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里別 鄰別 姓名 性別 戶籍地址
東林里 01 張碧容 男 ⾼雄市林園區東林里東林⻄路74號
東林里 02 黃憶芳 女 ⾼雄市林園區東林里福興街57號
東林里 03 劉建億 男 ⾼雄市林園區東林里福興街18號
東林里 04 林士智 男 ⾼雄市林園區東林里福興街58號
東林里 05 黃李桂花 女 ⾼雄市林園區東林里福興街110號
東林里 06 王石岩 男 ⾼雄市林園區東林里林園北路111巷11弄9號
東林里 07 蔡輝煌 男 ⾼雄市林園區東林里林園北路110號
東林里 08 謝本發 男 林園鄉東林村林園北路55號
東林里 09 張振章 男 林園區東林里林園北路30號
東林里 10 黃源 男 ⾼雄市林園區東林里林園南路9號
東林里 11 蘇秋月 女 ⾼雄市林園區東林里林園南路48號
東林里 12 林水木 男 ⾼雄市林園區東林里林園南路160
東林里 13 ⾼枝財 男 ⾼雄市林園區東林里林園南路92巷59號
東林里 14 徐素霞 女 ⾼雄市林園區東林里林園南路34巷1弄7號
東林里 15 廖龍三 男 ⾼雄市林園區東林里東林東路29巷22號
東林里 16 張水泉 男 ⾼雄市林園區東林里安和街1號
東林里 17 黃原恩 男 ⾼雄市林園區東林里安和街34號
東林里 18 張簡常雄 男 ⾼雄市林園區東林里安和街29號
東林里 19 劉素娟 女 ⾼雄市林園區東林里鳳林路⼀段164巷30號
東林里 20 韓豊忠 男 ⾼雄市林園區忠孝東路81巷275弄23號
東林里 21 吳美枝 女 ⾼雄市林園區東林里鳳林路⼀段116巷6號
東林里 22 詹陳秀勤 女 ⾼雄市林園區東林里東林東路154巷3號
東林里 23 黃寶秀 女 ⾼雄市林園區東林里鳳林路⼀段72號
東林里 24 陳俊朝 男 ⾼雄市林園區東林里立志街9號
東林里 25 林添財 男 ⾼雄市林園區東林里鳳林路⼀段42巷63號
東林里 26 林錦華 女 ⾼雄市林園區東林里成功街55號
東林里 27 林健芳 女 ⾼雄市林園區東林里鳳林路⼀段42巷82弄8號
東林里 28 陳張玉珠 女 ⾼雄市林園區東林里沿海路二段72巷30號
林園里 01 詹陳麗珠 女 ⾼雄市林園區林園里仁愛路12號
林園里 02 ⾼王秀桃 女 ⾼雄市林園區林園里仁愛路72號
林園里 03 ⾼銘信 男 ⾼雄市林園區林園里忠孝⻄路65號
林園里 04 李水龍 男 ⾼雄市林園區林園里仁愛路166號
林園里 05 蘇錦雲 女 ⾼雄市林園區林園里仁愛路192號
林園里 06 黃仁冠 男 ⾼雄市林園區林園里林園北路199巷12號
林園里 07 林美玉 女 ⾼雄市林園區林園里仁愛路216巷8號
林園里 08 曾朝選 男 ⾼雄市林園區林園里仁愛路216巷15弄18號
林園里 09 陳銘村 男 ⾼雄市林園區林園里仁愛路278號
林園里 10 林英順 女 ⾼雄市林園區林園里仁愛路268巷17號
林園里 11 黃龔寶卿 女 ⾼雄市林園里林園北路365巷32號
林園里 12 黃國賓 男 ⾼雄市林園區林園里林園北路365巷11弄1號
林園里 13 蔡滿滿 女 ⾼雄市林園區林園北路365巷22號
林園里 14 黃景元 男 ⾼雄市林園區林園北路365巷1弄49號
林園里 15 洪秋玉 女 ⾼雄市林園區林園里林園北路365巷1弄25號
