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里別 鄰別 姓名 地   址

博仁里 01 黃秀珍 高雄市苓雅區博仁里1鄰五福三路147巷19號

博仁里 03 黃崇恩 高雄市苓雅區博仁里3鄰海邊路96號九樓之４

博仁里 05 周清雄 高雄市苓雅區博仁里5鄰五福三路117之6號

博仁里 06 孟田芝瑛 高雄市苓雅區博仁里6鄰光明街118號

博仁里 07 張嘉修 高雄市苓雅區博仁里7鄰五福三路113號八樓之5

博仁里 09 蘇旺霖 高雄市苓雅區博仁里9鄰成功一路281號

苓洲里 01 陳慶濱 高雄市苓雅區苓洲里1鄰新田路344號

苓洲里 02 顏黃美芳 高雄市苓雅區苓洲里2鄰永明街30號

苓洲里 03 劉侯清標 高雄市苓雅區苓洲里3鄰苓洲巷30之6號

苓洲里 05 錢林玉理 高雄市苓雅區苓洲里5鄰成功一路237巷20號

苓洲里 06 張紀淑真 高雄市苓雅區苓洲里6鄰允文街105號

苓洲里 07 丁孫金惠 高雄市苓雅區苓洲里7鄰成功一路237巷9號二樓

苓洲里 09 鄭文斌 高雄市苓雅區苓洲里9鄰青年二路224號

苓洲里 11 翟湘秋 高雄市苓雅區苓洲里11鄰苓洲巷28之5號

苓洲里 13 蔡曜松 高雄市苓雅區苓洲里13鄰海邊路48號七樓之2

苓洲里 14 任國燕 高雄市苓雅區苓洲里14鄰光明街143號

苓洲里 15 林宏木 苓雅區苓洲里苓洲里15鄰光明街79號十樓之3

苓洲里 16 蕭玉蘭 高雄市苓雅區苓洲里16鄰海邊路53巷22號

苓洲里 17 顏彩寶 高雄市苓雅區苓洲里17鄰光明街87號四樓之2

苓洲里 18 姜蔡蓮 高雄市苓雅區苓洲里18鄰海邊路42號十二樓之5

苓昇里 02 丁德郎 高雄市苓雅區苓昇里2鄰昇平街126號四樓之1

苓昇里 04 曾靜慧 高雄市苓雅區苓昇里4鄰青年二路147號四樓之2

苓昇里 05 周庭鏗 高雄市苓雅區苓昇里5鄰昇平街104號四樓之2

苓昇里 06 李美蓉 高雄市苓雅區苓昇里6鄰昇平街87號

苓昇里 08 陳福榮 高雄市苓雅區苓昇里8鄰苓雅二路160巷22號

高雄市苓雅區鄰長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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苓昇里 09 林麗玲 高雄市苓雅區苓昇里9鄰苓雅二路160巷5號

苓昇里 10 董鳳桃 高雄市苓雅區苓昇里10鄰成功一路209巷46號二樓

苓昇里 12 孫英爖 高雄市苓雅區苓昇里12鄰青年二路163號

苓昇里 15 趙煌榮 高雄市苓雅區苓昇里15鄰苓雅二路174巷1號

苓昇里 16 劉春蘭 高雄市苓雅區苓昇里16鄰永泰路98號

苓昇里 17 蔡芳哲 高雄市苓雅區苓昇里17鄰永平路81號

苓昇里 18 李莊燕珠 高雄市苓雅區苓昇里18鄰昇平街167號

苓昇里 19 張琴珠 高雄市苓雅區苓昇里19鄰永平路94號

苓中里 01 鄭有程 高雄市苓雅區苓中里1鄰苓中路168號四樓

苓中里 02 陳媽福 高雄市苓雅區苓中里2鄰四維四路204號

苓中里 04 蔡志誠 高雄市苓雅區苓中里4鄰永泰路61號十二樓

苓中里 05 葉余時 高雄市苓雅區苓中里5鄰四維四路234號

苓中里 06 黃玉蓮 高雄市苓雅區苓中里6鄰永平路74巷20號四樓

苓中里 07 陳慧智 高雄市苓雅區苓中里7鄰苓中路172號

苓中里 08 黃登科 高雄市苓雅區苓中里8鄰永泰路115之4號

苓中里 09 吳麗華 高雄市苓雅區苓中里9鄰苓中路199號六樓

苓中里 10 黃淑娟 高雄市苓雅區苓中里10鄰永平路46巷8號

苓中里 11 呂岳恭 高雄市苓雅區苓中里11鄰海邊路28號四樓之3

苓雅里 02 余蔡秀月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里2鄰永泰路40號

苓雅里 03 葉玉英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里3鄰四維四路170之6號八樓

苓雅里 07 呂文瑩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里7鄰永泰路78號

苓雅里 08 簡許麗香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里8鄰永泰路84巷9號

苓雅里 10 黃和昌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里10鄰永泰路92號七樓之1

苓雅里 11 徐秀英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里11鄰苓雅二路189巷33號二樓

苓雅里 12 盧李惠菊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里12鄰苓雅二路20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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苓東里 01 陳林惠美 高雄市苓雅區苓東里1鄰苓中路22號

苓東里 02 吳春明 高雄市苓雅區苓東里2鄰苓安路24巷21號

苓東里 03 賴素蘭 高雄市苓雅區苓東里3鄰永平路17號

苓東里 04 顏林阿麗 高雄市苓雅區苓東里4鄰苓中路37號十樓之1

苓東里 05 洪進賢 高雄市苓雅區苓東里5鄰苓安路58號

苓東里 06 丁月桃 高雄市苓雅區苓東里6鄰苓安路24巷8號

苓東里 07 任永炎 高雄市苓雅區苓東里7鄰苓中路21巷3號四樓

苓東里 08 吳陳淑梅 高雄市苓雅區苓東里8鄰苓中路33巷13號二樓

苓東里 09 洪秀淑 高雄市苓雅區苓東里9鄰苓安路24巷4號二樓

苓東里 10 郭顏月 高雄市苓雅區苓東里10鄰苓南路7號七樓之6

苓東里 11 吳艷瓊 高雄市苓雅區苓東里11鄰永平路22號三樓之2

城北里 01 謝美慧 高雄市苓雅區城北里1鄰自強三路53巷65號六樓之1

城北里 02 蘇順肆 高雄市苓雅區城北里2鄰興中二路143號

城北里 04 葉文采 高雄市苓雅區城北里4鄰自強三路27巷15之1號

城北里 05 孫陳素華 高雄市苓雅區城北里5鄰自強三路27巷37號

城北里 06 洪駱玉霞 高雄市苓雅區城北里6鄰永興街126號

城北里 09 曾美玉 高雄市苓雅區城北里9鄰自強三路53巷21號八樓之4

城北里 10 王朝桂 高雄市苓雅區城北里10鄰永興街63號

城北里 12 張簡淑卿 高雄市苓雅區城北里12鄰自強三路53巷47號

城北里 15 李奕霆 高雄市苓雅區城北里15鄰永興街116巷4號

城北里 16 孫曼玲 高雄市苓雅區城北里16鄰華新街46號

城北里 17 邱黃英美 高雄市苓雅區城北里17鄰自強三路81號

城北里 18 許國清 高雄市苓雅區城北里18鄰華新街7之1號

城北里 19 邱朱玉英 高雄市苓雅區城北里19鄰華新街4號

城西里 01 蔡張玉琴 高雄市苓雅區城西里1鄰自強三路80巷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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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西里 02 何素環 高雄市苓雅區城西里2鄰自強三路80巷13號

城西里 03 黃玉美 高雄市苓雅區城西里3鄰永興街8號二樓

城西里 05 林石獅 高雄市苓雅區城西里5鄰城西巷3號

城西里 07 吳金璇 高雄市苓雅區城西里7鄰興中二路77號

城西里 08 蘇霞珍 高雄市苓雅區城西里8鄰中華四路55號八樓之2

城西里 09 劉洪淑華 高雄市苓雅區城西里9鄰城西街38號

城東里 01 陳家綉 高雄市苓雅區城東里1鄰中華四路104號二十樓之2

城東里 02 許月嬌 高雄市苓雅區城東里2鄰興中二路64號

城東里 09 蔡玉秀 高雄市苓雅區城東里9鄰仁義街12號

城東里 11 許明珠 高雄市苓雅區城東里11鄰仁德街52號

城東里 12 張明珠 高雄市苓雅區城東里12鄰四維四路5號八樓之3

城東里 13 郭靜怡 高雄市苓雅區城東里13鄰仁義街21號六樓之6

城東里 14 許金鑾 高雄市苓雅區城東里14鄰仁德街18之4號

城東里 15 郭惠雯 高雄市苓雅區城東里15鄰興忠二街49之2號

城東里 16 凃淑惠 高雄市苓雅區城東里16鄰興中二路7巷9號

城東里 17 黃淑美 高雄市苓雅區城東里17鄰中山二路331號

城東里 18 李美珍 高雄市苓雅區城東里18鄰仁德街19號十四樓

城東里 20 曾美燕 高雄市苓雅區城東里20鄰興中二路54巷20號

城東里 21 甘美女 高雄市苓雅區城東里21鄰仁義街43號三樓

城東里 22 陳鄭貴菊 高雄市苓雅區城東里22鄰興中二路24巷27號

意誠里 01 鄭振成 高雄市苓雅區意誠里1鄰成功二路102號

意誠里 02 陳招雅 高雄市苓雅區意誠里2鄰新光路142號十八樓之1

意誠里 03 何淑華 高雄市苓雅區意誠里3鄰新光路126號六樓之10

意誠里 04 曾尤賜美 高雄市苓雅區意誠里4鄰新光路140巷24號

意誠里 05 桂訓模 高雄市苓雅區意誠里5鄰自強三路5號十六樓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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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誠里 06 高靜如 高雄市苓雅區意誠里6鄰新光路24巷1號八樓之3

意誠里 07 李泰山 高雄市苓雅區意誠里7鄰新光路24巷3之1號

意誠里 08 呂何寶珠 高雄市苓雅區意誠里8鄰新光路28巷18號

意誠里 09 楊哲惠 高雄市苓雅區意誠里9鄰新光路28巷47號

意誠里 10 廖東木 高雄市苓雅區意誠里10鄰中華四路19巷13號九樓之2

意誠里 11 黃國仕 高雄市苓雅區意誠里11鄰三多四路77巷3號

意誠里 12 李一方 高雄市苓雅區意誠里12鄰新光路62巷6號十九樓之1

意誠里 13 尤怡閔 高雄市苓雅區意誠里13鄰新光路62巷10號二十四樓之3

意誠里 14 陳秀麗 高雄市苓雅區意誠里14鄰新光路62巷19號三十樓之2

意誠里 15 馬清忠 高雄市苓雅區意誠里15鄰新光路62巷24號二十八樓之3

意誠里 16 陳林錦葱 高雄市苓雅區意誠里16鄰三多四路77巷12弄6之4 號

意誠里 17 林光茂 高雄市苓雅區意誠里17鄰自強三路52號七樓之11

意誠里 18 孫伊鳳 高雄市苓雅區意誠里18鄰新光路62巷7號十一樓之1

意誠里 19 林梅 高雄市苓雅區意誠里19鄰自強三路20巷5號

鼓中里 03 陳許錦雲 高雄市苓雅區鼓中里3鄰永昌街88號

鼓中里 05 施宗良 高雄市苓雅區鼓中里5鄰永昌街92號

鼓中里 07 陳鄭常子 高雄市苓雅區鼓中里7鄰自強三路134號

鼓中里 08 洪城碧珍 高雄市苓雅區鼓中里8鄰苓雅市場65號

鼓中里 09 詹丁順 高雄市苓雅區鼓中里9鄰苓雅二路83巷38號

鼓中里 13 施月英 高雄市苓雅區鼓中里13鄰永昌街72號

鼓中里 18 林才安 高雄市苓雅區鼓中里18鄰永昌街２號三樓之１

鼓中里 19 林富德 高雄市苓雅區鼓中里19鄰苓雅二路89之1號

鼓中里 20 葉豐松 高雄市苓雅區鼓中里20鄰自強三路120巷2號

鼓中里 21 郭明和 高雄市苓雅區鼓中里21鄰苓雅市場64號

田西里 01 吳文生 高雄市苓雅區田西里1鄰自強三路150巷17號



里別 鄰別 姓名 地   址

高雄市苓雅區鄰長名冊

田西里 02 王黃麗茹 高雄市苓雅區田西里2鄰自強三150巷22號

田西里 03 陳銀河 高雄市苓雅區田西里3鄰苓雅二路82之1號

田西里 04 周靜 高雄市苓雅區田西里4鄰苓雅二路70巷27號

田西里 05 孫清源 高雄市苓雅區田西里5鄰文武三街80號

田西里 07 王吳眞 高雄市苓雅區田西里7鄰自強三路176巷2號

田西里 08 高和珠 高雄市苓雅區田西里8鄰文武三街94號四樓

田西里 09 柯茗元 高雄市苓雅區田西里9鄰苓雅二路70巷43號

田西里 11 吳豐梅 高雄市苓雅區田西里11鄰昇平街5號

田西里 12 郭昭岑 高雄市苓雅區田西里12鄰成功一路202號

田西里 14 林義雄 高雄市苓雅區田西里14鄰成功一路236號五樓

田西里 15 顏吳月燕 高雄市苓雅區田西里15鄰昇平街76號

田西里 16 蔡和春 高雄市苓雅區田西里16鄰自強三路157巷6號

田西里 17 冼文進 高雄市苓雅區田西里17鄰昇平街61號三樓之2

田西里 18 陳水永 高雄市苓雅區田西里18鄰自強三路187巷35號

人和里 01 孫登福 高雄市苓雅區人和里1鄰苓雅二路52號

人和里 02 溫明枝 高雄市苓雅區人和里2鄰仁義街149巷6弄2號

人和里 03 何慶忠 高雄市苓雅區人和里3鄰中華四路220巷9號

人和里 04 許乃仁 高雄市苓雅區人和里4鄰青年二路49之2號

人和里 05 張嘉宏 高雄市苓雅區人和里5鄰仁義街115號

人和里 06 陳廖碧珠 高雄市苓雅區人和里6鄰仁德街144號

人和里 07 邵自安 高雄市苓雅區人和里7鄰苓雅二路69巷41號

人和里 08 吳秋山 高雄市苓雅區人和里8鄰仁德街129號

人和里 09 陳俊宏 高雄市苓雅區人和里9鄰苓雅二路29號

人和里 10 林玉釵 高雄市苓雅區人和里10鄰仁義街166號十二樓之2

人和里 11 曾依宸 高雄市苓雅區人和里11鄰中華四路18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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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里 14 吳文正 高雄市苓雅區人和里14鄰仁義街100號

