠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里凱旋路299號4樓

海洋里 16 黃淑芬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里凱旋路285之號12樓

海洋里 17 林俐君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里新富路468巷8號

海洋里 18 江致平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里新富路516號12樓

海洋里 19 洪丁燦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里凱旋路339號11樓

海洋里 20 陳宏政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里凱旋路321號4樓

海洋里 21 劉秀惠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里凱旋路317巷18之2號3樓

海洋里 22 呂月鳳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里新富路490號10樓

海洋里 23 鄭燕珊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里新富路494巷6號4樓

海洋里 24 陳慶祥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里南福街180巷10號

海洋里 25 廖金雪 鳳山區海洋里南福街１５６號３樓

海洋里 26 陳日興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里南福街132號4樓

海洋里 27 李季香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里南京路228巷6號8樓

海洋里 28 梁桂蓉 鳳山區海洋里海洋二路８３巷２號

海洋里 29 陳淑麗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里新富路450號4樓

海洋里 30 陳春生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里南京路268號14樓

海洋里 31 韓鵑黛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里南京路248號9樓

海洋里 32 鄭賽金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里南京路228巷1號12樓

新武里 01 黃照得 高雄市鳳山區新武里瑞隆東路232巷4號

新武里 02 翁鄭寳蓮 高雄市鳳山區新武里瑞隆東路268巷12號

新武里 03 歐育豪 高雄市鳳山區新武里武營路52巷18號

新武里 04 邱喜祥 鳳山區新武里武營路５４號

新武里 05 陳翁彩連 鳳山區新武里武營路52巷25弄3號

新武里 06 黃乃亮 鳳山區新武里武營路５２巷２５弄９號

新武里 07 劉崑山 高雄市鳳山區新武里武營路52巷45弄14號

新武里 08 張茂雄 鳳山區新武里武營路106巷49號

新武里 09 陳益宗 鳳山區新武里武營路134巷46號

新武里 10 黃張錦燕 高雄市鳳山區新武里武營路162巷1號

新武里 11 林素 鳳山區新武里崗山北街１１巷３１號

新武里 12 吳志強 高雄市鳳山區新武里武營路52巷70弄16號

新武里 13 王麗紋 高雄市鳳山區新武里瑞隆東路190巷5弄12號6樓

新武里 14 許保全 高雄市鳳山區新武里武營路84巷6弄4之2號

