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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金區 三川里 05 黃惠珍 高雄市前金區七賢二路140號16樓

前金區 三川里 06 許李慧雪 高雄市前金區南台橫路123號

前金區 三川里 07 孫榮濬 高雄市前金區七賢二路132號15樓
前金區 三川里 08 許麗凰 高雄市前金區自立一路41巷30號
前金區 三川里 09 蘇海鵬 高雄市前鎮區育樂路18巷32號

前金區 三川里 12 曾瑞金 高雄市前金區八德二路121號

前金區 三川里 13 陳碧滿 高雄市前金區八德二路150號

前金區 三川里 14 王文雄 高雄市前金區瑞源路154號
前金區 三川里 16 余明河 高雄市前金區河南二路六四號
前金區 草江里 01 周麗芳 高雄市前金區自立二路127巷14號
前金區 草江里 02 王俊雄 高雄市前金區瑞源路117號
前金區 草江里 05 蔡翁玉杯 高雄市前金區草江里５鄰瑞源路１４１巷３號
前金區 草江里 06 黃陳貴美 高雄市前金區草江里6鄰明星街110號
前金區 草江里 09 舒永健 高雄市草江里新盛一街45號六樓之2

前金區 草江里 11 呂金柳 高雄市前金區新盛一街42號六樓
前金區 草江里 12 黃德山 高雄市前金區草江里12鄰明星街166號
前金區 草江里 14 劉黃菊 高雄市前金區七賢二路119號
前金區 草江里 15 陳榮輝 高雄市前金區草江里15鄰六合二路140巷49號
前金區 長城里 02 葉文科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214巷43號
前金區 長城里 03 姚秋蘭 高雄市前金區長城里3鄰南台橫路148號
前金區 長城里 04 呂麗卿 高雄市前金區長城里四鄰南台橫路一四○巷十二號
前金區 長城里 05 謝佳均 高雄市前金區南台橫路140巷9號
前金區 長城里 06 施嫚莎 高雄市前金區南台橫路160巷23號

前金區 長城里 07 蔡健明 高雄市前金區南台橫路160巷7號

前金區 長城里 08 莊秀英 高雄市前金區長城里8鄰八德二路169巷9號
前金區 長城里 09 陳秀枝 高雄市前金區長城里9鄰八德二路169巷32號

前金區 長城里 10 王蔡秀雲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214巷4號

前金區 長城里 14 魏美雪 高雄市前金區長城里14鄰河南二路102號八樓之一
前金區 長城里 15 陳穀 高雄市前金區河南二路一0八號
前金區 長城里 16 郭梨容 高雄市前金區長城里16鄰七賢二路162號
前金區 長城里 17 楊弘章 高雄市前金區長城里南台橫路160號
前金區 長城里 18 林隆鑫 高雄市前金區長城里南台橫路152巷22號
前金區 長城里 19 莊順發 高雄市前金區八德二路一六五巷一九號
前金區 長城里 20 吳寶銀 高雄市前金區長城里20鄰新盛一街107號
前金區 長城里 22 林楊春鳳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二三0號
前金區 北金里 01 陳三郎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217號十一樓之2

前金區 北金里 04 洪璧雲 高雄市前金區文武一接140號

前金區 北金里 05 吳鄭玉璽 高雄市前金區武強街1號
前金區 北金里 06 趙康秀琴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一路一四二巷一三號

前金區 北金里 08 廖慶松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一路142巷28號

前金區 北金里 10 阮敏青 高雄市前金區文武一街13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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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金區 北金里 11 洪翠容 高雄市前金區八德二路200號5樓之2

前金區 北金里 13 莊許秀蓮 高雄市前金區河南二路136號

前金區 東金里 01 洪進添 高雄市前金區榮安街41號

前金區 東金里 02 陳許玉杏 高雄市前金區文武一街三五號

前金區 東金里 03 許慧珠 高雄市前金區六合二路189號10樓

前金區 東金里 05 顏陳瑞香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一路32巷18號

前金區 東金里 06 徐江淑珠 高雄市前金區文武一街18號3樓之4

前金區 東金里 10 柯錦霞 高雄市前金區七賢二路２０１號３樓之３
前金區 東金里 11 李幸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一路二二號十五樓之一

