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里別 鄰別 姓名 地址

浩然里 01 楊仁舜 忠孝一路111巷7之1號

浩然里 02 林美娟 文化路48號

浩然里 03 陳蘇牡丹 忠孝一路69巷1號

浩然里 04 劉強 文化路5號7樓

浩然里 05 紀明岑 文化路22之1號

浩然里 06 王春安 忠孝一路94巷7號

浩然里 07 張明蒼 忠孝一路94巷8號

浩然里 08 曾錦秀 復興二路171號3樓之1

浩然里 11 陳敦武 青年一路176巷33號

浩然里 12 莊葉季蒲 青年一路176巷24號

浩然里 13 蘇美鳳 民權街35號

浩然里 14 沈清交 民權街8之3號

浩然里 15 李鳳凰 仁愛二街74號

浩然里 16 周曾碧桃 文化路43號

浩然里 17 于輔慧 仁愛二街132號

振成里 01 林緣 五福二路183號

振成里 02 李淑華 文化路87之1號3樓

振成里 03 潘凃玲寶 林森一路15巷21之2號

振成里 04 林楊惠美 文化路57號

振成里 05 王宏業 林森一路43巷35號

振成里 06 洪敏益 五福二路133號

振成里 07 黃吳金慧 林森一路43巷11號

振成里 08 周育勤 林森一路37號3樓

振成里 10 洪文下 文橫二路143巷29號

振成里 11 楊方秋涼 文橫二路143巷33號二樓

振成里 13 陳張美惠 新田路172巷10號

德生里 03 邱慶義 民權一路247巷6號

德生里 06 方智弘 金門街111巷7號

德生里 07 林節操 民生一路201號十二樓之2

德生里 08 蔡鈴華 民生一路201號四樓之11

德生里 10 劉碧珍 民權一路247巷19號二樓

德生里 12 陳燦楯 復興街10號

德生里 13 陳玉珠 五福一街3號

德生里 14 吳素貞 復興街15號

德生里 15 郭學力 五福一街2號四樓之1

德生里 17 洪美蓮 復興二路326號11樓之4

德生里 18 楊淑美 五福二路80巷4弄8號

新興區鄰長名冊



德生里 19 邱黃樹蘭 五福一路146號

德生里 21 鄧木源 五福一路108號23樓之2

德生里 24 吳劉麗真 福建街391號

德生里 25 張震宇 民生一路69號

德生里 27 蔡玉潘 福建街384號

德生里 28 徐東昇 光華一路379號

振華里 01 王筱明 林森二路135巷30號

振華里 02 呂瓊宜 林森二路227號之2

振華里 03 胡梅 民享街87號

振華里 04 陳朱追 林森二路97巷52號

振華里 05 彭郭金娥 林森二路97巷27號

振華里 06 蔡葵蘭 文橫二路127巷22號

振華里 07 胡雅媚 文橫二路127巷36號

振華里 08 林媫妤 文橫二路127巷25號

振華里 09 蔡文政 民享街158號

振華里 10 黃秀錦 民享街125號

振華里 11 李庭靜 仁智街234號

振華里 12 許秋菊 文橫二路119號四樓

振華里 13 周素鈴 文橫二路121巷35之2號

振華里 15 蘇魏銀杏 新田路197巷52號

振華里 16 黃單聘 青年一路458號

正氣里 02 王彩鑾 民有街59號三樓

正氣里 03 薛瓊麗 民享街63號

正氣里 04 王鄭花美 忠孝一路9號

正氣里 05 曾天奇 忠孝一路42號

正氣里 06 羅宏昌 新田路63號

正氣里 07 廖李彩有 民享街29號

正氣里 08 張芳 民有街14號

正氣里 09 林李阿桂 民享街36號

正氣里 10 林呈芳 青年一路268號

正氣里 11 金王慕玨 青年一路200巷6號

正氣里 12 蔡艷紅 青年一路210號二樓

正氣里 13 陳錦文 仁愛二街48號

正氣里 14 羅麗娜 忠孝一路7巷31號

正氣里 15 卓惠蘭 忠孝一路7巷9號3樓

