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 年家庭收支訪問調查 
調查期間：111 年 12 月 1 日至 112 年 2 月底止 

宣導主題：請民眾支持「111 年家庭收支訪問調查」，提供正確翔實資料。 

宣導內容：為蒐集本市各類家庭收支情形，主計處自 111 年 12 月 1 日起至 112

年 2 月底止辦理家庭收支訪問調查。本調查所得資料係為政府施

政的重要依據，諸如低收入戶救助發放標準、基本工資訂定標準、

學生就學貸款標準、法院給付撫養費等案件判決參考，以及各項

影響所得分配之社會經濟政策擬訂等基本參考資料，請受訪民眾

支持合作，提供正確翔實資料。 

協助事項：調查期間若接獲民眾查詢電話時，協助婉言答覆，並請其配合調

查員實地訪查填表工作。 

調查樣本里及調查員名冊 

區別 里別 調查員 區別 里別 調查員 

鹽埕區 藍橋里 許子賢 左營區 新下里 75-92 莊雅涵 
鹽埕區 中原里 許子賢 左營區 新下里 93-111 湯淳晴 
鹽埕區 沙地里 1-3 陳品蓉 左營區 尾北里 倪素女 
鹽埕區 沙地里 4-6 許子賢 左營區 合群里 倪素女 
鹽埕區 新化里 許子賢 左營區 埤西里 倪素女 
鼓山區 寶樹里 許子賢 左營區 中北里 1-3 蘇丁進 
鼓山區 峰南里 黃勝輝 左營區 中北里 4-6 倪素女 
鼓山區 前峰里 郭藹嫻 左營區 祥和里 倪素女 
鼓山區 忠正里 郭藹嫻 左營區 埤東里 1-3 黎華巒 
鼓山區 龍子里 1-20 許子賢 左營區 埤東里 4-11 倪素女 
鼓山區 龍子里 21-41 李蕊秀 楠梓區 五常里 1-3 林科宏 
鼓山區 龍子里 42-63 郭藹嫻 楠梓區 五常里 4-29 凃雅莉 
鼓山區 裕豐里 許子賢 楠梓區 惠豐里 黃秀嫺 
鼓山區 維生里 郭藹嫻 楠梓區 宏榮里 凃雅莉 
左營區 明建里 郭藹嫻 楠梓區 慶昌里 何佩芳 
左營區 新下里 1-23 倪素女 楠梓區 藍田里 1-21 黃秀嫺 
左營區 新下里 24-43 張聲鳳 楠梓區 藍田里 22-43 何佩芳 
左營區 新下里 44-56 黃惠娟 楠梓區 玉屏里 凃雅莉 
左營區 新下里 57-74 陳惠琴 楠梓區 大昌里 1-3 柯誌軒 

 



區別 里別 調查員 區別 里別 調查員 

楠梓區 大昌里 4-10 黃秀嫺 前金區 國民里 莊雅涵 
楠梓區 秀昌里 何佩芳 前金區 榮復里 莊雅涵 
三民區 本和里 張聲鳳 苓雅區 田西里 陳惠琴 
三民區 寶安里 黃惠娟 苓雅區 日中里 陳惠琴 
三民區 達德里 凃雅莉 苓雅區 林中里 陳惠琴 
三民區 同德里 黃惠娟 苓雅區 林貴里 蘇玄宗 
三民區 安邦里 1-3 簡寶慧 苓雅區 永康里 1-3 陳朝銘 
三民區 安邦里 4-12 凃雅莉 苓雅區 永康里 4-11 陳惠琴 
三民區 鼎西里 郭連芳 苓雅區 正義里 蘇玄宗 
三民區 本元里 郭連芳 苓雅區 苓昇里 莊雅涵 
三民區 寶國里 1-12 湯淳晴 苓雅區 意誠里 朱淑娟 
三民區 寶國里 13-33 曾建雯 苓雅區 光華里 曾建雯 
三民區 灣興里 張聲鳳 苓雅區 福祥里 蘇玄宗 
三民區 裕民里 1-3 翁健堯 苓雅區 福居里 莊雅涵 
三民區 裕民里 4-5 張聲鳳 苓雅區 正道里 1-3 林湘婷 
三民區 灣勝里 1-3 蔡文仁 苓雅區 正道里 4-15 曾建雯 
三民區 灣勝里 4-11 張聲鳳 苓雅區 林富里 朱淑娟 
三民區 安生里 黃秀嫺 苓雅區 尚義里 蘇玄宗 
三民區 立誠里 湯淳晴 前鎮區 仁愛里 朱淑娟 
三民區 長明里 何佩芳 前鎮區 信義里 鄭麗琴 
三民區 豐裕里 黃惠娟 前鎮區 前鎮里 朱淑娟 
三民區 千北里 何佩芳 前鎮區 鎮中里 朱淑娟 
三民區 鼎泰里 1-24 湯淳晴 前鎮區 建隆里 鄭麗琴 
三民區 鼎泰里 25-48 曾建雯 前鎮區 忠孝里 鄭麗琴 
三民區 寶華里 郭連芳 前鎮區 瑞竹里 鄭麗琴 
新興區 大明里 李蕊秀 前鎮區 明正里 楊潔英 
新興區 東坡里 李蕊秀 前鎮區 忠誠里 李惠美 
新興區 正氣里 李蕊秀 前鎮區 竹內里 李惠美 
新興區 蕉園里 1-3 陳威壬 前鎮區 瑞東里 李惠美 
新興區 蕉園里 4-6 李蕊秀 前鎮區 瑞西里 1-3 楊松師 
新興區 興昌里 李蕊秀 前鎮區 瑞西里 4-6 林淑薇 
新興區 榮治里 莊雅涵 前鎮區 瑞西里 7-12 李惠美 
前金區 長城里 莊雅涵 旗津區 旗下里 楊潔英 
前金區 長興里 1-3 周月滿 旗津區 慈愛里 楊潔英 
前金區 長興里 4-8 莊雅涵 旗津區 南汕里 1-3 蔡德蓉 