前金區 東金里 12 吳春鳳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一路8巷3號

前金區 東金里 14 賴昭燕 高雄市前金區榮安街6號3樓

前金區 東金里 15 王菊芬 高雄市前金區榮安街13號

前金區 東金里 16 黃雅芬 高雄市前金區文武一街80號

前金區 東金里 17 林炯德 高雄市前金區自立二路127巷14號

前金區 新生里 01 顏如玲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一路145號

前金區 新生里 02 邱世平 高雄市前金區武強街69號

前金區 新生里 03 張妍鳳 高雄市前金區武強街78號

前金區 新生里 05 周美珍 鼎盛街59號

前金區 新生里 06 李佳璋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一路155號5樓

前金區 新生里 07 吳秋孟 高雄市前金區七賢二路311號

前金區 新生里 09 郭秀華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一路175號

前金區 新生里 10 陳麗安 高雄市前金區新生里10鄰河南二路164號十八樓之2

前金區 新生里 11 呂李杏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一路139巷39號
前金區 新生里 12 洪國欽 高雄市前金區鼎盛街26號
前金區 新生里 13 陳美霞 高雄市前金區新生里13鄰自強一路139巷48號

前金區 新生里 14 陳英吉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一路83巷20號

前金區 新生里 15 劉佳淳 高雄市前金區旺盛街92號

前金區 新生里 16 蒲茗慧 高雄市前金區旺盛街104號
前金區 新生里 17 周素嬌 高雄市前金區新生里旺盛街194號2樓

前金區 新生里 18 曹玲慧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557號

前金區 新生里 19 陳美珠 高雄市前金區鼎盛街81號

前金區 新生里 20 李佳怡 高雄市前金區新生里20鄰武強街126號

前金區 新生里 21 丁鶴仙 高雄市前金區武強街111號

前金區 新生里 22 洪瑞霞 高雄市前金區七賢二路366號11樓之5

前金區 新生里 23 李楊榮蘭 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234巷18號

前金區 新生里 24 劉尚存 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２７２號7樓之4

前金區 新生里 25 周香梅 高雄市前金區七賢二路398號6樓之4

前金區 新生里 26 蔡文彬 高雄市前金區七賢二路355號

前金區 新生里 27 黃美燕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551巷2號二樓之2

前金區 新生里 28 許虹玲 高雄市前金區河南二路175號3樓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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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金區 新生里 29 周偉堂 高雄市前金區新生里29鄰成功一路519巷38號

前金區 新生里 30 詹楚玟 高雄市前金區七賢二路322號3樓之7

前金區 後金里 06 謝東武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一路四七之二號
前金區 後金里 08 黃娟娟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一路65巷10號
前金區 後金里 09 楊慶宗 高雄市前金區旺盛街４５號

前金區 後金里 10 賴永通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一路49巷27號

前金區 後金里 11 伍龍蔭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一路65巷49號

前金區 後金里 12 林金花 高雄市前金區後金里十二鄰榮安街126號
前金區 後金里 13 石林豐美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一路49巷34號
前金區 後金里 14 陳建安 高雄市前金區六合二路234號
前金區 後金里 15 林鳳英 高雄市前金區榮安街61號
前金區 後金里 17 鄭武雄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四五六號
前金區 後金里 18 胡鎮國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四六一巷二號

前金區 長興里 01 潘李美玉 高雄市前金區新盛一街17巷8號

前金區 長興里 02 黃榮權 高雄市前金區長興里2鄰中正四路142號
前金區 長興里 03 劉英雄 高雄市前金區中山橫一一八之一號
前金區 長興里 06 林建一 高雄市前金區自立二路九五巷一四號
前金區 長興里 07 白鄭秀琴 高雄市前金區長興里7鄰自立二路95巷5號
前金區 長興里 08 黃元賀 高雄市前金區中山橫路九七號
前金區 長興里 09 鄭尊仁 高雄市前金區長興里鄰瑞源路六十四號
前金區 長興里 10 莊文益 高雄市前金區瑞源路六五巷八號
前金區 長興里 12 蔡健和 高雄市前金區長興里12鄰中山橫路128號
前金區 長興里 13 余星輝 高雄市前金區長生里六合二路123號
前金區 長興里 14 倪碧珍 高雄市前金區長興里14鄰中山橫路93號4樓之4

