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里別 鄰別 姓名 戶籍地址

鼎金里 01 張吉雄 高雄市三民區鼎金1巷16之7號

鼎金里 02 高佩詩 高雄市三民區鼎金里2鄰明誠一路100號9樓之1

鼎金里 03 郭徐雪娥 高雄市三民區鼎金二巷2之1號

鼎金里 04 鄭水福 高雄市三民區鼎金中街5號

鼎金里 05 黃玉珍 高雄市三民區金鼎路176之6號

鼎金里 06 謝有吉 高雄市三民區鼎金中街17之1號

鼎金里 07 黃明璋 高雄市三民區鼎金二巷10號

鼎金里 08 高淑女 高雄市三民區鼎昌街266號13樓之2

鼎金里 09 涂基發 高雄市三民區鼎金後路25號

鼎金里 10 劉楊桂枝 高雄市三民區天祥一路14號

鼎金里 11 劉玉琴 高雄市三民區鼎新路212號

鼎金里 12 高平泉 高雄市三民區鼎新路199巷9號6樓之2

鼎金里 13 鄭金塗 高雄市三民區鼎金中街69巷15號

鼎金里 14 張漢章 高雄市三民區鼎金後路36巷50弄27號

鼎金里 15 蔡政松 高雄市三民區鼎金里鼎金後路91巷16號

鼎金里 16 黃有成 高雄市三民區鼎金後路55巷8號

鼎金里 17 李王守真 高雄市三民區鼎金後路55巷3號

鼎盛里 01 郭啟西 高雄市三民區鼎安路60巷30號

鼎盛里 02 王登堂 高雄市三民區鼎安路60巷15弄12號

鼎盛里 03 陳純音 高雄市三民區鼎貴路62巷29弄2號

鼎盛里 04 張黃滿芍 高雄市三民區鼎貴路86巷24弄16號

鼎盛里 05 林春桃 高雄市三民區鼎貴路86巷44弄4號

鼎盛里 06 顏張碧雲 高雄市三民區鼎貴路86巷44弄1號

鼎盛里 07 王潘安 高雄市三民區鼎盛里7鄰大中一路139之5號

鼎盛里 08 溫裕仁 高雄市三民區大中一路147巷4弄4號

鼎盛里 09 黃林珠 高雄市三民區鼎貴路86巷45號

鼎盛里 10 周林金枝 高雄市三民區鼎貴路134號

鼎盛里 12 吳金福 高雄市三民區鼎安路23巷12號

鼎盛里 13 丁壽忍 高雄市三民區鼎貴路13號4樓之2

鼎盛里 14 王家蓁 高雄市三民區鼎安路5號2樓之2

鼎盛里 16 黃玉珠 高雄市三民區鼎金後路532巷6號5樓

鼎盛里 17 陳信霖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712號7樓

鼎盛里 18 陳高崑 高雄市三民區鼎富路19巷20號

鼎盛里 19 劉黃淑香 高雄市三民區鼎貴路156號

鼎盛里 20 謝張春綿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756號

鼎盛里 21 施能士 高雄市三民區大中一路235巷21弄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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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盛里 22 張瀟秝 高雄市三民區大中一路233號15樓

鼎盛里 23 洪季淳 高雄市三民區大中一路235巷10號5樓

鼎盛里 24 王楊金鳳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784巷10號

鼎盛里 25 李美雀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821之22號

鼎盛里 26 周玉珠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751巷12弄7號

鼎盛里 27 韓金連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711巷24號

鼎盛里 28 莊琇淳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729號6樓之2

鼎盛里 29 李明勳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685巷4號

鼎盛里 30 蔡黃春香 高雄市三民區鼎盛里30鄰鼎中路711巷39弄9號

鼎強里 01 翁美碧 高雄市三民區鼎力路267巷8弄6號

鼎強里 02 鄭粧 高雄市三民區鼎強街402號

鼎強里 03 劉秀雄 高雄市三民區鼎金後路105號

鼎強里 04 蘇秀姿 高雄市三民區鼎力路401號

鼎強里 05 雷吳秀蘭 高雄市三民區鼎強街476號

鼎強里 06 林岳聖 高雄市三民區鼎強街461巷2弄52號

鼎強里 07 陳蘇麗香 高雄市三民區鼎強街461巷12弄24號2樓

鼎強里 08 陳秋美 高雄市三民區鼎強街461巷2弄16號

鼎強里 09 鍾龍魁 高雄市三民區鼎強街461巷2弄33號

鼎強里 10 楊銀杯 高雄市三民區鼎強街453號

鼎強里 11 蔡朝枝 高雄市三民區鼎強街281號

鼎強里 12 吳昭安 高雄市三民區鼎強街213號

鼎強里 13 鄂秋松 高雄市三民區鼎強街211巷5號

鼎強里 14 黃百霞 高雄市三民區鼎強里14鄰鼎正街29巷28號

鼎強里 15 葉陳金盆 高雄市三民區鼎貴路20巷1弄24號

鼎強里 16 陳炳妹 高雄市三民區鼎貴路62巷26弄3號

鼎強里 17 蔡文義 高雄市三民區鼎貴路62巷42弄2號

鼎強里 18 蘇素珍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560巷108號4樓

鼎強里 19 楊自立 高雄市三民區鼎強里19鄰鼎強街211巷24號

鼎強里 20 楊鴻淇 高雄市三民區鼎強里20鄰鼎強街514之1號8樓之2

鼎力里 02 陳春領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886巷33號

鼎力里 03 盧美麗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886巷45號

鼎力里 04 方張淑貴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535號

鼎力里 06 蔡彩里 高雄市三民區鼎強街151巷37弄1號

鼎力里 07 謝麗春 高雄市三民區鼎強街151巷34號

鼎力里 08 曾美智 高雄市三民區鼎強街151巷7號

鼎力里 09 劉秀菊 高雄市三民區鼎力路267巷5弄3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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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力里 10 蔡心妮 高雄市三民區鼎強街242號

鼎力里 11 王阮秀梅 高雄市三民區鼎強街155巷33號

鼎力里 12 張秀汝 高雄市三民區鼎強街155巷10號

鼎力里 13 張潘有妹 高雄市三民區鼎信街4號

鼎力里 14 陳清俊 高雄市三民區鼎強街165巷11號

鼎力里 16 蔡娟珠 高雄市三民區鼎仁街19號

鼎力里 17 張金女 高雄市三民區鼎仁街41巷34號

鼎力里 18 陳採霞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554巷6號

鼎力里 19 顏美淑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565巷16號

鼎力里 20 白王麗嬌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635巷37號

鼎力里 21 翁麥美蓮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685巷17弄13號

鼎力里 22 尤羅素琴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685巷49弄3號

鼎西里 01 楊林秀冠 高雄市三民區金鼎路114巷12之1號

鼎西里 02 黃李美春 高雄市三民區金鼎路145巷6弄7號

鼎西里 03 梁進安 高雄市三民區金陵街34號

鼎西里 04 蔡秋美 高雄市三民區鼎新路82號10樓

鼎西里 05 歐秋安 高雄市三民區金山街133巷9弄33號

鼎西里 06 蔡月桃 高雄市三民區金山路89巷18弄9號

鼎西里 07 陳黃桂蘭 高雄市三民區鼎新路14號

鼎西里 08 黃秋雪 高雄市三民區鼎新路12巷1號

鼎西里 09 陳坤賢 高雄市三民區金山路133巷12弄1號

鼎西里 10 蕭芬芬 高雄市三民區鼎新路1巷4弄15號

鼎西里 11 吳柯玉雲 高雄市三民區金山路195巷15號

鼎西里 12 邱素美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197巷5號3樓

鼎西里 13 曾玉準 高雄市三民區金山路203之1號

鼎西里 14 洪東鉅 高雄市三民區鼎西里14鄰金山路198之1號

鼎西里 15 鄭仕貴 高雄市三民區金陵街131號

鼎西里 16 吳有祿 高雄市三民區鼎新路105號

鼎西里 17 黃月菊 高雄市三民區金鼎路257巷17號

鼎西里 18 潘玉琴 高雄市三民區鼎西里18鄰鼎昌街22巷11號

鼎西里 19 鄭萬昌 高雄市三民區金鼎路213號

鼎西里 20 佘劉月女 高雄市三民區鼎金中街32號

鼎西里 21 李進福 高雄市三民區鼎金中街42巷13弄1號

鼎西里 22 陳娥 高雄市三民區鼎金中街42巷2之1號

鼎西里 23 趙謝秋絨 高雄市三民區鼎新路125巷2號

鼎西里 24 余立楷 高雄市三民區鼎昌街86之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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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西里 25 陳世煌 高雄市三民區天祥一路21號

鼎西里 26 郭佩君 高雄市三民區鼎西里26鄰明誠一路176號12樓

鼎西里 27 郭美歡 高雄市三民區鼎力路76號3樓

鼎西里 28 郭小青 高雄市三民區金陵街27巷5號

鼎西里 29 李香慧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一路136號6樓

鼎中里 01 廖清榮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202巷32號

鼎中里 02 林陳春妹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188巷14號

鼎中里 03 葉國選 高雄市三民區金山路267巷1號

鼎中里 04 吳文昌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202巷2弄8號

鼎中里 05 王黃阿環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202巷72弄3號

鼎中里 06 陳蓮香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108號2樓之2

鼎中里 07 林麗美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638巷115號

鼎中里 08 呂明宗 高雄市三民區金山路238號

鼎中里 09 李龍國 高雄市三民區鼎力路93巷9號

鼎中里 10 黃滿有 高雄市三民區鼎強街70號

鼎中里 11 朱發玉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236巷34弄2號

鼎中里 12 黃秀香 高雄市三民區金鼎路297巷8號

鼎中里 13 謝芸芳 高雄市三民區鼎強街79巷5號4樓

鼎中里 14 汪三德 高雄市三民區金山路330巷81號5樓

鼎中里 15 陳夏香 高雄市三民區鼎強街119號

鼎中里 16 陳冠甫 高雄市三民區鼎強街101之8號

鼎中里 17 黃淑媚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336巷5號

鼎中里 18 李文龍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388號

鼎泰里 01 賴陳翠英 高雄市三民區天祥一路217號

鼎泰里 02 蔡瑞碧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561號

鼎泰里 03 黃保瑞 高雄市三民區明仁路68號5樓

鼎泰里 04 劉坤堂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二路28之6號2樓

鼎泰里 05 蘇水恭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638巷72弄12號

鼎泰里 06 史麥秀芳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638巷72弄32號

鼎泰里 07 洪東銓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632之1號

鼎泰里 08 薛林素娥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638巷72弄3號2樓之2

鼎泰里 09 鐘柳英枝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638巷25號

鼎泰里 10 張國進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680巷41號

鼎泰里 11 黃琪林 高雄市三民區鼎泰街187號

鼎泰里 12 翁瓊玉 高雄市三民區鼎泰里12鄰寶鼎街2-1號

鼎泰里 13 張金源 高雄市三民區寶鼎街31巷13弄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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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泰里 14 胡黃錦 高雄市三民區鼎泰街167巷23號

鼎泰里 15 陳金枝 高雄市三民區鼎泰街115巷7之3號

鼎泰里 16 林國安 高雄市三民區寶鼎街42號

鼎泰里 17 程王壽美 高雄市三民區寶鼎街48巷16號

鼎泰里 18 郭邱阿桃 高雄市三民區寶鼎街32巷3號

鼎泰里 19 陳卉華 高雄市三民區鼎和街45巷9號4樓

鼎泰里 20 謝惠蘭 高雄市三民區鼎泰里20鄰民族一路760巷25號

鼎泰里 21 張玉尾 高雄市三民區鼎泰里21鄰天祥一路219巷1號

鼎泰里 22 歐金盟 高雄市三民區鼎泰里22鄰民族一路854巷82號

鼎泰里 23 周淑鈴 高雄市三民區金鼎路368之4號

鼎泰里 24 江燕輝 高雄市三民區金山路360巷104號

鼎泰里 25 王林阿蘭 高雄市三民區金山路360巷55號

鼎泰里 26 高順金 高雄市三民區鼎泰街72號11樓之1

鼎泰里 27 周美華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638巷73弄4號

鼎泰里 28 林翁美華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708之2號

鼎泰里 29 林生財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680巷15弄8號

鼎泰里 30 陳春仕 高雄市三民區金山路392號

鼎泰里 31 洪淑美 高雄市三民區金山路379號

鼎泰里 32 黃童玉娣 高雄市三民區鼎泰街29號

鼎泰里 33 許成在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638巷50弄7之2號

鼎泰里 34 陳淑卿 高雄市三民區鼎泰街2巷6弄3號

鼎泰里 35 鐘澄妹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638巷50弄29號

鼎泰里 36 姚登芳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620巷32弄2號

鼎泰里 37 葉足美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638巷42號

鼎泰里 38 陳卿雲 高雄市三民區明仁路16之4號

鼎泰里 39 黃淑敏 高雄市三民區明哲路33號10樓之1

鼎泰里 40 孫儷文 高雄市三民區明哲路38號12樓

鼎泰里 41 周鋊鍠 高雄市三民區明賢街73號11樓

鼎泰里 42 蔡榮澤 高雄市三民區明福街46號6樓

鼎泰里 43 林水源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794巷3號3樓

鼎泰里 44 曾武賢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543巷1號11樓

鼎泰里 45 楊玉琴 高雄市三民區鼎祥街73號6樓

鼎泰里 46 鄭梅君 高雄市三民區河堤路566號12樓

鼎泰里 48 邱良義 高雄市三民區鼎瑞街99巷5號

鼎泰里 49 張吳愛玉 高雄市三民區河堤路510之2號12樓

鼎泰里 50 陳明輝 高雄市三民區河堤路500號9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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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泰里 51 洪俊富 高雄市三民區裕誠路90號12樓

鼎泰里 52 史博文 高雄市三民區裕誠路62之7號12樓

鼎泰里 53 郭月琴 高雄市三民區明賢街96號12樓之1

鼎泰里 54 莊惠月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二路106之1號24樓

鼎泰里 55 陳淑珍 高雄市三民區河堤路292號14樓

鼎泰里 56 張金記 高雄市三民區明仁路25號14樓

鼎泰里 57 柯玲玉 高雄市三民區鼎祥街58號

鼎泰里 58 呂熒騏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521號5樓

鼎泰里 59 畢王福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517之1號6樓

鼎泰里 60 杜雅卿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569之1號14樓

鼎泰里 61 張淑惠 高雄市三民區明福路13號11樓

鼎泰里 62 黃惠敏 高雄市三民區明賢街56之2號6樓

鼎泰里 63 毛文鳳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702之2號7樓之2

鼎泰里 64 黃于庭 高雄市三民區河堤路530號14樓

鼎泰里 65 黃淑娟 高雄市三民區裕誠路72之3號13樓

鼎泰里 66 李壽利 高雄市三民區明賢街104號11樓之1

鼎泰里 67 顏素菊 高雄市三民區明哲路33號5樓之10

鼎泰里 68 吳昀庭 高雄市三民區明賢街55號26樓

鼎泰里 70 陳燕雪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543巷25之5號14樓

鼎泰里 71 李苑寧 高雄市三民區河堤路482之1號6樓

鼎泰里 72 謝美玲 高雄市三民區裕誠路58號13樓

鼎泰里 73 張月秋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808之1號22樓

鼎泰里 74 洪淑真 高雄市三民區明仁路171號21樓

本館里 01 黃羅玉枝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02號

本館里 02 林富生 高雄市三民區昌裕街129號

本館里 03 黃蔡美華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一路16號

本館里 04 林陳春月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238號

本館里 05 羅森峰 高雄市三民區昌裕街45巷1之1號

本館里 06 曾得振 高雄市三民區本館里6鄰昌裕街71巷13弄18號

本館里 07 陳文龍 高雄市三民區大德街29號

本館里 08 羅憲煌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一路76號

本館里 09 吳黃秋蘭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212號5弄10之7號

本館里 10 蔡朝鐘 高雄市三民區昌裕街1之6號

本館里 11 黃應金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一路156號

本館里 12 陳麗娟 高雄市三民區本館里12鄰大豐一路111之6號10樓之2

本館里 13 王顯名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一路89巷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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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里 14 黃美娟 高雄市三民區昌裕街104號

