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里別 鄰別 姓名 戶籍地址

鼓峰里 01 黃進法 高雄市鼓山區鼓峰里1鄰九如四路1994號8樓之1

鼓峰里 02 邱洪秀蓮 高雄市九如四路１９９０巷１弄４號２樓之１

鼓峰里 03 孫雅玲 高雄市鼓山區鼓峰里九如四路1990巷15弄12樓之1

鼓峰里 04 唐婭娜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１９９０巷１弄８號１０樓之１

鼓峰里 05 謝春雄 高雄市鼓山區鼓峰里5鄰九如四路1990巷1弄9號2樓之1

鼓峰里 06 陳鈺靜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2014巷45號

鼓峰里 07 蔡許幸珠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2014巷41號9樓

鼓峰里 08 唐邵玫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2014巷11號2樓之1

鼓峰里 09 許洪秀美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2014巷35號4樓之一

鼓峰里 10 江惠卿 高雄市鼓山區鼓峰里10鄰九如四路2014巷31號

鼓峰里 11 曾明賢 高雄市鼓山區鼓峰里11鄰九如四路2014巷27號8樓之1

鼓峰里 12 陳錦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1990巷15弄13號7樓之1

鼓峰里 13 蔡柔意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1990巷15弄10號8樓之1

鼓峰里 14 林玉娟 高雄市九如四路1990巷15弄5號4樓之1

鼓峰里 15 方吳美麗 高雄市九如四路1990巷15弄3號5樓之1

鼓峰里 16 高小芳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2000巷10號4樓

鼓峰里 17 莊雅涵 高雄市鼓山區鼓峰里17鄰九如四路2000巷8號3樓之1

鼓峰里 18 林敏玉 高雄市九如四路2014巷2號2樓之1

鼓峰里 19 張珮筠 高雄市鼓山區翠華路541號5樓

雄峰里 02 呂錦興 高雄市鼓山區雄峰路7號10樓之3

雄峰里 03 謝秋昭 高雄市鼓山區雄峰路1號3樓之2

雄峰里 04 楊靚哲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2017號10樓之2

雄峰里 05 王黃秀霞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2011號4樓之2

雄峰里 06 何根秀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2005號4樓之4

雄峰里 07 羅昌吉 高雄市鼓山區雄峰里7鄰九如四路2001號2樓之1

雄峰里 08 何慧雯 高雄市鼓山區雄峰里8鄰九如四路1995號6樓之1

雄峰里 09 邵沛喬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1991巷1弄2號10樓之6

雄峰里 10 陳玄儀 高雄市鼓山區雄峰里10鄰雄峰路27號10樓之4

雄峰里 11 劉璧青 高雄市鼓山區雄峰里11鄰雄峰路21號5樓之4

雄峰里 12 陳佳惠 高雄市鼓山區雄峰里12鄰雄峰路17號6樓之1

雄峰里 13 歐淑琴 高雄市鼓山區雄峰路11號三樓二

雄峰里 14 鄭德成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1991巷1弄3號7樓之1

雄峰里 15 李定國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1991巷1號10樓之4

雄峰里 16 王林素雲 高雄市九如四路1991巷5號5樓之3

雄峰里 17 王勇強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1991巷9號7樓之3

雄峰里 19 侯塗池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1991巷13號9樓之3

雄峰里 20 伍建保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1991巷17號10樓之2

雄峰里 21 薛秀美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1991巷21號3樓之4

雄峰里 22 王金雪 高雄市鼓山區雄峰里22鄰九如四路1991巷25號3樓之1

雄峰里 23 曹鳳英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1991巷38號4樓

前峰里 01 郭萬興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1249號

前峰里 02 張高雄 高雄市鼓山區葆禎路197號

前峰里 03 黃宏偉 高雄市鼓山區前峰里3鄰內惟路440號

高雄市鼓山區鄰長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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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峰里 04 盧蘇玉珠 九如四路1325巷10號

前峰里 05 陳惠玲 高雄市銘傳路75巷31號

前峰里 06 鍾麗香 高雄市鼓山區銘傳路85巷28弄9號

前峰里 08 林豊添 高雄市鼓山區前峰里8鄰內惟路520號

前峰里 09 侯張玉蘭 吳鳳路66巷35號

前峰里 10 朱美玉 高雄市九如四路1610號

前峰里 11 簡金期 高雄市鼓山區前峰里11鄰葆禎路68巷53號

前峰里 12 陳建基 高雄市鼓山區前峰里12鄰葆禎路58巷43號

前峰里 13 林秀金 高雄市鼓山區前峰里13鄰逢甲路54號

前峰里 14 曲紹賢 高雄市鼓山區前峰里14鄰翠華路411巷36號

前峰里 15 李文雄 高雄市鼓山區前峰里15鄰銘傳路13號

前峰里 16 周秀花 高雄市鼓山區前峰里16鄰翠華路457巷1弄4號

前峰里 17 蔡賴金妹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1801號

前峰里 18 李陳秀英 高雄市鼓山區永德街１６５巷9號

前峰里 19 劉雪雲 高雄市鼓山區永德街109巷20號

前峰里 20 顏阿華 高雄市鼓山區永德街91巷8號

前峰里 21 陳清榮 高雄市鼓山區前峰里21鄰銘傳路75巷44號

前峰里 22 蔡振興 高雄市鼓山區前峰里22鄰逢甲路120號

前峰里 23 郭文做 高雄市鼓山區前峰里23鄰銘傳路85巷2弄15號

前峰里 24 李懿璿 高雄市鼓山區逢甲路186號

前峰里 25 梁麗華 高雄市鼓山區前峰里25鄰鼓山三路194巷4號

前峰里 26 蘇美麗 高雄市鼓山區前峰里26鄰鼓山三路204巷5號

前峰里 27 吳春輝 高雄市鼓山區前峰里27鄰鼓山三路214巷11號

前峰里 28 林延花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三路２２４巷９號１樓

前峰里 29 翁黃春緞 高雄市鼓山區永德街160巷1弄8號

前峰里 30 莊吳秀菊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三路250號

前峰里 31 朱亮嘉 高雄市鼓山區前峰里31鄰翠華路457巷1號9樓

前峰里 32 陳項華 高雄市鼓山區翠華路４９７巷１號９樓之１

前峰里 33 宋陳阿金 高雄市鼓山區銘傳路115號

前峰里 34 曾金花 高雄市鼓山區永德街174號

光榮里 01 賴文隆 高雄市鼓山區葆禎一街49號

光榮里 03 張美滿 高雄市鼓山區葆楨一街36號

光榮里 04 王進雄 高雄市鼓山區吳鳳路36號

光榮里 05 許文宗 高雄市鼓山區翠華路340號

光榮里 06 李清涼 高雄市鼓山區翠華路353巷1弄34號

光榮里 07 林趙蜜 高雄市鼓山區吳鳳路33巷23號

光榮里 08 余貴雲 高雄市鼓山區吳鳳路51巷34號

光榮里 09 陳天送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1460巷43號

光榮里 10 張月英 高雄市鼓山區光榮里10鄰日昌路56巷6弄1號

光榮里 11 葉清祥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1440巷62號

光榮里 12 陳光輝 高雄市鼓山區日昌路33巷12號

光榮里 13 戴慶煌 高雄市鼓山區日昌路27號

光榮里 14 葉浽菊 高雄市鼓山區日昌路33巷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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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榮里 15 吳翠萍 高雄市鼓山區光榮里15鄰建榮路16號