新武里 15 張盛蘭 鳳山區武營路52巷29弄13號

新樂里 01 劉秀珍 鳳山區新樂里海洋一路６○巷２１號４樓

新樂里 03 吳枝南 鳳山區新樂里海洋一路６○巷１８號

新樂里 04 陳束 鳳山區新樂里新昌街７2號

新樂里 05 朱李秀粉 鳳山區新樂里海洋一路44之2號

新樂里 06 吳天寶 鳳山區新樂里新昌街８○巷５－２號

新樂里 07 蔡敏權 高雄市鳳山區新樂里海洋一路24號

新樂里 08 蔡富郎 鳳山區新樂里大明路114巷2號之1

新樂里 09 丁培享 鳳山區新樂里大明路135號4樓

新樂里 10 吳丁祥 鳳山區新樂里新樂街120號5樓



新樂里 11 鍾宏振 鳳山區新樂里大明路９７巷26-2號3樓

新樂里 12 陳冠廷 鳳山區新樂里新樂街１６６號

新樂里 13 吳全崑 鳳山區新樂里新樂街２１１號

新樂里 14 洪志賢 鳳山區新樂里新樂街２５７號

新樂里 15 陳博淵 鳳山區新樂里新強路１７１號

新樂里 16 林清美 鳳山區新樂里新強路125巷20號

新樂里 17 尤振盈 鳳山區新樂里新強路125巷15號

新樂里 18 廖漢梗 鳳山區新樂里大明路１１１之3號3樓

新樂里 19 吳德勝 鳳山區新樂里新強路109號５樓

新樂里 20 吳國課 鳳山區新樂里新樂街９０號

新樂里 21 陳金柳 鳳山區新樂里新康街135號

新樂里 22 江信坤 鳳山區新樂里新康街156號5樓

新樂里 23 李百欽 鳳山區新樂里新康街１６８號

新樂里 24 林麗櫻 鳳山區新樂里海洋一路100號5樓

新泰里 01 鄭建林 鳳山區新泰里海洋二路1號

新泰里 02 孫東條 鳳山區新泰里南京路172號9樓之11

新泰里 03 邱雪峰 鳳山區南京路195號

新泰里 04 黃王玉汝 鳳山區新泰里海洋一路141巷9號

新泰里 05 李世富 鳳山區新泰里新康街186號

新泰里 06 蔡叔娟 鳳山區新泰里新康街２５４巷６號三樓

新泰里 07 莊淑花 高雄市鳳山區新泰里新康街280號5樓

新泰里 08 汪美珠 鳳山區新泰里南京路２４５巷6號

新泰里 09 張豐惠 鳳山區新泰里新富路404號

新泰里 10 林進忠 鳳山區新泰里新康街193號9樓

新泰里 11 翁腰 鳳山區新國街17巷3號11樓

新泰里 12 曾美惠 鳳山區新泰里海洋一路67號5樓

新泰里 13 陳步青 鳳山區新泰里新泰街12號9樓

新泰里 14 陳美緣 鳳山區新泰里新強路65號8樓

新泰里 15 謝照林 鳳山區新泰里新泰街62號

新泰里 16 施龍佑 鳳山區新泰里海洋一路１７巷３號

新泰里 17 劉雀燕 鳳山區新泰里海洋一路15號

新泰里 18 林宥妘 鳳山區海洋二路３７巷２8號

新泰里 19 侯雅美 鳳山區南京路172號6樓之5

新泰里 20 許惠琴 鳳山區新康街254巷7號6樓

新泰里 21 林吳美珍 鳳山區新泰里新富路410號9樓

新泰里 22 張淑媛 鳳山區新泰里新康街２８８巷１號６樓

新泰里 23 李陳玉容 鳳山區新康街187號12樓

新泰里 24 胡金山 鳳山區新國街17巷11號8樓

新泰里 25 李淑賢 鳳山區新泰里新強路３７號八樓

新泰里 26 薛淵流 鳳山區新富路422巷1號6樓

新泰里 27 賴春燕 鳳山區新泰里新泰街32號10樓

新泰里 28 梁心怡 鳳山區新泰里大明路１６０巷２之１號

新泰里 29 謝如萍 鳳山區新泰里新國街6號11樓

新泰里 30 高德明 鳳山區新泰里新富路４２２巷１１號２樓



中崙里 01 羅國清 鳳山區中崙四路7-1號二樓

中崙里 02 王德欽 鳳山區中崙四路23號3樓

中崙里 03 方劉貞 鳳山區中崙二路580巷2號3樓

中崙里 04 陳士斌 鳳山區中崙二路580巷20-1號3樓

中崙里 05 盧許春錦 鳳山區中崙二路580巷7-1號

中崙里 06 劉秀女 鳳山區中崙二路580巷11號3樓