本館里 15 陳壬順 高雄市三民區大興街21號

本館里 16 莊陳美華 高雄市三民區大興街43巷19號

本館里 17 蔡長楠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一路89巷59號

本館里 18 陳進良 高雄市三民區大裕路122號

本館里 19 王揚不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一路256巷3弄31號

本館里 20 張美玉 高雄市三民區本昌裕街14號

本館里 21 陳瑞寶 高雄市三民區昌裕街2巷25弄2號

本館里 22 謝鄭美淑 高雄市三民區昌裕街31巷17號

本館里 23 許繡緞 高雄市三民區大裕路202巷70號

本館里 24 邱清貴 高雄市三民區昌裕街172號

本館里 25 蔡美金 高雄市三民區本館里25鄰大豐一路89巷64號

本館里 26 林添松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一路111之5號5樓之1

本館里 27 陳美珠 高雄市三民區昌富街57號2樓

本館里 28 李榮聲 高雄市三民區大裕路226之8號3樓

本館里 29 洪嘉福 高雄市三民區本館里29鄰大裕路180巷10號

本館里 30 鍾劉蘭妹 高雄市三民區昌富街62號10樓

本館里 31 吳華宗 高雄市三民區大裕路174巷52號

本館里 32 翁寶彩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一路33號3樓

本館里 33 許鳳嬌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一路173之2號4樓

本和里 01 林金蘭 高雄市三民區本和里1鄰大昌一路40號

本和里 02 蘇素慧 高雄市三民區本和里2鄰大昌一路60巷1弄4號

本和里 03 詹周素梅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90巷11號

本和里 04 楊龍藤 高雄市三民區本和里4鄰大昌一路168巷9號2樓

本和里 05 李依朋 高雄市三民區本和里5鄰大福街121之1號4樓

本和里 06 趙淑貞 高雄市三民區大福街261巷17號

本和里 07 黃麗英 高雄市三民區本和里7鄰大裕路97巷12號

本和里 08 葉賴碧津 高雄市三民區大福街71號

本和里 09 洪云容 高雄市三民區本和里9鄰大裕路201號

本和里 10 吳陳阿美 高雄市三民區大福街40巷23號

本和里 11 吳秀菊 高雄市三民區本和里11鄰大享路56之7號五樓

本和里 12 蕭雲鞠 高雄市三民區本和里12鄰大享路41巷14號

本和里 13 林棋松 高雄市三民區本和里13鄰明誠一路203號

本和里 14 鄭國志 高雄市三民區本和里14鄰大豐一路459號

本和里 15 溫金蘭 高雄市三民區本和里15鄰大享路117之1號

本和里 16 葉風進 高雄市三民區大福街14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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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和里 17 吳童麗琴 高雄市三民區大裕路51巷67弄22號

本和里 18 陳美金 高雄市三民區本和里18鄰大豐一路480巷11弄11號

本和里 19 陳進忠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一路322號

本和里 20 蕭  縈 高雄市三民區本和里20鄰大享路98巷23號

本和里 21 林清香 高雄市三民區本和里21鄰大享路118號10樓

本和里 22 蕭桂娟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一路405號

本和里 23 陳吟慈 高雄市三民區本和里23鄰大和街69號

本和里 24 邱月碧 高雄市三民區鼎文街66號14樓

本和里 25 陳湘茗 高雄市三民區鼎吉街172號

本和里 26 陳智明 高雄市三民區大福街199號

本文里 01 劉忠民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50號

本文里 02 魏好子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29巷7之4號

本文里 03 林黃牡丹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33號

本文里 04 蘇進宗 高雄市三民區本文里4鄰立志街8巷17號

本文里 05 李憲彰 高雄市三民區立志街22巷3號

本文里 06 葉瓊華 高雄市三民區立志街32號

本文里 07 楊梁鳳雀 高雄市三民區立忠路12號6樓

本文里 08 林張美藝 高雄市三民區立志街134巷10之1號

本文里 09 張銀財 高雄市三民區立志街154巷2號

本文里 10 陳玉珍 高雄市三民區立志街168巷5號

本文里 11 楊秀蘭 高雄市三民區豐年街24號

本文里 12 朱清賢 高雄市三民區立志街204巷32號

本文里 13 莊室珪 高雄市三民區本文里13鄰立強街30號

本文里 14 陳郭明鳳 高雄市三民區莊敬路39號

本文里 15 陳劉阿絨 高雄市三民區莊敬路60巷13號

本文里 16 黃美珍 高雄市三民區立志街164號

本文里 17 沈聰茂 高雄市三民區立志街206號

本武里 01 蔡幸娟 高雄市三民區皓東路169巷8號

本武里 02 謝秀鳳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二路487巷7號

本武里 03 吳義雄 高雄市三民區皓東路169之5號

本武里 04 鄭劉寶珠 高雄市三民區育英街76巷10號

本武里 05 陳登祿 高雄市三民區本武里5鄰大昌二路462巷10弄20號

本武里 06 吳秀鳳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462巷26弄16號

本武里 07 翁陳碧蘭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462巷1號

本武里 08 蘇鄭切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458號

本武里 09 吳蔡桃枝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488巷1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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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武里 10 林志諺 高雄市三民區本武里10鄰昭良街126號

本武里 11 王明泰 高雄市三民區昭良街105號6樓

本武里 12 莊林刊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387巷3號

本武里 13 劉清松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363巷3號

本武里 14 陳伯祥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331號

本元里 01 孔金川 高雄市三民區本元里1鄰大豐二路522號

本元里 02 賴富春 高雄市三民區本元里2鄰皓東路217號

本元里 03 蔡依珍 高雄市三民區本元里3鄰皓東路241巷1弄2號

本元里 04 廖菊卿 高雄市三民區本元里4鄰育英街61號

本元里 05 蔡清全 高雄市三民區本元里5鄰大慶街32號4樓

本元里 06 劉晏榕 高雄市三民區大慶街42之1號

本元里 07 黃惠芳 高雄市三民區本元里7鄰大利街23號

本元里 09 李玉嬌 高雄市三民區本元里9鄰大慶街76號

本元里 10 曾麗菊 高雄市三民區本元里10鄰昭良街57巷18號

本元里 11 林滿堂 高雄市三民區本元里11鄰大利街46號

本元里 12 沈李桂花 高雄市三民區大利街54號

本元里 13 謝美玲 高雄市三民區本元里13鄰建工路303號

本元里 15 吳王麗香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287巷10號

本元里 16 張宗霖 高雄市三民區本元里16鄰昭良街6號7樓

本元里 17 林紫梅 高雄市三民區本元里17鄰建工路213號7樓

本元里 18 陳素孌 高雄市三民區本元里18鄰秋元街25巷5號

本元里 19 顏良祐 高雄市三民區本元里19鄰秋元街16巷22號

本元里 20 郭金柱 高雄市三民區本元里20鄰秋元街25巷4號

本元里 21 李榮憲 高雄市三民區本元里21鄰秋元街49巷17號

本元里 22 王婷 高雄市三民區本元里22鄰本松街75巷35號

本元里 23 唐秋華 高雄市三民區本元里23鄰本松街65巷2號

本元里 24 吳佩璁 高雄市三民區本元里24鄰大豐二路628巷6弄6號

本元里 25 劉惠雯 高雄市三民區本元里25鄰大慶街102號3樓

本安里 01 林翠娥 高雄市三民區黃興路455巷24號

本安里 02 劉松英 高雄市三民區黃興路437巷19號

本安里 03 吳美麗 高雄市三民區黃興路419號

本安里 04 吳淑鈴 高雄市三民區黃興路417巷12號9樓

本安里 07 塗錦繡 高雄市三民區皓東路256號

本安里 08 莊德忠 高雄市三民區皓東路246巷70弄11號

本安里 09 黃美銘 高雄市三民區本安里9鄰黃興路411號

本安里 10 徐曉章 高雄市三民區本安里10鄰清興街26巷2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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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安里 11 賴朱菊妹 高雄市三民區澄明街281號

本安里 12 古而寶 高雄市三民區黃興路379巷9號

本安里 13 涂素梅 高雄市三民區黃興路353巷16號

本安里 14 黃梅花 高雄市三民區黃興路353巷63號5樓

本安里 15 謝青杏 高雄市三民區黃興路329巷24號

本安里 16 張瑞源 高雄市三民區汾陽路76號7樓

本安里 17 張瑞纓 高雄市三民區信國路62巷3號

本安里 18 羅鄭桂英 高雄市三民區澄和路280巷17號

本安里 19 陳清泉 高雄市三民區本安里19鄰澄平街350號

本安里 20 江碧綢 高雄市三民區本安里20鄰黃興路241號3樓

本安里 21 邱秋琴 高雄市三民區本安里21鄰應安街211巷12號

本安里 22 林貴雲 高雄市三民區澄平街245號

本安里 23 吳秋燕 高雄市三民區信國路14號9樓

本上里 01 方淑娟 高雄市三民區本上里1鄰應安街448號

本上里 02 曾柏霖 高雄市三民區本上里2鄰黃興路187號

本上里 03 林月艷 高雄市三民區澄和路210號

本上里 04 鄭秀枝 高雄市三民區本上里4鄰黃興路144巷37號

本上里 05 莊秀琴 高雄市三民區澄平街298巷16號

本上里 06 沙永強 高雄市三民區本上里6鄰堅如路80號二樓之2

本上里 07 洪水木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505巷37號

本上里 08 蕭豐益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471巷40號

本上里 09 廖炳河 高雄市三民區黃興路94號

本上里 10 李桂枝 高雄市三民區本上里10鄰應安街240巷27號

本上里 11 杜碧絨 高雄市三民區本上里11鄰澄平街256號11樓之1

本上里 12 劉佳明 高雄市三民區澄平街250號5樓之3

本上里 13 耿麗珠 高雄市三民區本上里13鄰黃興路86號

本上里 14 郭筠蜜 高雄市三民區本上里14鄰黃興路109號14樓之1

本上里 17 徐玉枝 高雄市三民區本上里17鄰澄平街228號

本上里 18 陳建宏 高雄市三民區澄和路159號

本上里 19 陳京華 高雄市三民區本上里19鄰黃興路115號8樓之2

本上里 20 黃淑慧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403巷15號

本上里 21 游秀森 高雄市三民區本上里21鄰陽明路383號

本上里 22 施王清香 高雄市三民區本上里22鄰陽明路271巷11號

本揚里 01 陳綉櫻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448號

本揚里 02 蔡安俊 高雄市三民區本揚里2鄰澄平街150號

本揚里 03 黃永昌 高雄市三民區本揚里3鄰澄和路126巷5號5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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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揚里 04 朱美綢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340號

本揚里 05 楊惠珍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302號13樓之2

本揚里 06 陳鳳蘭 高雄市三民區澄明街69號

本揚里 07 王麗津 高雄市三民區澄平街140號

本揚里 08 劉益讚 高雄市三民區黃興路17巷31號

本揚里 09 許文昌 高雄市三民區澄和路116之2號

本揚里 10 吳蔡好 高雄市三民區清華街91號14樓之1

本揚里 11 蔣淑女 高雄市三民區天民路127號16樓之3

本揚里 12 周黃弘珊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737號

本揚里 13 宋美鳳 高雄市三民區黃興路6號6樓

本揚里 14 陳碧娥 高雄市三民區黃興路30巷5號

本揚里 15 王良秀 高雄市三民區本揚里15鄰黃興路50巷5號4樓之2

本揚里 16 王惠玲 高雄市三民區澄和路111巷42號

本揚里 17 黃鐘毅 高雄市三民區本揚里17鄰清光街125號

本揚里 18 楊永任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721號

本揚里 19 許邦彥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665巷40號

本揚里 20 曾慶璋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665巷45號

本揚里 21 李來發 高雄市三民區清華街158之1號2樓之3

本揚里 22 劉春妹 高雄市三民區澄平街33號

本揚里 23 陳秀香 高雄市三民區澄和路58巷11號

本揚里 24 莊淑妙 高雄市三民區澄和路19號

本揚里 25 姜明智 高雄市三民區天民路68號

本揚里 26 李智揚 高雄市三民區天民路13巷18號6樓之1

本揚里 27 陳建安 高雄市三民區天民路13巷1弄9之2號

本揚里 28 林玉真 高雄市三民區義和路70號

本揚里 29 陳萬水 高雄市三民區天民路96號

本揚里 30 黃麗芳 高雄市三民區天民路119號6樓

本揚里 31 李東燐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36號

本揚里 32 吳美珠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76號

寶獅里 01 張秀珠 高雄市三民區光富路47巷1號

寶獅里 02 蔡王秀鳳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239巷29弄4號

寶獅里 03 謝靖潔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239巷41號

寶獅里 04 許秋菊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239巷29弄1之5號

寶獅里 05 鄭麗娟 高雄市三民區光富路103號

寶獅里 06 許素娟 高雄市三民區光武路2號4樓

寶獅里 07 鍾幸潓 高雄市三民區光富路48號7樓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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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獅里 08 李素雲 高雄市三民區克武路4巷4號