前金區 青山里 01 歐建成 高雄市前金區自立橫路76號

前金區 青山里 02 蕭銘坡 高雄市前金區瑞源路33號六樓之1

前金區 青山里 03 張簡毓慧 高雄市前金區自立橫路１０６號９樓之１
前金區 青山里 05 張清華 瑞源路16號7樓之1

前金區 青山里 06 陳瑞麟 高雄市前金區青山里自立橫路95號

前金區 青山里 07 謝寶華 高雄市前金區瑞源路31號6樓之7

前金區 青山里 08 陳聰玉 高雄市前金區自立橫路65號四樓之2

前金區 青山里 09 鍾金枝 高雄市前金區自立二路53巷19號

前金區 青山里 11 葉陳秀綿 高雄市前金區青山里自立二路４９號
前金區 青山里 12 翁善牖 高雄市前金區自立二路31號2樓
前金區 青山里 13 鄒招勝 高雄市前金區新盛二街83號2樓之2

前金區 青山里 14 鄒蓮鳳 高雄市前金區自立橫路56巷2號

前金區 青山里 16 余碧雲 高雄市前金區青山里自立二路１５巷２３號
前金區 民生里 01 楊忠誠 高雄市前金區民生里1鄰自強二路190巷4號
前金區 民生里 02 葉世勇 高雄市前金區前金一街7號
前金區 民生里 03 吳全福 高雄市自強二路154巷3號

前金區 民生里 04 張武順 高雄市前金區大同二路4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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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金區 民生里 05 黃林美人 高雄市前金區民生里５鄰大同二路１４號
前金區 民生里 06 杜崑源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91號
前金區 民生里 10 陳喜珍 高雄市前金區大同二路28號
前金區 民生里 11 吳明璋 高雄市前金區民生里11鄰前金一街３巷１號
前金區 民生里 12 曾萬成 高雄市前金區文武二街200號二樓之1

前金區 復元里 01 柯俊廷 高雄市前金區復元里福音街16號3樓之1

前金區 復元里 03 張敏裕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二路114號

前金區 復元里 04 周翊群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二路102巷9號

前金區 復元里 05 周靜宜 高雄市前金區文武二街138號

前金區 復元里 07 蔡惠鶯 高雄市前金區民生二路76號十一樓之1

前金區 復元里 08 馮秋萍 高雄市前金區福音街7號之11

前金區 復元里 09 張連秀枝 高雄市前金區福音街一七號

前金區 復元里 10 陳雅雯 高雄市前金區民生二路60號5樓之1

前金區 復元里 11 李百文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67號5樓之4

前金區 復元里 13 郭慶益 高雄市前金區新盛二街3號9樓之2

前金區 林投里 02 林美華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四二○號九樓之二
前金區 林投里 03 陳勝男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447巷17號
前金區 林投里 05 朱瑞華 高雄市前金區前金二街55號
前金區 林投里 06 陳東敏 高雄市前金區前金二街92號
前金區 林投里 09 許良吉 高雄市前金區前金二街40號
前金區 林投里 14 謝王金益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四二三之二號
前金區 林投里 15 蔡舜賢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399號
前金區 林投里 16 陳素杏 高雄市前金區大同二路八0號之1

前金區 林投里 17 傅金星 高雄市前金區林投里17鄰生旺巷112號
前金區 林投里 18 趙坤福 高雄市前金區前金二街五九號
前金區 林投里 19 趙杜惜嬌 高雄市前金區生旺巷88號
前金區 林投里 20 趙許寶鳳 高雄市前金區生旺巷七八之六號
前金區 林投里 22 沈秀鳳 高雄市前金區生旺巷八二號

前金區 國民里 01 許得回 高雄市前金區國民街48號

前金區 國民里 02 蔡玫珍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387巷23號2樓
前金區 國民里 03 許黃素芬 高雄市前金區國民里3鄰成功一路383號
前金區 國民里 04 顏秀卿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361巷26號
前金區 國民里 07 蘇宇豐 高雄市前金區大同二路一三三號之一七