中崙里 07 李錦華 鳳山區中崙里中崙二路５８２巷4－１號5樓

中崙里 08 江李玉蘭 鳳山區中崙二路582巷10-1號5樓

中崙里 09 林順安 鳳山區中崙二路582巷3-1號3樓

中崙里 10 林淑華 鳳山區中崙二路582巷21號7樓

中崙里 11 陳鴛鴦 鳳山區中崙二路584巷2號7樓

中崙里 12 梁晨峰 鳳山區中崙里中崙二路５８４巷２０－１號５樓

中崙里 13 鄭謝秋月 鳳山區中崙里中崙五路２號三樓

中崙里 14 陳薛原美 鳳山區中崙五路141號4樓

中崙里 15 李契賢 鳳山區中崙一路496巷25弄21號

中崙里 16 林宗家 鳳山區中崙里中崙路２號

中榮里 01 陳麗蘭 鳳山區中榮里1鄰中崙二路575巷15之1號

中榮里 02 鄭富娥 鳳山區中榮里中崙二路５７５巷１０號３樓

中榮里 03 邱琦瑄 鳳山區中榮里中崙二路575巷18號5樓

中榮里 04 賴玉惠 鳳山區中榮里中崙二路５７７巷9號5樓

中榮里 05 胡蔡桃 鳳山區中榮里中崙二路５７７巷１７－１號７樓

中榮里 06 林秀如 鳳山區中榮里中崙二路577巷2號4樓

中榮里 07 李劉秀珠 鳳山區中榮里中崙二路577巷20-1號6樓

中榮里 08 鍾黃月桂 鳳山區中榮里中崙二路５７９巷3號3樓

中榮里 09 陳怡璇 鳳山區中榮里中崙二路５７９巷13-1號5樓

中榮里 10 張碧錆 鳳山區中榮里中崙二路５７９巷10號

中榮里 11 潘慶林 鳳山區中榮里中崙二路５７９巷20號

中榮里 12 陳清木 鳳山區中榮里中崙二路５８1巷9號

中榮里 13 李月雲 鳳山區中榮里中崙二路５８１巷13-1號3樓

中榮里 14 李振坤 鳳山區中榮里中崙二路581巷2號五樓

中榮里 15 林秀蘭 鳳山區中榮里中崙二路５８１巷20號2樓

中榮里 16 詹素玲 鳳山區中榮里中崙二路５８３巷3號5樓

中榮里 17 郭味 鳳山區中榮里中崙二路５８３巷15號

中榮里 18 王鴻泰 鳳山區中榮里中崙二路５８３巷10號3樓

中榮里 19 施沛昀 鳳山區中榮里中崙二路５８３巷２6－１號2樓

中榮里 20 林天成 鳳山區中榮里油管路１２－１號

中榮里 21 蘇麗菊 鳳山區中榮里油管路２０巷３號

中榮里 22 孟繁興 鳳山區中榮里油管路3巷10號

中榮里 23 郭宗保 鳳山區中榮里油管路３巷4號

中榮里 24 林碧珠 鳳山區中榮里中崙二路521號

中榮里 25 翁黃秀琴 鳳山區中榮里中崙路660巷18號

中榮里 26 林黃炎嬌 鳳山區中榮里中崙路662巷37號

中榮里 27 邱振崑 鳳山區中崙路６６６巷1號

中榮里 28 林伶娥 鳳山區中榮里中崙二路577巷12號



中榮里 29 侯麗華 鳳山區中榮里中崙二路581巷19號5樓

中榮里 30 嚴鳳瑛 鳳山區中榮里中崙二路581巷１８號７樓

中榮里 31 鄭榮泉 鳳山區中榮里中崙二路５８３巷９號三樓

中民里 01 許駿逸 鳳山區中民里中崙路596之1號

中民里 02 陳順德 鳳山區中民里中崙路578號2樓

中民里 03 洪惠玲 鳳山區中民里中崙路572-1號3樓

中民里 04 周林雪清 鳳山區中民里中崙二路５７４巷14-1號2樓

中民里 05 鄭凱雄 鳳山區中民里中崙二路574巷20號

中民里 06 陳麗雲 鳳山區中民里中崙二路５７４巷２８-1號

中民里 07 廖錦秀 鳳山區中民里中崙二路５７４巷１－１號

中民里 08 王昭榮 鳳山區中民里中崙二路５７４巷１7號

中民里 09 林柑 鳳山區中民里中崙二路５７４巷２7號4樓

中民里 10 林雪婷 鳳山區中民里中崙二路５７６巷14號3樓

中民里 11 劉月娥 鳳山區中民里中崙二路５７６巷18號6樓

中民里 12 黃文誼 鳳山區中民里中崙二路５７６巷３０－１號

中民里 13 王黃貴緣 鳳山區中民里中崙二路５７６巷3-１號7樓

中民里 14 陳黃麗美 鳳山區中民里中崙二路５７６巷13號5樓

中民里 15 許廖阿 鳳山區中民里中崙二路５７６巷２１號5樓