寶獅里 09 郭丙丁 高雄市三民區有光路1巷6弄3號

寶獅里 10 陳麗美 高雄市三民區克武路1巷4號

寶獅里 11 李順治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三路316巷182號

寶獅里 12 姚秀花 高雄市三民區克武路57號

寶獅里 13 黃金麗 高雄市三民區光裕路16號

寶獅里 14 高勝豐 高雄市三民區有光路42巷16弄2之3號

寶獅里 15 王光雄 高雄市三民區光裕路27號

寶獅里 16 黃永利 高雄市三民區有光路50號

寶獅里 17 趙月玲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329號

寶獅里 18 姚雅琳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367號

寶獅里 19 陳王美鈴 高雄市三民區寶獅里19鄰有光路112號

寶獅里 20 朱黃金英 高雄市三民區有光路69之4號

寶獅里 21 曾崑章 高雄市三民區有光路97號

寶獅里 22 陳李淑華 高雄市三民區克武路110號

寶獅里 23 林許麗仙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381巷31號

寶獅里 24 陳麗明 高雄市三民區克武路103號

寶獅里 25 陳美穗 高雄市三民區克武路121之2號

寶獅里 26 劉瑞雲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三路316巷129之3號

寶德里 01 陳素貞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232號11樓

寶德里 02 劉雪霞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230巷14之1號

寶德里 03 陳瑞雍 高雄市三民區光武路80巷3弄5號

寶德里 04 周麗雲 高雄市三民區淵明街3號2樓

寶德里 05 謝春來 高雄市三民區淵明街38號

寶德里 06 簡春林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316號

寶德里 07 許鵬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285巷20號3樓

寶德里 08 陳素梅 高雄市三民區光武路152巷14號

寶德里 09 黃碧堂 高雄市三民區寶德里9鄰光武路152巷18弄15號4樓

寶德里 10 白憲隆 高雄市三民區寶德里10鄰光武路150巷21弄12號

寶德里 11 江利盛 高雄市三民區光武路158巷14號

寶德里 12 王憲章 高雄市三民區寶德里12鄰覺民路288巷23弄4號

寶德里 13 陳素真 高雄市三民區褒忠街15號

寶德里 14 吳福華 高雄市三民區褒忠街39號

寶德里 15 陳力豪 高雄市三民區褒忠街40號

寶德里 16 廖欽籬 高雄市三民區褒忠街58巷4號

寶德里 17 劉王秀麗 高雄市三民區寶德里17鄰褒忠街78巷1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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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德里 18 郭欽進 高雄市三民區褒忠街109號

寶德里 19 白秋琴 高雄市三民區寶德里19鄰義德路2巷24號

寶德里 20 陳有樂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299巷30號

寶德里 21 林明得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303巷33號

寶德里 22 黃美雲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315巷33號

寶德里 23 林良憲 高雄市三民區義德路22號3樓

寶德里 24 洪淑華 高雄市三民區義德路25號

寶德里 25 歐震舞 高雄市三民區義仁街14號

寶德里 26 蔡黃麗凰 高雄市三民區寶德里26鄰義仁街31號6樓

寶德里 27 陳王水蓮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361巷15號

寶德里 28 黃長 高雄市三民區壽昌路132號

寶泰里 01 盧余紀美 高雄市三民區義德路38號

寶泰里 02 黃鍾滿華 高雄市三民區義德路53號

寶泰里 03 吳美玲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340巷46號

寶泰里 04 黃清弘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340巷19號

寶泰里 05 邵美惠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344號

寶泰里 06 王簡秋蘭 高雄市三民區壽昌路199號

寶泰里 07 陳雪蒸 高雄市三民區壽昌路180巷1號

寶泰里 08 李明姿 高雄市三民區壽昌路337巷8號

寶泰里 09 吳豐邑 高雄市三民區壽昌路323號2樓

寶泰里 10 許瑞蓮 高雄市三民區壽昌路283號

寶泰里 11 張桂英 高雄市三民區壽昌路227號

寶泰里 13 莊春元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418號

寶泰里 14 謝娟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212巷32號

寶泰里 15 鄭范鳳嬌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212巷60號

寶泰里 16 劉蔡碧花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212巷51號

寶泰里 17 涂林秋孌 高雄市三民區寶泰里17鄰修武街15巷1號

寶泰里 18 邱燈丑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104巷9號

寶泰里 19 陳榮豊 高雄市三民區壽昌路97號2樓

寶泰里 20 林寶珠 高雄市三民區義昌路86巷9號

寶泰里 21 嚴慶國 高雄市三民區義昌路68之1號3樓

寶興里 01 吳洪省 高雄市三民區寶興里1鄰大昌二路171巷9號

寶興里 02 余黃淑貞 高雄市三民區寶興里2鄰正豐街142號

寶興里 03 陳榮祥 高雄市三民區寶興里3鄰正忠路225號

寶興里 04 邱秀枝 高雄市三民區寶興里4鄰正忠路215巷13號

寶興里 05 林鄭桂花 高雄市三民區寶興里5鄰正忠路200巷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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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興里 06 周湘雲 高雄市三民區寶興里6鄰建武路186號

寶興里 07 王慶福 高雄市三民區寶興里7鄰建興路56巷21號

寶興里 08 陳戴麗玉 高雄市三民區寶興里8鄰正忠路196號

寶興里 09 鄭豐順 高雄市三民區寶興里9鄰正忠路146巷33號

寶興里 10 楊國承 高雄市三民區寶興里10鄰正豐街95號

寶興里 11 廖學良 高雄市三民區寶興里11鄰建興路108號

寶興里 12 李清復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118巷11號

寶興里 13 葉王麗雍 高雄市三民區寶興里13鄰建興路146巷14號

寶興里 14 林枝川 高雄市三民區寶興里14鄰寶興路82之15號2樓

寶興里 15 李美快 高雄市三民區寶興里15鄰建興路89號

寶興里 16 葉黃寶春 高雄市三民區寶興里16鄰大順二路132巷27號

寶興里 17 林余麗綿 高雄市三民區寶興里17鄰建興路123巷21號

寶興里 18 鄭金聰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132巷53號

寶興里 19 張峰瑞 高雄市三民區寶興里19鄰建興路99巷15弄9號

寶興里 20 黃仁茂 高雄市三民區寶興里20鄰覺民路632號

寶興里 21 陳孝忠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278號12樓

寶興里 22 蘇榮振 高雄市三民區寶興里22鄰正忠路197號

寶興里 23 陳周昭 高雄市三民區寶興里23鄰建興路99巷28號

寶興里 24 涂德文 高雄市三民區寶興里24鄰建興路99巷20弄7號

寶興里 25 李于舒 高雄市三民區寶興里25鄰建武路157巷1號

寶興里 26 呂水來 高雄市三民區寶興里26鄰正忠路186巷8號3樓

寶興里 27 黃潘禾卉 高雄市三民區寶興里27鄰大豐二路118巷21號

寶興里 28 汪清榮 高雄市三民區寶興里28鄰大昌二路121號之11

寶興里 29 戴張秀珠 高雄市三民區寶興路118號

寶興里 30 陳趙淑女 高雄市三民區寶興里30鄰寶興路82之29號12樓

寶興里 31 唐清梅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二路116之1號13樓

寶興里 32 黃金塔 高雄市三民區寶興里32鄰大豐二路116之16號

寶中里 01 葉余寶珠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232巷22號

寶中里 02 劉潘桂英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167巷5弄8號

寶中里 03 謝東峯 高雄市三民區康德街45巷10號

寶中里 04 張玉秀 高雄市三民區義永路13號2樓之1

寶中里 05 劉呂美琴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橫巷5號

寶中里 06 謝佳器 高雄市三民區康德街45巷1弄7號

寶中里 07 李金標 高雄市三民區康德街43巷31號

寶中里 08 黃進福 高雄市三民區建德路238號

寶中里 09 楊振福 高雄市三民區義永路68巷6號6樓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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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中里 10 游明福 高雄市三民區康德街41巷13號

寶中里 11 王昭勳 高雄市三民區義永路40號

寶中里 12 蔡邱好 高雄市三民區義永路54巷1弄6號

寶中里 13 李巖雄 高雄市三民區康德街28號

寶中里 14 劉淑芳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205號

寶中里 15 陳林玉珍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195號14樓

寶中里 16 林侯秀月 高雄市三民區義永路43巷7弄26號

寶中里 17 陳喜怒 高雄市三民區義永路43巷9弄20號

寶中里 18 李蔡玉環 高雄市三民區義永路53之1號

寶中里 19 余黃碧霞 高雄市三民區義永路23巷1弄6之3號

寶中里 20 陳阿枝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173號10樓之3

寶華里 01 林晏緻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24巷1弄6號

寶華里 02 王美鈴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54巷6號

寶華里 04 柯添興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16巷10號4樓

寶華里 05 洪碧穗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132號

寶華里 06 陳郭碧月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13巷1號

寶華里 07 蔡郭鳳珠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47號

寶華里 08 陳正焜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58巷10號

寶華里 09 黃啟勝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58巷7之1號

寶華里 10 劉美滿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36巷27號

寶華里 11 呂博文 高雄市三民區民信路23號4樓

寶華里 12 賴素真 高雄市三民區民禮路11巷11號

寶華里 13 邱陳月鳳 高雄市三民區民信路2號2樓

寶華里 14 洪喜容 高雄市三民區澄照街36號

寶華里 15 王秋梅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361巷19弄12號4樓

寶華里 16 林正森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361巷19弄13號

寶華里 17 張雅雯 高雄市三民區民禮路12號

寶國里 01 簡境賢 高雄市三民區民壯路58號

寶國里 02 林鐘艷華 高雄市三民區民壯路67號

寶國里 03 林柏城 高雄市三民區民豐路582號2樓

寶國里 04 徐榛妤 高雄市三民區寶國里4鄰民豐路35號6樓

寶國里 05 陳金鳳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236巷39號

寶國里 06 柯葉瑞英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272號巷18號

寶國里 07 涂榮福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272巷41號

寶國里 08 呂鳳娥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286巷8弄4號5樓

寶國里 09 李明正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286巷13弄1號4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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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國里 10 陳双寶 高雄市三民區褒揚街329巷10號

寶國里 11 楊士賢 高雄市三民區寶國里11鄰褒揚街293之1號8樓

寶國里 12 黃文福 高雄市三民區褒揚街163號

寶國里 13 阮雪麗 高雄市三民區褒陽街153號

寶國里 14 吳美麗 高雄市三民區褒揚街150號

寶國里 15 林李味 高雄市三民區褒揚街162號

寶國里 16 黃莊玉霞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207巷61號

寶國里 17 盧吳櫻綢 高雄市三民區應安街41號

寶國里 18 李雅芳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287巷18號之1

寶國里 19 蘇智信 高雄市三民區應安街59號

寶國里 20 莊雅惠 高雄市三民區寶國里20鄰應安街148號

寶國里 21 劉忠義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229巷33號

寶國里 22 朱南山 高雄市三民區義發街12號

寶國里 23 黃忠富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199巷19號11樓

寶國里 24 林伯芳 高雄市三民區義明街15號8樓

寶國里 25 梁秀芳 高雄市三民區寶國里25鄰義明街18號4樓

寶國里 26 吳郭美花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159巷27弄4號

寶國里 27 邱李淑華 高雄市三民區義光街10號

寶國里 28 涂宏發 高雄市三民區義明街16號17樓

寶國里 29 侯景森 高雄市三民區褒揚街218號16樓之2

寶國里 30 陳弘昌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239巷7號4樓

寶民里 01 王奇福 高雄市三民區水源路215巷28號

寶民里 02 陳劉清娥 高雄市三民區水源路212號

寶民里 03 王胡月嫦 高雄市三民區水源路220巷3弄9號

寶民里 04 黎有金 高雄市三民區民業路13巷11弄4號

寶民里 05 賴彭粉妹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143號

寶民里 06 葉武雄 高雄市三民區水源路80號

寶民里 07 曾陳碧珍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95巷18號

寶民里 08 黃盧月里 高雄市三民區正義路313巷59弄3號

寶民里 09 許玉楣 高雄市三民區正義路311巷57弄13號

寶民里 10 林江春葉 高雄市三民區水源路125巷2號

寶民里 11 林素嫣 高雄市三民區水源路105號

寶民里 12 黃江河 高雄市三民區正義路311巷17號

寶民里 13 洪文華 高雄市三民區水源路47號

寶民里 15 林寬仁 高雄市三民區水源路58號

寶民里 16 劉敬忠 高雄市三民區水源路8巷1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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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民里 17 謝月嬌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73號7樓之1

寶慶里 01 蔡旺達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170巷2號之1

寶慶里 02 趙麗鳳 高雄市三民區寶慶里2鄰民業路35號

寶慶里 03 何其庫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43巷31之2號

寶慶里 04 方俊智 高雄市三民區寶慶里4鄰九如一路174號

寶慶里 06 楊薛秋霞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186巷19號

寶慶里 07 劉杏華 高雄市三民區寶慶里7鄰九如一路204之2號

寶慶里 08 呂清和 高雄市三民區寶慶里8鄰九如一路214巷14號

寶慶里 09 陳金鳳 高雄市三民區寶慶里9鄰九如一路214巷22弄12號

寶慶里 10 林昭吟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214巷22弄11號

寶慶里 11 歐陽洪仁 高雄市三民區寶慶里11鄰民孝路20號

寶慶里 12 洪雅琴 高雄市三民區寶慶里12鄰覺民路233巷2號4樓

寶慶里 13 陳慧櫻 高雄市三民區寶慶里13鄰覺民路233巷17弄2號

寶慶里 14 蔡淑文 高雄市三民區寶慶里14鄰九如一路186巷56號

寶慶里 15 詹麗蓉 高雄市三民區寶慶里15鄰陽明路43巷40號

寶慶里 16 萬秀盈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170巷32弄4之2號

寶慶里 17 邱劉綉姬 高雄市三民區寶慶里17鄰九如一路170巷30弄4號

寶慶里 18 陳啟成 高雄市三民區寶慶里18鄰民壯路7號

寶業里 01 洪蔚叡 高雄市三民區民祥街8號6樓之3

寶業里 02 謝民壽 高雄市三民區民祥街13號

寶業里 03 翁主良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40號

寶業里 04 黃國遠 高雄市三民區民信路45號

寶業里 05 黃慶治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64巷4號3樓

寶業里 06 莊家興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64巷7號

寶業里 07 沈添福 高雄市三民區民本街3號

寶業里 08 辜福滿 高雄市三民區褒揚街105號

寶業里 09 田俊哲 高雄市三民區清華街2巷16號

寶業里 10 鄭月娥 高雄市三民區褒揚街39號2樓之3

寶業里 11 周正義 高雄市三民區褒揚街11號

寶業里 12 江永茂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469號

寶業里 13 史美紅 高雄市三民區褒揚街40巷4號

寶業里 14 陳月霞 高雄市三民區褒揚街60號2樓

寶業里 15 黃文章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160巷55號

寶業里 16 蔡久雄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160巷19號

寶業里 17 蘇世文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170巷6號10樓

寶業里 18 黃辛玉梅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10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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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業里 19 張巧伶 高雄市三民區義利街13號