人和里 15 葉江秀娥 高雄市苓雅區人和里15鄰苓雅二路41巷35號四樓

人和里 16 郭學志 高雄市苓雅區人和里16鄰苓雅二路41巷6號

人和里 17 楊來有 高雄市苓雅區人和里17鄰苓雅二路47號

人和里 18 謝夏麗霞 高雄市苓雅區人和里18鄰四維四路22號五樓之1

人和里 19 吳全員 高雄市苓雅區人和里19鄰中山二路461號五樓之2

人和里 20 陳紀隨 高雄市苓雅區人和里20鄰苓雅二路40之1號

仁政里 01 林碧華 高雄市苓雅區仁政里1鄰苓雅一路410巷18號

仁政里 04 陳進興 高雄市苓雅區仁政里4鄰中興街166號

仁政里 07 蔡盧錦貴 高雄市苓雅區仁政里7鄰文橫二路115巷21號

仁政里 09 王清香 高雄市苓雅區仁政里9鄰仁智街183號

仁政里 10 吳劉綉英 高雄市苓雅區仁政里10鄰中山二路428號

仁政里 11 尹臨德 高雄市苓雅區仁政里11鄰苓雅一路410巷31號

仁政里 13 凃玲玉 高雄市苓雅區仁政里13鄰四維三路198之5號七樓之2

仁政里 16 蔣彩雲 高雄市苓雅區仁政里16鄰苓雅一路369巷37號

仁政里 17 徐秋江 高雄市苓雅區仁政里17鄰仁智街110號二樓

仁政里 18 倪兆勇 高雄市苓雅區仁政里18鄰中興街161號三樓

仁政里 19 周愛群 高雄市苓雅區仁政里19鄰中興街149號五樓

仁政里 20 林啓忠 高雄市苓雅區仁政里20鄰仁智街106巷17號七樓

仁政里 21 許文華 高雄市苓雅區仁政里21鄰文橫二路111號六樓之１ 

仁政里 22 丁數蓮 高雄市苓雅區仁政里22鄰仁智街106巷2號二樓之4 

仁政里 23 陳初美 高雄市苓雅區仁政里23鄰仁智街106巷6號七樓

仁政里 24 陳春永 高雄市苓雅區仁政里24鄰仁智街106巷22號二樓之5

廣澤里 01 孫榮周 高雄市苓雅區廣澤里1鄰中山二路320號五樓之6

廣澤里 02 姜美如 高雄市苓雅區廣澤里2鄰四維三路251號17樓之1



里別 鄰別 姓名 地   址

高雄市苓雅區鄰長名冊

廣澤里 03 張東宮 高雄市苓雅區廣澤里3鄰四維三路261巷35號

廣澤里 04 楊富傑 高雄市苓雅區廣澤里4鄰仁智街63號

廣澤里 05 王陳秀明 高雄市苓雅區廣澤里5鄰興中一路453巷15號

廣澤里 06 廖芳德 高雄市苓雅區廣澤里6鄰仁智街39號

廣澤里 07 胡麗嬌 高雄市苓雅區廣澤里7鄰三多三路222號六樓之4

廣澤里 08 曾洪玉琴 高雄市苓雅區廣澤里8鄰文橫二路9巷24號

廣澤里 09 辜黃翠霞 高雄市苓雅區廣澤里9鄰仁智街16號

廣澤里 10 羅國淵 高雄市苓雅區廣澤里10鄰文橫二路1之1號

廣澤里 11 柳旺生 高雄市苓雅區廣澤里11鄰永樂街181號

廣澤里 12 劉櫻美 高雄市苓雅區廣澤里12鄰永樂街190號

廣澤里 13 洪美雲 高雄市苓雅區廣澤里13鄰興中一路429巷10號

廣澤里 14 陳招賢 高雄市苓雅區廣澤里14鄰文横二路31巷10號

廣澤里 15 尤芳玲 高雄市苓雅區廣澤里15鄰興中一路419號

廣澤里 16 王坤發 高雄市苓雅區廣澤里16鄰仁智街42之1號

廣澤里 17 林蘇美碧 高雄市苓雅區廣澤里17鄰興中一路290號

廣澤里 18 章惠君 高雄市苓雅區廣澤里18鄰文横二路59巷16號

廣澤里 20 王振銘 高雄市苓雅區廣澤里20鄰仁智街64號

廣澤里 21 黃秀霞 高雄市苓雅區廣澤里21鄰永康街202號

廣澤里 22 吳素月 高雄市苓雅區廣澤里22鄰文横二路93巷33號

廣澤里 23 陳輝 高雄市苓雅區廣澤里23鄰文橫二路93巷10號

廣澤里 24 陳新蕊 高雄市苓雅區廣澤里24鄰四維三路209號

美田里 01 江駱寶玉 高雄市苓雅區美田里1鄰苓雅一路336號

美田里 02 楊讚 高雄市苓雅區美田里2鄰中興街65號

美田里 03 劉瓊璘 高雄市苓雅區美田里3鄰林森二路128巷15號

美田里 04 王素月 高雄市苓雅區美田里4鄰林森二路85巷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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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田里 05 廖崇欣 高雄市苓雅區美田里5鄰忠孝二路133號

美田里 06 莊雅婷 高雄市苓雅區美田里6鄰忠孝二路135號

美田里 07 林陳雪梅 高雄市苓雅區美田里7鄰文橫二路88之3號三樓

美田里 08 薛月英 高雄市苓雅區美田里8鄰林森二路85巷55號

美田里 09 鄭李淑珍 高雄市苓雅區美田里9鄰林森二路150巷20之2號

美田里 10 潘許美英 高雄市苓雅區美田里10鄰林森二路128巷7之2號

美田里 11 曾正孝 高雄市苓雅區美田里11鄰林森二路128巷12號五樓

美田里 12 邱楊連娣 高雄市苓雅區美田里12鄰中興街85號

美田里 13 王平妹 高雄市苓雅區美田里13鄰林森二路65巷16號

美田里 14 陳武雄 高雄市苓雅區美田里14鄰林森二路65巷5號

美田里 15 劉國祥 高雄市苓雅區美田里15鄰林森二路57巷18號

美田里 16 劉芳儀 高雄市苓雅區美田里16鄰林森二路57巷19號

美田里 17 劉黃玉盆 高雄市苓雅區美田里17鄰苓雅一路376號

美田里 18 楊適華 高雄市苓雅區美田里18鄰中興街72號

美田里 19 蔡宜樺 高雄市苓雅區美田里19鄰文橫二路90之3號

華堂里 01 蔣文良 高雄市苓雅區華堂里1鄰永福街24號

華堂里 02 郭冠伶 高雄市苓雅區華堂里2鄰忠孝二路85號二樓

華堂里 03 黃沈麗花 高雄市苓雅區華堂里3鄰永樂街118號

華堂里 04 楊黃彩雲 高雄市苓雅區華堂里4鄰林森二路9巷25號

華堂里 05 鄭進藩 高雄市苓雅區華堂里5鄰林森二路9巷28號

華堂里 06 賴萬才 高雄市苓雅區華堂里6鄰興中一路347之3號

華堂里 07 陳素芳 高雄市苓雅區華堂里7鄰永康街116號

華堂里 08 陳秀美 高雄市苓雅區華堂里8鄰林森二路39號

華堂里 09 葉致豪 高雄市苓雅區華堂里9鄰文橫二路82號

華堂里 10 陳英滿 高雄市苓雅區華堂里10鄰林森二路5之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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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堂里 11 劉張素月 高雄市苓雅區華堂里11鄰林森二路102號

華堂里 12 吳蘭 高雄市苓雅區華堂里12鄰永福街59號

華堂里 13 陳夏水油 高雄市苓雅區華堂里13鄰林森二路82巷19號

華堂里 14 李添賢 高雄市苓雅區華堂里14鄰林森二路17巷35之1號

華堂里 15 蘇洪玉梅 高雄市苓雅區華堂里15鄰興中一路258號

華堂里 16 魏瑋 高雄市苓雅區華堂里16鄰林森二路17巷22之2號

華堂里 17 洪蘭香 高雄市苓雅區華堂里17鄰永康街111號五樓

華堂里 18 張金 高雄市苓雅區華堂里18鄰興中一路264之2號

華堂里 19 林洪綉全 高雄市苓雅區華堂里19鄰興中一路260巷9之2號

華堂里 20 陳家琪 高雄市苓雅區華堂里20鄰三多三路218號九樓之1

華堂里 21 董秀美 高雄市苓雅區華堂里21鄰三多三路220號十樓之6

華堂里 22 林小凰 高雄市苓雅區華堂里22鄰文橫二路6號

華堂里 23 李永成 高雄市苓雅區華堂里23鄰興中一路222號五樓之5

華堂里 24 王陳愈媚 高雄市苓雅區華堂里24鄰永樂街115號六樓之2

華堂里 25 張惠美 高雄市苓雅區華堂里25鄰永樂街117號十五樓之1

日中里 01 呂美玲 高雄市苓雅區日中里1鄰忠孝二路61巷14號

日中里 02 林淑鳳 高雄市苓雅區日中里2鄰忠孝二路61巷15號

日中里 03 陳石乾 高雄市苓雅區日中里3鄰永康街60巷8號

日中里 04 孫福安 高雄市苓雅區日中里4鄰永康街59號

日中里 05 施麗珍 高雄市苓雅區日中里5鄰興中一路202之2號

日中里 06 陳黃秋菊 高雄市苓雅區日中里6鄰忠孝二路23號

日中里 07 黃玉真 高雄市苓雅區日中里7鄰忠孝二路19號

日中里 08 陳進煌 高雄市苓雅區日中里8鄰永樂街91號

日中里 09 陳惠敏 高雄市苓雅區日中里9鄰林森二路8巷24號

日中里 10 劉玉柱 高雄市苓雅區日中里10鄰四維三路7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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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里 11 孫福員 高雄市苓雅區日中里11鄰忠孝二路42號

日中里 12 黃王秀惠 高雄市苓雅區日中里12鄰永康街5號

日中里 13 鄭劉金足 高雄市苓雅區日中里13鄰忠孝二路38號

日中里 14 陳燦郎 高雄市苓雅區日中里14鄰興中一路180號

日中里 15 許玉鳳 高雄市苓雅區日中里15鄰興中一路263號

日中里 17 吳忠翰 高雄市苓雅區日中里17鄰永樂街46號

日中里 18 潘健雄 高雄市苓雅區日中里18鄰永樂街33號

日中里 19 李碧月 高雄市苓雅區日中里19鄰忠孝二路8之1號

日中里 20 連秀鳳 高雄市苓雅區日中里20鄰忠孝二路6巷9號

日中里 21 張明溶 高雄市苓雅區日中里21鄰忠孝二路6巷18號

日中里 22 趙琮琳 高雄市苓雅區日中里22鄰仁愛三街213號

日中里 23 王照銘 高雄市苓雅區日中里23鄰仁愛三街235號

普照里 01 邱敏華 高雄市苓雅區普照里1鄰四維三路57巷21號

普照里 02 葉林玉蘭 高雄市苓雅區普照里2鄰仁愛三街222號

普照里 03 黃英貴 高雄市苓雅區普照里3鄰興中一路243巷37號

普照里 04 黃益釘 高雄市苓雅區普照里4鄰三多三路38號

普照里 05 陳三照 高雄市苓雅區普照里5鄰民權一路7巷52號

普照里 06 黃林菊枝 高雄市苓雅區普照里6鄰民權一路39巷38號

普照里 07 李文華 高雄市苓雅區普照里7鄰興中一路223號

普照里 08 顏張素蓮 高雄市苓雅區普照里8鄰永定街36號

普照里 09 林忠舵 高雄市苓雅區普照里9鄰永定街54號

普照里 10 林惠玲 高雄市苓雅區普照里10鄰四維三路67號

普照里 11 蘇清雄 高雄市苓雅區普照里11鄰復興二路31之3號

普照里 12 黃蔡宜倫 高雄市苓雅區普照里12鄰興中一路243巷30號

普照里 13 王素玉 高雄市苓雅區普照里13鄰復興二路2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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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照里 15 鍾勝安 高雄市苓雅區普照里15鄰興中一路98巷7號

普照里 16 陳秀琴 高雄市苓雅區普照里16鄰復興二路72號

普照里 17 鄭逸宏 高雄市苓雅區普照里17鄰復興二路6之2號

普照里 18 陳飛龍 高雄市苓雅區普照里18鄰永定街61號

普照里 19 謝薛秀美 高雄市苓雅區普照里19鄰興中一路219巷41號

普照里 20 陳文亮 高雄市苓雅區普照里20鄰興中一路219巷38號

普照里 21 劉翠娥 高雄市苓雅區普照里21鄰民權一路39巷32弄4號

普照里 22 尤信中 高雄市苓雅區普照里22鄰三多三路68號

普照里 23 馬鄭月嬌 高雄市苓雅區普照里23鄰興中一路185號

普照里 24 曾惠伶 高雄市苓雅區普照里24鄰永富街127號

普照里 25 吳文珠 高雄市苓雅區普照里25鄰民權一路7巷13號三樓

普照里 26 孫瑞山 高雄市苓雅區普照里26鄰興中一路78號

普照里 27 柯智元 高雄市苓雅區普照里27鄰四維三路3號十四樓

普照里 28 王國欽 高雄市苓雅區普照里28鄰永定街87之5號 

普照里 29 王秀枝 高雄市苓雅區普照里29鄰永富街114號

普照里 30 方世雄 高雄市苓雅區普照里30鄰復興二路3號六樓之9

和煦里 01 謝吉田 高雄市苓雅區和煦里1鄰青年一路145號

和煦里 02 謝溫隆 高雄市苓雅區和煦里2鄰苓雅一路270巷19號

和煦里 03 沈瑾怡 高雄市苓雅區和煦里3鄰苓雅一路270巷24之1號五樓

和煦里 04 高美華 高雄市苓雅區和煦里4鄰苓雅一路217號

和煦里 05 許素玲 高雄市苓雅區和煦里5鄰仁愛三街308之12號三樓之1

和煦里 06 洪寶珍 高雄市苓雅區和煦里6鄰仁愛三街308之10號十樓之2

和煦里 07 張振棠 高雄市苓雅區和煦里7鄰仁愛三街308之7號十樓之2

和煦里 08 黃清顯 高雄市苓雅區和煦里8鄰四維三路96號

和煦里 09 黃清泉 高雄市苓雅區和煦里9鄰四維三路11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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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煦里 10 陳文明 高雄市苓雅區和煦里10鄰忠孝二路56巷11號