中民里 16 謝明珠 鳳山區中民里中崙二路５７８巷8號5樓

中民里 17 游雪花 鳳山區中民里中崙二路５７８巷20號4樓

中民里 18 李靜診 鳳山區中民里中崙二路５７８巷２6號

中民里 19 鄭佳真 鳳山區中民里中崙二路５７８巷11號3樓

中民里 20 陳蔡月珠 鳳山區中民里中崙二路578巷15號

中民里 21 陳月招 鳳山區中民里中崙二路５７８巷２１號１樓

中民里 22 蔡秀女 鳳山區中民里中崙四路2之1號四樓

中民里 23 張曾秀枝 鳳山區中民里中崙四路２0號4樓

中民里 24 陳真真 鳳山區中民里中崙四路３2-1號6樓

中民里 25 余金子 鳳山區中民里中崙二路552巷30號

中民里 26 陳克韋 鳳山區中民里中崙一路587號

中民里 27 吳謝麗香 鳳山區中民里中崙二路526巷5號

二甲里 01 曾秀芸 鳳山區三商街1６號

二甲里 02 詹陳彩綢 鳳山區林森路336巷47號

二甲里 03 曾德福 鳳山區二甲里鳳南路７２號

二甲里 04 劉方秀英 鳳山區二甲里鳳南路７５號

二甲里 05 趙陳玉觀 鳳山區鳳南路117巷16號

二甲里 06 高千惠 鳳山區鳳南路95號

二甲里 07 李歐皆興 鳳山區南貴街79號

二甲里 08 周林梅連 鳳山區南貴街82號

二甲里 09 黃川碧 鳳山區五甲二路273巷3號

二甲里 10 陳政榮 鳳山區南富街82巷9號

二甲里 11 董玉霞 鳳山區二甲里南富街６８巷１號

二甲里 12 林勇 鳳山區南富街42號

二甲里 13 吳美樺 鳳山區南華路1巷2弄10之2號

二甲里 14 李明全 鳳山區南華路57巷1號



二甲里 15 李靖茹 鳳山區鳳南一路31巷40號

二甲里 16 林宜靜 鳳山區鳳南一路39巷5號

二甲里 17 陳俊文 鳳山區二甲里和成路423號

二甲里 18 吳秋龍 鳳山區林森路404號

二甲里 19 黃陳麗鳳 鳳山區南華路1巷4弄10號

二甲里 20 葉春派 鳳山區林森路329巷13號

二甲里 21 許文郁 鳳山區林森路361巷20號

二甲里 22 李謝芳珍 鳳山區二甲里林森路４４８號

二甲里 23 黃一里 鳳山區鳳南路12號11樓

二甲里 24 王錦錐 鳳山區鳳南路22號4樓

二甲里 25 黃朝順 鳳山區鳳南路22號4樓

二甲里 26 蔡寶珠 鳳山區林森路416巷2號3樓

二甲里 27 郭衣蕙 鳳山區南華一路36號

二甲里 28 林元芳 鳳山區南華一路８２巷１３號

二甲里 29 曾凡桂 鳳山區二甲里南華一路102巷36號

二甲里 30 黃鈺雯 鳳山區和成路571號

二甲里 31 吳佘束梅 鳳山區鳳育路61巷45號

龍成里 01 林劉寶月 鳳山區龍成里龍成路89號

龍成里 02 陳竹梅 鳳山區龍成里南正二路201-1號

龍成里 03 夏月嬌 高雄市鳳山區鎮南街5號

龍成里 04 楊溪河 鳳山區龍成里永和街85巷９號

龍成里 05 劉坤崙 鳳山區龍成里自強二路190巷43號

龍成里 06 簡秋貴 鳳山區龍成里自強二路250號

龍成里 07 李天惠 鳳山區龍成里龍成路１２３巷22號

龍成里 08 方煜程 高雄市鳳山區龍成路163號

龍成里 09 曾洪秀金 鳳山區龍成里龍成路175巷36號

龍成里 10 趙水成 高雄市鳳山區南正二路211巷41號

龍成里 11 楊水煙 鳳山區龍成里龍成路１０９巷９號

龍成里 12 蔡順合 鳳山區龍成里自強二路１９０巷２２弄３之３號

龍成里 13 黃金治 鳳山區龍成里永和街97號

龍成里 14 薛陳金葉 鳳山區龍成里龍成路１４３巷２５號

龍成里 15 林洪善 鳳山區龍成里龍成路175巷60弄1號

龍成里 16 劉坤嶺 鳳山區龍成里自強路１７８號

龍成里 17 陳曾月琴 鳳山區龍成里龍成路８７巷４號

龍成里 18 王俊傑 高雄市鳳山區永和街117號12樓

龍成里 19 羅月娥 鳳山區龍成里自強二路122號6樓