寶業里 20 邵慧華 高雄市三民區義和路9號

寶業里 21 王錦鈴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27弄12號

寶業里 22 許毓仁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27巷19之1號

寶業里 23 陳金生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505號

寶業里 24 林和進 高雄市三民區民本街15號10樓

寶業里 25 羅本在 高雄市三民區文安南街76號14樓

寶盛里 01 李由仁 高雄市三民區克強路7之3號

寶盛里 02 王麗嬌 高雄市三民區臥龍路23巷2之1號

寶盛里 03 張金福 高雄市三民區克武路272號

寶盛里 04 李春長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三路316巷16號

寶盛里 05 程陳巧雲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451號

寶盛里 06 劉國雄 高雄市三民區卧龍路54巷6號

寶盛里 07 曾一招 高雄市三民區有光路160巷5號

寶盛里 08 簡順德 高雄市三民區克武路152號

寶盛里 09 翁麗姿 高雄市三民區克武路187號

寶盛里 10 陳素銀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三路316巷92之2號

寶盛里 11 周美花 高雄市三民區有光路187巷16號

寶盛里 12 呂張鳳娥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三路330號

寶盛里 13 李玫瑰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三路361之1號

寶盛里 14 蘇炳崇 高雄市三民區教仁路80號12樓之3

寶盛里 15 林向津 高雄市三民區教仁路72之1號4樓

寶盛里 16 于潔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565巷1號21樓之3

寶盛里 17 莊正中 高雄市三民區教仁路6巷2之1號6樓

寶盛里 18 杜吳麗華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611巷4號4樓之2

寶安里 01 徐許素貞 高雄市三民區禮明路93巷32號

寶安里 02 林秀娥 高雄市三民區禮明路99號

寶安里 03 陳瑞益 高雄市三民區禮明路60號

寶安里 04 葉月霞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560巷59號

寶安里 05 陳炎爐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548巷45號

寶安里 06 方月粧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510號4樓

寶安里 07 歐玟伶 高雄市三民區寶安里7鄰建武路23號

寶安里 08 陳錦雀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32號

寶安里 09 蔡秀娩 高雄市三民區建武路76巷12號13樓之1

寶安里 10 王文賢 高雄市三民區建武路110號

寶安里 11 林辰風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33之1號6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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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安里 12 陳建元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20號

寶安里 13 王聰賢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105號16樓

寶安里 14 杜陳美菊 高雄市三民區民成街35號

寶安里 15 陳麗霞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43巷5號

寶安里 16 黃清泉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531巷16號

寶安里 17 朱孝敏 高雄市三民區臥龍路60巷1弄7號9樓

寶安里 18 陳彩絹 高雄市三民區民和街26之4號

寶安里 19 朱鴻源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555號8樓

寶安里 20 林宜明 高雄市三民區民和街49巷5之2號

寶安里 21 郭洪美珍 高雄市三民區民和街3之3號

寶安里 22 施芬蘭 高雄市三民區臥龍路93號11樓

寶安里 23 陳含笑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458號7樓之1

寶安里 24 林春蓮 高雄市三民區臥龍路58之1號

寶安里 25 涂榮明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531巷37弄4號

寶安里 26 王三龍 高雄市三民區正豐街22號3樓

寶龍里 01 洪寶美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232巷3號

寶龍里 02 黃秀綢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297巷16號

寶龍里 03 黃崑祥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264巷12號

寶龍里 04 施福來 高雄市三民區建德路173號

寶龍里 05 蕭茂榮 高雄市三民區正興路17號12樓之2

寶龍里 06 顏郭葉 高雄市三民區寶龍里6鄰建德路204巷48號

寶龍里 07 李茯到 高雄市三民區建德路204巷15弄4之2號

寶龍里 08 盧天成 高雄市三民區建德路204巷15弄6之11號

寶龍里 09 李麗君 高雄市三民區正興路13號10樓之2

寶龍里 10 黃淑惠 高雄市三民區建德路204巷29弄6號

寶龍里 11 邱蔡清月 高雄市三民區建德路204巷15弄15之5號

寶龍里 12 黃炳雄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304巷11號

寶龍里 13 李昌展 高雄市三民區建德路176號

寶龍里 14 謝秋香 高雄市三民區華德街9號

寶龍里 15 楊明珠 高雄市三民區建德路204巷1之1號

寶龍里 16 葉敏宏 高雄市三民區建德路210巷6弄10號4樓之2

寶龍里 17 黃秋龍 高雄市三民區建德路210巷6弄11號3樓之1

寶龍里 18 陳惠薰 高雄市三民區建德路210巷14弄7號

寶龍里 19 劉秀妹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326號

寶龍里 20 吳林綉蓉 高雄市三民區寶龍里20鄰建德路88號

寶龍里 21 蔡韋淑惠 高雄市三民區建德路11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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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龍里 22 許鳳尊 高雄市三民區華德街10巷17號

寶龍里 23 王美欽 高雄市三民區正興路9號19樓之2

寶龍里 24 傅秀鳳 高雄市三民區正興路39號5樓之1

寶珠里 02 楊明雄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15之49號

寶珠里 03 謝政賓 高雄市三民區寶珠里3鄰大昌二路541號

寶珠里 04 張陳碧霞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451巷9弄24號

寶珠里 05 吳美秀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519號

寶珠里 06 侯玲芬 高雄市三民區寶珠里6鄰正忠路455巷6弄1號

寶珠里 07 林承翰 高雄市三民區寶珠里7鄰正忠路429號

寶珠里 08 李清安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464號

寶珠里 09 張博淳 高雄市三民區寶珠里9鄰大昌二路491巷8之4號

寶珠里 10 古吳玉蘭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361巷2弄61號

寶珠里 11 曾顯文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361巷2弄8號

寶珠里 12 黃吉男 高雄市三民區皓東路20號

寶珠里 13 陳春玉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318號

寶珠里 14 朱登隆 高雄市三民區春陽街215號8樓

寶珠里 15 江飛雲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331號

寶珠里 16 林佳玉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303巷12弄2之1號

寶珠里 17 高黃素娥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二路135巷16號

寶珠里 18 呂寶貴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二路113巷10號

寶珠里 19 陳怡祥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二路45巷22號

寶珠里 20 陳和田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二路29號

寶珠里 21 張峻滕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二路19巷3弄20號

寶珠里 22 鄭克竝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307之3號11樓

寶珠里 23 張淑貞 高雄市三民區春陽街222號2樓

寶珠里 24 黃陳麗香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533巷36號2樓

寶珠里 25 卓謝金妹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455巷1弄19號

寶珠里 26 黃曾菊金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491巷37號5樓

寶珠里 27 張惠敏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428之9號

寶珠里 28 黃石龍 高雄市三民區皓東路17巷23號2樓

寶珠里 29 謝俊吉 高雄市三民區皓東路36之1號2樓

寶珠里 30 莊清淵 高雄市三民區正氣街110號3樓

寶珠里 31 蔡文號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477巷34號

寶珠里 32 陳麗滿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二路85巷3號5樓

寶珠里 33 傅乙輝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475巷1弄22號

寶珠里 35 蔡林秋香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二路223號4樓



里別 鄰別 姓名 戶籍地址

           高雄市三民區鄰長名冊          108.10

寶珠里 36 林森梅 高雄市三民區春陽街231號13樓之6

寶珠里 37 陳士元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261號9樓

寶珠里 38 邱碧冠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二路195號

寶珠里 39 徐惠麗 高雄市三民區春陽街242之1號12樓

寶玉里 01 張少豪 高雄市三民區寶玉里1鄰皓東路210號

寶玉里 02 沈珮雅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二路496號16樓之2

寶玉里 03 連瑞添 高雄市三民區寶玉里3鄰大豐二路414號

寶玉里 04 林進松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二路404號

寶玉里 05 章資苓 高雄市三民區寶玉里5鄰大豐二路386號

寶玉里 06 康炎心 高雄市三民區義德路135巷6號

寶玉里 07 鄭對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二路318巷8號

寶玉里 08 洪鄧淑華 高雄市三民區春陽街89號3樓之1

寶玉里 09 蔡門靜 高雄市三民區寶玉里9鄰春陽街149巷26號

寶玉里 10 徐秀珍 高雄市三民區春陽街190號

寶玉里 11 陳張美雲 高雄市三民區寶玉里11鄰春陽街136號

寶玉里 12 梁秀美 高雄市三民區育英街8之2號

寶玉里 13 覃閎睿 高雄市三民區寶玉里13鄰皓東路102號3樓之3

寶玉里 14 劉惠黎 高雄市三民區寶玉里14鄰皓東路76巷19弄7號

寶玉里 15 黃雅鈴 高雄市三民區寶玉里15鄰大昌二路398號7樓

寶玉里 16 趙劉萍芬 高雄市三民區寶玉里16鄰育英街48巷6之1號

寶玉里 17 張惠珍 高雄市三民區寶玉里17鄰春陽街60號7樓

寶玉里 18 李明義 高雄市三民區寶玉里18鄰大豐二路467號

寶玉里 19 曾欽傳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二路449號

寶玉里 20 廖怡茹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二路407之1號2樓

寶玉里 21 周柏宏 高雄市三民區寶玉里21鄰大豐二路355號

寶玉里 22 劉仁惠 高雄市三民區寶玉里22鄰義德路169巷3號

寶玉里 23 曾金春 高雄市三民區寶玉里23鄰大豐二路341號10樓之1

寶玉里 24 梁林快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二路320巷1號

寶玉里 25 黃意芳 高雄市三民區寶玉里25鄰修武街30號

寶玉里 26 陳麗璉 高雄市三民區寶玉里26鄰春陽街４８之１號５樓之２

寶玉里 27 王素蓮 高雄市三民區春陽街183巷2號

寶玉里 28 陳耶丹 高雄市三民區寶玉里28鄰皓東路76巷26號5樓之2

寶玉里 29 張麗雪 高雄市三民區寶玉里29鄰春陽街129號

寶玉里 30 魏進興 高雄市三民區春陽街52號14樓

灣子里 02 吳勝雄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402號

灣子里 03 蘇明泉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544號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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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子里 04 鍾青峰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546巷8弄4號7樓之1

灣子里 05 賴秀玉 高雄市三民區灣子里5鄰日全街14巷10號

灣子里 06 黃光明 高雄市三民區自重街26號4樓

灣子里 07 史振源 高雄市三民區保生街60號

灣子里 08 連德清 高雄市三民區保生街75號

灣子里 09 黃楊素美 高雄市三民區自重街90號

灣子里 10 陳佳筠 高雄市三民區和順街22號5樓之6

灣子里 11 呂世仁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480號

灣子里 12 凃世洧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556巷4號

灣子里 13 余姿嫺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544巷24號

灣子里 14 吳有財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544巷19號

灣子里 15 陳曦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446之5號24樓

灣子里 16 何志凌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329巷12號4樓

灣子里 17 林志鴻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301巷1弄21之3號

灣子里 19 潘得愷 高雄市三民區和順街109號

灣愛里 01 謝明哲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282號

灣愛里 02 蔡豊偉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270巷1弄10號3樓

灣愛里 04 施素貞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270巷2弄9號

灣愛里 06 李振吉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288巷1弄7號

灣愛里 07 王振發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288巷2弄2號

灣愛里 08 才王粉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288巷3弄9號

灣愛里 09 詹水綿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288巷4弄1號4樓

灣愛里 10 林五南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12號

灣愛里 11 劉美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384號4樓

灣愛里 12 郭呂水枝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1巷5號4樓

灣愛里 13 蔡許蘭春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3巷15號

灣愛里 14 陳月英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402號3樓

灣愛里 16 歐吉永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390巷1弄12號

灣愛里 17 侯清江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390巷2弄3號2樓

灣愛里 18 黃美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390巷2弄2號

灣愛里 19 吳香慧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34巷3號

灣愛里 20 林武雄 高雄市三民區灣愛街57巷21號

灣愛里 21 張謝秀枝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302巷26號

灣愛里 22 潘順中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302巷39號5樓

灣愛里 23 楊邱秀貞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302巷15弄20號2樓

灣愛里 24 許張和妹 高雄市三民區灣愛里24鄰灣愛街5號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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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愛里 25 李受根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422巷6號

灣愛里 26 吳麗英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412巷15號

灣愛里 27 郭寬恩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328巷7號

灣愛里 28 林世文 高雄市三民區鼎愛街2號11樓

灣愛里 29 張鈺琦 高雄市三民區灣愛里29鄰鼎順街26號

灣中里 01 沈進宏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615號

灣中里 02 黃在地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605巷11號

灣中里 03 林吳秀專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605巷17弄13號

灣中里 04 吳素雲 高雄市三民區順昌街100號5樓之33

灣中里 05 劉素惠 高雄市三民區灣中里5鄰鼎山街655號

灣中里 06 湯朱烏針 高雄市三民區灣中街278巷1號

灣中里 07 朱榮華 高雄市三民區莊敬路258之1號4樓

灣中里 08 劉子豪 高雄市三民區灣中里8鄰建工路662巷1弄26號

灣中里 09 蘇明輝 高雄市三民區應昇路50號5樓

灣中里 10 蔡林碧花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852巷20號

灣中里 11 吳陳桂妹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693巷12弄27號

灣中里 12 鄭進中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693巷22號

灣中里 13 莊端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904巷27弄4號

灣中里 14 楊吳素真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729巷7號

灣中里 15 邱豐智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890號

灣中里 16 黃周绣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904巷26號

灣中里 17 林月芳 高雄市三民區灣中街133號

灣中里 18 吳財發 高雄市三民區愛國路61巷27號

灣中里 19 陳杜美鳳 高雄市三民區愛國路67巷18號

灣中里 20 方女凰 高雄市三民區愛國路87巷31號

灣中里 21 蘇聰賢 高雄市三民區莊敬路262號

灣中里 22 彭德標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605巷7弄12號

灣中里 23 王金柱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577號

灣中里 24 廖武雄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718之10號

灣中里 25 蔡武郎 高雄市三民區灣中里25鄰建工路814巷2弄3號

灣中里 26 朱岩梅 高雄市三民區灣中里26鄰莊敬路258號5樓

灣華里 01 施有松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640巷2號

灣華里 02 曾香梅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640巷12弄3之1號

灣華里 03 黃廷風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640巷12弄5之1號

灣華里 04 陳賴月桃 高雄市三民區灣中街76號

灣華里 05 張淑真 高雄市三民區愛國路18巷2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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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華里 06 徐偉源 高雄市三民區愛國路26巷36號

灣華里 07 柯天有 高雄市三民區愛國路40巷29號

灣華里 08 曾明元 高雄市三民區愛國路58巷21號

灣華里 09 洪瑞成 高雄市三民區愛國路68巷22號

灣華里 10 黃素鈺 高雄市三民區愛國路76巷11號

灣華里 11 李張玉杯 高雄市三民區莊敬路213號

灣華里 12 葉張月霞 高雄市三民區莊敬路218號

灣華里 13 林混勝 高雄市三民區灣中街89號

灣華里 14 王美雯 高雄市三民區灣中街91巷20號2樓

灣華里 15 張名君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689巷24號

灣華里 16 吳邱如鳳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705巷18號

灣勝里 02 謝忠村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538號

灣勝里 03 徐明瑋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546巷32號

灣勝里 04 吳孫美麗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562巷12號

灣勝里 05 洪相甲 高雄市三民區新民路151巷37號

灣勝里 06 洪惠敏 高雄市三民區士良街135巷10號

灣勝里 07 楊賴麗華 高雄市三民區新民路207號

灣勝里 08 羅溫素月 高雄市三民區新民路163巷18號

灣勝里 09 薛王素鐘 高雄市三民區新民路141巷12號

灣勝里 10 曾高杉 高雄市三民區新民路83巷36號

灣勝里 11 張郭碧蓮 高雄市三民區新民路63巷8號

灣勝里 12 魏靖育 高雄市三民區新民路35巷7號

灣勝里 13 詹鐘慶 高雄市三民區新民路17巷8號

灣勝里 14 林黃水赺 高雄市三民區灣勝里14鄰新民路32號2樓之1

灣勝里 15 莊順家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566巷21號

灣勝里 17 吳松榮 高雄市三民區新民路151巷9號

灣勝里 18 郭麒麟 高雄市三民區灣中街18號

灣勝里 19 湯聖郎 高雄市三民區新民路147號

灣勝里 20 林修三 高雄市三民區灣中街1號

灣利里 01 黃立瑤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538號

灣利里 02 蘇王貴貞 高雄市三民區立人街2巷15號

灣利里 03 陳金菊 高雄市三民區灣利里3鄰立人街14巷9號

灣利里 04 洪林彩勤 高雄市三民區新民路118巷3號

灣利里 05 黃楠盛 高雄市三民區灣利里5鄰新民路118巷23號

灣利里 06 李銘宗 高雄市三民區新民路140巷22號

灣利里 07 張炎上 高雄市三民區新民路152巷3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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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利里 08 楊明德 高雄市三民區莊敬路85號