光榮里 16 陳許寶秋 高雄市鼓山區光榮里16鄰日昌路9巷55號

光榮里 17 陳翰諆 高雄市鼓山區光榮里17鄰建榮路69巷15號

光榮里 18 李士新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1382巷18號

光榮里 19 朱賜家 高雄市鼓山區建榮路59巷4號

光榮里 20 陳劉玲君 高雄市鼓山區光榮里20鄰建榮路51巷36號

光榮里 21 吳慧珠 高雄市鼓山區翠華路299巷38號

光榮里 22 朱淇嫻 高雄市鼓山區建榮路47巷2弄16號

光榮里 23 黃安吉 高雄市鼓山區新疆路40巷11號

光榮里 24 林春富 高雄市鼓山區光榮里24鄰新疆路66號

光榮里 25 林俊吉 高雄市鼓山區新疆路47號

光榮里 26 陳明福 高雄市鼓山區新疆路41巷1號

光榮里 27 葉國治 高雄市鼓山區光榮里27鄰新疆路41巷1弄37號

光榮里 28 葉承謀 高雄市鼓山區光榮里28鄰西藏街236號

光榮里 29 李德永 高雄市鼓山區光榮里29鄰新疆路9巷2號

光榮里 30 洪基種 高雄市鼓山區光榮里30鄰翠華路280巷8號

光榮里 31 張鐘英枝 高雄市鼓山區日昌路28號

光榮里 32 蔡林秋蓮 高雄市鼓山區光榮里32鄰九如四路1046巷3號4樓

民族里 01 凌正信 高雄市鼓山區內惟路459巷1號

民族里 02 蔡景 高雄市鼓山區葆禎路212號

民族里 03 李謝清鳳 高雄市鼓山區葆禎路217 號

民族里 04 陳黃吉子 高雄市鼓山區民族里4鄰葆禎路239巷11弄6號

民族里 05 陳世雄 高雄市內惟路379巷16號

民族里 08 陳裴金蓮 高雄市鼓山區內惟路363巷16附2號

民族里 09 馬淑英 高雄市鼓山區葆禎路257巷1弄34號

民族里 10 洪千琇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三路134之19號

民族里 11 蔡麗玉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三路134之18號

民族里 12 王君平 高雄市鼓山區民族里12鄰葆禎路257巷1弄11號

民族里 13 陳淑玲 高雄市鼓山區葆禎路266之3號

民族里 14 鄭秀惠 高雄市鼓山區民族里14鄰內惟路459巷14號4樓

民族里 15 宋清山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三路142之3號

民族里 16 黃陳淑美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三路142-23號

民族里 17 吳賜蓮 高雄市鼓山三路142之41號

內惟里 03 陳永盛 高雄市鼓山區吳鳳路130號

內惟里 04 王盈貴 高雄市鼓山區吳鳯路87號

內惟里 05 林若姬 高雄市鼓山區內惟里5鄰內惟路319巷12號

內惟里 06 張黃秀寶 高雄市鼓山區內惟里6鄰九如四路1181巷88號

內惟里 07 張吳月霞 高雄市鼓山區內惟里007鄰鼓山三路110之3號

內惟里 08 陳文祥 高雄市鼓山區內惟里8鄰日昌路106巷8號

內惟里 09 陳勝泰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三路108之11號

內惟里 10 蔡淑娟 高雄市鼓山區內惟里10鄰日昌路123巷19號

內惟里 11 葉清雲 高雄市鼓山區內惟里11鄰日昌路85巷21弄5號

內惟里 12 李謝阿英 高雄市鼓山區吳鳳路8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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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惟里 13 胡守仁 高雄市鼓山區內惟路318號

內惟里 15 李票 高雄市鼓山區日昌路71號

建國里 01 孫柯玉珠 高雄市鼓山區日昌路85巷21弄2號

建國里 02 林振居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1131巷11號

建國里 03 黃陳玉秀 高雄市鼓山區內惟路281巷22弄32號

建國里 04 鐘王梅蘭 高雄市鼓山區內惟路281巷22弄25號

建國里 06 黃永斌 高雄市鼓山區建榮路138號

建國里 08 蔡德村 高雄市鼓山區建榮路140巷7號

建國里 09 林憶茹 高雄市鼓山區建榮路157之1號

建國里 11 陳進財 高雄市鼓山區建榮路127巷8號

建國里 12 王金炎 高雄市鼓山區建榮路127巷26號

建國里 13 林正雄 高雄市鼓山區青雲街115號

建國里 14 姜清心 高雄市鼓山區建國里14鄰九如四路1019巷28號

建國里 15 高文錫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三路100之1號

建國里 16 江美玲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三路90號

建國里 17 黃國峯 高雄市鼓山區建國里17鄰鼓山三路64號

建國里 18 蔡春梅 高雄市鼓山區建榮路114號

建國里 19 楊淑乙 高雄市鼓山區建國里青峰街７４號

建國里 20 劉惠貞 高雄市鼓山區青雲街45號

建國里 21 簡秋絨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1019巷3號

忠正里 04 王黃月嬌 高雄市鼓山區忠正里4鄰內惟路10號

忠正里 05 高美秀 高雄市鼓山區忠正里5鄰新疆路153號

忠正里 06 陳緞 高雄市鼓山區內惟路18巷1弄18號

忠正里 07 陳貴美 高雄市鼓山區忠正里7鄰鼓山三路50巷3號

忠正里 08 楊雪麗 高市鼓山區伊犁街115巷9-2號

忠正里 09 莊陳秀春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三路５０巷３１之２號

忠正里 10 方彩艶 高雄市鼓山區忠正里10鄰西藏街316巷20號

忠正里 11 許國發 高雄市鼓山區忠正里11鄰鼓山三路50巷35號

忠正里 12 陳照昌 高雄市鼓山區西藏街350巷9號

忠正里 13 黃昭燕 高雄市鼓山區忠正里13鄰鼓山三路50巷18號

忠正里 14 曹王麗珠 西藏街334之2號

忠正里 15 龔許採蕋 高雄市鼓山區忠正里15鄰鼓山三路50巷40之2號

忠正里 16 戴麗嬌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991號

忠正里 17 蔡秋花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941巷27號

忠正里 18 李朝木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933號3樓之2

忠正里 19 陳永川 高雄市鼓山區西藏街319號

忠正里 20 沈棟 高雄市鼓山區忠正里20鄰西藏街317巷14號

忠正里 21 謝蔡碧娥 高雄市鼓山區忠正里21鄰鼓山三路42之10號

忠正里 22 謝守忠 高雄市鼓山區忠正里22鄰大榮街186巷2弄8號

忠正里 23 伍芷瑩 高雄市鼓山區忠正里23鄰伊犁街51號

忠正里 24 黃添厚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917巷32號

忠正里 25 蔡景林 高雄市大榮街86號

忠正里 26 陳吳玉美 高雄市九如四路92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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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正里 27 涂月華 高雄市鼓山區忠正里27鄰大榮街60號