和煦里 11 吳佳璋 高雄市苓雅區和煦里11鄰仁愛三街277之5號

和煦里 12 張茂榮 高雄市苓雅區和煦里12鄰忠孝二路84巷34號

和煦里 13 林莊敏 高雄市苓雅區和煦里13鄰忠孝二路84巷25號

和煦里 14 洪協發 高雄市苓雅區和煦里14鄰苓雅一路249號

和煦里 15 黃智隆 高雄市苓雅區和煦里15鄰苓雅一路296號

和煦里 17 蘇榮進 高雄市苓雅區和煦里17鄰中興街27號

和煦里 18 蔡宣文 高雄市苓雅區和煦里18鄰青年一路175之1號

和煦里 19 黃國忠 高雄市苓雅區和煦里19鄰中興街2號

和煦里 21 吳連興 高雄市苓雅區和煦里21鄰苓雅一路318巷10弄16號

和煦里 22 蘇進財 高雄市苓雅區和煦里22鄰忠孝二路116巷17號

晴朗里 04 林素美 高雄市苓雅區晴朗里4鄰四維三路8巷57號

晴朗里 05 歐秋楠 高雄市苓雅區晴朗里5鄰復興二路128號三樓之3

晴朗里 06 林和田 高雄市苓雅區晴朗里6鄰四維三路8巷10號

晴朗里 07 吳許美緣 高雄市苓雅區晴朗里7鄰青年一路123巷10號

晴朗里 12 王周美玉 高雄市苓雅區晴朗里12鄰青年一路123巷5號

晴朗里 13 楊若淳 高雄市苓雅區晴朗里13鄰永定街152號

晴朗里 15 楊榮治 高雄市苓雅區晴朗里15鄰永裕街42之2號五樓

晴朗里 16 黃郭春女 高雄市苓雅區晴朗里16鄰民權一路91巷2號

晴朗里 17 黃銀貝 高雄市苓雅區晴朗里17鄰永裕街35號

普天里 01 黃琡媄 高雄市苓雅區普天里1鄰民權一路34號十樓之5

普天里 02 蘇茂雄 高雄市苓雅區普天里2鄰興中一路50號五樓

普天里 04 張佑在 高雄市苓雅區普天里4鄰民權一路26巷29之1號

普天里 05 黃唐綢 高雄市苓雅區普天里5鄰民權一路26巷6號

普天里 07 林清泉 高雄市苓雅區普天里7鄰永富街5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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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天里 08 陳玉伸 高雄市苓雅區普天里8鄰民權一路10巷24號四樓

普天里 09 李妙眞 高雄市苓雅區普天里9鄰民權一路8號

普天里 10 歐月美 高雄市苓雅區普天里10鄰三多二路412號

普天里 11 俞光雄 高雄市苓雅區普天里11鄰學源街27號

普天里 12 劉碧珠 高雄市苓雅區普天里12鄰學源街10號

普天里 13 鄭孫淑珠 高雄市苓雅區普天里13鄰福建街9巷6弄2號

普天里 14 黃淑惠 高雄市苓雅區普天里14鄰福建街51號七樓之2

普天里 15 陳翠全 高雄市苓雅區普天里15鄰永富街25號

普天里 16 林翁金玉 高雄市苓雅區普天里16鄰永富街36之1號

普天里 17 李鳳姿 高雄市苓雅區普天里17鄰褔建街35巷9號

普天里 18 許盧月照 高雄市苓雅區普天里18鄰福建街35巷12之4號

普天里 19 林江素鳳 高雄市苓雅區普天里19鄰興中一路65號

普天里 20 戴家生 高雄市苓雅區普天里20鄰興中一路7巷2號

普天里 21 吳慶源 高雄市苓雅區普天里21鄰興中一路8巷4號

普天里 22 廖明麟 高雄市苓雅區普天里22鄰光華一路35號

林富里 01 李文雄 高雄市苓雅區林富里1鄰光華一路147號

林富里 02 洪清山 高雄市苓雅區林富里2鄰光華一路185號

林富里 03 張碧蓮 高雄市苓雅區林富里3鄰青年一路9巷32號

林富里 04 吳陳碧桃 高雄市苓雅區林富里4鄰四維二路120巷28號

林富里 05 李秀雲 高雄市苓雅區林富里5鄰福建街251號

林富里 06 吳秀卿 高雄市苓雅區林富里6鄰福建街266號

林富里 07 黃子孜 高雄市苓雅區林富里7鄰青年一路29號二十二樓之1

林富里 09 黃松榮 高雄市苓雅區林富里9鄰福建街241巷21弄3號

林富里 11 鄭梁鳳嬌 高雄市苓雅區林富里11鄰維仁街27號

林富里 12 吳敏金 高雄市苓雅區林富里12鄰福建街21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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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苓雅區鄰長名冊

林富里 13 葉旭娟 高雄市苓雅區林富里13鄰苓雅一路25號六樓

林富里 14 周芳枝 高雄市苓雅區林富里14鄰林富街6號六樓

林富里 15 林水蓮 高雄市苓雅區林富里15鄰四維二路148號十五樓2

林圍里 01 鄭弘道 高雄市苓雅區林圍里1鄰光華一路261號八樓之1

林圍里 02 姜林碧娥 高雄市苓雅區林圍里2鄰青年一路10巷5號

林圍里 03 陳惠芬 高雄市苓雅區林圍里3鄰青年一路26號十樓之1

林圍里 04 劉純惠 高雄市苓雅區林圍里4鄰青年一路28號四樓之1

林圍里 05 王靖惠 高雄市苓雅區林圍里5鄰廈門街21之4號

林圍里 06 吳秋月 高雄市苓雅區林圍里6鄰泉州街13號

林圍里 07 高陳美鳳 高雄市苓雅區林圍里7鄰廈門街81號

林圍里 08 黃碧枝 高雄市苓雅區林圍里8鄰民權一路84巷24號

林圍里 09 余忠義 高雄市苓雅區林圍里9鄰泉州街84號之3

林圍里 10 林月霞 高雄市苓雅區林圍里10鄰民權一路90號四樓

林圍里 11 林珆卉 高雄市苓雅區林圍里11鄰民權一路66巷23號二樓

林圍里 12 莊謝華蘭 高雄市苓雅區林圍里12鄰青年一路74號

林圍里 13 陳貞均 高雄市苓雅區林圍里13鄰廈門街29號

林圍里 14 江佳容 高雄市苓雅區林圍里14鄰福建街315號四樓之2

林圍里 15 翁禎佑 高雄市苓雅區林圍里15鄰福建街315號七樓之6

林圍里 16 韓恒心 高雄市苓雅區林圍里16鄰福建街315號七樓之11

林安里 01 林玲玉 高雄市苓雅區林安里1鄰光華一路321號六樓之1

林安里 02 吳麗華 高雄市苓雅區林安里2鄰厦門街8巷33號

林安里 03 吳碧娥 高雄市苓雅區林安里3鄰福建街381號

林安里 04 黃張端端 高雄市苓雅區林安里4鄰福建街377巷14之4號

林安里 05 呂雪梅 高雄市苓雅區林安里5鄰五福一路133號

林安里 07 吳黃月紅 高雄市苓雅區林安里7鄰民權一路120巷3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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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安里 08 曾晉祥 高雄市苓雅區林安里8鄰惠安街29號四樓

林安里 09 鄧林月娥 高雄市苓雅區林安里9鄰福建街361巷14號二樓

林安里 10 黃顏月圓 高雄市苓雅區林安里10鄰金門街94號

林安里 12 王劉美英 高雄市苓雅區林安里12鄰金門街45號

林安里 13 劉陳春梅 高雄市苓雅區林安里13鄰惠安街68號

林安里 14 許淑雯 高雄市苓雅區林安里14鄰民權一路96巷27號

林安里 15 馬芳蘭 高雄市苓雅區林安里15鄰厦門街100號

光華里 01 吳淑華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里1鄰林西街97號

光華里 02 石凱文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里2鄰光華二路398號

光華里 03 黃郭雪梅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里3鄰光華二路390巷17之2號

光華里 04 陳加仁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里4鄰林西街117巷26號

光華里 05 顏阿文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里5鄰林西街117巷27號

光華里 06 黃福忠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里6鄰林西街109巷17號

光華里 07 沈國昌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里7鄰廣州二街47號

光華里 08 何政鴻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里8鄰廣州二街3巷10號三樓

光華里 09 潘許素蘭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里9鄰光華二路390巷14弄4號

光華里 10 謝財旺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里10鄰光華二路342號

林興里 01 李驊家 高雄市苓雅區林興里1鄰三多二路327號

林興里 02 李陳秋香 高雄市苓雅區林興里2鄰光華二路412號

林興里 03 邱彩娥 高雄市苓雅區林興里3鄰林西街94號

林興里 04 張志斌 高雄市苓雅區林興里4鄰廣州二街125號

林興里 05 黃瓊嬅 高雄市苓雅區林興里5鄰廣州二街123巷24號

林興里 06 鄭王香 高雄市苓雅區林興里6鄰三多二路333巷4號

林興里 08 洪玉鳳 高雄市苓雅區林興里8鄰廣州二街123巷1弄15號

林興里 09 陳蔡敏 高雄市苓雅區林興里9鄰三多二路333巷1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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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興里 10 王水松 高雄市苓雅區林興里10鄰廣州二街116號

林興里 11 李登茂 高雄市苓雅區林興里11鄰廣東二街137巷1號

林興里 12 王鄭秀珠 高雄市苓雅區林興里12鄰廣東二街137巷21號三樓

林興里 13 李林寶瓊 高雄市苓雅區林興里13鄰林西街48巷3號

林興里 14 徐文玲 高雄市苓雅區林興里14鄰廣州二街86巷30號

林興里 15 黃桂蘭 高雄市苓雅區林興里15鄰林西街44號

林興里 16 王陳桂圓 高雄市苓雅區林興里16鄰廣東二街123巷4弄11號

林興里 17 吳崇銘 高雄市苓雅區林興里17鄰廣東二街103巷4號

林興里 19 洪德利 高雄市苓雅區林興里19鄰廣東二街137巷18號三樓

林興里 20 陳美吟 高雄市苓雅區林興里20鄰三多二路269號

林華里 01 巫金月 高雄市苓雅區林華里1鄰廣東二街130巷24號

林華里 02 張平和 高雄市苓雅區林華里2鄰廣東二街112巷2號之1

林華里 03 鄭寶珍 高雄市苓雅林華里3鄰廣東二街112巷2弄11號

林華里 04 李月秀 高雄市苓雅區林華里4鄰廣東二街74巷23號

林華里 05 陳張素真 高雄市苓雅區林華里5鄰廣東二街74巷6弄6號

林華里 06 廖竟雅 高雄市苓雅區林華里6鄰廣東二街77巷14號二樓

林華里 07 陳淑媛 高雄市苓雅區林華里7鄰和平二路377號七樓之2

林華里 08 郭陳罔樓 高雄市苓雅區林華里8鄰廣州二街84號

林華里 09 陳王惠琴 高雄市苓雅區林華里9鄰林西街47號二樓

林華里 10 吳聰一 高雄市苓雅區林華里10鄰廣東二街55巷23號

林華里 11 呂家盉 高雄市苓雅區林華里11鄰廣東二街35巷37號

林華里 12 呂笠盉 高雄市苓雅區林華里12鄰廣東二街13巷38弄4號

林華里 13 吳玉表 高雄市苓雅區林華里13鄰廣西路100號

林華里 14 郭尹秀娥 高雄市苓雅區林華里14鄰廣東二街83號二樓

林華里 15 車金秀 高雄市苓雅區林華里15鄰廣東二街1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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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華里 16 吳國清 高雄市苓雅區林華里16鄰廣東二街50巷1號

林華里 17 許雅雯 高雄市苓雅區林華里17鄰廣東二街26巷29號

林華里 18 余清巖 高雄市苓雅區林華里18鄰廣東二街2巷17之1號

林華里 19 王月英 高雄市苓雅區林華里19鄰廣西路4巷9號

林華里 20 林俊宏 高雄市苓雅區林華里20鄰廣東二街114號

林華里 21 蘇又琳 高雄市苓雅區林華里21鄰廣東二街77巷26之4號

林華里 22 翁漢宏 高雄市苓雅區林華里22鄰廣東二街77巷1弄6號

林華里 23 謝鄭春美 高雄市苓雅區林華里23鄰廣西路4巷66號

林華里 24 黃鳳珠 高雄市苓雅區林華里24鄰廣西4巷2之1號七樓

林華里 25 潘李水柳 高雄市苓雅區林華里25鄰廣東二街50巷26號

林西里 03 王蘇月女 高雄市苓雅區林西里3鄰三多二路142號

林西里 04 蘇明賜 高雄市苓雅區林西里4鄰廣東一街11巷39弄7號

林西里 05 郭許轉治 高雄市苓雅區林西里5鄰光華一路30號

林西里 06 歐林淑惠 高雄市苓雅區林西里6鄰光華一路34巷25號

林西里 07 周平和 高雄市苓雅區林西里7鄰廣東一街13號

林西里 08 洪惠政 高雄市苓雅區林西里8鄰三多二路218巷5弄21號

林西里 09 蔡文正 高雄市苓雅區林西里9鄰三多二路218巷19弄20號

林西里 10 王光全 高雄市苓雅區林西里10鄰光華一路34巷27之3號

林西里 11 劉家和 高雄市苓雅區林西里11鄰五權街105之5號

林西里 12 郭清富 高雄市苓雅區林西里12鄰廣東一街3巷29號

林西里 13 陳榮華 高雄市苓雅區林西里13鄰廣東一街16巷22號

林西里 15 陳善 高雄市苓雅區林西里15鄰和平一路11巷28之3號

林西里 16 李細琴 高雄市苓雅區林西里16鄰和平一路39巷13號

林西里 18 黃盧美 高雄市苓雅區林西里18鄰和平一路41號

林西里 19 方淑美 高雄市苓雅區林西里19鄰五權街65號二樓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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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西里 20 蔡智福 高雄市苓雅區林西里20鄰廣東一街30號