區別 里別 調查員 區別 里別 調查員 

旗津區 南汕里 4-8 楊潔英 林園區 龔厝里 林于芯 
小港區 港墘里 1-3 黃虹樺 大寮區 三隆里 陳秀緣 
小港區 港墘里 4-5 楊潔英 大寮區 中庄里 曾錦鳳 
小港區 港墘里 6-9 呂淑貞 大寮區 潮寮里 陳秀緣 
小港區 鳳宮里 呂淑貞 大寮區 永芳里 1-8 陳秀緣 
小港區 正苓里 1-12 吳錦如 大寮區 永芳里 9-18 黃玉如 
小港區 正苓里 13-21 蘇柏任 大寮區 中興里 黃玉如 
小港區 山東里 呂淑貞 大樹區 九曲里 1-8 黃琬婷 
小港區 廈莊里 蘇柏任 大樹區 九曲里 9-16 劉穎蓁 
小港區 港后里 楊潔英 大樹區 興山里 劉穎蓁 
小港區 松山里 1-3 李靜正 大樹區 井腳里 黃琬婷 
小港區 松山里 4-16 吳錦如 大樹區 溪埔里 1-2 黃琬婷 
小港區 孔宅里 呂淑貞 大樹區 溪埔里 3-4 劉穎蓁 
鳳山區 成功里 葉小玲 大社區 大社里 李素惠 
鳳山區 文英里 吳錦如 大社區 神農里 李素惠 
鳳山區 瑞竹里 張淑惠 仁武區 大灣里 蘇玄宗 
鳳山區 武漢里 吳錦如 仁武區 文武里 林姿懿 
鳳山區 忠孝里 1-10 蔡汶靜 仁武區 中華里 林姿懿 
鳳山區 忠孝里 11-23 張淑惠 鳥松區 鳥松里 鄭麗梅 
鳳山區 誠智里 蔡汶靜 岡山區 岡山里 孫培燕 
鳳山區 一甲里 蔡汶靜 岡山區 和平里 葉怡萱 
鳳山區 北門里 葉小玲 岡山區 信義里 葉怡萱 
鳳山區 中榮里 1-12 張淑惠 岡山區 臺上里 廖俊瑋 
鳳山區 中榮里 13-26 梁淑卿 岡山區 協榮里 葉怡萱 
鳳山區 福祥里 張淑惠 岡山區 大遼里 葉怡萱 
鳳山區 和德里 蔡汶靜 岡山區 嘉峰里 孫培燕 
鳳山區 文德里 1-21 李惠美 橋頭區 橋頭里 郭彩琳 
鳳山區 文德里 22-42 蘇柏任 橋頭區 西林里 郭彩琳 
鳳山區 文德里 43-63 梁淑卿 橋頭區 甲南里 郭彩琳 
鳳山區 三民里 蘇柏任 燕巢區 尖山里 蘇瓊芬 
鳳山區 海洋里 梁淑卿 燕巢區 東燕里 蘇瓊芬 
林園區 港埔里 林于芯 田寮區 鹿埔里 陸金琳 
林園區 鳳芸里 林于芯 田寮區 七星里 陸金琳 
林園區 東林里 林于芯 阿蓮區 石安里 王儷霖 
林園區 中門里 林于芯 阿蓮區 阿蓮里 王儷霖 



區別 里別 調查員 區別 里別 調查員 

路竹區 竹西里 林秀容 旗山區 中寮里 張鳳枝 
路竹區 社南里 蘇資雰 旗山區 中洲里 張鳳枝 
路竹區 頂寮里 蘇資雰 美濃區 中壇里 古采平 
路竹區 下坑里 林秀容 美濃區 廣德里 古采平 
湖內區 海山里 何國強 美濃區 泰安里 古采平 
湖內區 大湖里 何國強 美濃區 吉東里 古采平 
湖內區 中賢里 何國強 六龜區 新威里 李秀絨 
茄萣區 嘉賜里 鄭郁潔 六龜區 義寶里 李秀絨 
茄萣區 大定里 鄭郁潔 甲仙區 寶隆里 張素鳳 
茄萣區 和協里 鄭郁潔 杉林區 集來里 陳秀枝 
永安區 保寧里 邱錦月 杉林區 月美里 陳秀枝 
彌陀區 彌陀里 蘇麗霞 內門區 金竹里 林俊任 
彌陀區 漯底里 蘇麗霞 內門區 東埔里 林俊任 
梓官區 梓和里 蔡佳伶 內門區 永吉里 林俊任 
梓官區 智蚵里 蔡佳伶 內門區 內東里 林俊任 
梓官區 赤西里 蔡佳伶 茂林區 多納里 葛莉芳 
旗山區 大德里 張鳳枝 桃源區 桃源里 謝美珍 
旗山區 瑞吉里 張鳳枝 那瑪夏區 達卡努瓦里 林佩君 
旗山區 中正里 張鳳枝    

若有任何疑問歡迎洽主計處詢問，聯絡電話：07-3368333#2753，謝謝您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