富榮里 01 張簡珠敏 鳳山區富榮里南正一路４８巷３２號

富榮里 02 劉月華 鳳山區富榮里文豐街9-5號

富榮里 03 蔡陳月華 鳳山區富榮里林森路２8７號9樓

富榮里 04 郭穆榮 鳳山區富榮里林森路３１１巷9號

富榮里 05 陳正雄 鳳山區富榮里林森路２９５巷４８號

富榮里 06 楊文成 鳳山區富榮里林森路290巷5號

富榮里 07 劉鳳蘭 鳳山區富榮里三商街１巷２弄１5號

富榮里 08 劉碧玉 鳳山區富榮里南正一路２巷１１弄7號



富榮里 09 王清風 鳳山區富榮里三商街２１號

富榮里 10 戴陳錦霞 鳳山區富榮里南正一路６６－１號

富榮里 11 王李秀玉 鳳山區富榮里南正一路48巷23號9樓

富榮里 12 許楊玉桂 鳳山區富榮里南正一路４８巷６號四樓

富榮里 13 陳秀春 鳳山區富榮里南正一路４８巷８之２號五樓

富榮里 14 魏志華 鳳山區富榮里南正一路48巷16號4樓

富榮里 15 黃鍾來娣 鳳山區富榮里文豐街11巷31弄6號

善美里 01 王振國 鳳山區善美里南正二路１6８號

善美里 02 林毛來金 鳳山區善美里南榮路1巷8弄8號

善美里 03 黃清煌 鳳山區善美里保泰路１６０巷５３號

善美里 04 林方麗蘭 鳳山區善美里南正二路176巷39號

善美里 05 鄭登隆 鳳山區善美里保泰路220巷62號

善美里 06 蔡王綉琴 鳳山區善美里南正二路１５○巷５７號

善美里 07 黃基石 鳳山區善美里保泰路２３○巷３１號

善美里 08 朱武聖 鳳山區善美里南榮路４５巷３號

善美里 09 王桂美 鳳山區善美里南榮路４５巷６２號

善美里 10 陳歐秋 鳳山區善美里保泰路270巷2弄34號

善美里 11 洪萬龍 鳳山區善美里保泰路２８○巷５號

善美里 12 許蓮金 鳳山區善美里保泰路270巷16-1號

善美里 13 魏武宏 鳳山區善美里路７號７樓

善美里 14 蘇陳鳳玲 鳳山區善美里善美路２９巷５之２號

善美里 15 郭雪惠 鳳山區善美里善志街２－４號

善美里 16 黃主宜 鳳山區善美里三商街248號

善美里 17 鄭金桃 鳳山區善美里鳳南路３０３號九樓

善美里 18 郭福重 鳳山區善美里鳳南路２８４號

善美里 19 陳鳳品 鳳山區善美里善和街１１３號１２樓之２

善美里 20 趙佛堪 鳳山區善美里善志街４２號

善美里 21 黃明道 鳳山區善美里華興街30號4樓

善美里 22 蔡信裕 鳳山區善美里南華路171號8樓之3

善美里 23 吳麗卿 鳳山區善美里南榮路147號

善美里 24 傅兆銀 鳳山區善美里保泰路２２０巷２２號

善美里 25 陳枝龍 鳳山區善美里保泰路220巷63號7樓

善美里 26 黃政四 鳳山區善美里南正二路150巷46弄1號3樓

善美里 27 林秋絨 鳳山區善美里保泰路270巷33號

善美里 28 蔡盛源 鳳山區善美里善和街27號12樓

善美里 29 陳添富 鳳山區善美里善士街25號

善美里 30 林淑貞 鳳山區善美里保泰路370巷48號

善美里 31 陳許秀琴 鳳山區善美里善政街16號

善美里 32 吳明煌 鳳山區善美里南華路173號12樓之5

南和里 01 張淑珍 鳳山區南和里五甲二路465巷43號

南和里 02 周高秀鑾 鳳山區南和里五甲二路465巷30號

南和里 03 李郭素戀 鳳山區南和里五甲二路477巷4號

南和里 04 陳秀月 鳳山區南和里南和街4號

南和里 05 黃邱貴美 鳳山區南和里五甲二路515巷37號



南和里 06 林先進 鳳山區南和里五甲二路５１５巷５○號

南和里 07 黃春美 鳳山區南和里南光街187號

南和里 08 葉曉萍 鳳山區南和里五甲二路５４５巷２５號

南和里 09 陳德耀 鳳山區南和里五甲二路545巷26號

南和里 10 許梱 鳳山區南和里五甲二路５６５巷２１號

南和里 11 蕭稻梁 鳳山區南和里林森路121巷36號

南和里 12 許連成 鳳山區南和里林森路１５５巷１０號