灣利里 09 王晨瑈 高雄市三民區灣利里9鄰新民路190巷36號

灣利里 10 林進財 高雄市三民區士良街33號

灣利里 11 林進發 高雄市三民區立志街203巷14號

灣利里 12 黃林梅香 高雄市三民區立志街197巷20號

灣利里 13 陳淑玲 高雄市三民區灣利里13鄰立富街37號

灣利里 14 李老得 高雄市三民區立志街191巷1號

灣利里 15 曾文生 高雄市三民區立志街179巷31號

灣利里 16 陳邱麗盆 高雄市三民區立志街161巷11號

灣利里 17 陳寶桂 高雄市三民區灣利里17鄰立忠路82巷3號

灣利里 18 林再成 高雄市三民區灣利里18鄰立志街65巷17號

灣利里 19 楊蔡花微 高雄市三民區灣利里19鄰立志街23號

灣利里 20 藍雪凰 高雄市三民區立忠路81巷10號

灣利里 21 謝林如美 高雄市三民區灣利里21鄰立忠路95巷8號

灣利里 22 林建州 高雄市三民區灣利里22鄰立忠路95巷12號

灣利里 23 盧清正 高雄市三民區立忠路95巷26號

灣利里 24 呂金祝 高雄市三民區灣利里24鄰立忠路95巷38之4號

灣利里 25 張李淑華 高雄市三民區灣利里25鄰新民路78巷9號

灣利里 27 林素珍 高雄市三民區新民路170巷12號

灣利里 28 涂春福 高雄市三民區灣利里28鄰莊敬路74號

灣利里 29 吳婉華 高雄市三民區立志街139巷14號

灣利里 30 陳明輝 高雄市三民區立志街47巷14號

灣復里 01 李洪秀足 高雄市三民區鼎華路14號

灣復里 02 陳黃寶惜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288巷25之3號

灣復里 03 羅鄧素珠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674號

灣復里 04 李張美女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288巷6弄23號

灣復里 05 吳聲芳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312巷20號

灣復里 07 吳昆松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312巷31號

灣復里 08 林穆金枝 高雄市三民區鼎華路38號

灣復里 09 鄭施阿雪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312巷7弄13號

灣復里 10 龔新泉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312巷1弄11號

灣復里 11 楊榮輝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342巷5號

灣復里 12 郭怡慧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584號

灣復里 13 陳寬正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358巷5號

灣復里 14 劉金堆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616號

灣復里 15 胡順淵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566之12號



里別 鄰別 姓名 戶籍地址

           高雄市三民區鄰長名冊          108.10

灣復里 16 邱美雀 高雄市三民區鼎華路210號

灣復里 17 胡美人 高雄市三民區鼎華路188號3樓之2

灣復里 18 康春花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374巷4號

灣復里 19 趙美良 高雄市三民區鼎華路165號10樓之1

灣復里 20 高德清 高雄市三民區鼎華路180號10樓之1

正興里 01 郭丹妮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186號

正興里 03 賴劉素雲 高雄市三民區德山街19巷1弄2號

正興里 04 陳偉名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巷6弄5號

正興里 05 李蔡秀珠 高雄市三民區德山街35巷15號13樓之1

正興里 06 蔡洪玉勤 高雄市三民區正興路152號

正興里 07 林坤龍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683巷9號

正興里 08 許禎子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707巷2弄6號

正興里 09 李陳美錦 高雄市三民區正興里9鄰興隆街96號6樓

正興里 10 張仲賢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巷26號2樓

正興里 11 劉連財 高雄市三民區正興里11鄰建安街43巷10號4樓

正興里 12 陳必卿 高雄市三民區正興路85巷19弄42號

正興里 13 蘇文政 高雄市三民區正興路101號

正興里 14 陳土情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349巷3號

正興里 15 許關秀英 高雄市三民區建和街4之1號

正興里 16 江劉幼女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405號4樓之2

正興里 17 洪三賢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671之1號5樓

正興里 18 陳林素緞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365巷2弄2號

正興里 19 黃林閏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365巷26弄8號

正興里 20 邱南榮 高雄市三民區正興路69巷3號

正興里 21 楊林秀霞 高雄市三民區正路96巷8號

正興里 22 吳陳雪娥 高雄市三民區建和街68號

正興里 23 侯陳美卿 高雄市三民區建安街20號

正興里 24 陳正心 高雄市三民區正興路53巷2號12樓之2

正興里 25 歐慧娟 高雄市三民區建安街43巷5號9樓之2

正興里 26 吳秀紡 高雄市三民區建安街58號2樓

正興里 27 錢篤信 高雄市三民區興昌街10號9樓

正興里 28 劉維邦 高雄市三民區興昌街83巷11號5樓之1

正興里 29 楊淑珍 高雄市三民區興昌街36號13樓

正興里 30 鄺富貴 高雄市三民區建元路17號

正興里 31 夏啟業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625巷18號

正興里 32 林台益 高雄市三民區德山街32號1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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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興里 33 潘龍招 高雄市三民區德山街30巷12號5樓

正興里 34 謝秀荏 高雄市三民區德山街51號7樓之1

正興里 35 曾秀珍 高雄市三民區興隆街7號7樓

正興里 36 曾姿滿 高雄市三民區興隆街80之1號24樓

正興里 37 林秀錦 高雄市三民區興昌街69號12樓

正順里 01 黃忠上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37號

正順里 02 黃逢春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425巷8弄11號

正順里 03 黃玉蓮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33巷31號

正順里 04 林貴美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33巷24號2樓

正順里 05 曾侯金梅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425巷26弄5號

正順里 06 陳文次花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425巷38弄9號

正順里 07 王俊玲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421號

正順里 08 廖添堂 高雄市三民區建德路87巷6號

正順里 09 黃鈴娟 高雄市三民區惠德街41號

正順里 10 鄧林美根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344號

正順里 11 吳昭明 高雄市三民區建昌路56號

正順里 12 洪永貴 高雄市三民區建德路52號

正順里 13 許美香 高雄市三民區華德街74號

正順里 14 莫元宗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543號

正順里 15 黃瓊慧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386號

正順里 16 王金美錦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402巷5號

正順里 17 劉淑慧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383號

灣興里 01 洪東堃 高雄市三民區敦煌路80巷13號

灣興里 02 邱春意 高雄市三民區敦煌路19巷13號

灣興里 03 陳慶煌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373巷86號

灣興里 04 賴宗甫 高雄市三民區河堤南路98巷7號

灣興里 07 蔡劉玉意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265巷2弄30號

灣興里 08 黃登豐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265巷6弄30號

灣興里 10 蔡富民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265巷3號

灣興里 11 蘇榮周 高雄市三民區灣興街6巷11弄9號

灣興里 12 張有榮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225號

灣興里 13 張玉惠 高雄市三民區灣興里13鄰灣興街62號

灣興里 14 張秀花 高雄市三民區灣興街94號

灣興里 16 何吳喜招 高雄市三民區孝順街505巷10號

灣興里 17 謝煥財 高雄市三民區孝順街519巷5號

灣興里 18 王林素美 高雄市三民區孝順街505巷2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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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成里 02 林政漢 高雄市三民區鼎勇街33巷4弄6號7樓

灣成里 03 宋月雲 高雄市三民區灣成里3鄰鼎義街127號9樓

灣成里 04 黃石玉珠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242號

灣成里 05 蔡献煌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214號

灣成里 07 陳文傳 高雄市三民區士良街84巷1弄13號

灣成里 08 蔡慶煌 高雄市三民區士良街84巷1弄2號

灣成里 09 吳李美玉 高雄市三民區士良街114號

灣成里 10 詹茂林 高雄市三民區灣成里10鄰鼎山街469巷87號

灣成里 11 黃陳綉瑛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497號

灣成里 12 曾麗華 高雄市三民區灣成里12鄰鼎山街469巷62號

灣成里 13 李美華 高雄市三民區灣成里13鄰鼎山街495巷7號

灣成里 14 李洪月娥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495巷5弄1號

灣成里 15 廖慶源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495巷18弄8號

灣成里 16 施沛淳 高雄市三民區士良街122巷4號

灣成里 17 邱陳美德 高雄市三民區士良街136巷1號

安康里 01 陳國樑 高雄市三民區永年街1巷21之3號

安康里 02 周傳成 高雄市三民區永年街1巷19之1號

安康里 03 邱清力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895號4樓之2

安康里 04 黃美麗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895號6樓之5

安康里 05 王阿日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891號7樓之8

安康里 06 陳敢枝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891號10樓之3

安康里 07 王素月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883號7樓之2

安康里 08 楊家卉 高雄市三民區安康里8鄰九如一路883號7樓之一

安康里 09 趙美智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881號10樓之2

安康里 10 郭蔡金花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881號5樓之7

安康里 11 張馨文 高雄市三民區延吉街1巷65號

安康里 12 洪月華 高雄市三民區延吉街1巷63之2號

安康里 13 朱賴滿妹 高雄市三民區延吉街1巷70號

安康里 14 黃文雄 高雄市三民區延吉街1巷44號

安康里 15 王明珠 高雄市三民區延吉街3巷9之3號

安康里 16 許玉葉 高雄市三民區延吉街3巷51之3號

安康里 17 吳凃美 高雄市三民區安康里17鄰延吉街3巷34-4號

安康里 18 陳麗蓮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873之6號

安康里 19 王張阿美 高雄市三民區延吉街1巷9之4號

安康里 20 蔡政昇 高雄市三民區延吉街1巷7之3號

安康里 21 葉世文 高雄市三民區延吉街1巷3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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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里 22 陳許招治 高雄市三民區延吉街1巷24之1號

安康里 23 賴月女 高雄市三民區延吉街3巷21號

安康里 24 柯瓊華 高雄市三民區延吉街3巷7之4號

安康里 25 鄭如琇 高雄市三民區延吉街1巷16之1號

安康里 26 林秀娥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855號之5

安寧里 01 李春桂 高雄市三民區安寧里1鄰民族一路20之5號

安寧里 02 錢婉淑 高雄市三民區安寧里2鄰昌平街2之3號

安寧里 03 李文釵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24之2號

安寧里 04 江春櫻 高雄市三民區昌平街7之2號

安寧里 05 鄭彩鑾 高雄市三民區寧夏街1巷65之1號

安寧里 06 吳金草 高雄市三民區寧夏街1巷47之1號

安寧里 07 陳榮宗 高雄市三民區寧夏街1巷62號

安寧里 08 郭泰雄 高雄市三民區寧夏街1巷36號

安寧里 09 黎白雪 高雄市三民區寧夏街3巷45之2號

安寧里 10 黃淑芬 高雄市三民區寧夏街3巷39號

安寧里 11 殷黃美慧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927之6號

安寧里 12 卞郭寶鳳 高雄市三民區安寧里12鄰九如一路913號之2

安寧里 13 薛昭雄 高雄市三民區寧夏街1巷29號

安寧里 14 江振榮 高雄市三民區寧夏街1巷3號

安寧里 15 吳春長 高雄市三民區寧夏街1巷2之1號

安寧里 16 林郭素月 高雄市三民區寧夏街1巷4號

安寧里 17 黃崑明 高雄市三民區寧夏街3巷13號

安寧里 18 林罔留 高雄市三民區寧夏街3巷7之1號

安寧里 19 蔡宗興 高雄市三民區寧夏街3巷4號之6

安寧里 20 陳昭明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901之2號

安吉里 01 劉明山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114號

安吉里 02 曾香蘭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100巷2號5樓之1

安吉里 03 廖江清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100巷56號

安吉里 04 徐瑞燕 高雄市三民區慶雲街101號

安吉里 05 莊源榮 高雄市三民區安吉里5鄰慶雲街71號

安吉里 06 蘇清魁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1020號11樓之3

安吉里 07 呂素女 高雄市三民區堯山街129巷12之2號

安吉里 08 康陳阿嬌 高雄市三民區堯山街129巷27號3樓

安吉里 09 林枝美 高雄市三民區延慶街180號3樓

安吉里 10 林春 高雄市三民區慶雲街32之2號

安吉里 11 劉素卿 高雄市三民區安吉里11鄰懷安街20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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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里 12 黃茂村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984之1號5樓

安吉里 13 廖劉麗芬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100巷72之2號

安吉里 14 簡麗艶 高雄市三民區永年街121巷50號4樓

安吉里 15 陳金草 高雄市三民區永年街121巷11號3樓

安吉里 16 郭瓊鶯 高雄市三民區延慶街150號

安吉里 17 林素珍 高雄市三民區延慶街143之4號

安吉里 18 陳俊恆 高雄市三民區永年街77巷48之2號

安吉里 19 陳進曜 高雄市三民區安吉里19鄰永年街77巷13號

安吉里 20 胡語蓁 高雄市三民區永年街51巷22之1號

安吉里 21 張蔡仙李 高雄市三民區永年街51巷15號

安吉里 22 陳玉葉 高雄市三民區安吉里22鄰懷安街112號

安吉里 23 鄭淑齡 高雄市三民區懷安街125號

安吉里 24 張簡月杏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92號23樓之3

安吉里 25 周錦香 高雄市三民區慶雲街125號18樓之1

安發里 01 邱美棋 高雄市三民區永年街122號5樓

安發里 02 劉靜順 高雄市三民區延慶街96巷7之2號

安發里 03 鍾楊明珠 高雄市三民區延慶街35之4號

安發里 04 鍾炳雄 高雄市三民區延吉街107號

安發里 05 蔡若芸 高雄市三民區延吉街87巷24號

安發里 06 林劍秋 高雄市三民區延吉街87巷58號4樓

安發里 07 蔡昆益 高雄市三民區延吉街87巷39之1號

安發里 08 洪清信 高雄市三民區安發里8鄰延吉街63巷8之4號

安發里 09 黃國安 高雄市三民區延吉街63巷47號2樓

安發里 10 陳振祥 高雄市三民區安發里10鄰延吉街63巷7號

安發里 11 莊泰山 高雄市三民區安發里11鄰懷安街52號

安發里 12 姜財妹 高雄市三民區懷安街53巷1號

安發里 13 李祐青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850號

安發里 14 陳謝阿妹 高雄市三民區平等路145號

安發里 15 謝戴金蓮 高雄市三民區延吉街106號

安發里 16 黃英美 高雄市三民區平等路117巷7號

安發里 17 林螢驊 高雄市三民區懷安街23號4樓

安發里 18 杜增福 高雄市三民區平等路43巷5號

安發里 19 蔡珠月 高雄市三民區平等路23巷6號

安發里 20 陳劉梅月 高雄市三民區延吉街10號

安發里 21 陳俊銘 高雄市三民區平等路1巷8之3號

安發里 22 何錦宏 高雄市三民區安發里22鄰延慶街48巷2號7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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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東里 01 洪彩雲 高雄市三民區安東里1鄰察哈爾一街60號