林中里 01 葉桂美 高雄市苓雅區林中里1鄰光華一路76號

林中里 03 方麒麟 高雄市苓雅區林中里3鄰光華一路80巷35號

林中里 04 陳英豪 高雄市苓雅區林中里4鄰光華一路100巷28號

林中里 05 王楊碧鑾 高雄市苓雅區林中里5鄰光華一路100巷33號

林中里 06 莊幸眞 高雄市苓雅區林中里6鄰廣州一街61號

林中里 07 陳俊福 高雄市苓雅區林中里7鄰廣東一街49巷46號

林中里 08 曾艷櫻 高雄市苓雅區林中里8鄰廣東一街69巷46之1號

林中里 09 陳威州 高雄市苓雅區林中里9鄰五權街190巷5號

林中里 10 方怡雯 高雄市苓雅區林中里10鄰五權街150號

林中里 11 方碧 高雄市苓雅區林中里11鄰和平一路109巷24號

林中里 12 何新安 高雄市苓雅區林中里12鄰和平一路129巷26號

林中里 13 何俊義 高雄市苓雅區林中里13鄰和平一路129巷25號

林中里 14 林秀蘭 高雄市苓雅區林中里14鄰廣東一街69巷16號

林中里 15 黃清榮 高雄市苓雅區林中里15鄰廣東一街104巷25號

林中里 16 謝郭秀娥 高雄市苓雅區林中里16鄰四維二路123號

林中里 17 蘇建通 高雄市苓雅區林中里17鄰廣東一街91巷29號

林中里 18 陳文寧 高雄市苓雅區林中里18鄰四維二路151之38號

林中里 19 蔡陳秋蘭 高雄市苓雅區林中里19鄰廣州一街106巷7號

林中里 20 陳王艷齡 高雄市苓雅區林中里20鄰光華一路122巷36號

林中里 21 陳李阿香 高雄市苓雅區林中里21鄰四維二路173號

林中里 22 方卜正 高雄市苓雅區林中里22鄰光華一路124號

林中里 23 林銘祥 高雄市苓雅區林中里23鄰和平一路89巷45號二樓

林中里 24 張麗華 高雄市苓雅區林中里24鄰廣東一街68之1號

林中里 25 莊洪發 高雄市苓雅區林中里25鄰和平一路109巷3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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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泉里 01 孫山永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里1鄰和平一路147之4號三樓

林泉里 02 方再輝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里2鄰和平一路143號三樓之2

林泉里 03 曾錦堂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里3鄰林泉街9號

林泉里 04 王李素禎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里4鄰和平一路145巷4之1號

林泉里 05 張愛玉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里5鄰廣東一街114號

林泉里 06 歐雪花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里6鄰四維二路94之8號

林泉里 07 黃金裕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里7鄰林泉街53號六樓

林泉里 08 李倡義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里8鄰區林泉街59號

林泉里 09 蘇錦樟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里9鄰廣州一街130號四樓

林泉里 10 黃雅萍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里10鄰廣州一街122巷6號

林泉里 11 吳文龍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里11鄰四維二路96之2號三樓之1

林泉里 13 陳麗香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里13鄰廣州一街123之1號五樓

林泉里 14 許明是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里14鄰四維二路108巷2號四樓

林泉里 15 洪遠生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里15鄰四維二路110之3號三樓

林泉里 16 黃偉珉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里16鄰四維二路114之2號

林泉里 18 吳清敏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里18鄰林泉街171號

林南里 01 謝林金 高雄市苓雅區林南里1鄰林泉街22巷17弄3號

林南里 02 黃陳素惠 高雄市苓雅區林南里2鄰林泉街22巷13弄2之8號

林南里 03 蔡素蓮 高雄市苓雅區林南里3鄰林泉街22巷13弄7之3號

林南里 04 許章仁 高雄市苓雅區林南里4鄰林泉街22巷9弄2之7號

林南里 05 張淑棉 高雄市苓雅區林南里5鄰林德街9之2號

林南里 06 楊大池 高雄市苓雅區林南里6鄰林泉街8巷7弄10號

林南里 07 張金舟 高雄市苓雅區林南里7鄰林泉街8巷7弄7之8號

林南里 08 胡家瑜 高雄市苓雅區林南里8鄰林泉街8巷3弄2之3號

林南里 09 李家雯 高雄市苓雅區林南里9鄰林泉街8巷3弄7之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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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苓雅區鄰長名冊

林南里 10 吳林美姬 高雄市苓雅區林南里10鄰林泉街20之9號

林南里 11 蔡曉峯 高雄市苓雅區林南里11鄰林泉街8巷26號二樓

林南里 12 許正良 高雄市苓雅區林南里12鄰和平一路149之3號

林南里 13 陳明吟 高雄市苓雅區林南里13鄰林泉街34號三樓

林南里 14 曾子雲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里14鄰林南街38巷9弄1號二樓

林南里 15 房智偉 高雄市苓雅區林南里15鄰林泉街40號四樓

林南里 16 趙炳銘 高雄市苓雅區林南里16鄰林泉街35號四樓之4

林南里 17 吳郭仙女 高雄市苓雅區林南里17鄰林泉街38巷11號十樓之1

林南里 18 郭琍葳 高雄市苓雅區林南里18鄰林泉街38巷9弄4號十二樓

林南里 20 蔡美蓉 高雄市苓雅區林南里20鄰林德街37號三樓之4

林南里 21 蔡劉美珠 高雄市苓雅區林南里21鄰廣州一街133號

林南里 22 余梅雪 高雄市苓雅區林南里22鄰林泉街80巷17號五樓

林南里 23 范葉桂妹 高雄市苓雅區林南里23鄰林泉街98巷6號二樓

林南里 24 黃勝智 高雄市苓雅區林南里24鄰光華一路148之26號

中正里 01 楊秀卿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里1鄰五福一路77號十樓之3

中正里 02 洪寶玉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里2鄰五福一路81巷9號四樓

中正里 03 蘇黃春菊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里3鄰廣州一街153之3號四樓

中正里 04 方閏餘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里4鄰林南街8號七樓之2

中正里 05 張金齡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里5鄰林南街10巷24號四樓

中正里 06 張麗珍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里6鄰林南街10巷13號三樓

中正里 07 李倖慧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里7鄰林南街20巷12號六樓

中正里 08 劉史錦戀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里8鄰林南街20巷5號

中正里 09 黃仙桃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里9鄰林南街22號五樓之2

中正里 10 謝松年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里10鄰光華一路148之97號七樓

中正里 11 蔡玉純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里11鄰林南街13之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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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里 12 宋哲安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里12鄰林南街27巷9號

中正里 13 鄭秀惠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里13鄰林南街29號七樓之4

中正里 14 洪三妹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里14鄰青年一路2之3號

中正里 15 方高震儀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里15鄰青年一路1之4號四樓

中正里 16 鄭雪英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里16鄰青年一路4巷5號

中正里 17 張維珊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里17鄰廣州一街141之6號

中正里 18 李碧華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里18鄰林德街18號三樓

中正里 19 顏泰山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里19鄰林德街10巷12號

中正里 20 莊榮保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里20鄰林德街26巷14號二樓

中正里 21 李洪淑珍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里21鄰林德街26巷17號一樓

中正里 22 鄭西棻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里22鄰光華一路148之82號十七樓之３

尚義里 03 潘麗娟 高雄市苓雅區尚義里3鄰尚禮街38巷41號三樓

尚義里 04 吳秀芳 高雄市苓雅區尚義里4鄰尚禮街14巷3弄5號

尚義里 05 黃洪錦蓮 高雄市苓雅區尚義里5鄰尚禮街14巷20號

尚義里 06 孫廖秀香 高雄市苓雅區尚義里6鄰民族二路4巷54號

尚義里 07 黃淑敏 高雄市苓雅區尚義里7鄰中正二路83號五樓之2

尚義里 08 吳英端 高雄市苓雅區尚義里8鄰中正二路139號三樓之3

尚義里 09 王靜密 高雄市苓雅區尚義里9鄰中正二路161號四樓之6

尚義里 10 連麗雲 高雄市苓雅區尚義里10鄰尚義街35號

尚義里 11 蔡美雲 高雄市苓雅區尚義里11鄰尚禮街10號

尚義里 12 黃金寶 高雄市苓雅區尚義里12鄰尚禮街7號

尚義里 13 郭謝秀慎 高雄市苓雅區尚義里13鄰光華一路172巷10號

尚義里 14 王素珍 高雄市苓雅區尚義里14鄰光華一路152巷2號

尚義里 15 王李珠敏 高雄市苓雅區尚義里15鄰尚志街7號

尚義里 16 朱則振 高雄市苓雅區尚義里16鄰光華一路16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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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義里 17 楊招玲 高雄市苓雅區尚義里17鄰五福一路8號

尚義里 18 宗張葆華 高雄市苓雅區尚義里18鄰中正二路９３號三樓之２

尚義里 19 曾映瑋 高雄市苓雅區尚義里19鄰中正二路103號十一樓之2

尚義里 20 廖穎玲 高雄市苓雅區尚義里20鄰中正二路173號八樓之4

同慶里 02 蘇國明 高雄市苓雅區同慶里2鄰和平一路138號五樓

同慶里 03 王秋玲 高雄市苓雅區同慶里3鄰同慶路98號八樓

同慶里 04 陳奕妏 高雄市苓雅區同慶里4鄰同慶路63號九樓

同慶里 05 吳富雄 高雄市苓雅區同慶里5鄰凱旋二路103巷11號

同慶里 06 張黃玉卿 高雄市苓雅區同慶里6鄰凱旋二路93巷19號

同慶里 08 白榮祥 高雄市苓雅區同慶里8鄰凱旋二路77巷31號

同慶里 09 蔡小翠 高雄市苓雅區同慶里9鄰凱旋二路79巷3號

同慶里 10 陳癸華 高雄市苓雅區同慶里10鄰凱旋二路79巷8之2號

同慶里 11 朱有桂 高雄市苓雅區同慶里11鄰凱旋二路81巷9之2號

同慶里 12 詹朱秋梅 高雄市苓雅區同慶里12鄰凱旋二路81巷4之1號

同慶里 13 陳玲 高雄市苓雅區同慶里13鄰凱旋二路83巷5號

同慶里 14 鄧陳秀春 高雄市苓雅區同慶里14鄰凱旋二路81巷18號

同慶里 15 邱仁治 高雄市苓雅區同慶里15鄰四維二路54巷2號三樓之3

同慶里 16 蔡宗孝 高雄市苓雅區同慶里16鄰同慶里四維二路2號

凱旋里 01 蕭勝寶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里1鄰和平一路186巷33號

凱旋里 02 李佩臻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里2鄰江都街71號二樓

凱旋里 03 許黃金雀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里3鄰和平一路158號

凱旋里 04 歐鄭淑麗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里4鄰和平一路144巷13號

凱旋里 06 陸美華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里6鄰凱旋二路113巷41號

凱旋里 07 潘麗娥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里7鄰凱旋二路143巷24號四樓

凱旋里 08 陳青美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里8鄰江都街4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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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旋里 09 黃子倩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里9鄰凱旋二路133巷41號

凱旋里 10 黃邱麗鳳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里10鄰凱旋二路143巷65號

凱旋里 11 顏士欽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里11鄰凱旋二路133巷10號

凱旋里 12 吳典穎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里12鄰江都街22號

凱旋里 13 黃湘萍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里13鄰凱旋二路113巷8號

凱旋里 14 賈聖玫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里14鄰凱旋二路103巷4號

凱旋里 15 汪開蒂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里15鄰凱旋二路143巷2號四樓

凱旋里 16 俞蘋紘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里16鄰五福一路17號七樓

凱旋里 17 劉怡琴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里17鄰五褔一路29號三樓

凱旋里 18 陳春蓮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里18鄰五福一路47號五樓之10

安祥里 05 黃素雲 高雄市苓雅區安祥里5鄰中東街11巷11號

安祥里 06 王麗芳 高雄市苓雅區安祥里6鄰凱旋一路13號

安祥里 07 葉寶蓮 高雄市苓雅區安祥里7鄰凱旋一路9巷2弄2號

安祥里 09 李青齡 高雄市苓雅區安祥里9鄰泰成街25號十樓

安祥里 11 陳紅柿 高雄市苓雅區安祥里11鄰中正二路56巷19號

安祥里 12 陳雪珠 高雄市苓雅區安祥里12鄰泰豐街16巷2號五樓

安祥里 13 王郭玉琴 高雄市苓雅區安祥里13鄰泰順街37號

安祥里 14 詹秀綢 高雄市苓雅區安祥里14鄰六合路57號

安祥里 16 黃桂葉 高雄市苓雅區安祥里16鄰河南路271巷4號

安祥里 17 邱蕭秀美 高雄市苓雅區安祥里17鄰和平一路288巷5號

安祥里 18 陳永賢 高雄市苓雅區安祥里18鄰中東街13號

安祥里 19 蕭秀華 高雄市苓雅區安祥里19鄰和平一路288巷4之1號

安祥里 20 張麗華 高雄市苓雅區安祥里20鄰六合路58號四樓之1

安祥里 21 盧怡卉 高雄市苓雅區安祥里21鄰中東街52號

安祥里 22 呂振隆 高雄市苓雅區安祥里22鄰中正二路56巷33弄6號五樓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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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祥里 23 童綉淯 高雄市苓雅區安祥里23鄰泰順街28號

安祥里 24 林佩芸 高雄市苓雅區安祥里24鄰泰順街66號六樓之7

安祥里 25 黃素麗 高雄市苓雅區安祥里25鄰泰順街3號十一樓之2

安祥里 26 陳李金治 高雄市苓雅區安祥里26鄰中正二路56巷36號

奏捷里 01 戴榮華 高雄市苓雅區奏捷里1鄰安業路30號

奏捷里 02 鄭瑞祥 高雄市苓雅區奏捷里2鄰河南路157巷13之1號

奏捷里 04 高光輝 高雄市苓雅區奏捷里4鄰河南路149號

奏捷里 05 江李淑梅 高雄市苓雅區奏捷里5鄰同慶路8號三樓之2

奏捷里 06 廖李春梅 高雄市苓雅區奏捷里6鄰河南路178巷5號

奏捷里 07 宋宜芸 高雄市苓雅區奏捷里7鄰四維一路274號三樓

奏捷里 08 吳春梅 高雄市苓雅區奏捷里8鄰四維一路272巷1號六樓

奏捷里 09 宋哲賢 高雄市苓雅區奏捷里9鄰四維一路240號

奏捷里 10 管秀明 高雄市苓雅區奏捷里10鄰福德路189巷5號

奏捷里 11 何陳秀絨 高雄市苓雅區奏捷里11鄰福德三路233號

奏捷里 12 吳阿秀 高雄市苓雅區奏捷里12鄰福壽街167巷47號

奏捷里 13 呂銀川 高雄市苓雅區奏捷里13鄰河南路126號

奏捷里 14 魏王桃 高雄市苓雅區奏捷里14鄰河南路129號

奏捷里 15 張昭治 高雄市苓雅區奏捷里15鄰河南路135巷3之2號

奏捷里 16 馮鈺雅 高雄市苓雅區奏捷里16鄰河南路143巷9號

福壽里 01 簡素涵 高雄市苓雅區福壽里1鄰四維一路144號

福壽里 02 莊皆得 高雄市苓雅區福壽里2鄰四維一路200號

福壽里 03 謝高義 高雄市苓雅區福壽里3鄰褔德三路118巷2號

福壽里 04 謝蘇寶猜 高雄市苓雅區福壽里4鄰福德三路118巷42號

福壽里 05 謝玉欽 高雄市苓雅區福壽里5鄰福德三路118巷11號

福壽里 06 黃彩雲 高雄市苓雅區福壽里6鄰福壽街145巷1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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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壽里 07 陳福田 高雄市苓雅區福壽里7鄰福德三路164號