前金區 國民里 08 蘇幸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387巷7之1號

前金區 國民里 09 蘇洪美戀 高雄市前金區國民里9鄰大同二路97號
前金區 國民里 11 謝國兄 高雄市前金區大同二路一四三號四樓之六
前金區 國民里 12 向彩霞 高雄市前金區國民里12鄰大同二路一四七號六樓之三
前金區 社東里 01 林昭宏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二路77號
前金區 社東里 02 江曾美惠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二路八十七巷二五號
前金區 社東里 03 王麗月 高雄市前金區光復三街77號7樓之1

前金區 社東里 04 詹秀琴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二路67巷28號4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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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金區 社東里 06 林許美珠 高雄市前金區光復三街55號
前金區 社東里 07 劉全富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二路八十七巷45號
前金區 社東里 08 黃福來 高雄市前金區民生二路一五三號
前金區 社東里 09 魏超群 高雄市前金區社東里自強二路39號4樓之1

前金區 社東里 10 陳民雄 高雄市前金區社東里光復一街54巷8號2樓
前金區 社東里 11 何素梅 高雄市前金區光復二街五三號六樓之二
前金區 社東里 12 賴龍信 高雄市前金區社東里１２鄰光復一街８０巷５號

前金區 社東里 14 陳水福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二路27巷34號

前金區 社東里 15 杜新生 高雄市前金區社東里光復二街６０號
前金區 社東里 16 鐘坤益 高雄市前金區光復一街73號
前金區 社東里 18 周素珠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二路27巷43號
前金區 社東里 20 盧桂女 高雄市前金區長生街50號
前金區 社東里 21 黃麗雪 高雄市前金區社東里成功一路336號
前金區 社東里 23 黃陳月娥 高雄市前金區長生街24號

前金區 社西里 01 周國濱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323巷44號

前金區 社西里 02 潘淑貞 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99號5樓之3

前金區 社西里 03 林鐘秀琴 高雄市前金區光復三街166號
前金區 社西里 05 許秀葺 高雄市前金區光復三街一一九號
前金區 社西里 06 黃麗儒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三四三巷11號
前金區 社西里 07 張雪美 高雄市前金區民生二路一六五號五樓之二
前金區 社西里 09 黃吉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三四三巷一八號
前金區 社西里 11 卓豐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三二三巷三三號

前金區 社西里 12 徐蔡玉葉 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107巷6號4樓

前金區 社西里 13 薛進長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323巷5號

前金區 社西里 14 李裕宸 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109號11樓

前金區 博孝里 01 陳華蘭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124巷7之3號

前金區 博孝里 02 巫淑媖 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6之3號

前金區 博孝里 03 嚴美娟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148號九樓之2

前金區 博孝里 06 蘇惠琴 高雄市前金區河東路2號七樓之1

前金區 博孝里 07 李月汝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301巷6號
前金區 博孝里 08 許正東 高雄市前金區光復二街一五三號二樓
前金區 博孝里 09 郭懿瑩 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39號五樓之1

前金區 博孝里 11 陳瑞幸 高雄市前金區光復二街179號
前金區 博孝里 12 楊煜顏 高雄市前金區博孝里12鄰市中一路25巷8號
前金區 長生里 01 蘇英子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二路八六號
前金區 長生里 02 侯玉花 高雄市前金區光復三街34號
前金區 長生里 03 秦世明 高雄市前金區長生里自強二路76號

前金區 長生里 04 陳美菱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二路66巷31號

前金區 長生里 05 林重明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二路六六巷二四號
前金區 長生里 07 郭王水治 高雄市前金區文武二街45號
前金區 長生里 08 余黃明珠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二路五○巷一八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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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金區 長生里 09 黃富娣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二路30號
前金區 長生里 10 巫新勳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二路二六號之三
前金區 長生里 11 應堅城 高雄市前金區長生里１１鄰自強二路１６號
前金區 長生里 12 劉恩嘉 高雄市前金區長生里１２鄰文武二街１１巷９號
前金區 長生里 15 許巫麗雲 高雄市前金區長生里15鄰文武二街86號-31