安東里 02 劉家賓 高雄市三民區安東里2鄰吉林街255號

安東里 03 吳芳雯 高雄市三民區安東里3鄰吉林街265巷7號

安東里 04 林淑絹 高雄市三民區安東里4鄰吉林街269之3號

安東里 05 張簡美玲 高雄市三民區安東里5鄰大連街290號

安東里 06 呂文生 高雄市三民區安東里6鄰歸綏街137號

安東里 07 林俊志 高雄市三民區安東里7鄰吉林街307號

安東里 08 林永清 高雄市三民區北安街65號

安東里 09 張美園 高雄市三民區安東里9鄰吉林街345巷12號

安東里 10 陳嬡華 高雄市三民區安東里10鄰察哈爾一街36之7號

安東里 11 林陳真 高雄市三民區合江街35號

安東里 12 陳琦玲 高雄市三民區安東里12鄰合江街78號

安東里 13 陳宗榮 高雄市三民區北平一街10號

安東里 16 張黃桂芬 高雄市三民區安東里16鄰歸綏街55號

安東里 17 郭蓬松 高雄市三民區安東里17鄰北平一街73號

安東里 18 黃蔡麻 高雄市三民區安東里18鄰吉林街348號

安東里 19 顏柯寶蓮 高雄市三民區安東里19鄰合江街13巷14號

安東里 20 戴千純 高雄市三民區安東里20鄰歸綏街58號

安東里 21 蔡永佳 高雄市三民區安東里21鄰歸綏街98號

安東里 22 黃維禮 高雄市三民區安東里22鄰綏遠一街65號

安東里 23 黃進豐 高雄市三民區合江街86巷17號

安東里 24 王秀香 高雄市三民區安東里24鄰合江街107巷3之1號

安和里 01 王陳美珠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456號

安和里 02 呂有盛 高雄市三民區博仁街11號

安和里 03 李健立 高雄市三民區察哈爾一街143巷1之1號

安和里 04 洪景森 高雄市三民博仁街10號

安和里 05 劉福祥 高雄市三民區安和里5鄰綏遠一街167巷38號

安和里 06 黃萍 高雄市三民區松江街305號

安和里 07 林秀美 高雄市三民區北平一街173巷27號

安和里 08 洪蕭瓊花 高雄市三民區綏遠一街160號

安和里 09 周振川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245巷3號

安和里 10 涂蘇變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245巷24號

安和里 11 楊志明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263號

安和里 12 徐明清 高雄市三民區綏遠街143號

安和里 13 李明峰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293巷17號

安和里 14 蔡宗甫 高雄市三民區歸綏街15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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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和里 15 林寶連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309號

安和里 17 吳仁南 高雄市三民區北平一街140號

安和里 18 洪何金鸞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381巷30號

安和里 19 李仙果 高雄市三民區松江街221巷33號

安和里 20 陳作龍 高雄市三民區綏遠一街167巷15號

安和里 21 許朝鈞 高雄市三民區安和里21鄰松江街393號

安和里 22 宋庚子 高雄市三民區北安街83號7樓之2

達德里 01 廖信賢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453號

達德里 03 黃片鐵 高雄市三民區遼寧一街456巷45號

達德里 04 劉秋田 高雄市三民區松江街159號

達德里 05 王陳美春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125巷30號

達德里 06 陳美冠 高雄市三民區朝陽街198號

達德里 07 林桂嬌 高雄市三民區達德里7鄰大連街99巷10號

達德里 08 黃桂香 高雄市三民區遼寧一街416號

達德里 09 施吳秀玉 高雄市三民區達德里9鄰吉林街121巷12號

達德里 10 陳柯金花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21巷21號

達德里 11 陳王秀足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07號

達德里 12 顧游金煥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99巷9號

達德里 13 陳錦鎗 高雄市三民區達德里13鄰熱河一街349號

達德里 15 蘇顏百來 高雄市三民區達德里15鄰瀋陽街99巷28號

達德里 16 黃洪雪子 高雄市三民區瀋陽街99巷3號

達明里 01 左偉城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461號

達明里 03 吳欄嬌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450巷18號5樓之1

達明里 04 鍾蘇秀珠 高雄市三民區松江街173號

達明里 05 曾伯下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395號

達明里 06 楊紹文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171號

達明里 07 陳碧珠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145巷26號

達明里 08 蔡榮泰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145巷25號

達明里 09 潘雪娥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65巷22之1號

達明里 10 康許秀好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65巷21號

達明里 11 朱阿美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39巷38號

達明里 12 許筱鈴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39巷1號

達明里 14 李春梅 高雄市三民區瀋陽街165號

達明里 15 黃天能 高雄市三民區瀋陽街145巷10號

達明里 16 莊天旺 高雄市三民區瀋陽街145巷3號

達明里 17 蘇惠英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175巷2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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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仁里 02 鍾劉美香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22號5樓

達仁里 03 莊鄭愛珠 高雄市三民區松江街53號

達仁里 05 陳英玉 高雄市三民區遼寧一街425號

達仁里 06 潘明珠 高雄市三民區撫順街178號

達仁里 07 陳德華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55巷6號

達仁里 08 施寶珠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14號

達仁里 09 莊清玉 高雄市三民區遼寧一街375號

達仁里 10 王明宗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72號

達仁里 11 陳素珍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61號

達仁里 12 陳宗憲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264號

達仁里 13 周玉紳 高雄市三民區遼寧一街329號

達仁里 14 黃德和 高雄市三民區瀋陽街65號

達仁里 15 張國章 高雄市三民區瀋陽街57號

達仁里 16 董佩瑜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216號

達勇里 01 郭昱廷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31號11樓之3

達勇里 02 蔡秀真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9巷19號

達勇里 04 李黃雪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35巷14號

達勇里 05 唐林冬竹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35巷9號

達勇里 06 林蔡金華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8號

達勇里 08 沈高橋 高雄市三民區瀋陽街35巷40號

達勇里 09 吳至剛 高雄市三民區安寧街338號6樓之3

達勇里 10 陳美妤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24號

達勇里 11 吳木生 高雄市三民區安寧街337號

達勇里 12 成濤 高雄市三民區安寧街311巷2弄2號

同德里 01 郭惠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7號15樓之3

同德里 02 洪永誠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19巷5號

同德里 03 翁陳秋華 高雄市三民區孝順街6之4號

同德里 04 陳奇生 高雄市三民區孝順街18號

同德里 05 李清盛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57號

同德里 06 黃德富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63巷2號

同德里 07 潘金雲 高雄市三民區同德里7鄰孝順街58號

同德里 08 賴敏雄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13號

同德里 09 盧登清 高雄市三民區旅順街69號

同德里 10 吳陞邦 高雄市三民區旅順街80號

同德里 11 葉文富 高雄市三民區同德里11鄰孝順街25號

同德里 12 范美霞 高雄市三民區山東街5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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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德里 13 陳宋美 高雄市三民區同德里13鄰孝順街57號

同德里 14 林家誼 高雄市三民區孝順街69號

同德里 15 張月英 高雄市三民區同德里15鄰孝順街81號

同德里 16 許金桃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46號

同德里 17 簡添文 高雄市三民區山東街128號

同德里 19 蕭金言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57號8樓之4

同德里 20 黃慧玲 高雄市三民區遼寧一街15號6樓之2

德智里 02 郭素卿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137巷10號

德智里 03 蘇張日香 高雄市三民區瀋陽街154號

德智里 04 鄭安祐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204號

德智里 05 陳晴嫺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303號

德智里 06 謝玲玉 高雄市三民區德智里6鄰朝陽街26號

德智里 07 蕭瑞源 高雄市三民區德智里7鄰朝陽街11號

德智里 08 高末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59巷15號

德智里 09 李金蘭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160巷6號

德智里 11 毛秀美 高雄市三民區龍江街112號

德智里 12 林麗秋 高雄市三民區德智里12鄰熱河一街120號

德智里 13 劉春猛 高雄市三民區龍江街72號

德智里 14 黃麗霜 高雄市三民區德智里14鄰熱河一街141號

德智里 15 李嬋娟 高雄市三民區德智里15鄰青島街59號

德智里 16 莊淑麗 高雄市三民區德智里16鄰十全一路79號

德智里 17 陳泰龍 高雄市三民區山東街143巷35號

德智里 18 邱文焜 高雄市三民區泰安街45號

德智里 19 孫高麗華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90號

德智里 20 黃金發 高雄市三民區德智里20鄰山東街91巷14號

德智里 21 黃泉雄 高雄市德智里21鄰山東街91巷33號

德智里 22 王錦城 高雄市三民區承德街149號

德智里 23 蔡秀嫩 高雄市三民區山東街63號

德仁里 01 張謝錦 高雄市三民區龍江街47巷2弄3號

德仁里 02 林素華 高雄市三民區龍江街15巷2號

德仁里 03 黃昭發 高雄市三民區龍江街1之2號

德仁里 04 許勢賢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7巷25號

德仁里 05 洪素真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7巷30號

德仁里 06 鍾松英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33巷7號

德仁里 07 黃美珠 高雄市三民區遼寧一街199號

德仁里 08 陳楊貴卿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2號3樓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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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仁里 09 陳慧娟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2號7樓之10

德仁里 11 李張卿春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26號

德仁里 12 劉美蘭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8巷17號

德仁里 13 蔡宏偉 高雄市三民區遼寧一街161號

德仁里 14 嚴周富美 高雄市三民區龍江街14號

德仁里 15 周鴻全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138號4樓之3

德仁里 16 蔡佩樺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110號8樓之3

德仁里 17 劉林美蘭 高雄市三民區旅順街103號

德仁里 18 陳淑貞 高雄市三民區旅順街106號11樓之3

德仁里 19 黃劉麗華 高雄市三民區遼寧一街113號

德仁里 20 賴素貞 高雄市三民區德仁里20鄰九如二路179之3號6樓

安生里 01 連蔡秀杏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10號

安生里 02 李素貞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18巷34號

安生里 03 戴淑慧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36巷10號

安生里 04 莊敏進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18巷25之1號

安生里 05 陳秋珍 高雄市三民區孝順街364號

安生里 06 周陳照 高雄市三民區孝順街390號

安生里 07 吳麗花 高雄市三民區晉元街42號

安生里 08 王蘭金 高雄市三民區自忠街54號

安生里 09 嚴國中 高雄市三民區晉元街70號6樓

安生里 10 蔡吳珠娥 高雄市三民區山東街206號

安生里 11 黃郭麗珠 高雄市三民區山東街189號

安生里 12 黃李玉琴 高雄市三民區山東街203號

安生里 13 吳沛庭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54巷1號

安生里 14 葉國永 高雄市三民區孝順街398巷1號

安生里 17 吳林亂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36巷17號

德東里 01 林茂雄 高雄市三民區遼寧二街200號

德東里 03 謝良平 高雄市三民區嫩江街81巷15號

德東里 04 陳林喜美 高雄市三民區嫩江街81巷14號

德東里 05 郭洲延 高雄市三民區喜峰街154號

德東里 06 莊秋雲 高雄市三民區嫩江街105號

德東里 08 鐘國忠 高雄市三民區嫩江街109巷20號

德東里 09 吳建成 高雄市三民區哈爾濱街87巷25號

德東里 10 許正成 高雄市三民區哈爾濱街87巷32號

德東里 11 吳分詳 高雄市三民區喜峰街117號

德東里 12 黃心理 高雄市三民區喜峰街12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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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東里 14 黃福得 高雄市三民區嫩江街110號

德東里 15 胡徐蒼笑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二街139號

德行里 01 楊金塗 高雄市三民區遼寧二街76號

德行里 02 林彩雲 高雄市三民區天津街57巷13號

德行里 03 楊汝密 高雄市三民區天津街57巷34號

德行里 04 李孫富 高雄市三民區喜峰街79號

德行里 05 吳仟慧 高雄市三民區喜峰街68號

德行里 06 謝烈忠 高雄市三民區天津街75巷25號

德行里 07 楊耀乾 高雄市三民區天津街75巷6號

德行里 08 高秀吉 高雄市三民區天津街75號

德行里 09 陳冠龍 高雄市三民區遼寧二街32號

德行里 10 戴進松 高雄市三民區天津街64號

德行里 12 廖群平 高雄市三民區重慶街81巷8號

德行里 13 林幸藏 高雄市三民區重慶街56號

德行里 14 王吳麗華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二街1號

精華里 02 吳淑惠 高雄市三民區嫩江街59巷10號

精華里 03 劉林秀英 高雄市三民區嫩江街35巷24號

精華里 06 洪吳玉蘭 高雄市三民區嫩江街59巷15號

精華里 08 高陳蜜 高雄市三民區遼寧二街175號

精華里 09 陳晚來 高雄市三民區嫩江街45號

精華里 10 洪王麗珠 高雄市三民區哈爾濱街35巷30號

精華里 11 何俊億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522號

精華里 12 曾美女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446號4樓之1

精華里 13 許世雄 高雄市三民區錦州街57號

精華里 14 何榮川 高雄市三民區遼寧二街73號

精華里 15 康老枝 高雄市三民區重慶街7巷13號

精華里 16 胡陳寶雲 高雄市三民區錦州街41號

精華里 17 唐鶯鶯 高雄市三民區重慶街37巷25號

精華里 18 陳美珍 高雄市三民區重慶街41號

精華里 19 吳陳雪妹 高雄市三民區遼寧二街55號

精華里 20 呂坤茂 高雄市三民區重慶街40號

精華里 21 吳正德 高雄市三民區重慶街6巷35號

精華里 22 林科汶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49號

精華里 23 黃淑惠 高雄市三民區遼寧二街99巷1號

精華里 24 謝吳春玉 高雄市三民區天津街25巷24號

民享里 01 王秋景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二街17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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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享里 02 陳瑞泰 高雄市三民區民享里2鄰嫩江街129巷30號