福壽里 08 陳淑芬 高雄市苓雅區福壽里8鄰福壽街145巷38號

福壽里 09 李真真 高雄市苓雅區福壽里9鄰福壽街143號

福壽里 10 郭黃寶珠 高雄市苓雅區福壽里10鄰福壽街118號

福壽里 11 董志逹 高雄市苓雅區福壽里11鄰福壽街170號

福壽里 12 劉私記 高雄市苓雅區福壽里12鄰河南路62之1號

福壽里 13 張芸瑄 高雄市苓雅區福壽里13鄰河南路82號

福壽里 14 洪清課 高雄市苓雅區福壽里14鄰福安路315號

福壽里 15 林蔡敏涼 高雄市苓雅區福壽里15鄰河北路113巷3號

福壽里 16 劉黃月娥 高雄市苓雅區福壽里16鄰河北路105號

福壽里 17 李姿儀 高雄市苓雅區福壽里17鄰河北路86號

福壽里 18 李銃洲 高雄市苓雅區福壽里18鄰河北路87巷21之1號

福壽里 19 方英駿 高雄市苓雅區福壽里19鄰河北路97巷3號

福壽里 20 陳燕雪 高雄市苓雅區福壽里20鄰福安路255號

福南里 01 林吟珮 高雄市苓雅區福南里1鄰福安路452號

福南里 02 黃明輝 高雄巿苓雅區福南里2鄰福安路482號

福南里 03 陳柯阿金 高雄市苓雅區福南里3鄰福安路385號

福南里 04 林怡菲 高雄市苓雅區福南里4鄰河北路147號

福南里 05 張美慧 高雄市苓雅區福南里5鄰福安路462巷50號

福南里 06 張智詠 高雄市苓雅區福南里6鄰中正一路251巷2弄1號

福南里 07 杜秀香 高雄市苓雅區福南里7鄰福德三路335巷2弄1號

福南里 08 沈天成 高雄市苓雅區福南里8鄰中正一路251巷2弄44號

福南里 09 顏光明 高雄市苓雅區福南里9鄰福安路372號

福南里 10 周坤泉 高雄市苓雅區福南里10鄰福安路462巷25弄6號

福南里 11 黃宋全 高雄市苓雅區福南里11鄰福安路462巷27弄1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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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南里 12 楊麗紅 高雄市苓雅區福南里12鄰福德三路317巷24號

福南里 13 陳秀美 高雄市苓雅區福南里13鄰福德三路335巷11號

福南里 15 鄭富祥 高雄市苓雅區福南里15鄰福德三路349號

福南里 16 胡順成 高雄市苓雅區福南里16鄰福德三路353巷50號

福南里 17 謝麗琴 高雄市苓雅區福南里17鄰福安路500號

福南里 18 黃秋萍 高雄市苓雅區福南里18鄰福德三路305巷45號

福南里 23 陳品均 高雄市苓雅區福南里23鄰福安路433號

福南里 24 王文輝 高雄市苓雅區福南里24鄰河北路170號

福南里 25 蔡雅玲 高雄市苓雅區福南里25鄰福安路495號

福南里 26 林忠信 高雄市苓雅區福南里26鄰福安路493巷5號

五權里 01 蘇張翠碧 高雄市苓雅區五權里1鄰大順三路11巷14號

五權里 02 陳永興 高雄市苓雅區五權里2鄰大順三路11巷10弄5號

五權里 03 黃玉蕊 高雄市苓雅區五權里3鄰大順三路21號

五權里 04 黃吳富美 高雄市苓雅區五權里4鄰大順三路47巷20號

五權里 05 蘇明魯 高雄市苓雅區五權里5鄰建國一路265號

五權里 06 洪居福 高雄市苓雅區五權里6鄰武廟路286號

五權里 07 彭羅金妹 高雄市苓雅區五權里7鄰建國一路203巷2弄12號  

五權里 08 項秀竹 高雄市苓雅區五權里8鄰建國一路203巷4弄8之3號 

五權里 09 蔡玉琴 高雄市苓雅區五權里9鄰建國一路203巷4弄7號 

五權里 10 卓吳顏珍 高雄市苓雅區五權里10鄰武廟路246號

五權里 11 李毓琇 高雄市苓雅區五權里11鄰建國一路199巷5號

五權里 12 張淑貞 高雄市苓雅區五權里12鄰河北路201號

五權里 13 于文心 高雄市苓雅區五權里13鄰建國一路231巷2弄14號

五權里 14 蘇素玉 高雄市苓雅區五權里14鄰武廟路199號十樓

五權里 15 陳麗華 高雄市苓雅區五權里15鄰武聖路23巷10號五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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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權里 16 鄭素美 高雄市苓雅區五權里16鄰武聖路15巷1號四樓

民主里 01 黃寶珠 高雄市苓雅區民主里1鄰憲政路111巷27號

民主里 02 林李彩桃 高雄市苓雅區民主里2鄰樂仁路23巷5之2號

民主里 03 詹梅櫻 高雄市苓雅區民主里3鄰樂仁路19號

民主里 04 劉美枝 高雄市苓雅區民主里4鄰樂仁路8號

民主里 05 王朝生 高雄市苓雅區民主里5鄰樂善街19號

民主里 06 鄭富駿 高雄市苓雅區民主里6鄰建國一路328巷15號

民主里 07 施金英 高雄市苓雅區民主里7鄰行信路6號

民主里 08 謝寶貴 高雄市苓雅區民主里8鄰樂仁路80巷2之1號

民主里 09 王正一 高雄市苓雅區民主里9鄰大順三路201號

民主里 10 李黃碧如 高雄市苓雅區民主里10鄰樂仁路58號

民主里 11 李月香 高雄市苓雅區民主里11鄰大順三路229號

民主里 12 王劉秋香 高雄市苓雅區民主里12鄰大順三路281巷25號

民主里 13 廖黃美 高雄市苓雅區民主里13鄰樂仁路144巷37號

民主里 14 張賢彬 高雄市苓雅區民主里14鄰大順三路281巷50號

民主里 15 陳梱 高雄市苓雅區民主里15鄰樂仁路125巷6弄17號

民主里 16 江美惠 高雄市苓雅區民主里16鄰憲昌路51號

民主里 17 吳貴葉 高雄市苓雅區民主里17鄰憲昌路39巷20號

民主里 18 陳怡伶 高雄市苓雅區民主里18鄰憲法路16號

民主里 19 林炳煌 高雄市苓雅區民主里19鄰安康路10號

民主里 20 洪粉 高雄市苓雅區民主里20鄰憲政路290巷2弄5號

民主里 21 黃秀雲 高雄市苓雅區民主里21鄰樂仁路23巷32號

民主里 22 顏雅媛 高雄市苓雅區民主里22鄰憲政路211號

林德里 01 陳戴春妹 高雄市苓雅區林德里1鄰和平一路62巷16號

林德里 03 林靜汶 高雄市苓雅區林德里3鄰和平一路80巷16號



里別 鄰別 姓名 地   址

高雄市苓雅區鄰長名冊

林德里 04 趙瑞欽 高雄市苓雅區林德里4鄰凱旋二路47號

林德里 06 陳慈慈 高雄市苓雅區林德里6鄰五權街66之2號

林德里 07 楊敏敬 高雄市苓雅區林德里7鄰凱旋二路7巷36號

林德里 08 陳阿娥 高雄市苓雅區林德里8鄰凱旋二路25巷57之1號

林德里 09 郭吉錄 高雄市苓雅區林德里9鄰五權街43號

林德里 10 郭陳醜 高雄市苓雅區林德里10鄰和平一路36巷49號

林德里 11 陳泰佑 高雄市苓雅區林德里11鄰和平一路36巷28號

林德里 12 鄭明石 高雄市苓雅區林德里12鄰和平一路22巷31號

林德里 13 蕭鼻 高雄市苓雅區林德里13鄰和平一路22巷36號

林德里 14 林傑士 高雄市苓雅區林德里14鄰和平一路14巷3號

林德里 15 王瑞娥 高雄市苓雅區林德里15鄰和平一路14巷30號

林德里 16 柳忠 高雄市苓雅區林德里16鄰和平一路6巷13號

林德里 17 林陳永嬌 高雄市苓雅區林德里17鄰和平一路2巷17號

林德里 18 鄭洪淑淑 高雄市苓雅區林德里18鄰四維二路25號

林德里 19 林鍾秀美 高雄市苓雅區林德里19鄰凱旋二路31巷19之1號

林德里 20 賴薏安 高雄市苓雅區林德里20鄰凱旋二路25巷30號二樓

林德里 21 陳佩莉 高雄市苓雅區林德里21鄰和平一路62巷11之3號

林德里 22 楊明德 高雄市苓雅區林德里22鄰英明路293巷6號

林貴里 01 范蘇秀香 高雄市苓雅區林貴里1鄰和平二路300巷19號

林貴里 02 王恭 高雄市苓雅區林貴里2鄰和平二路322巷1弄33號

林貴里 03 楊淑娥 高雄市苓雅區林貴里3鄰建華街206號

林貴里 04 林寶蓮 高雄市苓雅區林貴里4鄰建華街251號

林貴里 05 謝浚洸 高雄市苓雅區林貴里5鄰和平二路438巷47號

林貴里 06 曾金磬 高雄市苓雅區林貴里6鄰建華街259巷18弄7號

林貴里 07 蔡素英 高雄市苓雅區林貴里7鄰建華街259巷1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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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貴里 08 陳金山 高雄市苓雅區林貴里8鄰和平二路400號

林貴里 09 陳三龍 高雄市苓雅區林貴里9鄰建華街259巷32號

林貴里 10 黃林秀蓉 高雄市苓雅區林貴里10鄰英明路237巷2弄7號

林貴里 11 楊蕙碧 高雄市苓雅區林貴里11鄰英明路273號

林榮里 01 劉勝二 高雄市苓雅區林榮里1鄰英明路284巷9號

林榮里 02 賴正一 高雄市苓雅區林榮里2鄰英明路284巷32號

林榮里 03 盧金美 高雄市苓雅區林榮里3鄰英明路260巷43號

林榮里 04 陳冠榮 高雄市苓雅區林榮里4鄰凱旋三路915巷3弄10號

林榮里 05 陳俊豪 高雄市苓雅區林榮里5鄰英明路260巷8號

林榮里 06 林信匡 高雄市苓雅區林榮里6鄰英明路260巷22弄4號

林榮里 07 蘇慧芳 高雄市苓雅區林榮里7鄰英義街372號

林榮里 08 鄔周素琴 高雄市苓雅區林榮里8鄰英義街411號二樓

林榮里 09 黃淑瓊 高雄市苓雅區林榮里9鄰英義街313號

林榮里 10 陳玉英 高雄市苓雅區林榮里10鄰凱旋三路871巷2弄9號

林榮里 11 康順天 高雄市苓雅區林榮里11鄰凱旋三路891號

林榮里 12 張瑞珍 高雄市苓雅區林榮里12鄰英明路210巷11號五樓

林榮里 13 黃旭忠 高雄市苓雅區林榮里13鄰英明路210巷16號

林榮里 14 李秀芬 高雄市苓雅區林榮里14鄰英明路204巷9號

林榮里 15 李秀玲 高雄市苓雅區林榮里15鄰英義街285巷28弄5號

林榮里 16 楊淇雰 高雄市苓雅區林榮里16鄰凱旋三路521號

林榮里 17 甘國珍 高雄市苓雅區林榮里17鄰凱旋三路631巷1弄11號

林榮里 18 林坤煙 高雄市苓雅區林榮里18鄰英義街208巷15號

林榮里 19 王淑玫 高雄市苓雅區林榮里19鄰英義街131巷2號

林榮里 20 江美玉 高雄市苓雅區林榮里20鄰英明路138巷15號二樓

林榮里 21 黃武建 高雄市苓雅區林榮里21鄰英明路138巷3之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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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榮里 22 蔡洪阿桃 高雄市苓雅區林榮里22鄰英義街131巷5號

林榮里 23 莊陳素燕 高雄市苓雅區林榮里23鄰英義街121巷2號十樓之1

林榮里 24 陳林美雲 高雄市苓雅區林榮里24鄰英義街117號

林榮里 25 許梨花 高雄市苓雅區林榮里25鄰英義街150號

林榮里 26 張陳秀琴 高雄市苓雅區林榮里26鄰英義街148巷15號

林榮里 27 鄭蘊華 高雄市苓雅區林榮里27鄰英祥街33號九樓之2

林榮里 28 曾錦秀 高雄市苓雅區林榮里28鄰英義街138巷1弄5號

林榮里 29 黃陳麗月 高雄市苓雅區林榮里29鄰凱旋三路505巷4弄2號二樓

林榮里 30 江春彬 高雄市苓雅區林榮里30鄰英義街142號

英明里 01 王晴音 高雄市苓雅區英明里1鄰英明路130號

英明里 02 黃秋拿 高雄市苓雅區英明里2鄰英明路122號十樓之1

英明里 03 林富文 高雄市苓雅區英明里3鄰英明路124號九樓之2

英明里 04 楊素梅 高雄市苓雅區英明里4鄰英義街109巷8號

英明里 05 翁李麗淑 高雄市苓雅區英明里5鄰英義街107巷6之1號

英明里 06 陳昭華 高雄市苓雅區英明里6鄰英義街105巷2之4號

英明里 07 胡壽山 高雄市苓雅區英明里7鄰英義街103巷1號

英明里 08 劉碧芳 高雄市苓雅區英明里8鄰英義街122號

英明里 09 王陳月珠 高雄市苓雅區英明里9鄰凱旋三路495號

英明里 10 林美惠 高雄市苓雅區英明里10鄰凱旋三路505巷3弄5號二樓

英明里 11 林振益 高雄市苓雅區英明里11鄰英義街112巷9號

英明里 12 何輝明 高雄市苓雅區英明里12鄰英明路96號

英明里 13 張素娥 高雄市苓雅區英明里13鄰英明路90巷3號

英明里 14 劉泰安 高雄市苓雅區英明里14鄰英義街35號

英明里 15 蘇玫方 高雄市苓雅區英明里15鄰英義街26之4號

英明里 16 賴金鑾 高雄市苓雅區英明里16鄰英義街54巷1弄1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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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明里 17 洪沈美智 高雄市苓雅區英明里17鄰凱旋三路395號