前金區 長生里 16 呂奇翰 高雄市前金區光復三街一三號
前金區 長生里 17 黃坤龍 高雄市前金區光復一街12號
前金區 長生里 18 王茂樹 高雄市前金區長生里文武二街46號
前金區 長生里 19 戴雙喜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五號九樓之二
前金區 長生里 21 周樹山 高雄市前金區長生里二一鄰光復二街二八號
前金區 長生里 23 趙麗春 高雄市前金區民生二路七五號四樓之二
前金區 長生里 24 莊秀櫻 高雄市前金區長生里24鄰中華三路23號11樓之2

前金區 榮復里 01 顏平坤 高雄市前金區光明街65號

前金區 榮復里 02 鄭文正 高雄市前金區光明街39號
前金區 榮復里 05 陳昱璇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284巷38號

前金區 榮復里 06 林士棠 高雄市前金區青年二路174號

前金區 榮復里 07 林桃理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二七四巷二六號
前金區 榮復里 08 歐陳秋霞 高雄市前金區榮復里8鄰新田路288號

前金區 榮復里 10 楊政諺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274巷39號

前金區 榮復里 12 鄭素貞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三路203巷53號

前金區 榮復里 13 陳香汝 高雄市前金區允文街61號
前金區 榮復里 16 黃淑茹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三路203巷14號
前金區 榮復里 17 郭進興 高雄市前金區榮復里允文街５６號
前金區 榮復里 18 施柯文娌 高雄市前金區榮復里自強三路285巷25號
前金區 榮復里 19 黃泰田 高雄市前金區榮復里十九鄰四十八巷五號
前金區 文西里 03 陳力龍 高雄市前金區文西里3鄰文武三街93巷4號
前金區 文西里 04 王洪招治 高雄市前金區文西里4鄰允文街33號
前金區 文西里 05 陳雪亘 高雄市前金區文西里5鄰允文街16號
前金區 文西里 06 崔陳桂枝 高雄市前金區文西里6鄰新田路301號
前金區 文西里 07 蔡黃素貞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三路240巷14號
前金區 文西里 09 洪秀玉 高雄市前金區文西里自強三路二四○巷7號
前金區 文西里 10 葛秋蘭 高雄市前金區新田路二五三巷一弄二號
前金區 文西里 11 李永芳 高雄市前金區文西里文武三街一四二號
前金區 文西里 12 陳秀玉 高雄市前金區文西里12鄰允文街2-2號
前金區 文西里 13 馮道明 高雄市前金區青年二路82號
前金區 文西里 15 莊史麗琴 高雄市前金區文西里15鄰自強三路258巷12號
前金區 文西里 16 鄭素蘭 高雄市前金區文西里16鄰光明街6號5樓之1

前金區 文西里 17 陳慶祥 高雄市前金區新田路二四○號
前金區 文西里 18 張朝枝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四路361號
前金區 文東里 01 柯鳳蘭 高雄市前金區新田路218巷11號
前金區 文東里 02 盧敦雪 高雄市前金區新田路二○八之二號

前金區 文東里 03 林麗雪 高雄市前金區仁德街27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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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金區 文東里 04 陳淑惠 高雄市前金區新田路245號

前金區 文東里 05 林翁春綢 高雄市前金區新田路239巷9號

前金區 文東里 06 曾陳金英 高雄市前金區新田路229號

前金區 文東里 07 陳安琪 高雄市前金區仁德街215號
前金區 文東里 10 鄭維甫 高雄市前金區仁義街二七九之一號
前金區 文東里 11 陳董花蕊 高雄市前金區文東里11鄰新田路200號
前金區 文東里 12 郁美芳 高雄市前金區文東里１２鄰新田路２１５巷２１號
前金區 文東里 13 張國忠 高雄市前金區文東里13鄰新田路215巷6號
前金區 文東里 14 林慧珍 高雄市前金區文東里14鄰仁德街206號
前金區 文東里 15 黃景麟 高雄市前金區文東里15鄰青年二路46號
前金區 文東里 16 李如雪 高雄市前金區文東里１６鄰仁義街２８０號

前金區 文東里 17 游金城 高雄市前金區仁義街208號

前金區 文東里 18 林玉秀 高雄市前金區中山二路五七七號九樓之四
前金區 文東里 19 曹秋萍 高雄市前金區文東19鄰中山二路579號4樓之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