林園里 16 蔣佳勳 男 ⾼雄市林園區林園里林園北路252號
林園里 17 邱進金 女 ⾼雄市林園區林園里林園北路324號
林園里 18 歐美純 女 ⾼雄市林園區林園里林園北路356號
林園里 19 郭茂龍 男 ⾼雄市林園區林園里鳳林路二段715號
林園里 20 王恆男 男 ⾼雄市林園區林園里鳳林路二段99巷3號
林園里 21 林蔣月 女 ⾼雄市林園區林園里林園北路206巷41號
林園里 22 黃子庭 女 ⾼雄市林園區林園里忠孝東路57之1號3樓



林園里 23 謝楊玉芬 女 ⾼雄市林園區林園里忠孝東路81巷18弄11號
林園里 24 張簡麗霞 女 ⾼雄市林園區林園里忠孝東路18號
林園里 25 張秀蘭 女 ⾼雄市林園區林園里林園北路157號
林園里 26 周立宏 男 ⾼雄市林園區林園里林園北路136號
林園里 27 張美敏 女 ⾼雄市林園區林園里林園北路119巷12號
林園里 30 黃進興 男 ⾼雄市林園區林園里福興街159號
林園里 31 龔敏昌 男 ⾼雄市林園區林園里福興街174號
林園里 32 鍾展松 男 ⾼雄市林園區林園里忠孝⻄路8號
林園里 33 黃文崇 男 ⾼雄市林園區文化街225號
林園里 34 黃裕峰 男 ⾼雄市林園區林園里文化街178號
林園里 35 柯英林 男 ⾼雄市林園區林園里文化街120號
林園里 36 李金鳳 女 ⾼雄市林園區林園里文化街139號
溪州里 01 張李美香 女 ⾼雄市林園區溪州里溪州⼀路376巷10號
溪州里 02 林志成 男 ⾼雄市林園區溪州里溪州⼀路376巷14弄17號
溪州里 03 鄧素卿 女 ⾼雄市林園區溪州里溪州⼀路293號
溪州里 04 侯秉宏 男 ⾼雄市林園區溪洲里溪州⼀路278號
溪州里 05 張仁和 男 ⾼雄市林園區溪州里溪州⼀路223巷4弄6號
溪州里 06 張固 男 ⾼雄市林園區溪州里溪州⼀路190號
溪州里 07 詹氏雪絨 女 ⾼雄市林園區溪州里溪州⼀路172號
溪州里 08 張劉來有 女 ⾼雄市林園區溪州里溪州⼀路141號
溪州里 09 廖順 男 ⾼雄市林園區溪州里溪州⼀路110巷10號
溪州里 10 張簡淨芝 女 林園鄉溪州村溪州⼀路109號
溪州里 11 陳趙菜只 女 ⾼雄市林園區溪州里溪州⼀路91號
溪州里 12 張傅美 女 ⾼雄市林園區溪州里溪州⼀路26巷14號
溪州里 13 林文宗 男 ⾼雄市林園區溪州里溪州⼀路69號
溪州里 14 張慶⺠ 男 ⾼雄市林園區溪州里溪州⼀路50號
溪州里 15 張永珐 男 ⾼雄市林園區溪州里⼯業⼀路224巷5號
溪州里 16 黃春華 男 ⾼雄市林園區溪州里溪州二路24巷26弄9號
溪州里 17 張景明 男 ⾼雄市林園區溪州里⼯業⼀路134號
溪州里 18 廖錦碧 女 ⾼雄市林園區溪州里⼯業⼀路118巷1號
溪州里 19 張黃玉枝 女 ⾼雄市林園區溪州里溪州二路56巷12號
溪州里 20 黃劉玉鳳 女 ⾼雄市林園區溪州里溪州二路70巷1號
溪州里 21 吳景風 男 ⾼雄市林園區溪州里溪州二路118巷10號
溪州里 22 王李玉葉 女 ⾼雄市林園區溪州里溪州二路115巷1號
溪州里 23 黃碧賢 男 ⾼雄市林園區溪州里溪州二路167號
溪州里 24 謝黃寶華 女 ⾼雄市林園區溪州里溪州二路201號
溪州里 25 黃順調 男 林園區溪州二路272巷8號
溪州里 26 潘水振 男 ⾼雄市林園區溪州里溪州二路225巷1號