英明里 18 蔡莊秀花 高雄市苓雅區英明里18鄰二聖一路42巷10弄36號二樓

英明里 19 陳美惠 高雄市苓雅區英明里19鄰英明路56號五樓

英明里 20 沈美節 高雄市苓雅區英明里20鄰二聖一路42巷8弄39號

林靖里 01 顏榮發 高雄市苓雅區林靖里1鄰德安街5巷9號二樓之4

林靖里 02 陳品菁 高雄市苓雅區林靖里2鄰德安街5巷12號二樓之3

林靖里 03 許惠菊 高雄市苓雅區林靖里3鄰德安街7巷10號十一樓之1

林靖里 04 劉國禎 高雄市苓雅區林靖里4鄰四維一路119號

林靖里 05 王楊環 高雄市苓雅區林靖里5鄰福德三路165巷34號

林靖里 06 蕭邱金定 高雄市苓雅區林靖里6鄰福德三路165巷13號

林靖里 07 盧阿柳 高雄市苓雅區林靖里7鄰福德三路161巷22號

林靖里 08 簡金玉 高雄市苓雅區林靖里8鄰福德三路153之4號

林靖里 09 蘇政章 高雄市苓雅區林靖里9鄰明德街189巷2號

林靖里 13 丁林美雲 高雄市苓雅區林靖里13鄰福德三路109巷16弄20之1號

林靖里 14 包本雄 高雄市苓雅區林靖里14鄰三多二路62號

林靖里 15 陳光明 高雄市苓雅區林靖里15鄰德安街8巷1之3號

林靖里 16 陳來春 高雄市苓雅區林靖里16鄰德安街3巷6號九樓之2

林靖里 17 劉淑貞 高雄市苓雅區林靖里17鄰德安街7巷3號四樓之3

朝陽里 01 潘輝雄 高雄市苓雅區朝陽里1鄰三多二路33巷38號

朝陽里 02 鄭美蘭 高雄市苓雅區朝陽里2鄰三多二路45巷16號

朝陽里 03 李伊婈 高雄市苓雅區朝陽里3鄰三多二路69號

朝陽里 04 簡嘉君 高雄市苓雅區朝陽里4鄰三多二路71巷18號

朝陽里 05 陳素笑 高雄市苓雅區朝陽里5鄰三多二路83巷16號

朝陽里 06 吳志能 高雄市苓雅區朝陽里6鄰武漢街１６１號

朝陽里 07 陳君旺 高雄市苓雅區朝陽里7鄰凱旋三路398巷2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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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里 08 梁芙蓉 高雄市苓雅區朝陽里8鄰凱旋三路398巷52號