正氣里 17 蘇林月霞 青年一路298號

正氣里 18 蔡宏明 忠孝一路12巷25號

正氣里 19 蔡萌育 忠孝一路12巷10號

德政里 01 林庭安 忠孝一路276號



德政里 03 謝德海 忠孝一路242號

德政里 04 梁克雲 復橫一路200號

德政里 05 陳有志 忠孝一路222號

德政里 06 郭素貞 大同一路14號

德政里 07 陳永錩 復橫一路191號

德政里 08 劉俐君 仁愛一街83號

仁聲里 01 劉榕真 仁愛一街34號四樓

仁聲里 05 李德正 復興一路11號

仁聲里 06 鐘閔堂 中正三路71巷15號3樓

仁聲里 07 莊恒睦 復橫一路173號

仁聲里 08 謝文平 仁愛一街66號

仁聲里 09 陳李淑娟 仁愛一街96號六樓

仁聲里 10 李絹薰 復興一路55之1號

德望里 02 黃張絹 黃海街149之2號

德望里 03 盧有福 達仁街73號

德望里 04 陳國華 東海街186號二樓

德望里 05 孫春美 南海街201號

德望里 06 李惠雀 達仁街5號

德望里 07 張黃華充 復橫一路157巷19號

德望里 08 王春萍 復橫一路157巷52號

德望里 09 王淑蓁 復興一路46之1號

德望里 10 藍明智 渤海街190號

德望里 11 賴江美玉 復橫一路138號

德望里 12 劉素慧 復橫一路125號四樓

德望里 13 王萬春 復興一路28號七樓3

德望里 14 楊黃碧珠 復興一路40-10號

德望里 15 廖桂香 復興一路20號五樓之1

德望里 16 鄭家淇 東海街197號

華聲里 01 趙淑菁 林森一路130巷6號

華聲里 04 胡秀綿 民生一路296號四樓之2

華聲里 06 莊子卿 新興路35號

華聲里 07 彭發治 新興路28號

華聲里 08 余嚴秋鳳 忠孝一路161號四樓

華聲里 09 李冠珍 忠孝一路194號

華聲里 11 籃大典 大同一69號五樓之2

華聲里 12 高香蘭 大同一路19號

華聲里 13 黃鳳 仁愛一街17號

華聲里 16 陳茅玉梅 新興路4之1號

華聲里 17 翁陳素珍 民生一路276號



華聲里 18 陳周素怡 新興路11號三樓

蕉園里 02 陳皇榮 林森一路146巷1號

蕉園里 03 郭麗玉 復橫一路248號

蕉園里 04 陳其耀 林森一路158巷12號

蕉園里 05 陳碧霞 林森一路158巷17號

蕉園里 07 黃秋珍 忠孝一路239巷39號

蕉園里 08 邵錦惠 大同一路92號

蕉園里 10 孫志昆 復橫一路233之2號

蕉園里 11 陳益璋 忠孝一路239巷26號

永寧里 02 高嘉鴻 復興二路209號

永寧里 04 黃美若 民生一路255巷35號

永寧里 05 吳秀鳳 民生一路255巷46號五樓

永寧里 06 薛明來 民生一路255巷12號

永寧里 07 蔡許笑 仁愛二街184號

永寧里 09 蔡慈育 仁愛二街95巷37號

永寧里 10 王俞方 德生街10號

永寧里 11 郭玉珠 仁愛二街95巷36號

永寧里 13 楊振煌 五福二路92號

永寧里 14 陳啟雄 德生街76號

永寧里 15 顏應成 五福二路172號三樓之2

永寧里 16 楊高玉芳 林森一路14號四樓之4

永寧里 17 廖佳彬 德生街41號

永寧里 18 陳月蘭 仁愛二街115號四樓

永寧里 19 鄭平順 仁愛二街121巷11號

永寧里 20 吳黃寶金 仁愛二街121巷8號

永寧里 21 呂葉子 德智街43號

玉衡里 01 劉大榮 玉竹一街6之1號

玉衡里 02 黃敏郎 文橫一路25巷8號

玉衡里 03 余瑞鈞 玉竹一街18號

玉衡里 04 張陳秀枝 玉竹一街21號

玉衡里 05 蔡和勳 文橫一路5巷8號

玉衡里 07 王威育 玉竹二街18號

玉衡里 10 蔡幸淑 文橫一路5巷5號

玉衡里 12 張崑紅 文橫一路63之1號