忠正里 28 何啟登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899號

忠正里 32 李世傑 高雄市鼓山區新疆路129號

忠正里 33 黃自安 高雄市鼓山區忠正里33鄰九如四路955巷5號

忠正里 34 陳冠美 高雄市鼓山區西藏街317巷3號2樓

忠正里 35 黃麗丹 高雄市鼓山區忠正里35鄰西藏街353號

忠正里 36 鄭于麗雲 高雄市鼓山區西藏街269號

忠正里 39 藍月香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949之1號15樓

自強里 01 龍白文靜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三路69巷7號

自強里 02 鄧若蕎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三路69巷8號

自強里 04 鍾緬先 高雄市鼓山區自強里4鄰鼓山三路93巷4號

自強里 06 程菊英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三路101巷10號

自強里 07 畢邱金菊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三路125巷9號

自強里 08 楊玉美 高雄市鼓山區自強里8鄰鼓山三路145巷2號

自強里 11 彭月娥 高雄市鼓山區自強里11鄰鼓山三路153巷2號

自強里 13 林健怡 高雄市鼓山區自強里13鄰鼓山三路209巷1號

自強里 16 姚張台花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三路223巷4號

自強里 18 宋宏義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三路241巷2之5號

龍井里 01 郭魏惠蘭 高雄市鼓山區龍井里1鄰青泉街131號

龍井里 02 張世昌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三路51號

龍井里 03 陳豐富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三路51巷31弄23號

龍井里 04 藍玉秀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三路51巷57弄34號

龍井里 05 方玉玲 高雄市鼓山區龍井里5鄰鼓山三路25巷10號3樓

龍井里 07 陳美潔 高雄市鼓山區龍井里7鄰鼓山三路51巷57弄37號

龍井里 08 康李彩秀 高雄市鼓山區青泉街142巷14號

龍井里 09 莊呈吉 高雄市鼓山區青泉街142巷33號

龍井里 10 蔡崇信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三路25巷61弄12號之2

龍井里 11 吳藍彩蓮 高雄市鼓山區青泉街11鄰126巷17號

龍井里 13 林志勳 高雄市鼓山區龍井里13鄰青泉街107巷3之3號

龍井里 14 陳碧玉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三路51巷47弄9號3樓

正德里 01 黃有義 高雄市鼓山區正德路153巷34號

正德里 02 許瑞徵 高雄市鼓山區正德里2鄰正德路128號5樓之2

正德里 03 鄭燕宜 高雄市鼓山區正德路173巷6號

正德里 04 陳洪玉雲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三路15之8號

正德里 05 吳月寶 青泉街12巷36號2樓

正德里 06 陳余敏瑜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三路17巷76號

正德里 08 朱林金玉 高雄市鼓山區正德里青泉街41號

正德里 09 陳金松 高雄市鼓山區正德里9鄰明德路75號

正德里 10 林瑟君 高雄市鼓山區正德里10鄰明德路91巷22號

正德里 11 黃釋瑩 高雄市鼓山區青泉街61號

正德里 12 侯志達 高雄市鼓山區正德里12鄰青泉街82巷6號

正德里 13 朱鄭玉鳳 高雄市清泉街82巷45號3樓

正德里 14 侯仙化 高雄市鼓山區青泉街84巷3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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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里 15 朱榮華 高雄市鼓山區青泉街84巷15號

正德里 16 黃宗桂 高雄市鼓山區青泉街88巷1號

平和里 01 方蔡春年 高雄市鼓山區平和里1鄰銀川街94號

平和里 02 邱月華 高雄市鼓山區平和里2鄰裕民街146號

平和里 03 侯正中 高雄市鼓山區平和里第3鄰裕民街172巷14號

平和里 04 蔡英昭 高雄市鼓山區裕民街172巷27號

平和里 05 石德吉 高雄市鼓山區平和里裕民街172巷13弄16號

平和里 06 洪秀鳳 高雄市鼓山區裕民街172巷31弄14號

平和里 07 翁建成 高雄市鼓山區平川街12號

平和里 08 陳蔡足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753巷23號

平和里 09 方清哲 高雄市鼓山區平和里9鄰九如四路735號

平和里 10 蔡源三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711巷5號

平和里 12 蘇明長 高雄市平和里九如四路741巷1號

平和里 13 江秀珍 高雄市鼓山區平和里13鄰鼓山三路8之29號

平和里 14 陳明智 高雄市鼓山區平和里14鄰裕民街193號

平和里 15 莊翠英 高雄市鼓山區青海路583號

平和里 16 黃羅春金 高雄市鼓山區迪化街46號

平和里 17 鄭黃月美 高雄市鼓山區大榮街43巷39號

平和里 18 黃正文 大榮街43巷40號

平和里 19 蔡正俊 高雄市鼓山區大榮街31巷24號

平和里 22 鄭玉梅 高雄市鼓山區大榮街67號

平和里 23 黃王櫻蘭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753巷48號

平和里 24 張月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平川街7號

平和里 25 侯陳玉蘭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673巷6號

平和里 26 林乃斌 高雄市鼓山區大榮街73巷7號2樓

平和里 27 郭修江 高雄市鼓山區大榮街73巷1弄4號

平和里 28 陳連財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三路40之55號

平和里 29 蔡聰璟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６７３巷７號２樓

民強里 01 周淑芬 高雄市鼓山區民強里1鄰翠華路141號

民強里 02 洪富國 高雄市鼓山區民強里2鄰翠華路119號

民強里 03 黃芳林 高雄市鼓山區民強里3鄰銀川街42之1號

民強里 04 許淑娟 高雄市鼓山區銀川街12巷5號

民強里 05 王玉杯 高雄市鼓山區銀川街30巷8號

民強里 06 黃正裕 高雄市鼓山區銀川街48巷17號

民強里 07 許淑靜 高雄市鼓山區金川街37號

民強里 08 洪全松 高雄市鼓山區金川街68號

民強里 09 黃正忠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700巷3號

民強里 10 楊禮璟 高雄市鼓山區民強里10鄰九如四路700巷12號

民強里 11 黃昭敏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716巷49號

民強里 12 林靖汝 高雄市鼓山區民強里12鄰九如四路716巷2號

民強里 13 徐彥琳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742巷18號

民強里 14 吳稚娟 高雄市鼓山區大榮街7號

民強里 15 葉陳秀華 高雄市鼓山區民強里15鄰九如四路64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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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強里 16 邱麗蘭 高雄市鼓山區銀川街74號4樓之2