朝陽里 09 曾黃連娣 高雄市苓雅區朝陽里9鄰凱旋三路386巷18號

朝陽里 10 張黃素珠 高雄市苓雅區朝陽里10鄰凱旋三路366巷7號

朝陽里 11 葉秋月 高雄市苓雅區朝陽里11鄰宜昌街51號

朝陽里 12 江錦銘 高雄市苓雅區朝陽里12鄰凱旋三路352巷29號

朝陽里 13 黃秀華 高雄市苓雅區朝陽里13鄰宜昌街25號

朝陽里 14 洪雀敏 高雄市苓雅區朝陽里14鄰凱旋三路338巷7號五樓

朝陽里 15 李素惠 高雄市苓雅區朝陽里15鄰凱旋三路338巷4號

福隆里 01 林吳美麗 高雄市苓雅區福隆里1鄰漢昌街55巷7號

福隆里 02 陳貴松 高雄市苓雅區福隆里2鄰漢昌街67號

福隆里 03 林峰吉 高雄市苓雅區福隆里3鄰漢昌街47巷20號

福隆里 04 蔡林金霞 高雄市苓雅區福隆里4鄰漢昌街23巷10號

福隆里 05 鍾麗貞 高雄市苓雅區福隆里5鄰漢昌街5號

福隆里 06 郭慶源 高雄市苓雅區福隆里6鄰武漢街87號

福隆里 07 蕭如卉 高雄市苓雅區福隆里7鄰漢昌街99巷4號

福隆里 08 林麒麟 高雄市苓雅區福隆里8鄰三多二路25巷22號

福隆里 09 侯昭安 高雄市苓雅區福隆里9鄰福德三路83號

福隆里 10 林許美絨 高雄市苓雅區福隆里10鄰武漢街115巷2之1號

福隆里 11 涂鳳貞 高雄市苓雅區福隆里11鄰宜昌街56巷3號

福隆里 12 葉新枝 高雄市苓雅區福隆里12鄰福德三路53巷7號

福隆里 13 張秩維 高雄市苓雅區福隆里13鄰福德三路49巷22號

福隆里 14 楊碧英 高雄市苓雅區福隆里14鄰福德三路49巷5之3號

福隆里 15 林秀烱 高雄市苓雅區福隆里15鄰福德三路31巷10之3號

福隆里 16 李敏慈 高雄市苓雅區福隆里16鄰福德三路31巷9號

福隆里 17 呂宇琇 高雄市苓雅區福隆里17鄰福德三路25巷14號



里別 鄰別 姓名 地   址

高雄市苓雅區鄰長名冊

福隆里 18 蘇中冠 高雄市苓雅區福隆里18鄰福德三路25巷27號 

福隆里 19 莊春金 高雄市苓雅區福隆里19鄰福德三路21巷22號

福隆里 20 王致傑 高雄市苓雅區福隆里20鄰福德三路21巷9號

福隆里 21 許謝美鑾 高雄市苓雅區福隆里21鄰福德三路15巷12號

福隆里 22 方淑惠 高雄市苓雅區福隆里22鄰福德三路15巷9號

福隆里 23 許安全 高雄市苓雅區福隆里23鄰武昌路228之2號

福隆里 24 邱通水 高雄市苓雅區福隆里24鄰福德三路46號

福隆里 25 潘月娥 高雄市苓雅區福隆里25鄰漢昌街39巷32號

福祥里 01 楊翁銀花 高雄市苓雅區福祥里1鄰河南路7巷9號

福祥里 02 吳松明 高雄市苓雅區福祥里2鄰河南路7巷21號

福祥里 03 翁素珍 高雄市苓雅區福祥里3鄰河南路11巷17號

福祥里 04 周陸秀菊 高雄市苓雅區福祥里4鄰河南路11巷29號

福祥里 05 江雪貞 高雄市苓雅區福祥里5鄰河南路11巷10號

福祥里 06 曾露萩 高雄市苓雅區福祥里6鄰河南路17巷23號

福祥里 07 廖存樹 高雄市苓雅區福祥里7鄰河南路17巷4弄6號

福祥里 08 陳旭翰 高雄市苓雅區福祥里8鄰河南路27號

福祥里 09 高淨英 高雄市苓雅區福祥里9鄰福壽街90號

福祥里 10 李麗美 高雄市苓雅區福祥里10鄰河南路31巷2號

福祥里 11 楊東龍 高雄市苓雅區福祥里11鄰河南路41巷22號

福祥里 12 施黃選治 高雄市苓雅區福祥里12鄰河南路42號

福海里 01 彭世英 高雄市苓雅區福海里1鄰福海街3號

福海里 02 董江節 高雄市苓雅區福海里2鄰武慶三路107巷36號

福海里 03 陳鳳宇 高雄市苓雅區福海里3鄰武慶三路107巷31號

福海里 04 左聲中 高雄市苓雅區福海里4鄰武慶三路97巷14號

福海里 05 呂信達 高雄市苓雅區福海里5鄰武慶三路97巷53號



里別 鄰別 姓名 地   址

高雄市苓雅區鄰長名冊

福海里 06 方順博 高雄市苓雅區福海里第6鄰三多一路257巷24號

福海里 07 吳昭男 高雄市苓雅區福海里7鄰三多一路271號

福海里 08 鄭素煙 高雄市苓雅區福海里8鄰三多一路283巷2弄8號

福海里 10 趙士賢 高雄市苓雅區福海里10鄰三多一路283巷3弄3號

福海里 11 張淑雯 高雄市苓雅區福海里11鄰三多一路283巷4弄11號

福海里 12 紀秀芬 高雄市苓雅區福海里12鄰武漢街26號

福海里 13 蔡美珍 高雄市苓雅區福海里13鄰武漢街51號

福海里 14 李元發 高雄市苓雅區福海里14鄰漢昌街92巷3號

福海里 15 柯蕭錦鳳 高雄市苓雅區福海里15鄰三多一路197巷4號

福康里 01 杜氏秋紅 高雄市苓雅區福康里1鄰福海街39號

福康里 02 徐蜜 高雄市苓雅區福康里2鄰漢泰街7號

福康里 03 陳榮熙 高雄市苓雅區福康里3鄰武慶三路25巷8號

福康里 04 蔡吳秀珠 高雄市苓雅區福康里4鄰武慶三路25巷19號

福康里 05 陳王金枝 高雄市苓雅區福康里5鄰武慶三路13巷18號

福康里 06 林黃桂葉 高雄市苓雅區福康里6鄰武慶三路13巷43號

福康里 07 杜龍風 高雄市苓雅區福康里7鄰漢陽街40號

福康里 08 陳淑慧 高雄市苓雅區福康里8鄰漢昌街88號

福康里 09 柯許秀花 高雄市苓雅區福康里9鄰漢昌街70巷8號

福康里 10 莊蓮珠 高雄市苓雅區福康里10鄰漢昌街58巷3號

福康里 11 林雅萍 高雄市苓雅區福康里11鄰漢昌街46巷14號

福康里 12 陳孫金美 高雄市苓雅區福康里12鄰漢昌街34巷1號

福康里 13 楊木文 高雄市苓雅區福康里13鄰漢昌街24巷2號

福康里 14 林阿靜 高雄市苓雅區福康里14鄰漢昌街12巷45號

福康里 15 呂德煌 高雄市苓雅區福康里15鄰武慶三路43巷12號

福康里 16 蕭綉英 高雄市苓雅區福康里16鄰武慶三路43巷37號



里別 鄰別 姓名 地   址

高雄市苓雅區鄰長名冊

福康里 18 陳綉蓉 高雄市苓雅區福康里18鄰漢昌街84巷34號

福康里 19 黃千珍 高雄市苓雅區福康里19鄰漢陽街72號

福康里 20 張師燁 高雄市苓雅區福康里20鄰武慶三路95號

福康里 21 洪一生 高雄市苓雅區福康里21鄰福海街33號六樓之1

福人里 01 鄭愛揚 高雄市苓雅區福人里1鄰武嶺街33巷18號

福人里 02 李韓美珠 高雄市苓雅區福人里2鄰武嶺街71號

福人里 03 蘇吳美玉 高雄市苓雅區福人里3鄰三多一路183號

福人里 04 許順騰 高雄市苓雅區福人里4鄰武慶三路186巷4號

福人里 05 葉錦炎 高雄市苓雅區福人里5鄰武慶三路132巷15號

福人里 06 王慶雲 高雄市苓雅區福人里6鄰武慶三路122巷6號

福人里 07 方張簡美華 高雄市苓雅區福人里7鄰武慶三路108號

福人里 08 黃君隆 高雄市苓雅區福人里8鄰三多一路151巷50弄25號

福人里 09 蔡雅玲 高雄市苓雅區福人里9鄰三多一路151巷50弄40號

福人里 10 劉陳金美 高雄市苓雅區福人里10鄰武慶三路142巷2號

福人里 11 郭豐吉 高雄市苓雅區福人里11鄰三多一路151巷28弄33號

福人里 12 張楊秀端 高雄市苓雅區福人里12鄰武嶺街43號

福人里 13 丁秋月 高雄市苓雅區福人里13鄰武嶺街13巷9號

福人里 14 左劉桂香 高雄市苓雅區福人里14鄰武嶺街13巷37號

福人里 15 陳蔡玉秀 高雄市苓雅區福人里15鄰武仁街182號

福人里 16 尤月秀 高雄市苓雅區福人里16鄰武仁街152巷1之1號

福人里 17 張吳麗華 高雄市苓雅區福人里17鄰武仁街152巷20號

福人里 19 楊玉山 高雄市苓雅區福人里19鄰三多一路151巷10弄8號二樓

福人里 20 張素尤 高雄市苓雅區福人里20鄰三多一路151巷10弄13號

福人里 21 張世德 高雄市苓雅區福人里21鄰三多一路151巷10弄15號二樓

福人里 22 王郭玉蘭 高雄市苓雅區福人里22鄰三多一路151巷28弄8號三樓



里別 鄰別 姓名 地   址

高雄市苓雅區鄰長名冊

福人里 23 官麗淑 高雄市苓雅區福人里23鄰武智街96號

福地里 01 張郭水葉 高雄市苓雅區福地里1鄰武昌路126號

福地里 02 李林素鳳 高雄市苓雅區福地里2鄰武昌路70巷29號

福地里 03 黃淑齡 高雄市苓雅區福地里3鄰武信街6巷40號

福地里 04 陳春梅 高雄市苓雅區福地里4鄰武信街6巷23號

福地里 05 劉玉蘭 高雄市苓雅區福地里5鄰武信街16巷38號

福地里 06 李貴美 高雄市苓雅區福地里6鄰武信街16巷53號

福地里 07 王次郎 高雄市苓雅區福地里7鄰武信街26巷30號

福地里 08 林蔡容 高雄市苓雅區福地里8鄰武信街26巷33號

福地里 09 陳潘麗雀 高雄市苓雅區福地里9鄰武昌路70巷41弄25號

福地里 10 林陳彥鶴 高雄市苓雅區福地里10鄰武昌路70巷41弄4號

福地里 11 周張紅絨 高雄市苓雅區福地里11鄰武昌路70巷55弄35號

福地里 12 楊進福 高雄市苓雅區福地里12鄰武昌路70巷55弄32號

福地里 13 賴永信 高雄市苓雅區福地里13鄰武仁街134巷13號

福地里 14 黃段美雀 高雄市苓雅區福地里14鄰武仁街146巷14號

福地里 15 薛日明 高雄市苓雅區福地里15鄰武信街44號

福地里 16 陳郭金蕊 高雄市苓雅區福地里16鄰武信街64巷3號

福地里 17 陳賴寶宜 高雄市苓雅區福地里17鄰武慶三路56號

福地里 18 葉明昌 高雄市苓雅區福地里18鄰武仁街143號

福地里 19 黃秉洋 高雄市苓雅區福地里19鄰武信街17巷7號二樓

福地里 20 林儉英 高雄市苓雅區福地里20鄰武信街15巷14號

福地里 21 洪陳阿勉 高雄市苓雅區福地里21鄰武信街15巷7號二樓

福地里 22 施陳玉雪 高雄市苓雅區福地里22鄰武慶三路三二巷三號

福地里 23 謝月娥 高雄市苓雅區福地里23鄰武慶三路32巷26號

福地里 24 陳月霞 高雄市苓雅區福地里24鄰武慶三路32巷2弄18號



里別 鄰別 姓名 地   址

高雄市苓雅區鄰長名冊

福地里 25 李大樹 高雄市苓雅區福地里25鄰武昌路154號三樓之3

福地里 26 蔡美鳳 高雄市苓雅區福地里26鄰武慶三路22號五樓之1

福地里 27 陳元益 高雄市苓雅區福地里27鄰武仁街95之6號

福居里 01 林裕傑 高雄市苓雅區福居里1鄰武昌路42號

福居里 02 楊秋金 高雄市苓雅區福居里2鄰武昌路70巷2弄10號

福居里 03 楊月英 高雄市苓雅區福居里3鄰武昌路70巷32號二樓之19

福居里 04 陳宏祥 高雄市苓雅區福居里4鄰武昌路70巷12弄18號

福居里 05 劉淑芳 高蜼市苓雅區福居里5鄰武昌路70巷12弄39號

福居里 06 李張玉女 高雄市苓雅區福居里6鄰武昌路70巷28弄12號  

福居里 07 劉邱秀蓁 高雄市苓雅區福居里7鄰武昌路70巷28弄9號

福居里 08 杜秋寶 高雄市苓雅區福居里8鄰武昌路70巷42弄28號

福居里 09 許文益 高雄市苓雅區福居里9鄰武昌路70巷42弄17號

福居里 10 陳水雀 高雄市苓雅區福居里10鄰武昌路70巷56弄42之1號 

福居里 11 鄭鳳珠 高雄市苓雅區福居里11鄰武昌路70巷56弄5號

福居里 12 蕭蔡鳳蓮 高雄市苓雅區福居里12鄰武昌路70巷64弄6號

福居里 13 李順成 高雄市苓雅區福居里13鄰武營路571巷41號

福居里 14 黃珅辰 高雄市苓雅區福居里14鄰武營路557號

福居里 15 黃振寅 高雄市苓雅區福居里15鄰武營路545巷30號

福居里 16 吳姵瑤 高雄市苓雅區福居里16鄰武營路531巷1號

福居里 17 顏慶隆 高雄市苓雅區福居里17鄰武營路519巷43號

福居里 18 吳麗蘭 高雄市苓雅區福居里18鄰武營路402之2號

福居里 19 黃吳月娥 高雄市苓雅區福居里19鄰武義街88巷20號

福居里 20 林允明 高雄市苓雅區福居里20鄰武義街70巷11號

福居里 21 蔡文鈁 高雄市苓雅區福居里21鄰武營路451號

福居里 22 彭碧玉 高雄市苓雅區福居里22鄰武義街70巷4號二樓



里別 鄰別 姓名 地   址

高雄市苓雅區鄰長名冊

福居里 23 陳茗嘉 高雄市苓雅區福居里23鄰武義街52巷33號

福居里 24 洪月娥 高雄市苓雅區福居里24鄰武義街40號

福居里 25 歐蔡霈純 高雄市苓雅區福居里25鄰武義街34巷14號

福居里 26 康燕薇 高雄市苓雅區福居里26鄰武義街16巷10號

福居里 28 林美花 高雄市苓雅區福居里28鄰武營路469巷7號

福居里 29 余登凱 高雄市苓雅區福居里29鄰武營路473號

福居里 30 邱至宏 高雄市苓雅區福居里30鄰武仁街53巷7號

福居里 31 潘其鱗 高雄市苓雅區福居里31鄰武仁街91巷40號

福居里 32 蘇月 高雄市苓雅區福居里32鄰武營路545巷21號

福居里 33 張昀靚 高雄市苓雅區福居里33鄰武義街88巷23號

福居里 34 賴春櫻 高雄市苓雅區福居里34鄰武營路449巷33號

福居里 35 葉蕭甚 高雄市苓雅區福居里35鄰武義街52巷34號

福居里 36 廖祥惠 高雄市苓雅區福居里36鄰武義街16巷21號

福東里 01 胡天註 高雄市苓雅區福東里1鄰武營路581巷31號

福東里 02 成福來 高雄市苓雅區福東里2鄰武營路589巷30號

福東里 03 趙文億 高雄市苓雅區福東里3鄰武仁街1號

福東里 04 曾陳錦絨 高雄市苓雅區福東里4鄰武仁街38號

福東里 05 杭張美華 高雄市苓雅區福東里5鄰武仁街30巷12號

福東里 06 吳郭桂美 高雄市苓雅區福東里6鄰武仁街42巷24號

福東里 07 邱清祥 高雄市苓雅區福東里7鄰武仁街54巷5號

福東里 08 張吳月娥 高雄市苓雅區福東里8鄰武仁街62號

福東里 09 楊劉素月 高雄市苓雅區福東里9鄰武嶺街42號

福東里 10 劉金糥 高雄市苓雅區福東里10鄰武智街54號

福東里 13 蔡陳新錦 高雄市苓雅區福東里13鄰武營路635巷9號

福東里 14 蔡登雄 高雄市苓雅區福東里14鄰武智街11巷19號



里別 鄰別 姓名 地   址

高雄市苓雅區鄰長名冊

福東里 15 楊秋珠 高雄市苓雅區福東里15鄰三多一路95巷7號二樓

福東里 16 施秀鑾 高雄市苓雅區福東里16鄰武智街10號

福東里 17 陳梅香 高雄市苓雅區福東里17鄰三多一路95巷10弄2號

福西里 01 張道義 高雄市苓雅區福西里1鄰三多一路118號

福西里 02 王榮鵬 高雄市苓雅屈福西里2鄰福西街9號

福西里 03 楊何春英 高雄市苓雅區福西里3鄰河北路13號

福西里 04 黃錫詰 高雄市苓雅區福西里4鄰河北路30號

福西里 05 黃劉素珠 高雄市苓雅區福西里5鄰輔仁路7巷2弄10號

福西里 06 林俊吉 高雄市苓雅區福西里6鄰明德街33巷15號

福西里 07 顏武雄 高雄市苓雅區福西里7鄰福西街60號

福西里 08 孫秀鵠 高雄市苓雅區福西里8鄰明德街34號

福西里 10 楊文男 高雄市苓雅區福西里10鄰輔仁路7巷12號

福西里 11 羅煥榮 高雄市苓雅區福西里11鄰輔仁路35巷3號

福西里 12 劉彩琴 高雄市苓雅區福西里12鄰輔仁路55巷23號

福西里 16 黃正霖 高雄市苓雅區福西里16鄰明德街3之2號

福西里 17 陳國良 高雄市苓雅區福西里17鄰輔仁路52巷6號

福西里 18 黃百達 高雄市苓雅區福西里18鄰明德街23號二樓之14

福西里 19 鄭世明 高雄市苓雅區福西里19鄰明德街23號五樓之5

福西里 20 黃建國 高雄市苓雅區福西里20鄰明德街23號六樓之6

永康里 01 潘美珠 高雄市苓雅區永康里1鄰明德街68號

永康里 02 謝茂雄 高雄市苓雅區永康里2鄰福安路35巷1號三樓之1

永康里 04 蘇建華 高雄市苓雅區永康里4鄰福安路35巷12號三樓

永康里 05 朱陳鳳蘭 高雄市苓雅區永康里5鄰四維一路49號

永康里 08 黃麗香 高雄市苓雅區永康里8鄰四維一路92號二樓

永康里 09 林素琴 高雄市苓雅區永康里9鄰福安路231巷25之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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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里 11 薛錦治 高雄市苓雅區永康里11鄰褔安路209號

永康里 12 許有全 高雄市苓雅區永康里12鄰褔安路270巷5號

永康里 13 陳切 高雄市苓雅區永康里13鄰中正一路121巷5弄5號

永康里 14 顏秀玉 高雄市苓雅區永康里14鄰中正一路121巷4弄39號三樓

永康里 15 陳進發 高雄市苓雅區永康里15鄰中正一路121巷2弄38號二樓

永康里 16 李素秋 高雄市苓雅區永康里16鄰中正一路125號

永康里 17 劉樹娥 高雄市苓雅區永康里17鄰中正一路195巷4弄3號

永康里 18 謝淑江 高雄市苓雅區永康里18鄰中正一路195巷6弄8號

永康里 19 柯黃鳳琴 高雄市苓雅區永康里19鄰中正一路175巷17號

永康里 20 林賴松金 高雄市苓雅區永康里20鄰中正一路175巷6之5號五樓

正文里 01 林欣倖 高雄市苓雅區正文里1鄰建國一路139之9號

正文里 02 邱玉枝 高雄市苓雅區正文里2鄰建國一路143巷1弄11號四樓

正文里 03 莊敏華 高雄市苓雅區正文里3鄰武廟路116巷10號三樓

正文里 04 潘建仁 高雄市苓雅區正文里4鄰建國一路143巷2弄1號

正文里 05 蘇淑珍 高雄市苓雅區正文里5鄰身修路23號五樓

正文里 06 謝陳麗美 高雄市苓雅區正文里6鄰武廟路126巷1弄7號

正文里 07 施素麗 高雄市苓雅區正文里7鄰福德二路24號    

正文里 08 鄒深香 高雄市苓雅區正文里8鄰建國一路169號五樓之2

正文里 09 施玉芬 高雄市苓雅區正文里9鄰福德二路67號三樓

正文里 10 翁茂興 高雄市苓雅區正文里10鄰武廟路146巷8號四樓

正文里 11 黃對琴 高雄市苓雅區正文里11鄰武廟路146巷3號二樓

正文里 12 林秋香 高雄市苓雅區正文里12鄰家齊路40號

正文里 13 楊玉雪 高雄市苓雅區正文里13鄰武廟路166巷19號

正文里 14 許月凰 高雄市苓雅區正文里14鄰國治路34號二樓

正文里 15 謝盧錦燕 高雄市苓雅區正文里15鄰武廟路21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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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言里 01 李初珍 高雄市苓雅區正言里1鄰正言路25巷1號3樓之2

正言里 02 劉世琦 高雄市苓雅區正言里2鄰建民路88號三樓之2

正言里 03 林麗枝 高雄市苓雅區正言里3鄰武廟路93號

正言里 04 陳月色 高雄市苓雅區正言里4鄰武廟路101巷14號四樓

正言里 05 蘇楷峰 高雄市苓雅區正言里5鄰武廟路105號十一樓之1

正言里 06 游謝秀春 高雄市苓雅區正言里6鄰福德二路６號

正言里 07 李宗龍 高雄市苓雅區正言里7鄰中正一路258號十二樓

正言里 08 陳水吉 高雄市苓雅區正言里8鄰福德二路33號五樓之1

正言里 09 王福安 高雄市苓雅區正言里9鄰武廟路119巷1號三樓之1

正言里 10 陳玉秀 高雄市苓雅區正言里10鄰建民路130號三樓之2

正言里 11 張瑞員 高雄市苓雅區正言里11鄰武廟路131號七樓之3

正言里 12 鄭文堂 高雄市苓雅區正言里12鄰武廟路151號

正言里 13 蔡素霞 高雄市苓雅區正言里13鄰建民路182巷2號

正言里 14 陳坤湖 高雄市苓雅區正言里14鄰國治路1巷8號四樓

正言里 15 劉月柳 高雄市苓雅區正言里15鄰建民路218號

正言里 16 林秀節 高雄市苓雅區正言里16鄰大順三路42之2號

正言里 17 董福隆 高雄市苓雅區正言里17鄰建民路251號

正言里 18 郭金枝 高雄市苓雅區正言里18鄰中正一路320號十二樓之3

正言里 19 劉秀絨 高雄市苓雅區正言里19鄰建民路337號

正言里 20 王麗寶 高雄市苓雅區正言里20鄰大順三路30巷1號

正言里 21 何江萍 高雄市苓雅區正言里21鄰中正一路468號

正大里 01 吳鵠 高雄市苓雅區正大里1鄰輔仁路102巷71號二樓之2

正大里 02 薛振和 高雄市苓雅區正大里2鄰建國一路101巷12號

正大里 03 張靜淑 高雄市苓雅區正大里3鄰建國一路111之4號

正大里 04 洪吳玉琴 高雄市苓雅區正大里4鄰建民路1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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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大里 05 劉珊 高雄市苓雅區正大里5鄰建國一路121號六樓之2

正大里 06 黃秋芬 高雄市苓雅區正大里6鄰建國一路123巷1弄1號

正大里 07 陳蔡淑娟 高雄市苓雅區正大里7鄰輔仁路177巷12號

正大里 08 蔡雲珍 高雄市苓雅區正大里8鄰輔仁路177巷21號

正大里 09 李建億 高雄市苓雅區正大里9鄰建國一路123巷25號

正大里 10 何禮章 高雄市苓雅區正大里10鄰輔仁路151巷39號

正大里 11 黃張桂芳 高雄市苓雅區正大里11鄰武廟路6號

正大里 12 謝天憫 高雄市苓雅區正大里12鄰建國一路131巷14號

正大里 13 顏汶 高雄市苓雅區正大里13鄰正言路64巷3號一樓

正大里 14 陳阿願 高雄市苓雅區正大里14鄰建國一路137之5號四樓

正大里 15 蘇中一 高雄市苓雅區正大里15鄰正言路64巷22號

正大里 16 陳美姬 高雄市苓雅區正大里16鄰武廟路88巷14號

正大里 17 鄭淑分 高雄市苓雅區正大里17鄰武廟路88巷21號

正大里 18 羅玉立 高雄市苓雅區正大里18鄰正言路60號

正大里 19 胡淑珠 高雄市苓雅區正大里19鄰武廟路39巷21號二樓

正大里 20 楊淑萍 高雄市苓雅區正大里20鄰武廟路41之1號

正大里 21 莊靜娟 高雄市苓雅區正大里21鄰心正路32號三樓

正大里 22 黃文鐘 高雄市苓雅區正大里22鄰心正路3巷2之5號八樓

正大里 23 江美雲 高雄市苓雅區正大里23鄰武廟路73號七樓之3

正大里 24 黃紫晴 高雄市苓雅區正大里24鄰中正一路190號七樓之1

正大里 25 郭玉卿 高雄市苓雅區正大里25鄰建民路131號

五福里 01 陳世欽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里1鄰建國一路140巷25弄1號

五福里 02 王惠鶯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里2鄰福德一路277巷7號 

五福里 03 黃綉嬌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里3鄰建國一路140巷11之7號七樓

五福里 05 張李月枝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里5鄰憲政路31號四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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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福里 06 吳恩國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里6鄰福德二路246巷17號

五福里 07 郭月媛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里7鄰福德二路264巷2之3號

五福里 08 蔡李玉順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里8鄰建國一路200巷2弄3號二樓 

五福里 09 黃子容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里9鄰建國一路200巷4弄2號四樓 

五福里 10 張清滄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里10鄰福德二路246巷9之3號

五福里 11 楊羅廷春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里11鄰福德二路224巷1弄19號