玉衡里 13 林國華 中山一路10之7號

玉衡里 14 江美珠 文橫一路25巷10弄1號

玉衡里 15 賴演卿 玉竹一街17巷13號

玉衡里 16 湯已賞 中山一路14號七樓之2

玉衡里 21 張國雄 竹圍路22之2號



玉衡里 25 蔡林燕玉 民生一路363巷33弄3號

順昌里 01 詹再添 民族二路152號

順昌里 02 林施素珠 尚文街20巷5弄16號

順昌里 03 黃煌仁 尚文街30號

順昌里 04 鄭秀枝 民族二路128之1號

順昌里 05 毛清輝 尚智街28號

順昌里 06 方世昌 尚智街37號

順昌里 07 翁丹桂 尚仁街5巷40號

順昌里 08 蔡瑞章 尚仁街7號

順昌里 09 吳三益 七賢一路10號

順昌里 10 何漢章 河南路305巷7號

順昌里 11 范吳鳳 尚仁街66巷52號

順昌里 13 陳烱坤 七賢一路73號三樓之3

順昌里 14 葉李秀金 民族二路88巷14號

順昌里 15 林鄭秀玉 民族二路88巷57號

順昌里 16 李鍾秀英 中東街162號

順昌里 17 許高銘 尚義街190巷40號

順昌里 18 楊榮壽 尚義街194號

順昌里 19 何青蓁 中東街60號

順昌里 20 張陳紫月 七賢一路19號

順昌里 22 吳誌彬 河南路341號三樓之2

順昌里 23 許郭秀美 河南路394號

順昌里 24 黃李清美 尚仁街23號

文昌里 01 蔡黃米弼 尚義街111號十二樓之2

文昌里 02 吳慶勳 信守街105號

文昌里 03 鄭進成 信守街110號十六樓之3

文昌里 04 黃許金蘭 民族二路42巷26號

文昌里 05 邱素珠 六合路195號

文昌里 06 楊天麗 尚義街112號

文昌里 07 蔡春勝 信守街42號

文昌里 08 陳鄭美枝 尚義街136巷34號

文昌里 09 林永鎮 六合路115號

文昌里 10 呂麗玲 尚信街64號

文昌里 11 許茂振 六合路170號

文昌里 12

文昌里 13 方林春霞 民族二路70巷18號

文昌里 14 廖素華 中東街147號

文昌里 15 吳徵賢 六合路74號

文昌里 16 詹宗和 和平一路263號



文昌里 17 張國樑 尚義街154巷14號

文昌里 18 陳王明花 中東街91號

文昌里 19 洪福南 和平一路215號十樓之2

文昌里 20 呂鳳娥 尚義街156號

光耀里 01 趙惠霞 渤海街60號

光耀里 02 謝克明 開封路97號

光耀里 03 陳雪 錦田路38號5樓

光耀里 04 何勝榮 黃海街69號5樓

光耀里 05 黃小芳 復橫一路51號

光耀里 06 王凱靈  民生一路16號4樓之2

光耀里 07 袁賦坤 錦田路30之21號

光耀里 09 王卉蓁 南海街52號

光耀里 10 趙明夫 渤海街6號5樓之1

光耀里 11 胡業倫 復橫一路14號

光耀里 12 林梅鳳 東海街24之6號

光耀里 14 蔡淑惠 東海街47號

光耀里 15 周林玉桂 民生一路52號十二樓之2

光耀里 16 石雪珍 黃海街58號

光耀里 17 林淑芬 中正三路5號12樓之10

光耀里 18 陳美華 復橫一路37號7樓

光耀里 20

光耀里 21 蔡幸恩 開封路102號

光耀里 22 蕭月雲 渤海街21號7樓5

光耀里 23 王肇慶 黃海街48-4號

光耀里 24 張仁良 高雄市新興區黃海街39號

光耀里 25 蘇素慧 復橫一路42號

興昌里 02 鄭陳娟 六合一路56之1號

興昌里 03 黃芳英 錦田路78巷4號

興昌里 04 林金枝 錦田路78巷5號

興昌里 05 翁秀美 中東街253號

興昌里 06 陳瑩味 中東街270號

興昌里 07 李春美 開封路299號三樓

興昌里 08 葉青松 開封路301巷34號

興昌里 09 黃英傑 七賢一路211號