民強里 17 王有長 高雄市鼓山區民強里17鄰銀川街66巷14號

民強里 18 張陳秀英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708號

民強里 19 歐薛玉雲 高雄市鼓山區金川街10號4樓

民強里 20 黃林葉蘭 高雄市鼓山區青松街12號

民強里 21 詹龍海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716巷74號

民強里 22 謝金治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700巷64號

民強里 23 徐賴淑照 高雄市鼓山區大榮街22巷25號

民強里 24 謝李秀琴 高雄市鼓山區大榮街22巷9弄7號

民強里 25 曾碧蓮 高雄市鼓山區民強里25鄰大榮街22巷1弄28號

民強里 26 張陳麗淑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906號2樓

民強里 27 朱玲香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892號5樓

民強里 28 陳鴻英 高雄市鼓山區大榮街38號

民強里 29 李春生 高雄市鼓山區民強里29鄰大榮街30號

民強里 30 張碧霞 高雄市鼓山區大榮街22巷22號

厚生里 01 陳煉雲 高雄市鼓山區厚德路182號2樓之1

厚生里 02 王國寶 高雄市鼓山區厚生路26號

厚生里 03 陳秀珠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４５９號

厚生里 04 廖清福 高雄市鼓山區翠華路105巷3弄6號

厚生里 07 李進明 高雄市鼓山區厚生里7鄰華安街72號

厚生里 08 莊秀菊 高雄市鼓山區厚生里8鄰翠華路105巷27號

厚生里 09 朱敏良 高雄市鼓山區厚生里9鄰九如四路588巷22號

厚生里 10 蘇林蔭 高市九如四路600巷23號

厚生里 11 黃莊鳳瑛 高雄市鼓山區厚生里11鄰鼓山三路8號之24

厚生里 12 花菀䔖 高雄市鼓山區厚生里12鄰裕民街46巷8號

厚生里 14 陳秋妙 高雄市鼓山區銀川街147號

厚生里 15 翁旗全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630號

厚生里 16 張智涵 高雄市鼓山區翠華路110之1號

厚生里 17 郭綵婕 高雄市鼓山區厚生里17鄰翠華路113巷1之2號

厚生里 18 陳國在 高雄市鼓山區翠華路113巷10號之1

龍子里 01 陳洪秋香 高雄市鼓山區龍德路251號6樓

龍子里 02 蕭政恒 高雄市鼓山區龍德路83巷28號

龍子里 04 丁銘志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三路467號6樓

龍子里 05 黃麗惠 高雄市鼓山區大順一路471巷12號

龍子里 06 胡淑碧 高雄市鼓山區大順一路847號

龍子里 07 郭少樺 高雄市鼓山區龍子里7鄰龍德路36號

龍子里 08 劉瑞賢 高雄市鼓山區龍德路41巷8號3樓

龍子里 09 洪淑雲 高雄市鼓山區龍子里9鄰龍德路61巷24號

龍子里 10 賴玉碧 高雄市鼓山區龍德路73號

龍子里 11 方玉足 高雄市鼓山區龍德路103號

龍子里 12 林育宏 高雄市鼓山區龍德路106巷20號

龍子里 13 郭碧雲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2133巷46弄54號

龍子里 14 林鄭蓮嬌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2133巷46弄2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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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子里 15 詹秋雄 高雄市鼓山區龍德路118巷8號

龍子里 16 黃呂芙佐子 高雄市鼓山區龍德路146號

龍子里 17 卞淑青 高雄市鼓山區大順一路861號10樓

龍子里 18 張淑雲 高雄市鼓山區大順一路927巷2號2樓

龍子里 19 蘇靖閑 高雄市鼓山區龍德路237巷12號3樓

龍子里 20 李志民 高雄市鼓山區大順一路1011巷1號4樓

龍子里 21 李鄭美雪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2133巷39之3號

龍子里 22 官春蘭 高雄市鼓山區龍德路255巷6號

龍子里 23 李素真 高雄市鼓山區龍德路263巷1號4樓

龍子里 24 黃中良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2133巷27號

龍子里 26 鄒貴富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2133巷12號

龍子里 27 呂迦富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2113號

龍子里 28 洪仙瑤 高雄市鼓山區龍子里28鄰裕國街157號12樓

龍子里 29 賴筠君 高雄市鼓山區龍子里29鄰裕國街93號10樓

龍子里 30 李桂馨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３７９巷３號

龍子里 31 林裿晅 高雄市鼓山區大順一路939號6樓

龍子里 32 周豊立 高雄市鼓山區龍德路168號5樓

龍子里 33 林青蓉 高雄市鼓山區大順一路１０３７號６樓之１

龍子里 34 李芳娟 高雄市鼓山區大順一路1025號9樓

龍子里 35 王昭雄 高雄市鼓山區大順一路１０１３號５樓之１

龍子里 36 邱莉羚 高雄市鼓山區大順一路1011巷8號11樓之5

龍子里 37 葉春芳 高雄市鼓山區大順一路1041巷11號

龍子里 38 傅李秀華 高雄市鼓山區大順一路1011巷20號

龍子里 39 張莉秋 高雄市鼓山區大順一路1041巷3號11樓

龍子里 40 洪光隆 高雄市鼓山區龍子里40鄰龍德路397號15樓

龍子里 41 吳安雅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930號7樓

龍子里 42 徐明毅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三路2號7樓之1

龍子里 43 葉彩蕋 高雄市鼓山區龍子里43鄰裕誠路2130號3樓

龍子里 45 許銀治 高雄市鼓山區龍德路285號4樓

龍子里 46 楊文龍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849號12樓之1

龍子里 47 葉錫卿 高雄市鼓山區富農路213號3樓

龍子里 48 徐瑞芳 高雄市鼓山區富農路98號10樓

龍水里 01 王力凱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108號

龍水里 02 陳錦珠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258號2樓

龍水里 03 劉淑民 高雄市鼓山區美明路36號

龍水里 04 李羿箴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316號5樓

龍水里 05 李佳青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北一街103號11樓

龍水里 06 楊麗芳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三路108號

龍水里 07 曾翠蓉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八街2號6樓

龍水里 08 李忠陽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南一街13號11樓

龍水里 09 張美春 高雄市鼓山區青海路121號

龍水里 10 李雅萍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四路75號15樓

龍水里 11 陳吳明珠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南五街25巷1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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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水里 12 朱家慧 高雄市鼓山區龍水二路15號9樓