南和里 13 呂維哲 鳳山區南和里南光街182巷17號

南和里 14 夏美蓮 鳳山區南和里錦田路166號

南和里 15 張許捒 鳳山區南和里林森路１８５巷３２號

南和里 16 陳曾茶 鳳山區南和里林森路201號

南和里 17 楊郭玉春 鳳山區南和里南和街５２號

南和里 18 林木碧 鳳山區南和里南和街41巷12號

南和里 19 蘇秋湄 鳳山區南和里林森路２６１號

南和里 20 陳郭錦蓮 鳳山區南和里錦田路136號

南和里 21 曹榮松 鳳山區南和里五甲二路451巷30號

南和里 22 謝玉琴 鳳山區南和里林森路１７７號十樓

南和里 23 黃桂蘭 鳳山區南和里林森路１３９巷４６號十二樓

南和里 24 謝羅幼妹 鳳山區南和里南光街240號

福祥里 01 郭英雄 鳳山區福祥里五甲三路２－３號

福祥里 02 蔡雪菁 鳳山區福祥里一致街5號

福祥里 03 陳林玉華 鳳山區福祥里自強二路5巷19-9號

福祥里 04 陳福祥 鳳山區福祥里4鄰福祥街82號

福祥里 05 顏張金滿 鳳山區福祥里二儀街29號

福祥里 06 張李金 鳳山區福祥里三誠路６○巷２４弄２○號

福祥里 07 蕭陳月娥 鳳山區福祥里三誠路６○巷２４弄２４號

福祥里 08 黃淑勤 鳳山區福祥里三誠路６○巷8弄6號

福祥里 09 張文章 鳳山區福祥里三光街３６號

福祥里 10 紀林秋菊 鳳山區福祥里三光街69號

福祥里 11 莊林秀子 鳳山區福祥里四海街１４號

福祥里 12 蔡洪秀霞 鳳山區福祥里四海街８０號

福祥里 13 沈張信 鳳山區福祥里自強二路５巷３○號

福祥里 14 盧昌傑 鳳山區福祥里四海街６２巷１號

福祥里 15 鮑國平 鳳山區福祥里三誠路15號

福祥里 16 辛展勝 鳳山區福祥里三誠路41號

福祥里 17 黃雪美 鳳山區福祥里五甲三路１６４巷４－４號

福祥里 18 徐王錦 鳳山區福祥里福祥街３８號

福祥里 19 賴陳金慧 鳳山區福祥里五甲三路124號

福祥里 20 陳東 鳳山區福祥里福祥街４８－1號

福祥里 21 洪余淑貞 鳳山區福祥里福祥街117號

福祥里 22 胡譚麗卿 鳳山區福祥里福祥街89號6樓

福祥里 23 陳林玉好 鳳山區福祥里福祥街57號

保安里 01 林振靖 鳳山區保安里南華一路53號

保安里 02 蔡辜美 鳳山區保安里南華路東巷75弄11號



保安里 03 黃許玉霞 鳳山區保安里甲智路132號

保安里 04 李貫裕 鳳山區保安里鳳燕一街96號

保安里 05 吳勇廷 鳳山區保安里鳳燕一街1號

保安里 06 林仁安 鳳山區保安里保安二街208號

保安里 07 陳澤合 鳳山區保安里保安二街246巷13號

保安里 08 周瑞田 鳳山區保安里鳳燕二街27號

保安里 09 莊月盆 鳳山區保安里鳳燕二街107號

保安里 10 陳麗娟 鳳山區保安里鳳燕二街102號

保安里 11 李榮男 鳳山區保安里甲智路149號

保安里 12 宋秀珍 鳳山區保安里甲智路122巷21弄5號

保安里 13 邱進地 鳳山區保安里鳳燕一街197號

保安里 14 顏春枝 鳳山區保安里鳳甲二街168號5樓

保安里 15 陳建村 鳳山區保安里鳳甲二街125巷10號6樓

保安里 16 柯乃瑛 鳳山區保安里鳳甲路531號11樓

保安里 17 鄭世宏 鳳山區保安里鳳甲二街163號

保安里 18 陳花伸 鳳山區保安里鳳甲路532號4樓

保安里 19 潘麗娟 鳳山區保安里鳳甲路４７９號

保安里 20 吳國珍 鳳山區保安里鳳甲路390號

保安里 21 張煌昌 鳳山區保安里南華一路83巷18號

保安里 22 曾忠號 鳳山區保安里南華一路123巷82號

保安里 23 郭天助 鳳山區保安里鳳燕一街209巷100號

保安里 24 許智誠 鳳山區保安里鳳甲一街121號十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