五福里 12 謝美玲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里12鄰福德二路265號

五福里 13 郭玉保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里13鄰福德二路262巷6號

五福里 14 王金來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里14鄰憲政路46巷2弄12之1號

五福里 15 伍嬌珠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里15鄰憲政路46巷4弄6之5號

五福里 16 陳碧音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里16鄰大順三路282巷181號

五福里 17 李來蔭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里17鄰憲政路46巷29之2號

五福里 18 陳炫宏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里18鄰大順三路250巷1弄9號

五福里 19 吳周素琴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里19鄰大順三路282巷77弄14號

五福里 20 陳國興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里20鄰大順三路282巷2號

五福里 21 方素卿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里21鄰福德一路369號

五福里 22 楊敏玉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里22鄰大順三路292號

五福里 23 詹益信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里23鄰建國一路140巷25弄87號

五福里 24 王建銘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里24鄰建國一路240號

五福里 25 林如娟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里25鄰建國一路274巷4號

五福里 26 黃月霞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里26鄰憲政路65巷11之1號

五福里 27 梁心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里27鄰大順三路218號二樓之2

五福里 28 林添德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里28鄰憲治路15號

五福里 29 王吳衫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里29鄰憲治路30號

五福里 30 劉燕宴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里30鄰憲治路1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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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福里 31 許進瑞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里31鄰大順三路282巷61弄10號

五福里 32 吳慧萍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里32鄰大順三路204巷10號

正心里 01 王蔡麗絲 高雄市苓雅區正心里1鄰正大路76號

正心里 02 林淑芬 高雄市苓雅區正心里2鄰福德一路223號二樓之2

正心里 03 廖炳丁 高雄市苓雅區正心里3鄰正大路102號

正心里 04 許輝益 高雄市苓雅區正心里4鄰建國一路140巷28弄38號

正心里 05 陳麗花 高雄市苓雅區正心里5鄰建國一路140巷32弄32號

正心里 06 吳秀苑 高雄市苓雅區正心里6鄰正大路109巷36號

正心里 07 廖滿娣 高雄市苓雅區正心里7鄰建國一路90之2號十三樓之2

正心里 08 吳麗琴 高雄市苓雅區正心里8鄰正言路108之1號

正心里 09 吳秀賢 高雄市苓雅區正心里9鄰建國一路84巷8弄5號

正心里 10 李陳箱 高雄市苓雅區正心里10鄰正言路90號

正心里 11 謝正添 高雄市苓雅區正心里11鄰建國一路112號

正心里 12 鍾聰禮 高雄市苓雅區正心里12鄰建國一路140巷26弄1號

正心里 13 吳聲運 高雄市苓雅區正心里13鄰建國一路140巷30弄34號

正心里 14 林謝春菊 高雄市苓雅區正心里14鄰建國一路120巷3弄4號

正心里 15 楊賴碧霞 高雄市苓雅區正心里15鄰正言路146號

正心里 16 葉文忠 高雄市苓雅區正心里16鄰福德一路67號四樓

正心里 17 王姿琳 高雄市苓雅區正心里17鄰安樂路57號二樓

正心里 18 賴春成 高雄市苓雅區正心里18鄰建國一路138號二樓

正心里 19 陳銀祥 高雄市苓雅區正心里19鄰正言路107巷1號八樓之1

正心里 20 趙梓淇 高雄市苓雅區正心里20鄰正言路107巷7號九樓之3

正心里 21 楊陳清櫻 高雄市苓雅區正心里21鄰正言路107巷2號六樓之1

正心里 22 林松金 高雄市苓雅區正心里22鄰安溪路21號

正心里 23 徐金平 高雄市苓雅區正心里23鄰安溪路12號五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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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心里 24 陳慧如 高雄市苓雅區正心里24鄰正大路79號二樓

正心里 25 謝其萍 高雄市苓雅區正心里25鄰輔仁路357巷134號十三樓之1

正心里 26 鐘吳秀琴 高雄市苓雅區正心里26鄰安樂路26巷7號

正道里 01 陳孫素綿 高雄市苓雅區正道里1鄰輔仁路146號

正道里 02 楊每霞 高雄市苓雅區正道里2鄰建國一路74之13號四樓

正道里 03 魏黃秀娥 高雄市苓雅區正道里3鄰建國一路72巷1弄6號

正道里 04 周秋菊 高雄市苓雅區正道里4鄰建國一路72巷19弄23之4號

正道里 05 張月娥 高雄市苓雅區正道里5鄰建國一路72巷19弄16號

正道里 06 陳阿美 高雄市苓雅區正道里6鄰建國一路72巷29號

正道里 07 李吳來春 高雄市苓雅區正道里7鄰福德一路134巷11弄9號

正道里 08 賴楊素雲 高雄市苓雅區正道里8鄰大順三路282巷260號三樓之2

正道里 09 王綉琴 高雄市苓雅區正道里9鄰福德一路134巷18號

正道里 10 林春嬌 高雄市苓雅區正道里10鄰福德一路180號

正道里 11 呂麗珠 高雄市苓雅區正道里11鄰建國一路64巷41號

正道里 12 黃碧穎 高雄市苓雅區正道里12鄰輔仁路176巷22之1號

正道里 13 郭黃美香 高雄市苓雅區正道里13鄰輔仁路176巷23弄4號

正道里 14 蔡林時 高雄市苓雅區正道里14鄰正大路47號三樓之2

正道里 15 高懿玫 高雄市苓雅區正道里15鄰大順三路282巷226號

正道里 16 施明風 高雄市苓雅區正道里16鄰褔德一路102號

正道里 17 余美里 高雄市苓雅區正道里17鄰福德一路134巷12弄37之2號

正道里 18 王祺茗 高雄市苓雅區正道里18鄰福德一路134巷12弄21號

正道里 19 許寶丹 高雄市苓雅區正道里19鄰福德一路30號

正道里 20 康峰雪 高雄市苓雅區正道里20鄰福德一路7號

正道里 21 吳金鸞 高雄市苓雅區正道里21鄰正大路50巷1號

正道里 22 謝麗蓁 高雄市苓雅區正道里22鄰輔仁路208巷3號四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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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道里 23 呂英蘭 高雄市苓雅區正道里23鄰福德一路25巷17號

正道里 24 林容均 高雄市苓雅區正道里24鄰福德一路61號三樓

正道里 25 丁櫻娥 高雄市苓雅區正道里25鄰福德一路44之13號

正義里 01 郭蔡麗霜 高雄市苓雅區正義里1鄰正順街30號

正義里 02 陳素梅 高雄市苓雅區正義里2鄰建國一路9號

正義里 03 曾玫芬 高雄市苓雅區正義里3鄰正義路10巷69號

正義里 04 郭孫桃 高雄市苓雅區正義里4鄰文山路34巷2弄26號

正義里 05 張耿豪 高雄市苓雅區正義里5鄰中正一路4巷9弄6之1號

正義里 06 王松泉 高雄市苓雅區正義里6鄰文山路34巷4弄2號

正義里 07 李佘月珠 高雄市苓雅區正義里7鄰正義路3巷12弄26號

正義里 08 鄭吳峯 高雄市苓雅區正義里8鄰文山路34巷10號

正義里 09 李明慧 高雄市苓雅區正義里9鄰正義路66號

正義里 10 陳雪香 高雄市苓雅區正義里10鄰文山路76巷16號

正義里 11 吳謝淑芬 高雄市苓雅區正義里11鄰正義路10巷2號

正義里 12 游徐郁珠 高雄市苓雅區正義里12鄰文山路77巷14號

正義里 13 陳俊銘 高雄市苓雅區正義里13鄰文山路110號

正義里 14 周德政 高雄市苓雅區正義里14鄰建軍路81巷34號

正義里 15 林天民 高雄市苓雅區正義里15鄰正順街67號二樓

正仁里 01 李林秀美 高雄市苓雅區正仁里1鄰正義路172巷86號

正仁里 02 鄭樹茂 高雄市苓雅區正仁里2鄰正義路116號

正仁里 03 王江山 高雄市苓雅區正仁里3鄰正義路172巷8弄1號五樓之1

正仁里 04 阮素娥 高雄市苓雅區正仁里4鄰正義路110巷2弄1號二樓

正仁里 05 李慧玲 高雄市苓雅區正仁里5鄰建國一路2巷10弄11號

正仁里 06 廖妍蓁 高雄市苓雅區正仁里6鄰建國一路2巷1弄6號

正仁里 07 鄭乾地 高雄市苓雅區正仁里7鄰建國一路2巷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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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仁里 08 蔡抑美 高雄市苓雅區正仁里8鄰建國一路40巷6號

正仁里 09 柳秋正 高雄市苓雅區正仁里9鄰建國一路50巷14號

正仁里 10 黃進清 高雄市苓雅區正仁里10鄰建國一路62巷13號

正仁里 11 陳莊月聰 高雄市苓雅區正仁里11鄰建國一路62巷20弄7號

正仁里 12 郭靜修 高雄市苓雅區正仁里12鄰正義路161巷33號五樓

正仁里 13 蕭火生 高雄市苓雅區正仁里13鄰正義路172巷95弄2號

正仁里 14 簡美麗 高雄市苓雅區正仁里14鄰正義路101巷16號

正仁里 15 陳耀川 高雄市苓雅區正仁里15鄰正義路164號十一樓之3

文昌里 01 劉豐銘 高雄市苓雅區文昌里1鄰文昌路65號

文昌里 02 陳張鳳嬌 高雄市苓雅區文昌里2鄰文昌路57巷17之4號

文昌里 03 王涂玉枝 高雄市苓雅區文昌里3鄰建國一路62巷40弄5號

文昌里 04 郭明花 高雄市苓雅區文昌里4鄰建國一路62巷54號

文昌里 05 蘇明輝 高雄市苓雅區文昌里5鄰義勇路181巷6弄12號

文昌里 06 吳陳素琴 高雄市苓雅區文昌里6鄰義勇路181巷2弄14號

文昌里 07 莊耀堂 高雄市苓雅區文昌里7鄰義勇路193號

文昌里 08 陳王阿順 高雄市苓雅區文昌里8鄰文昌路87號

文昌里 09 曾劉金菊 高雄市苓雅區文昌里9鄰義勇路181巷17號

文昌里 10 張丙春 高雄市苓雅區文昌里10鄰文昌路88號七樓之2

文昌里 11 莊新利 高雄市苓雅區文昌里11鄰義勇路147巷2弄4號

文昌里 12 張進福 高雄市苓雅區文昌里12鄰義勇路147巷22號三樓

文昌里 13 林蔡惠珠 高雄市苓雅區文昌里13鄰正義路193巷29號

文昌里 14 吳章雄 高雄市苓雅區文昌里14鄰義勇路115巷33號二樓

文昌里 15 林國煙 高雄市苓雅區文昌里15鄰尚武路34號

文昌里 16 黃寶川 高雄市苓雅區文昌里16鄰義勇路196號

文昌里 17 劉寶珠 高雄市苓雅區文昌里17鄰義勇路112巷5之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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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里 18 胡金勝 高雄市苓雅區文昌里18鄰義勇路148巷4號

文昌里 19 吳淑昭 高雄市苓雅區文昌里19鄰義勇路206巷7弄14號

文昌里 20 歐金山 高雄市苓雅區文昌里20鄰尚武路49巷31號

文昌里 21 賴何水忍 高雄市苓雅區文昌里21鄰正義路309巷53號

文昌里 22 李徐金贖 高雄市苓雅區文昌里22鄰鐵道街555號

文昌里 23 李貞慧 高雄市苓雅區文昌里23鄰正義路273號八樓之1

建軍里 01 陳莊來金 高雄市苓雅區建軍里1鄰至誠路10巷6號

建軍里 02 陳勝雄 高雄市苓雅區建軍里2鄰至誠路34巷18號

建軍里 03 黃邱秀蘭 高雄市苓雅區建軍里3鄰建軍路225號

建軍里 04 黃振坤 高雄市苓雅區建軍里4鄰義勇路45巷2號

建軍里 05 廖玉桃 高雄市苓雅區建軍里5鄰義勇路4之1號

建軍里 06 陳劉秀棉 高雄市苓雅區建軍里6鄰正義路280巷27號

建軍里 07 林春蘭 高雄市苓雅區建軍里7鄰正義路302巷9號

建軍里 08 丁新發 高雄市苓雅區建軍里8鄰建軍路168巷1弄8號

建軍里 09 謝林蘭花 高雄市苓雅區建軍里9鄰建軍路210號

建軍里 10 王許素琴 高雄市苓雅區建軍里10鄰建軍路260號

建軍里 11 林冬菜 高雄市苓雅區建軍里11鄰建軍路290號

建軍里 12 蘇東坡 高雄市苓雅區建軍里12鄰澄清路181號

衛武里 01 顏李麵 高雄市苓雅區衛武里1鄰澄清路33巷40號二樓

衛武里 02 謝征行 高雄市苓雅區衛武里2鄰澄清路33巷28號七樓

衛武里 03 許尤春花 高雄市苓雅區衛武里3鄰澄清路33巷20號3樓

衛武里 04 鄭順方 高雄市苓雅區衛武里4鄰澄清路33巷10號三樓

衛武里 05 蕭季蓁 高雄市苓雅區衛武里5鄰澄清路33巷9號

衛武里 06 賴運金 高雄市苓雅區衛武里6鄰尚勇路18號七樓

衛武里 07 蔡麗春 高雄市苓雅區衛武里7鄰澄清路33巷56號四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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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武里 08 楊程祐 高雄市苓雅區衛武里8鄰尚勇路29號6樓

衛武里 09 魏黃阿秀 高雄市苓雅區衛武里9鄰尚勇路42之2號

衛武里 10 陳阿炳 高雄市苓雅區衛武里10鄰建軍路8巷15號

衛武里 11 陳美花 高雄市苓雅區衛武里11鄰澄清路9巷15號二樓

衛武里 12 陳殷秀雲 高雄市苓雅區衛武里12鄰建軍路6巷2之3號

衛武里 13 林彩麗 高雄市苓雅區衛武里13鄰行仁路46之2號

衛武里 14 陳麗雲 高雄市苓雅區衛武里14鄰澄清路7巷6號三樓

衛武里 15 楊瓊芳 高雄市苓雅區衛武里15鄰行仁路18號三樓

衛武里 16 蘇春蓮 高雄市苓雅區衛武里16鄰澄清路74巷2號

衛武里 17 朱姵萓 高雄市苓雅區衛武里17鄰尚勇路7號七樓

衛武里 18 賴淑瓊 高雄市苓雅區衛武里18鄰尚勇路23號六樓

衛武里 19 陳堃鈺 高雄市苓雅區衛武里19鄰澄清路9巷4號三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