龍水里 13 洪韻筑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南五街286號11樓

龍水里 14 陳俊玲 高雄市鼓山區龍水里14鄰美術東二路496號13樓

龍水里 15 趙秦台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二路98號13樓

龍水里 16 彭淑珍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四路56號

龍水里 17 孫台榮 高雄市鼓山區龍水里17鄰美術北三路202號11樓

龍水里 18 楊東霖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四路266號10樓

龍水里 19 劉俊宏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二路440號4樓

龍水里 20 林慧汝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北三路37號15樓

龍水里 21 陳金宏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四路43號12樓

龍水里 22 謝素貞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六街129號4樓之1

龍水里 23 劉玫華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六街236號15樓

龍水里 24 張美娟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六街6號2樓

龍水里 25 高慧娟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南二路70巷33號4樓

龍水里 26 許淑媛 高雄市鼓山區美明路98號2樓

龍水里 27 邢仲賢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259號9樓

龍水里 28 劉仙雲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南三路213號21樓

龍水里 29 廖文甄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四路451號14樓

明誠里 01 葉培林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１鄰民泰街３２號

明誠里 02 李明枝 高雄市鼓山區民富街40號

明誠里 03 陳吳金素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03鄰民利街18號

明誠里 04 羅老火 高雄市鼓山區民利街13巷10號

明誠里 05 黃玉金 高雄市鼓山區民康街187巷25號

明誠里 06 楊麗昭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6鄰民強街250號

明誠里 07 陳文忠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7鄰民康街157號14樓

明誠里 08 曾淑女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8鄰民利街60巷4號

明誠里 09 謝壹珉 高雄市鼓山區民強街263號

明誠里 10 邱錦淑 高雄市鼓山區明華路59號

明誠里 11 廖林水柳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11鄰裕誠路1637號

明誠里 12 林麗美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12鄰中華一路247巷20號2樓之1

明誠里 13 黃蒼海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三路742號

明誠里 14 鄭素連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14鄰裕誠路1622號

明誠里 15 王許春貴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131巷1弄13號

明誠里 16 楊相美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16鄰中華一路163巷25號

明誠里 17 何陳玉梅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247巷5弄10號4樓之1

明誠里 18 林莊秀蓮 高雄市鼓山區明華路71號

明誠里 19 陳金月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19鄰裕誠路1542巷9號

明誠里 20 陳建民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20鄰中華一路131巷32弄9號

明誠里 21 林柯秀緞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247巷15弄5號5樓之1

明誠里 22 陳蔡麗華 高雄市鼓山區明華路10號4樓之1

明誠里 24 李碧娥 高雄市鼓山區民利街76號3樓之2

明誠里 25 陳德記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25鄰文信路843號

明誠里 26 黃寶金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26鄰文忠路108號9樓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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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誠里 27 葉光博 高雄市鼓山區昌盛路362號4樓

明誠里 28 楊李文學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28鄰昌盛路399號5樓

明誠里 29 林陳淑瑛 高雄市鼓山區民利街９９巷７號４樓

明誠里 30 林元正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30鄰民利街109號3樓

明誠里 31 陳燕玉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31鄰裕誠路1525號

明誠里 32 林王切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32鄰裕誠路1571號3樓

明誠里 33 張秀卿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33鄰裕誠路1558巷2號2樓

明誠里 34 李秀枝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34鄰明倫路492巷19號

明誠里 35 謝俊仁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35鄰華榮路222號8樓

明誠里 36 顧麗華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36鄰裕誠路1145號19樓

明誠里 37 洪瑞志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37鄰昌盛路308號4樓

明誠里 38 余文元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38鄰南屏路536號12樓之1

明誠里 39 沈洪進 高雄市明誠里39鄰文忠路50號11樓之1

明誠里 40 許壽龍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40鄰文信路212號11樓

明誠里 41 蔡宛孜 高雄市鼓山區文信路330號9樓

明誠里 42 盧黃秀鳳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42鄰明華路245號3樓之2

明誠里 43 楊卓英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43鄰文忠路68號4樓

明誠里 44 謝佳錂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南屏路539號8樓

明誠里 45 侯曾盆花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45鄰明華路307號23樓

明誠里 46 安毓雯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46鄰篤敬路38號11樓之5

明誠里 47 吳淑麗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47鄰民利街120號11樓

明誠里 48 許吉生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48鄰南屏路533號

明誠里 49 嵇雲峰 高雄市鼓山區昌盛路10號8樓之1

明誠里 50 黃家隆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50鄰南屏路509號7樓

明誠里 51 黃萬榮 博愛二路339號

華豐里 06 林古順英 高雄市鼓山區東門路370巷6號

華豐里 07 石淵源 高雄市鼓山區明倫路75號

華豐里 08 何歐嬌來 高雄市鼓山區瑞豐街151巷15之3號

華豐里 10 余家良 高雄市鼓山區瑞豐街151巷5號

華豐里 11 侯郭美珍 高雄市鼓山區華豐里11鄰華豐街70號

華豐里 12 葉蔡桂蘭 高雄市鼓山區瑞豐街132號

華豐里 13 黃威豪 高雄市鼓山區華泰路284巷8號

華豐里 14 彭利紅 高雄市鼓山區華豐里14鄰華豐街56巷20之2號

華豐里 15 許梁春桃 高雄市鼓山區華豐街56巷21號

華豐里 16 林賴碧玉 高雄市鼓山區華豐里16鄰華豐街48巷18弄1號

華豐里 17 李雅文 高雄市鼓山區華豐街48巷19號

華豐里 18 紀美月 高雄市鼓山區瑞豐街208號

華豐里 20 林陳秋華 高雄市鼓山區華豐街120號2樓之1

華豐里 22 曾濬元 高雄市鼓山區華豐街106號

華豐里 23 林美月 高雄市鼓山區華豐里399號

華豐里 24 簡凃英 高雄市鼓山區華欣路9號

華豐里 25 曾菊冬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386號

華豐里 27 王志明 高雄市鼓山區明倫路9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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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豐里 28 張美惠 高雄市鼓山區東門路440號