民享里 03 盧富義 高雄市三民區泰康街180號

民享里 05 趙煥平 高雄市三民區嫩江街159巷24號

民享里 07 林春瑩 高雄市三民區民享里7鄰哈爾濱街125號

民享里 08 林炳秋 高雄市三民區哈爾濱街127巷3號

民享里 09 陳雪華 高雄市三民區泰康街123號

民享里 10 顏林金鴻 高雄市三民區泰康街88號

民享里 11 陳正章 高雄市三民區哈爾濱153巷19號

民享里 12 褚吳美玉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二路119號

民享里 13 許黃翠琴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二街72號

民享里 14 黃尹貞 高雄市三民區天津街89巷21號

民享里 15 林源能 高雄市三民區泰康街75號

民享里 16 林春金 高雄市三民區民享里16鄰天津街115號

民享里 17 蔡李仙花 高雄市三民區天津街117巷2號

民享里 18 陳美女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二路91之1號

民享里 19 張胡鶴 高雄市三民區天津街76號1樓

民享里 20 洪昕儀 高雄市三民區民享里20鄰熱河二街22號6樓

民享里 21 黃貫哲 高雄市三民區民享里21鄰重慶街107巷26號

民享里 22 鄭創元 高雄市三民區民享里22鄰泰康街59號

民享里 24 雲秀絹 高雄市三民區重慶街129巷24號

民享里 25 劉李雪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二路29號

民享里 26 盧碧蓮 高雄市三民區重慶街120號

民享里 27 王秀英 高雄市三民區民享里27鄰十全二路9號

民享里 28 林茂順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二街6巷7號

安宜里 01 詹滿足 高雄市三民區安宜里1鄰察哈爾二街290巷1號

安宜里 02 陳明祥 高雄市三民區察哈爾二街290巷40號

安宜里 03 李健忠 高雄市三民區安宜里3鄰漢口街291號

安宜里 04 林晏君 高雄市三民區興安街3號2樓

安宜里 05 吳明柱 高雄市三民區宣化街159號

安宜里 06 陳錦霞 高雄市三民區漢口街300號

安宜里 07 郭素瑛 高雄市三民區安宜里7鄰綏遠二街127號

安宜里 09 洪金全 高雄市三民區宣化街113號5樓

安宜里 10 方許喜鸞 高雄市三民區宣化街110號

安宜里 11 吳慶國 高雄市三民區綏遠二街91號

安宜里 12 吳陳金雀 高雄市三民區綏遠二街244巷29號

安宜里 13 許張麗花 高雄市三民區安宜里13鄰綏遠二街244巷4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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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宜里 14 王淑惠 高雄市三民區漢口街325號

安宜里 15 黃昭成 高雄市三民區安宜里15鄰興安街59號

安宜里 16 陳淑霞 高雄市三民區興安街67號

安宜里 17 陳美貴 高雄市三民區安宜里17鄰唐山街80號

安宜里 18 李祥榮 高雄市三民區綏遠二街180號

安宜里 19 林麗貌 高雄市三民區哈爾濱街365號

安宜里 20 張莊虳 高雄市三民區安宜里20鄰哈爾濱街367巷20號

安宜里 21 林黃金鐶 高雄市三民區安宜里21鄰唐山街36號

安宜里 22 朱義祥 高雄市三民區安宜里22鄰哈爾濱街385巷7號

安宜里 23 郭品秀 高雄市三民區安宜里23鄰哈爾濱街385巷2號

安宜里 24 王雪娥 高雄市三民區安宜里24鄰北平二街123號

安宜里 25 莊瑞香 高雄市三民區安宜里25鄰哈爾濱街339巷6號4樓

安宜里 26 蔡鳳雪 高雄市三民區同盟二路135號

安泰里 01 林武進 高雄市三民區安泰里1鄰察哈爾二街112號

安泰里 02 蔡陳麗秀 高雄市三民區安泰里2鄰天津街221巷32號

安泰里 03 黃芳玉 高雄市三民區安泰里3鄰宣化街46號

安泰里 04 謝明宗 高雄市三民區安泰里4鄰天津街241巷3號

安泰里 05 簡旭鴻 高雄市三民區安泰里5鄰綏遠二街69號

安泰里 06 黃好子 高雄市三民區安泰里6鄰重慶街213號

安泰里 07 龔素惠 高雄市三民區安泰里7鄰重慶街235號

安泰里 08 李來 高雄市三民區重慶街253號

安泰里 09 洪和雄 高雄市三民區天津街266號

安泰里 10 林泰利 高雄市三民區安泰里10鄰重慶街244號

安泰里 11 王壽枝 高雄市三民區察哈爾二街10巷49號

安泰里 12 陳盧玉英 高雄市三民區安泰里12鄰察哈爾二街10巷18號

安泰里 13 莊登富 高雄市三民區哈爾濱街370號

安泰里 14 洪張美雪 高雄市三民區安泰里14鄰北平二街91巷46號

安泰里 15 郭武雄 高雄市三民區北平二街91巷29號

安泰里 16 盧坤成 高雄市三民區安泰里16鄰綏遠二街62號

安泰里 17 陳順吉 高雄市三民區天宮街11巷18號

安泰里 18 王勝忠 高雄市三民區安泰里18鄰天宮街33巷19號

安泰里 19 周芙蓉 高雄市三民區開元街44號

安泰里 20 林簡桂花 高雄市三民區天宮街20號

安泰里 21 林晏伶 高雄市三民區安泰里21鄰北平二街13號

安泰里 22 龔郭秋敏 高雄市三民區北平二街5巷14號

安泰里 23 張素珠 高雄市三民區安泰里23鄰北平二街5巷15之3號6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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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泰里 25 張秋香 高雄市三民區安泰里25鄰天津街265號

安泰里 26 黃麗蓉 高雄市三民區重慶街305巷7號

安泰里 27 陳豊明 高雄市三民區重慶街305巷10號

安泰里 28 林黃美華 高雄市三民區安泰里28鄰天津街304號

安泰里 29 鄭明奇 高雄市三民區重慶街372號

安泰里 30 陳姿維 高雄市三民區安泰里30鄰北平二街8巷19號

安泰里 31 吳美玲 高雄市三民區北平二街8巷22號

安泰里 32 王金櫻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379號3樓

安邦里 01 蘇寶珠 高雄市三民區遼北街138號4樓

安邦里 02 蕭翠琴 高雄市三民區安東街151巷15號

安邦里 03 張憲章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二路134號

安邦里 04 邱春花 高雄市三民區嫩江街164巷21號

安邦里 05 許君朝 高雄市三民區哈爾濱街166巷6號

安邦里 06 王素華 高雄市三民區重慶街139號

安邦里 07 劉月琴 高雄市三民區哈爾濱街166巷3號

安邦里 08 陳玉環 高雄市三民區天津街154號

安邦里 09 葉慶隆 高雄市三民區四平街32號

安邦里 10 陳榮傑 高雄市三民區哈爾濱街256號

安邦里 11 塗陳富 高雄市三民區敦化街25號

安邦里 12 魏喜洪 高雄市三民區敦化街43號

安邦里 13 林妙玲 高雄市三民區天津街195號

安邦里 14 吳李麗花 高雄市三民區天津街198號

安邦里 16 張謝麗女 高雄市三民區察哈爾二街7巷16號

安邦里 17 王蘊慧 高雄市三民區博仁街41號

安邦里 18 何淑美 高雄市三民區安邦里18鄰自立一路382號

安邦里 19 張郭貴米 高雄市三民區察哈爾二街289巷6號3樓

安邦里 20 陳美珍 高雄市三民區漢口街247號

十全里 01 廖淑花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612巷2號12樓

十全里 02 房阿秋 高雄市三民區遼寧二街280號

十全里 03 陳月鵲 高雄市三民區安東街99巷47號

十全里 04 邱吳桂香 高雄市三民區安東街109巷41號

十全里 05 陳効羣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里5鄰安東街119巷17號

十全里 06 盧蔡淑珠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二路287號

十全里 07 蔡朱鳳麗 高雄市三民區通化街146號

十全里 08 黃麗昭 高雄市三民區通化街76號

十全里 09 郭雅羚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里9鄰中華二路212號4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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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全里 10 吳永強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里10鄰通化街59號

十美里 01 洪儷禎 高雄市三民區安東街42號8樓

十美里 02 林高月秀 高雄市三民區自立一路305號5樓之2

十美里 03 陳謝快 高雄市三民區遼寧二街240巷15弄7號

十美里 05 張鄭桂枝 高雄市三民區安東街126之1號5樓

十美里 06 徐林秀寶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二街192號

十美里 07 沈啟英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二街193號

十美里 08 鄭麗香 高雄市三民區自立一路324號

十美里 09 詹雅惠 高雄市三民區遼寧二街222巷19號

十美里 11 莊秀美 高雄市三民區自立一路283號6樓之4

十美里 12 吳素秋 高雄市三民區自立一路262號

十美里 13 陳淑珠 高雄市三民區漢口街111號

十美里 14 古倩青 高雄市三民區遼寧二街217號

十美里 15 蔡月麗 高雄市三民區遼寧二街229巷25號

十美里 16 陳慧紋 高雄市三民區漢口街35巷10號

德北里 01 吳王金桂 高雄市三民區德北里1鄰通化街30巷47號

德北里 02 陳楊秀霞 高雄市三民區更新街69號

德北里 04 許明富 高雄市三民區更新街76號

德北里 05 蘇斯瑋 高雄市三民區德北里5鄰通化街54巷40號

德北里 06 林王秀月 高雄市三民區中華二路64號之一11樓

德北里 07 莊陳智美 高雄市三民區安東街10之4號

德北里 08 王莊次汝 高雄市三民區中華二路12巷7號

德北里 10 許三源 高雄市三民區德北里10鄰通化街30巷5號

德北里 11 高毓傑 高雄市三民區通化街37號

德北里 12 盧呂現 高雄市三民區更新街106號

德北里 13 林商億 高雄市三民區德北里13鄰九如二路667號

德北里 14 張伊雯 高雄市三民區德北里14鄰通化街30巷109號

德北里 15 簡慧敏 高雄市三民區德北里15鄰九如二路637巷29弄22號之7

德北里 16 侯瑞川 高雄市三民區德北里16鄰更新街38號

德北里 17 詹益宏 高雄市三民區自立一路191號

德北里 18 蘇堡芸 高雄市三民區自立一路177巷5弄20號

立誠里 01 邱品潔 高雄市三民區漢口街30號

立誠里 03 苗舒萍 高雄市三民區嫩江街2巷11號

立誠里 04 黃月英 高雄市三民區嫩江街11號

立誠里 12 蔡雅如 高雄市三民區哈爾濱街25號

立誠里 14 張金枝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45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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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誠里 15 張清讀 高雄市三民區天津街23巷21號

立誠里 16 郭慶祥 高雄市三民區安寧街520號

立誠里 17 陳瑞明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423號

立誠里 18 陳順和 高雄市三民區天津街12巷10號

立業里 01 鄭敏貞 高雄市三民區立業里1鄰漢口街27號3樓之2

立業里 02 蘇國盛 高雄市三民區立業里2鄰漢口街5號

立業里 04 邱陳金蘭 高雄市三民區安寧街635號

立業里 05 陳正和 高雄市三民區立業里5鄰嫩江街1巷20號

立業里 06 劉依茹 高雄市三民區立業里6鄰嫩江街16號

立業里 07 陳姿宜 高雄市三民區立業里7鄰恒豐街319號

立業里 09 徐吉祥 高雄市三民區立業里9鄰哈爾濱街1巷74號

立業里 10 郭盈伶 高雄市三民區哈爾濱街1巷39號

立業里 11 顏萌珠 高雄市立業里11鄰恒豐街299號

立業里 12 李泓融 高雄市三民區立業里12鄰安寧街507號

立業里 13 謝劉滿英 高雄市三民區立業里13鄰哈爾濱街1巷5號

立業里 16 劉蓉婷 高雄市三民區立業里16鄰漢口街25號5F之4

港東里 01 陳六癸 高雄市三民區中山一路336號

港東里 02 王金火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275號

港東里 03 劉秀錦 高雄市三民區林森一路297巷27號

港東里 04 戴美容 高雄市三民區河北一路317號

港東里 05 許美慧 高雄市三民區河北一路299號

港東里 06 黃友恭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191號

港東里 07 黃世定 高雄市三民區林森一路304號

港東里 08 藍在莒 高雄市三民區忠孝一路473巷7號

港東里 09 蕭美容 高雄市三民區河北一路288巷5號

港東里 11 陳林生妹 高雄市三民區復興一路159巷64號

港東里 12 羅彩華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165巷6號

港東里 13 陳美燕 高雄市三民區復興一路163號8樓之11

港東里 14 褚廣國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165巷22號

港東里 15 方魏站 高雄市三民區河北一路271巷6號

港東里 16 林聰勤 高雄市三民區河北一路257號

港東里 17 楊黃月桂 高雄市三民區復興一路159巷19號

港新里 01 曾文德 高雄市三民區六合路10巷9號

港新里 02 邱垂統 高雄市三民區六合路10巷6號

港新里 04 黃英春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一路389號

港新里 05 莊金寶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一路48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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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新里 06 許哲夫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一路547號

港新里 08 黃錦綿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二路285號

港新里 09 陳吳秀枝 高雄市三民區河北一路148號

港新里 10 許麗華 高雄市三民區錦田路168號

港新里 11 顏聰子 高雄市三民區錦田路177號

港新里 14 林俊賢 高雄市三民區復興一路164號

港新里 16 尤敏香 高雄市三民區河北一路118號

港新里 17 李佘美月 高雄市三民區港新里河北一路40號

港新里 18 林阿座 高雄市三民區六合路3巷2之2號

港西里 01 周莊月桂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15號

港西里 03 唐挽中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6號15樓之6

港西里 07 王碧霞 高雄市三民區同愛街68號

港西里 08 葉啟彬 高雄市三民區同愛街67號

港西里 09 張瓊尤 高雄市三民區港西里9鄰河北二路50之5號3樓之2

港西里 11 閩議誠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46巷3號4樓之3

港西里 12 張樹旺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46巷17號之1

港西里 13 陳許麗美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46巷75號

港西里 14 何林金菊 高雄市三民區港西里14鄰建國三路46巷47號

港西里 15 江蔡素卿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46巷28號

博愛里 01 葉振樂 高雄市三民區長明街160號

博愛里 02 李美真 高雄市三民區長明街199號

博愛里 03 謝淑娥 高雄市三民區復興一路205巷12號

博愛里 04 吳藤花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160號

博愛里 05 徐王明華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106號

博愛里 06 蘇邱素春 高雄市三民區長明街135號

博愛里 07 張思漢 高雄市三民區長明街49號

博愛里 09 蔡志雲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1巷12號

博愛里 10 黃博泰 高雄市三民區大港街105之1號

博愛里 11 張菊妹 高雄市三民區大港街17號

博愛里 12 蔡施美華 高雄市三民區長明街14號

博愛里 13 郭俊雄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64號

博愛里 14 林淑瑛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26號7樓之1

博惠里 02 簡彩鶴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2巷52號

博惠里 03 陳登貴 高雄市三民區凱歌路145號

博惠里 04 蘇國成 高雄市三民區博惠里4鄰凱旋一路170號

博惠里 05 陳林素貞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一路402巷2弄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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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惠里 06 陸和原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一路402巷5弄11號