興昌里 10 安高德 中東街204號

興昌里 11 謝明潔 民族二路127號之2

興昌里 12 李美惠 中東街196-3號

興昌里 14 吳金連 中東街189號

興昌里 15 王春花 民族二路105巷24號



興昌里 17 張開華 六合一路20號三樓之1

興昌里 18 蔡進華 六合一路29號

興昌里 20 鍾丹衛 民族二路71號

興昌里 21 蔡秉育 信守街160號

興昌里 22 楊洪阿霜 信守街143號

興昌里 23 莊召叡 民族二路61號

開平里 01 顏美珠 七賢一路302號十三樓之3

開平里 02 黃樹典 八德一路169巷28號

開平里 03 蔡昭彰 洛陽街67號十二樓之1

開平里 04 謝李雯 同心路89號四樓

開平里 05 李聖瑋 復興一路146號

開平里 06 薛秀琴 河南一路31號六樓之1

開平里 07 許香慈 洛陽街109號

開平里 08 鄭秋東 河南一路29號

開平里 09 施月圓 開封路445號七樓

開平里 10 王美玉 錦田路156巷15號

開平里 11 黃文姜 開封路439號

開平里 12 甘麗美 錦田路136之2號

開平里 13 許淑美 同心路65號

開平里 14 吳聲章 錦田路128巷8號

開平里 15 鐘天福 七賢一路216號六樓之1

開平里 16 葉雪悶 河南一路1之1號十樓

開平里 17 陳太玄 七賢一路256號十樓之2

開平里 18 黃瑞容 錦田路135巷8號

開平里 20 盧雪琪 同心路104號二樓

開平里 21 陳明鶴 同心路34號六樓

開平里 23 黃丁壬 錦田路136號之10

成功里 01 陳廷勳 仁愛一街144號

成功里 02 李豊閎 仁愛一街139號

成功里 03 黃凱如 興華路6號

成功里 04 薛黃秋桂 六合一路73號

成功里 05 徐榮祥 忠孝一路340巷30號

成功里 06 謝秀紗 忠孝一路269巷23號

成功里 07 劉宏夫 興華路43之2號

成功里 08 趙鈴玫 忠孝一路287號

成功里 09 王泰元 林森一路198巷45號

成功里 11 童健景 中正三路80巷14弄6號

成功里 12 張力中 六合一路57號之4

新江里 01 李昕瑾 七賢一路480號八樓之16



新江里 02 陳郭繡桃 南華路173號

新江里 03 陳李金菊 南華路187號

新江里 05 鄭麗秋 林森一路255巷14號

新江里 06 葉許三枝 林森一路255巷56號

新江里 07 梁李雪玉 八德一路354號

新江里 08 陳葉月琴 南華橫二路107之1號

新江里 09 陳儀 河南一路111號

新江里 10 邱曉萍 八德一路316之68號

新江里 11 蔡秀卿 林森一路267之114號

新江里 12 李美瑛 南華路186號之5

新江里 13 王冠中 中山一路270號

黎明里 01 陳天全 六合一路106號

黎明里 02 莊陳碧玉 林森一路237之1號

黎明里 03 趙國在 六合一路156之1號

黎明里 04 朱玉鳳 南華橫一路31號

黎明里 05 李明翰 南華橫一路38之5號

黎明里 06 戴王鳳朱 南華路143號

黎明里 07 蕭張麗貞 六合一路136號

黎明里 08 龔嘉倫 六合一路162號

黎明里 09 林玉英 南華路154之3號

黎明里 10 楊新佳 七賢一路531號

黎明里 11 李素琴 六合一路180巷53號

黎明里 12 吳陳哲芳 中山一路226號

愛平里 01 吳王蕋 興華路52之3號

愛平里 02 黃錦鏘 林森一路203巷37號

愛平里 05 鄭陳文 南華路77號

愛平里 06 李秀雄 林森一路179號

愛平里 07 蔡玉美 興華路65號四樓之3

愛平里 08 陳火山 興華路74號

愛平里 09 黃添福 六合一路159之4號四樓之3

愛平里 10 黃美霞 六合一路159之2號

愛平里 11 高吳素鑾 中山一路138號