華豐里 29 郭正男 高雄市鼓山區華欣路92號

華豐里 30 林惠霞 高雄市鼓山區華豐里30鄰華榮路436號4樓之2

華豐里 31 許美麗 高雄市鼓山區華豐里31鄰明倫路116號5樓

華豐里 32 謝玉珠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320號

華豐里 33 林季弘 高雄市鼓山區華豐里33鄰華榮路338號

裕興里 01 馬哲仁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27之7號

裕興里 02 方光明 高雄市鼓山區裕興里2鄰中華一路29巷8號

裕興里 03 許長泉 高雄市鼓山區裕興里3鄰中華一路49號8樓之3

裕興里 05 余瑞文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29巷24弄  17號

裕興里 06 黃順和 高雄市鼓山區裕興里裕興路5號

裕興里 07 劉晏然 高雄市鼓山區華泰路11號

裕興里 08 曾王碧 高雄市鼓山區裕興路10號

裕興里 10 邱陳美花 高雄市鼓山區裕興里10鄰裕興路18巷3號

裕興里 11 葉淑玲 高雄市鼓山區華寧路175號5樓

裕興里 12 蔣許玉雪 高雄市鼓山區華寧路178號

裕興里 13 屠念瑜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29巷48弄74之3號

裕興里 14 黎梅君 高雄市鼓山區裕興里14鄰中華一路29巷48弄67之1號

裕興里 15 詹淑宜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29巷48弄53號之4

裕興里 16 楊德興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19巷42號

裕興里 17 李正利 高雄市鼓山區裕興路37巷5號

裕興里 18 黃金雀 高雄市鼓山區裕興路34號

裕興里 19 周趙秀珍 高雄市鼓山區裕興里19鄰華泰路181號

裕興里 20 陳啓川 高雄市鼓山區裕興里20鄰裕豐街136巷18號

裕興里 21 丁許台江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19巷78號2樓

裕興里 22 陳素珍 高雄市鼓山區裕興路85巷7號

裕興里 23 王黃彩鳳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569號

裕興里 24 江秋乾 高雄市鼓山區裕興里24鄰東門路36巷61號

裕興里 25 陳魏春對 高雄市鼓山區東門路36巷34號

裕興里 26 吳月双 高雄市鼓山區裕興路162號

裕興里 27 趙淑美 高雄市鼓山區裕興里27鄰裕興路155巷22號

裕豐里 01 蔡梅弟 高雄市鼓山區裕豐里1鄰華豐街45巷17號

裕豐里 02 李邱玉蘭 高雄市鼓山區裕豐里2鄰華豐街47巷22號

裕豐里 03 周恆成 高雄市鼓山區裕豐里3鄰華豐街49巷20號

裕豐里 04 吳淑媛 高雄市鼓山區裕豐街60號

裕豐里 05 陳良益 高雄市鼓山區瑞豐街86號

裕豐里 06 孫鳳春 高雄市鼓山區裕豐里瑞豐街61號

裕豐里 07 黃淑惠 高雄市鼓山區裕豐里7鄰瑞豐街7號

裕豐里 08 洪淑華 高雄市鼓山區華寧路29號

裕豐里 09 賴招香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105號

裕豐里 10 岑慕蘭 高雄市鼓山區裕豐里10鄰裕豐街60號

裕豐里 11 廉陳麗娟 高雄市鼓山區裕豐街51號2樓

裕豐里 12 蔡淑琴 高雄市鼓山區裕豐里10鄰裕豐街6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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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豐里 13 林峯鳴 高雄市鼓山區慶豐街107號

裕豐里 14 李美代 高雄市鼓山區裕豐街108巷11號

裕豐里 15 張美君 高雄市鼓山區裕豐街110巷9號

裕豐里 16 劉中興 高雄市鼓山區裕豐街124巷17號

裕豐里 17 陳文屘 高雄市鼓山區華豐街19號2樓之2

裕豐里 18 陳進展 高雄市鼓山區華泰路162巷3號5樓之1

裕豐里 19 嚴欣怡 高雄市鼓山區華泰路6巷4號3樓

裕豐里 20 陳鳳娟 高雄市鼓山區華寧路24號

鼓岩里 01 蘇侯品 高雄市鼓山區鼓岩里1鄰鼓山二路161巷24號

鼓岩里 02 李順熟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二路175號

鼓岩里 03 蔡明華 高雄市鼓山區鼓岩里3鄰鼓山二路161巷12弄16號

鼓岩里 05 阮氏豔 高雄市鼓山區鼓岩里元亨街8巷11號

鼓岩里 07 葉綉琴 高雄市鼓山區鼓岩里7鄰鼓山二路223巷10號

鼓岩里 08 楊忠義 高雄市鼓山二路223之1號

鼓岩里 09 陳金針 高雄市鼓岩里9鄰鼓山二路225之2號

鼓岩里 12 郭芳君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二路225巷1之1號

鼓岩里 14 陳桓昌 高雄市鼓山二路121號

鼓岩里 15 郭吳阿珠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二路131巷3弄1號之2

鼓岩里 16 謝麗琴 高雄市鼓山二路131巷2號

鼓岩里 17 翁莊英香 高雄市鼓山區鼓岩里17鄰鼓山二路131巷12弄12號

鼓岩里 18 許世為 高雄市鼓山區鼓岩里18鄰鼓山二路131巷3弄28號

鼓岩里 19 邱郭褫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二路145巷8號

鼓岩里 20 吳素蓮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二路145巷12弄10號

鼓岩里 22 翁淑貞 高雄市鼓山二路145巷12弄43號

樹德里 01 陳朝珠 高雄市鼓山區樹德里1鄰鼓山二路202巷10號3樓

樹德里 03 黃振星 高雄市鼓山區樹興街23號

樹德里 04 陳羅錦紅 高雄市鼓山區樹德里4鄰鼓山二路218巷10號

樹德里 05 陳文雄 高雄市鼓山三路218巷11號

樹德里 06 林赤 高雄市鼓山二路218巷3弄13號

樹德里 07 鄭秋月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二路230巷8號

樹德里 09 吳陳瑞碧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二路240號之1

樹德里 10 蔡麗雲 高雄市鼓山區樹德里10鄰樹興街72號

樹德里 11 柯金治 高雄市鼓山區樹興街67號

寶樹里 01 葉楊嬰花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二路160巷19弄1號

寶樹里 04 許洪金討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二路160巷22弄2之1號

寶樹里 05 陳秀治 高雄市鼓山區寶樹里5鄰鼓山二路160巷31弄2號

寶樹里 06 劉楊彩蓮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二路166巷60號

寶樹里 07 王虹鶴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二路168巷2弄7號

寶樹里 08 林文雄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二路172之2號

寶樹里 09 劉玉瞞 高雄市鼓山區寶樹里9鄰鼓山二路178巷17號

寶樹里 10 顏榮郎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二路178巷28號

寶樹里 11 陳許秀斷 高雄市鼓山區寶樹里11鄰鼓山二路168巷3弄20號

寶樹里 13 史曾淑貞 高雄市鼓山區寶樹里13鄰鼓山二路166巷2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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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宗里 01 陳清田 高雄市鼓山二路80之5號