博惠里 07 曾美金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一路402巷6弄4之1號

博惠里 08 劉福崙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一路402巷7弄2號

博惠里 09 李鳯琴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一路402巷8弄2號

博惠里 10 林福清 高雄市三民區凱歌硌72號

博惠里 11 劉國欽 高雄市三民區凱旋一路121之7號

博惠里 12 張淇鈞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硌2巷25號

博惠里 13 蔡林月鄉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2巷9弄2號

博惠里 14 張黃秀戀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2巷9弄37之2號

博惠里 15 郭敏玲 高雄市三民區凱歌路306號4樓之8

博惠里 16 鄭添仁 高雄市三民區博惠里16鄰凱國路65巷18號

博惠里 17 李有信 高雄市三民區凱國路65巷5號

博惠里 18 謝良勝 高雄市三民區博惠里18鄰凱國路69之2號

博惠里 19 蕭蔡對 高雄市三民區凱歌路269號

博惠里 20 廖陳金月 高雄市三民區凱歌路260巷1弄3號

博惠里 21 柯丁財 高雄市三民區凱旋一路135巷10號

博惠里 22 蔡宜真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一路382之1號

博惠里 23 朱素鳳 高雄市三民區博惠里23鄰建國一路436號

博惠里 24 紀郭鳯雀 高雄市三民區凱旋一路178號4樓

博惠里 25 蔡德旺 高雄市三民區凱歌路164巷1弄8號5樓

博惠里 26 林保民 高雄市三民區凱歌路166號

博惠里 27 黃沛緹 高雄市三民區博惠里27鄰凱國路28號四樓

博惠里 28 王惠靖 高雄市三民區凱歌路49巷19號

博惠里 29 陳金蓮 高雄市三民區博惠里29鄰建國一路426巷1號五樓

博惠里 30 謝春蘭 高雄市三民區凱旋一路93巷13號

博惠里 31 王方麗霞 高雄市三民區博惠里31鄰凱旋一路101巷4號三樓

博惠里 32 林金煌 高雄市三民區凱旋一路127之1號

博惠里 33 黃水虾 高雄市三民區凱旋一路205號

長明里 01 廖建維 高雄市三民區林森一路363巷1號

長明里 04 涂榮峻 高雄市三民區林森一路317巷1號

長明里 06 朱鳳晴 高雄市三民區長明街295巷7號

長明里 07 石中生 高雄市三民區長明街234號

長明里 08 翟榕華 高雄市三民區林森一路345巷32號3樓

長明里 10 莊信義 高雄市三民區林森一路345巷11號

長明里 11 張洪玉美 高雄市三民區林森一路345巷25號

長明里 13 施玉棋 高雄市三民區長明街26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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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明里 14 黃進順 高雄市三民區長明街196號

長明里 15 王美英 高雄市三民區林森一路340巷9號2樓

長明里 16 李士祥 高雄市三民區林森一路340巷11弄18號

長明里 17 楊錦貴 高雄市三民區長明街241號

建東里 01 陳美滿 高雄市三民區繼光街9巷12號

建東里 02 黃素綿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143號

建東里 03 蕭素雲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157號6樓之2

建東里 04 蔡培賢 高雄市三民區南台路210號

建東里 05 王秀美 高雄市三民區河北二路85巷16號

建東里 06 陳秀娟 高雄市三民區自立一路80號

建東里 08 徐深池 高雄市三民區南台路195巷1號

建東里 09 葉啟明 高雄市三民區南台路201巷11號

建東里 10 黃連續 高雄市三民區建東里10鄰建國三路215號

建東里 11 蔡綉凰 高雄市三民區建東里11鄰自立一路120號5樓之5

興德里 02 蔡於真 高雄市三民區三民街76之2號5樓

興德里 03 陳宗堯 高雄市三民區三民街67號

興德里 04 張再興 高雄市三民區立德街1巷10號

興德里 05 吳興全 高雄市三民區立德街1巷1號

興德里 06 陳能輝 高雄市三民區河北二路121號

興德里 08 陳鄭淑瓊 高雄市三民區中華三路268號

興德里 09 溫養盛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359號

興德里 10 黃泉成 高雄市三民區三民街106巷6號

興德里 12 柯建雄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277巷16號

興德里 13 歐錦葉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277巷17號2樓

興德里 14 洪明源 高雄市三民區三民街4號

興德里 15 陳明煬 高雄市三民區三民街49號

興德里 16 黎秀蓮 高雄市三民區自立一路85巷41號

興德里 17 胡瑞德 高雄市三民區河北二路117之2號

鳳南里 01 王丁美金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399號

鳳南里 02 王劉秀嫆 高雄市三民區自強一路246巷6號2樓

鳳南里 03 陳燦璣 高雄市三民區河北二路146號

鳳南里 04 蔡洪秀鳳 高雄市三民區自強一路246巷32號

鳳南里 05 吳金中 高雄市三民區三民街182號

鳳南里 06 謝石勝 高雄市三民區自強一路206巷26號

鳳南里 07 蔡宗穎 高雄市三民區中華三路261號

鳳南里 08 黃朝嘉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37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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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南里 09 林榮治 高雄市三民區三民街136號

鳳南里 10 楊春生 高雄市三民區鳳南里10鄰自強一路206巷13號

鳳南里 11 杜泉林 高雄市三民區三民街147號

鳳南里 12 郭繻輝 高雄市三民區自強一路206巷8弄6號

鳳南里 14 蔡景桐 高雄市三民區中華三路285之31號

鳳南里 16 朱黃桂香 高雄市三民區三民街183號

鳳北里 01 朱峰坤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66號

鳳北里 02 王振馨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70號

鳳北里 04 林順和 高雄市三民區三鳳中街38巷20號

鳳北里 05 董俊良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106號

鳳北里 06 張鳳娥 高雄市三民區三鳳中街40號

鳳北里 07 謝有量 高雄市三民區三德西街39號

鳳北里 09 高嬿鈞 高雄市三民區鳳北里9鄰三德西街51號9樓之2

鳳北里 10 曾玉秀 高雄市三民區三鳳中街95號

鳳北里 11 李玟儒 高雄市三民區鳳北里11鄰三鳳中街80號

鳳北里 12 戴黃碧玉 高雄市三民區三鳳中街82巷6號

鳳北里 13 林陳麗珠 高雄市三民區三德西街115號

鳳北里 14 王貴珍 高雄市三民區三鳳中街86號

鳳北里 15 林宗勇 高雄市三民區中華三路314號

鳳北里 17 張蔡淑美 高雄市三民區三德西街127號

鳳北里 22 陳蔡玉鄉 高雄市三民區三德西街136號

鳳北里 23 翁崇文 高雄市三民區三德西街128號

鳳北里 26 廖倉協 高雄市三民區三德西街46號

鳳北里 27 葉曾蜜香 高雄市三民區三德西街44巷17弄7號

德西里 01 高春華 高雄市三民區力行路14號

德西里 02 謝明道 高雄市三民區中原街47號

德西里 03 吳正富 高雄市三民區中道街37號

德西里 05 洪慧齡 高雄市三民區西安街24號

德西里 06 張素珠 高雄市三民區中華二路385號

德西里 07 林貞男 高雄市三民區中華二路207號

德西里 10 詹德善 高雄市三民區中和街19號

德西里 11 吳昭瑞 高雄市三民區中華橫路160號

德西里 12 張義欽 高雄市三民區美都路300巷50號

豐裕里 01 王黃金雲 高雄市三民區豐裕里1鄰中華橫巷5號

豐裕里 03 許秋梅 高雄市三民區力行路79巷3號

豐裕里 04 周松南 高雄市三民區中華橫路1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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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裕里 05 潘金標 高雄市三民區豐裕里5鄰中和街101號

豐裕里 06 周劉金葉 高雄市三民區豐裕里6鄰中和街112號3樓

豐裕里 07 楊瑞珍 高雄市三民區豐裕里7鄰中和街88巷11號

豐裕里 08 洪慧娟 高雄市三民區豐裕里8鄰中和街102巷10號

豐裕里 09 黃美央 高雄市三民區豐裕里9鄰中原街128號

豐裕里 10 郭昆南 高雄市三民區豐裕里10鄰中華橫路113之32號

豐裕里 11 黃惠淑 高雄市三民區豐裕里11鄰台安街33號

豐裕里 12 陳王秀柔 高雄市三民區豐裕里12鄰台安街22號7樓

豐裕里 13 許瑞興 高雄市三民區豐裕里13鄰中華橫路111號

豐裕里 15 李江春 高雄市三民區豐裕里15鄰中仁街65號

豐裕里 16 張秀璋 高雄市三民區豐裕里16鄰中庸街188號

豐裕里 17 魏鎰鍊 高雄市三民區豐裕里17鄰中庸街196巷7號

豐裕里 18 謝如媄 高雄市三民區豐裕里18鄰力行路79巷17號

豐裕里 19 林素雲 高雄市三民區豐裕里19鄰力行路79巷16號

豐裕里 20 陳秋華 高雄市三民區力行路79巷2弄2號2樓

豐裕里 21 郭麗惠 高雄市三民區豐裕里21鄰中庸街180巷8號3樓

豐裕里 22 蔡清香 高雄市三民區豐裕里22鄰中庸街182號二樓

豐裕里 23 李丁秀盈 高雄市三民區中原街117號

豐裕里 24 曾臆靜 高雄市三民區豐裕里24鄰中仁街49號

豐裕里 25 陳幸 高雄市三民區豐裕里25鄰中仁街17號

豐裕里 26 蔡黃素妹 高雄市三民區豐裕里26鄰中庸街160號

川東里 06 劉秀娟 高雄市三民區中都街97巷57號

川東里 07 李楊美霞 高雄市三民區同盟三路276號4樓之2

川東里 08 張碧萊 高雄市三民區同盟三路274號20樓之1

川東里 09 黃淑玲 高雄市三民區同盟三路272號9樓之1

川東里 10 薛絹貢 高雄市三民區同盟三路270號16樓之1

川東里 12 李黃美津 高雄市三民區中都街97巷102號

川東里 13 黃朝祥 高雄市三民區中都街97巷37號

川東里 14 黃麗香 高雄市三民區中都街85巷10號

川東里 15 吳清田 高雄市三民區中都街85巷23號

川東里 16 丁鍾金杏 高雄市三民區中都街75巷36之3號

川東里 17 黃敏政 高雄市三民區中都街75巷50弄21之1號

川東里 20 陳余愛珠 高雄市三民區中都街97巷2號

裕民里 01 林金塔 高雄市三民區中都街75巷37號

裕民里 02 黃蘇碧美 高雄市三民區中都街69巷18號

裕民里 03 盧黃玉盞 高雄市三民區中都街69巷2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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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民里 04 劉籐原 高雄市三民區中都街63巷32號

裕民里 05 陳和正 高雄市三民區中都街63巷9號

裕民里 06 薛江仙花 高雄市三民區中都街69巷56號

裕民里 07 宋郭惠利 高雄市三民區中都街69巷79號

裕民里 08 洪英華 高雄市三民區中都街63巷64號

裕民里 09 戴淑媛 高雄市三民區同盟三路246巷23號

裕民里 10 魏婉琳 高雄市三民區同盟三路190巷40號

力行里 02 陳國勝 高雄市三民區力行路216號

力行里 03 薛願乞 高雄市三民區中庸街165巷22號

力行里 04 屠忠發 高雄市三民區中和街165號

力行里 05 吳佩玲 高雄市三民區中和街130號

力行里 06 王新茂 高雄市三民區中愛街17號之1

力行里 07 許振成 高雄市三民區中都街56號

力行里 08 吳來發 高雄市三民區台安街44號

力行里 09 吳靜芬 高雄市三民區中庸街223巷35號

力行里 10 呂英俊 高雄市三民區中華橫路205巷2號

力行里 11 吳棋彬 高雄市三民區中都街9號

力行里 12 林師弘 高雄市三民區中都街22巷5之2號

力行里 13 黃振煌 高雄市三民區中都街38號

力行里 14 劉榮輝 高雄市三民區中庸街161號

千歲里 01 黃裕盛 高雄市三民區千歲里1鄰建國三路437號9樓之1

千歲里 02 鄭許梅 高雄市三民區自強一路243巷25號

千歲里 04 陳碧霞 高雄市三民區自強一路243巷44號

千歲里 05 黃玉柱 高雄市三民區自強一路243巷39號

千歲里 06 麥陳美瑜 高雄市三民區中庸街28號4樓之3

千歲里 08 李素華 高雄市三民區千歲里8鄰自強一路211號

千歲里 09 王士賢 高雄市三民區千歲里9鄰三民街259號

千歲里 10 吳霜林 高雄市三民區千歲里10鄰自強一路207巷10之10號

千歲里 11 楊長玉 高雄市三民區千歲里11鄰自強一路207巷24之3號

千歲里 12 邱高淑媛 高雄市三民區自強一路207巷5之1號

千歲里 13 曾明芳 高雄市三民區自強一路207巷31號

千歲里 15 鄭楊麗香 高雄市三民區千歲里15鄰河北二路208號

立德里 01 曾方秀青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535號5樓之1

立德里 03 吳月春 高雄市三民區中庸街51巷34號

立德里 05 呂薛玉霞 高雄市三民區三民街304號

立德里 07 高寶珠 高雄市三民區三民街32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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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里 08 歐振南 高雄市三民區市中一路324號

立德里 09 楊許阿綉 高雄市三民區中庸街11巷41號

立德里 11 陳雨潤 高雄市三民區中庸街11巷16弄1之1號

立德里 14 黃綉惠 高雄市三民區中庸街1號

立德里 15 許林玉珠 高雄市三民區河北二路232號

立德里 17 凃倚毓 高雄市三民區中庸街47號

立德里 18 林輝榮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495號8樓之2

立德里 19 蔡燕雪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503號2樓之1

立德里 20 許淑娥 高雄市三民區三民街284號

立德里 21 薛月英 高雄市三民區中庸街51巷3號4樓之2

千北里 01 黃光明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222號

千北里 02 陳川池 高雄市三民區千北里2鄰中庸街76巷17號

千北里 03 黃士欣 高雄市三民區中庸街106巷14號

千北里 04 張成堯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218巷9弄7號

千北里 05 張吳阿粉 高雄市三民區中庸街103號

千北里 06 黃林美珠 高雄市三民區中庸街105巷2弄4號

千北里 07 張惠菁 高雄市三民區市中一路384巷98號

千北里 08 王明得 高雄市三民區市中一路384巷71號

千北里 09 邱淑慧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312號

千北里 12 黃錦華 高雄市三民區市中一路383號12樓之2

千秋里 03 蔡吳菊 高雄市三民區市中一路443巷31號

千秋里 05 吳陳碧娥 高雄市三民區同盟三路170巷16弄3號

千秋里 08 杜明宗 高雄市三民區中庸街106巷2之3號

千秋里 09 黃玉華 高雄市三民區中庸街155巷20之1號

千秋里 10 詹金城 高雄市三民區中庸街155巷5號

千秋里 11 歐重耀 高雄市三民區中庸街153巷10號

千秋里 12 石榮輝 高雄市三民區中庸街143號

千秋里 13 陳素雲 高雄市三民區力行路149號

千秋里 14 林碧鈴 高雄市三民區市中一路460巷8之1號

千秋里 15 許耀安 高雄市三民區市中一路458巷3號

千秋里 16 林李素日 高雄市三民區市中一路458巷6號

千秋里 17 林吳慧珍 高雄市三民區力行路185號

千秋里 18 吳順利 高雄市三民區市中一路456巷17號

千秋里 19 許萌勻 高雄市三民區市中一路456巷6號

千秋里 20 李雅惠 高雄市三民區中庸街141巷6號

千秋里 21 王富美 高雄市三民區中庸街141巷9號2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