愛平里 12 王禎標 中山一路180號

愛平里 13 陳佳男 南華路126之3號

愛平里 15 吳朝琮 南華路108之1號

南港里 01 蔣福泉 復興一路121之6號

南港里 03 簡惠玲 復興一路147號

南港里 04 吳進發 河南一路36號

南港里 07 林富盛 仁愛一街327之1號



南港里 08 林志俞 仁愛一街332號

南港里 09 林泉湧 忠孝一路500巷1號

南港里 10 張陳勳 南港里八德一路262號

南港里 11 廖其文 忠孝一路484巷45號

南港里 12 林坤寶 忠孝一路484巷36號

南港里 13 蕭淑惠 南華橫二路42之1號

南港里 14 蕭安貴 仁愛一街291巷2號三樓之4

南港里 15 林素鳳 仁愛一街291巷14號三樓

南港里 16 陳素琴 七賢一路390之5號

南港里 17 李黃月美 七賢一路424號十樓

南港里 18 劉富進 七賢一路428號6樓12

南港里 19 王永發 南華橫二路73號

南港里 20 李玉娟 忠孝一路437巷17號

南港里 21 王騰諆 忠孝一路437巷36號

南港里 22 李賴專 八德一路277號

南港里 23 李呂雪玉 八德一路286號

南港里 25 李聰飛 林森一路272巷8號

南港里 26 梁金貴 河南一路93號

中東里 01 楊瑞蘭 錦田路53之4號

中東里 02 蔡丁素英 復興一路52之4號

中東里 04 林美根 錦田路55之14號

中東里 07 林淑嫻 六合一路53之3號

中東里 09 吳瑞嘉 錦田路99號

中東里 10 程儒良 中東街282號

中東里 11 洪敏娟 中東街316號三樓之2

中東里 12 王廣治 錦田路101巷9之2號

中東里 13 鄭麗珠 七賢一路225號七樓之5

中東里 14 陳郭月蘭 錦田路101巷16號

中東里 15 陳福松 七賢一路299號

中東里 16 葉月嬌 六合一路88巷14號

中東里 17 莊惠香 洛陽街11號二樓之1

中東里 18 余萬吉 洛陽街3號五樓之1

中東里 19 黃碧珍 復興一路78號十樓Ａ

中東里 20 張靜敏 七賢一路301號十二樓之4

中東里 21 葉張次美 復興一路107之7號四樓

中東里 22 江琦 復興一路107之2號

中東里 23 黃素琴 六合一路94之3號九樓

中東里 24 蔡資望 六合一路96巷4號

中東里 25 陳淑貞 六合一路96巷16之10號



中東里 26 余翁雪紅 仁愛一街232號

中東里 27 鍾陳進菊 六合一路53之12號四樓

中東里 28 吳秀霞 六合一路55之6號十一樓之2

明莊里 02 周明安 中山橫路51號

明莊里 06 邱丁增 六合二路55號

明莊里 07 范碧絨 六合二路21之5號

明莊里 08 何蔡亞芳 中山橫路2號

明莊里 10 陳達封 南台路74巷16號

明莊里 11 黃顏艷雪 南台路75號

明莊里 12 劉陳京 南台路71號

明莊里 13 劉王阿猜 南台路61號

明莊里 16 邱鵬吉 中山橫路65號

明莊里 18 廖天虎 六合二路83巷1號

大明里 01 林吳壁春 中正四路63巷7號

大明里 02 洪美珍 中正四路63巷18號

大明里 03 李原亨 自立橫路2號

大明里 04 蘇金成 中正四路25之5號

大明里 05 洪李秀勤 南台路35號

大明里 07 陳櫻蘭 南台路26之1號

大明里 08 夏碧珠 南台路38之1號

大明里 11 吳澄男 自立橫路47號

大明里 12 侯郭美英 南台路9巷20弄7號

大明里 13 黃媞 自立二路42號

大明里 14 莊郭富娘 南台路6號

大明里 15 陳百合 南台路9巷6之1號

大明里 16 陳嘉莉 大同一路198之3號

秋山里 01 曾絹惠 民主路25號

秋山里 03 林重利 南台路102之1號

秋山里 05 陳許秀吟 明星街58號