興宗里 02 莊媄鈞 高雄市鼓山區興宗里2鄰鼓山二路61巷6號

興宗里 04 陳義宗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二路69之1號

興宗里 07 呂清松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二路69巷4號

興宗里 08 温玉竹 高雄市鼓山區興宗里8鄰鼓山二路102之1號

興宗里 09 柯基清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二路83之1號

興宗里 10 郭元龍 高雄市鼓山區興宗里10鄰鼓山二路83巷1弄2號4樓

興宗里 11 谷昭同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二路83巷3弄2號4樓

興宗里 13 陳建銘 高雄市鼓山區興隆路41號

興宗里 14 李葉芙蓉 高雄市鼓山區興宗里14鄰鼓山二路109巷17號

興宗里 17 蘇國印 高雄市鼓山區興宗里17鄰興隆路57號

興宗里 18 黃鄭金玉 高雄市鼓山區綠川街28號

興宗里 21 蘇碧蓉 高雄市鼓山區興宗里21鄰鼓山二路91號

興宗里 22 高楊秋美 高雄市鼓山區興宗里22鄰鼓山二路105號

興宗里 23 陳吳月美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二路113號

光化里 01 陳信成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二路30號

光化里 02 張耀元 高雄市鼓山區光化里2鄰鼓山二路54號

光化里 03 鄭李春梅 高雄市鼓山二路25巷8弄4號

光化里 04 吳玉梅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二路37號

光化里 05 徐邱華妹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二路37巷31號

光化里 08 陳靜敏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二路45巷8號之1

光化里 10 黃翠梅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二路61巷17號

光化里 12 羅素英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二路45巷11弄13號

光化里 13 毛美娟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二路37巷38弄40之1號

光化里 15 李志山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二路37巷68號之6

光化里 16 李如玲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二路37巷80弄17號

光化里 17 黃英杰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一路161巷50弄34號5樓之1

光化里 18 李金明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二路37巷39號4樓之2

光化里 19 公李耀美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一路161巷50弄29號

光化里 20 洪許玉琴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一路161巷50弄43號5樓之1

光化里 21 林忠逸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一路161巷50弄69號2樓之1

山下里 01 周黃金寶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一路161巷8弄18號

山下里 02 余德和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二路25巷19號

山下里 04 洪陳秀琴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一路161巷26弄7號

山下里 05 張莉翎 高雄市鼓山區山下里5鄰鼓山一路161巷25弄19號

山下里 06 何嘉哲 高雄市鼓山區山下里6鄰鼓山一路161巷25弄7號

山下里 11 呂秀錯 高雄市鼓山區山下里11鄰鼓山一路161巷51號5樓

山下里 13 洪進能 鼓山一路131號六樓之1

山下里 14 洪健桐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一路161巷50弄14號2樓之2

山下里 15 許春銀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一路161巷50弄22號

山下里 16 張翠芳 高雄市鼓山區山下里16鄰鼓山一路161巷50弄13號

山下里 17 蘇孔明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一路161巷50弄59號4樓之2

河邊里 01 蕭景之 高雄市鼓山區河邊街3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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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邊里 02 黃陳素清 高雄市鼓山區河邊里2鄰河邊街40巷3號

河邊里 03 陳施玉鳳 高雄市鼓山區河邊里3鄰河邊街58號

河邊里 05 魏直木 高雄市鼓山區河邊街94號

河邊里 07 黃仁壽 高雄市鼓山區河邊街37號

河邊里 10 周林麗珠 高雄市鼓山區河邊街53巷4號

河邊里 11 魏李阿來 高雄市鼓山區河邊街69巷6號

河邊里 12 黃憲洋 高雄市鼓山區河邊街81巷31號

河邊里 13 葉秀桃 高雄市鼓山區河邊里13鄰河邊街95巷11號

河邊里 14 谷劉華美 高雄市鼓山區河邊街161之4號

河邊里 15 黃楊閃 高雄市鼓山區河西一路329巷1號

河邊里 16 劉以慶 高雄市鼓山區河邊街161-30號

河邊里 18 吳國清 高雄市鼓山區河邊街115巷14號5樓之1

河邊里 19 林吳美玉 高雄市鼓山區河邊街115巷26號4樓之2

河邊里 20 吳鄭清涼 高雄市鼓山區河邊街115巷23號8樓之1

綠川里 02 許淮竺 高雄市鼓山區河川街19巷11號

綠川里 03 陳魏素閑 高雄市鼓山區綠川里3鄰河川街12號之3

綠川里 05 吳明興 高雄市鼓山區河川街27巷24號

綠川里 06 林梅足 高雄市鼓山區綠川街12之1號

綠川里 07 黃慶順 高雄市鼓山區綠川里7鄰河川街74號

綠川里 09 王良好 高雄市鼓山區河西一路113號

綠川里 10 孔麗芬 高雄市鼓山區河川街83巷2號2樓之2

綠川里 11 張瓊昭 高雄市鼓山區綠川里11鄰河川街39巷17號3樓之1

綠川里 13 顏金河 高雄市鼓山區綠川街25之2號

綠川里 14 薛君仰 高雄市鼓山區綠川街29巷5弄4號2樓之1

綠川里 16 王進和 高雄市鼓山區興隆路21號

綠川里 17 蔡昭男 高雄市鼓山區河川街113號

綠川里 18 吳重幸 高雄市鼓山區河街11巷4弄4號

綠川里 19 顏長崙 高雄市鼓山區興隆路38號

綠川里 20 朱頂吉 高雄市鼓山區河川街11巷13弄1號

綠川里 22 呂心齡 高雄市鼓山區河川街103巷22弄9號之1

綠川里 23 邱三伯 高雄市鼓山區河邊街11巷19弄18附4號

綠川里 24 吳佩臻 高雄市鼓山區河邊街11巷15弄35號

登山里 01 許尹婷 高雄市鼓山一路53巷82號2樓之1

登山里 02 金政輝 鼓山一路53巷53號

登山里 04 陳永鴻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一路83號

登山里 05 蘇琡珺 高雄市鼓山區登山里5鄰鼓山一路87巷14號

登山里 07 劉玉珍 高雄市鼓山區登山里7鄰鼓山一路53巷89號

登山里 08 許竣凱 高雄市鼓山區登山里8鄰鼓山一路34之10號

登山里 09 黃忠偉 高雄市鼓山區登山里9鄰鼓山一路48號

登山里 10 洪端士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一路５３巷５５之４號

登山里 11 吳珠雲 高雄市鼓山區登山里11鄰鼓山一路53巷53號之36

登山里 12 邱正寬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一路53巷45號

登山里 13 徐秀鳳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一路53巷47號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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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南里 01 王洪時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一路55號

