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 110 年 5 月人力資源調查暨人力運用調查 

調查時間：110 年 5 月 16 日至 5 月 25 日 
為明瞭民間人力供應情形及勞動力就業狀況，以便籌劃供應經濟及社

會發展所需人力。行政院主計總處委託市府主計處按月辦理「人力資源調

查」，受訪對象為該里抽查樣本戶年滿十五歲、自由從事經濟活動之民間

人口，另本月人力資源調查附帶行政院主計總處「台灣地區人力運用調

查」，訪查受訪者現今就業、失業狀況及未投入就業市場之原因，請協助

宣導抽查受訪戶於調查時間配合調查員進行訪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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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品蓉 鹽埕區 育仁里 25 翁玲惠 苓雅區 林榮里 30 

郭藹嫻 鹽埕區 港都里 25 蘇柏任 前鎮區 鎮陽里 25 

陳品蓉 鹽埕區 瀨南里 25 黃惠娟 前鎮區 鎮北里 25 

李蕊秀 鹽埕區 新化里 25 張淑惠 前鎮區 忠孝里 30 

莊雅涵 鼓山區 光榮里 28 楊育涵 前鎮區 忠孝里 30 

胡敏達 鼓山區 河邊里 25 楊松師 前鎮區 瑞東里 19 

倪素女 左營區 中南里 25 鄭麗琴 前鎮區 瑞東里 19 

黎華巒 左營區 聖南里 25 張淑惠 前鎮區 瑞隆里 25 

林科宏 楠梓區 惠民里 25 吳錦如 前鎮區 瑞隆里 26 

柯誌軒 楠梓區 惠民里 26 林淑薇 前鎮區 瑞北里 21 

蔡文仁 三民區 達德里 25 曾建雯 前鎮區 瑞北里 22 

湯淳晴 三民區 鳳北里 25 蔡汶靜 前鎮區 瑞興里 26 

郭藹嫻 新興區 德生里 22 林曄仙 旗津區 旗下里 25 

楊潔英 新興區 德生里 23 林曄仙 旗津區 慈愛里 25 

陳威壬 新興區 建興里 25 張簡睿謹 小港區 大苓里 25 

林麗珍 前金區 北金里 25 鄭宛儒 小港區 大苓里 26 

朱淑娟 前金區 新生里 25 張簡睿謹 小港區 二苓里 14 

郭連芳 前金區 新生里 25 鄭宛儒 小港區 二苓里 14 

林麗珍 前金區 文東里 25 呂淑貞 小港區 二苓里 28 

何佩芳 苓雅區 鼓中里 25 呂淑貞 小港區 大坪里 34 

何佩芳 苓雅區 林興里 36 張聲鳳 鳳山區 鳳東里 30 

陳朝銘 苓雅區 尚義里 18 黃秀嫺 鳳山區 鳳東里 30 

林淑美 苓雅區 尚義里 18 陳惠琴 鳳山區 文德里 30 

凃雅莉 苓雅區 林榮里 30 曾建雯 鳳山區 文德里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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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惠美 鳳山區 五福里 25 鄭文鳳 茄萣區 福德里 25 

楊潔英 鳳山區 五福里 26 鄭文鳳 茄萣區 萬福里 25 

葉小玲 鳳山區 三民里 25 邱錦月 永安區 新港里 30 

梁淑卿 鳳山區 新武里 25 蘇麗霞 彌陀區 鹽埕里 25 

葉小玲 鳳山區 新武里 26 蘇麗霞 彌陀區 過港里 25 

林于芯 林園區 頂厝里 29 蔡佳伶 梓官區 信蚵里 34 

林于芯 林園區 頂厝里 30 蔡佳伶 梓官區 典寶里 38 

林于芯 林園區 鳳芸里 29 張鳳枝 旗山區 竹峰里 25 

陳秀緣 大寮區 義仁里 25 張鳳枝 旗山區 鯤洲里 25 

劉穎蓁 大樹區 檨腳里 25 張鳳枝 旗山區 廣福里 25 

劉穎蓁 大樹區 小坪里 25 古采平 美濃區 中壇里 27 

鄭麗梅 鳥松區 夢裡里 30 古采平 美濃區 龍肚里 27 

鄭麗梅 鳥松區 夢裡里 30 古采平 美濃區 泰安里 25 

孫培燕 岡山區 平安里 20 李秀絨 六龜區 義寶里 27 

林聖軒 岡山區 平安里 20 陳秀枝 杉林區 月眉里 27 

廖俊瑋 岡山區 劉厝里 25 張美月 內門區 內東里 25 

廖俊瑋 岡山區 灣裡里 25 張美月 內門區 光興里 25 

郭彩琳 橋頭區 甲南里 30     

蘇瓊芬 燕巢區 安招里 28     

陸金琳 田寮區 三和里 25     

陸金琳 田寮區 新興里 27     

王儷霖 阿蓮區 復安里 27     

王儷霖 阿蓮區 南蓮里 34     

蘇資雰 路竹區 三爺里 25     

若有任何疑問歡迎洽市府主計處詢問，聯絡電話：3373488，3314811， 

謝謝您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