秋山里 08 陳張秀準 民主橫路41巷40號

秋山里 09 林姿伶 六合二路22號

秋山里 10 林陳富枝 民主路1號

秋山里 12 方林英 明星街14之1號

秋山里 13 陳炎泉 七賢二路23號

秋山里 15 邱林美琴 民主橫路42號

秋山里 18 李鳳玲 六合二路6巷26號

長驛里 01 黃謝香美 自立二路120巷5號

長驛里 04 洪樹木 六合二路72之3號

長驛里 06 洪淑香 南台路109號



長驛里 07 林憲佑 明星街78號

長驛里 09 程淑靜 七賢二路83號

長驛里 10 蕭張月娥 自立二路162巷3號

長驛里 11 李幸紅 民主路46號

長驛里 13 張炎珠 自立二路162巷18號

長驛里 14 劉寶珠 自立二路140巷4號

長驛里 15 吳陳美玉 民主路60號

建興里 03 陳蔡劉 七賢二路86號五樓之二

建興里 04 呂玉雪 南台橫路51之6號

建興里 08 吳燕紋 自立一路66之55號

建興里 09 戴秀琴 南台路181號

建興里 10 胡巧莉 河南二路20號

建興里 11 陳進展 南台路176號

建興里 13 黃水梅 河南二路42號

建興里 14 呂秋蜂 自立一路32號

建興里 15 郭許美芳 南台橫路68號

建興里 16 林黃美珠 南台路163之1號

建興里 17 李明松 八德二路85號

建興里 18 王國賢 南台橫路69號

建華里 01 余榮原 八德一路26號

建華里 02 戴素華 八德二路25號

建華里 03 陳南興 七賢二路40號

建華里 05 楊文昌 南台橫路9之1號

建華里 08 林劉若 南台橫路10號

建華里 09 張簡麗香 同愛街21號

建華里 10 蔡政峰 同愛街27巷45號

建華里 11 許義成 同愛街27巷10號

建華里 12 蔡麗娟 同愛街27巷50號

建華里 13 黃麗華 八德二路35號

建華里 15 徐麗香 八德二路3之1號

建華里 16 陳秀鳳 民主橫路76號

建華里 17 邱靖媛 八德二路6號二樓之1

漢民里 01 李茂盛 大同一路95號

漢民里 03 歐忠利 林森一路123巷8號

漢民里 04 林明雄 林森一路123巷24號

漢民里 05 陳進國 南華一路44號

漢民里 06 蘇蔡月珠 林森一路123巷19號

漢民里 09 賴秀琴 新興路59號

漢民里 10 陳麗華 林森一路97巷14號



漢民里 11 蔡進添 民生一路358號

漢民里 12 陳麗月 民生一路392號

漢民里 16 陳立宏 大同一路151號

漢民里 17 方紹宇 大同一路147號

榮治里 01 林黃秀玉 大同一路227號三樓

榮治里 02 許登周 自立二路1之12號

榮治里 03 蕭榮祥 自立二路3之5號

榮治里 04 李秉家 民生二路36號二十九樓之3

榮治里 05 趙傳來 民生二路52號

榮治里 06 陳介釧 大同一路189之2號

東坡里 01 林美花 大同一路104號

東坡里 02 王蔡俗 林森一路145巷23號

東坡里 03 李忠榮 林森一路141號

東坡里 04 邱萬億 復橫一路262號

東坡里 05 蔡秀紅 林森一路163號六樓之11

東坡里 07 邱金聰 南華路51號

東坡里 08 許鄭春香 復橫一路280號

東坡里 11 林進福 南華路21號

東坡里 12 王土城 球庭路89號

東坡里 13 林李喜美 林森一路161巷42號

東坡里 14 林水龍 林森一路161巷19號

東坡里 15 楊林玉 大同一路134之7號

東坡里 16 顏貴英 中山一路52之1號

東坡里 17 林榮鑫 中山一路60巷6號

東坡里 20 趙志祥 南華路32之5號

東坡里 23 廖文舉 南華路42之7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