峰南里 02 黃傳喜 高雄市登山街4巷11號

峰南里 03 洪切 高雄市登山街4巷19之1號

峰南里 04 洪上盛 高雄市鼓山區峰南里4鄰登山街7號

峰南里 05 王志中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一路27號

峰南里 06 洪高上 高雄市鼓山區千光路14之1號

峰南里 07 莊慶安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一路53巷16號2樓之1

峰南里 08 許黃束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一路53巷27號

峰南里 09 周鍾桂蓮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一路53巷3之7號

峰南里 10 林長庚 高雄市鼓山一路31之2號

峰南里 11 洪月梅 高雄市鼓山區千光路３２號之１０

峰南里 12 陳美金 高雄市鼓山區峰南里12鄰臨海一路61巷43號

峰南里 13 游田 高雄市鼓山區峰南里13鄰鼓山一路53巷37號之22

麗興里 01 王文好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一路32號之1

麗興里 04 黃建興 高雄市鼓山區麗興里4鄰鼓山一路8之1號

麗興里 05 謝君彥 高雄市鼓山區麗興里5鄰鼓山一路17之3號

麗興里 06 張秀琴 高雄市鼓山區麗興里6鄰捷興二街24號之1

麗興里 09 張李阿珍 高雄市鼓山區鼓元街15號

麗興里 13 王仲正 高雄市鼓山區鼓南街10巷9號

麗興里 14 吳英君 高雄市鼓山區鼓元街20巷13弄6號

麗興里 15 林慧真 高雄市鼓山區麗興里15鄰臨海一路21之3附1號

麗興里 16 陳鏡輝 高雄市鼓山區鼓元街20巷6號

麗興里 17 洪黄明珠 高雄市鼓山區麗興里17鄰鼓南街10巷21號

麗興里 18 凃秋鵑 高雄市鼓山區鼓南街18號

麗興里 19 何蔡素真 高雄市鼓山區麗興里19鄰麗雄街40之2號

新民里 01 羅小薇 高雄市鼓山區麗雄街79號

新民里 02 涂黃淑卿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二路30巷32號

新民里 03 蔡桂子 高雄市鼓山區新民里3鄰麗雄街99號

新民里 04 洪天龍 高雄市鼓山區登山街12巷9號

新民里 05 王櫻蘭 高雄市鼓山區新民里5鄰登山街18巷10號

新民里 06 曾蘇美菊 高雄市鼓山區登山街18巷3號

新民里 08 凃清水 高雄市鼓山區新民里8鄰臨海二路30巷31號

新民里 09 王玉達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二路30巷7之1號

新民里 10 洪志信 高雄市鼓山區新民里10鄰登山街32巷14號

新民里 12 王洪阿春 登山街19號

新民里 14 王金成 高雄市鼓山區延平街87之3號

新民里 15 蔡羅阿枝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二路34巷35號

新民里 18 顏竹蔚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二路36之4號

延平里 02 羅偉斌 高雄市鼓山區延平里2鄰延平街4號

延平里 03 洪偉翔 高雄市鼓山區延平里3鄰濱海一路58巷11號

延平里 05 黃淑惠 高雄市鼓山區延平里5鄰鼓南街32巷23號

延平里 06 李清助 高雄市鼓山區鼓元街60號

延平里 07 陳秀美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二路2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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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平里 08 蘇洪麗雪 高雄市鼓山區濱海一路52號5樓

延平里 09 郭旭輝 高雄市鼓山區延平里9鄰麗雄街9之1號

延平里 10 鐘景茂 高雄市鼓山區鼓南街30號

延平里 11 何省 高雄市鼓山區鼓南街32巷20號

延平里 16 洪鈺嬰 高雄市鼓元街50巷22號

維生里 01 王張秀貴 高雄市鼓山區維生里1鄰濱海一路88巷4號

維生里 03 許珍 高雄市鼓山區濱海一路88巷3號

維生里 05 王玉富 高雄市鼓山區延平街49之1號

維生里 06 涂天助 高雄市鼓南街50巷7號

維生里 07 洪金輝 高雄市鼓山區維生里7鄰延平街73之2號

維生里 08 陳瑞鵬 高雄市鼓山區維生里8鄰鼓元街74巷5號

維生里 10 林華梅 高雄市鼓山區鼓波街48號之1

維生里 12 洪耀輝 高雄市鼓山區濱海一路15巷2號

維生里 14 黃新融 高雄市鼓山區維生里14鄰濱海一路83號

維生里 15 王莊錦琇 高雄市鼓山區維生里15鄰濱海一路91號

維生里 16 蔡高謂 高雄市鼓山區濱海一路57巷3弄78號

維生里 18 王月桂 高雄市鼓山區濱海一路57巷3弄57號

惠安里 01 蔡文展 高雄市鼓山區鼓波街31號

惠安里 03 郭興中 高雄市鼓山區鼓波街27巷22號

惠安里 05 黃陳秋菊 高雄市鼓山區鼓元街110號

惠安里 06 鐘林玉蘭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二路55之1號

惠安里 09 陳正儀 鼓元街120巷9號

惠安里 10 吳孫珠寶 高雄市鼓山區壽山街2之2號

惠安里 13 洪宗隆 高雄市鼓山區惠安里13鄰登山街36巷2號附8之3

惠安里 15 團氏芳枝 高雄市鼓山區惠安里15鄰登山街44之3號

惠安里 16 洪彩原 高雄市鼓山區惠安里16鄰濱海二路14之2號

惠安里 17 蔡清瑞 鼓波街23號

惠安里 18 黃清風 高雄市鼓山區惠安里18鄰長安街2之9號3樓

惠安里 19 曾明珠 高雄市鼓山區鼓元街103號

惠安里 20 董明文 高雄市鼓山區惠安里20鄰濱海二路17號之2

壽山里 01 許進成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二路85號2樓

壽山里 02 洪貴珍 臨海2路54號3樓之1

壽山里 04 陳明珠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二路56巷22號

壽山里 05 顏萬砂 高雄市鼓山區壽山里5鄰臨海二路56巷15之1號

壽山里 06 蔡陳美蓮 高雄市登山街48巷33號

壽山里 08 呂慶田 高雄市鼓山區壽山里8鄰登山街56巷5號

壽山里 09 王當見 高雄市鼓山區壽山里9鄰登山街56號之13

壽山里 10 張李秀美 高雄市登山街58號

壽山里 11 林胡冬瓜 高雄市鼓山區登山街60巷74之2號

壽山里 12 單蔡美珠 高雄市鼓山區登山街60巷67號

壽山里 13 李清達 高雄市鼓山區登山街60巷3號

壽山里 14 黃勝賢 高雄市鼓山區登山街66號之1

壽山里 16 呂仁美 高雄市鼓山區壽山里16鄰登山街76巷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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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山里 17 蘇景山 高雄市鼓山區登山街92號

壽山里 18 洪復和 高雄市鼓山區壽山里18鄰登山街41號

壽山里 20 陳鐘秋荏 高雄市濱海二路25之1號

壽山里 21 鄭國龍 高雄市鼓山區壽山街13之2號5樓之4

哨船頭里01 郭秀琴 高雄市鼓山區哨船頭里1鄰哨船街89號之1

哨船頭里02 洪美麗 高雄市鼓山區哨船頭里2鄰哨船街77號之5五樓之1

哨船頭里03 陳長儀 高雄市鼓山區哨船頭里3鄰哨船街54號

哨船頭里05 許蔡水秀 高雄市鼓山區安船街36號

哨船頭里08 侯玉蓮 高雄市鼓山區哨船頭里8鄰哨船街33號

哨船頭里09 林淑青 高雄市鼓山區哨船頭里9鄰安海街32巷18號

哨船頭里10 吳欣生 高雄市鼓山區哨船頭里哨船街7巷9號3樓之2

哨船頭里12 李衛理 高雄市鼓山區安海街33號

哨船頭里14 邵文財 高雄市鼓山區哨船頭里哨船街3巷4號

哨船頭里15 施順決 高雄市鼓山區哨船頭里15鄰哨船街3號之3

桃源里 01 顏文斌 高雄市鼓山區柴山3號

桃源里 02 王金木 高雄市鼓山區柴山47號

桃源里 03 王家和 高雄市鼓山區桃源里柴山63號

桃源里 04 王榮中 高雄市鼓山區桃源里柴山8-2號

桃源里 05 李瑞天 高雄市鼓山區柴山56之1號

桃源里 06 吳翠卿 高雄市鼓山區柴山103之2號

桃源里 07 陳聰明 高雄市鼓山區桃源里7鄰蓮海路70-3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