溪州里 27 謝水生 男 ⾼雄市林園區溪州里溪州二路255巷27弄8號
溪州里 28 顏萬居 男 ⾼雄市林園區溪州里溪州二路302號
溪州里 29 楊黃不 女 ⾼雄市林園區溪州里溪州三路330號
溪州里 30 陳惠豐 男 ⾼雄市林園區溪州里溪州三路377巷16弄3號
溪州里 31 郭車玉麗 女 ⾼雄市林園區溪州里溪州三路373巷15弄64號
溪州里 32 蕭守宏 男 ⾼雄市林園區溪州里溪州三路373巷25弄2號
溪州里 33 張翠萍 女 ⾼雄市林園區溪州里⼯業二路76號
潭頭里 01 鍾富永 男 ⾼雄市林園區潭頭里鳳林路三段242巷50弄2號
潭頭里 02 劉家先 男 ⾼雄市林園區潭頭里潭頭路136號
潭頭里 03 鄭修三 男 ⾼雄市林園區潭頭里潭頭路168巷42號
潭頭里 04 劉振榮 男 ⾼雄市林園區潭頭里潭頭路178號
潭頭里 05 劉國清 男 ⾼雄市林園區潭頭里潭頭路204號
潭頭里 06 劉仙忍 女 ⾼雄市林園區潭頭里潭頭路198巷10號



潭頭里 07 劉財亮 男 ⾼雄市林園區潭頭里潭頭路220巷4號
潭頭里 08 謝寶元 男 ⾼雄市林園區潭頭里潭頭路239巷24號
潭頭里 09 劉坤忠 男 ⾼雄市林園區潭頭里潭頭路254號
潭頭里 10 劉建志 男 ⾼雄市林園區潭頭里鳳林路三段651號
潭頭里 11 施春美 女 ⾼雄市林園區潭平路38巷49號
潭頭里 12 劉景林 男 ⾼雄市林園區潭頭里潭頭路179巷5號
潭頭里 13 劉雅新 男 ⾼雄市林園區鳳林路三段242巷188弄55號
潭頭里 14 劉福財 男 ⾼雄市林園區潭頭里潭頭路261號
潭頭里 15 蔡淇明 男 ⾼雄市林園區潭頭里潭頭路269巷27號
潭頭里 16 黃萬福 男 ⾼雄市林園區潭頭里清水岩路18號
潭頭里 17 劉許秀盼 女 ⾼雄市林園區潭頭里鳳林路三段327號
潭頭里 18 劉全成 男 ⾼雄市林園區潭頭里陽明街130號
潭頭里 19 劉富榮 男 林園區潭頭里潭平路83號
潭頭里 20 劉倉男 男 ⾼雄市林園區潭頭里鳳林路三段685巷16弄57號
潭頭里 21 劉財萬 男 ⾼雄市林園區潭頭里金潭路279巷8號
潭頭里 22 吳嘉銘 男 ⾼雄市林園區⼯業二路300巷55-11號
中厝里 01 劉丁現 男 ⾼雄市林園區中厝里中厝路59號
中厝里 02 劉張簡罕 女 ⾼雄市林園區中厝里大義路22巷5號
中厝里 03 劉振聲 男 ⾼雄市林園區中厝里大義路30巷16號
中厝里 04 劉盧金英 女 ⾼雄市林園區中厝里中厝路100號
中厝里 05 劉世瑛 男 ⾼雄市林園區中厝里大義路90號
中厝里 06 劉張蓮合 女 ⾼雄市林園區中厝里大義路55巷6號
中厝里 07 劉文後 男 ⾼雄市林園區中厝里鳳林路三段883巷16弄20號
中厝里 08 陳智彥 男 ⾼雄市林園區中厝里大義路113號
中厝里 09 曾明照 男 ⾼雄市林園區中厝里中厝路134號
中厝里 10 劉萬福 男 ⾼雄市林園區中厝里中厝路108巷8號
中厝里 11 張炎輝 男 ⾼雄市林園區中厝里中厝路113號
中厝里 12 蔡張簡光 女 ⾼雄市林園區中厝里三官路57號
中厝里 13 江憬亭 女 ⾼雄市林園區中厝里金潭路45號
中厝里 14 ⾼林保 男 ⾼雄市林園區中厝里金潭路100-7號
中厝里 15 李珮瑜 女 ⾼雄市林園區中厝里金潭路42號
中厝里 16 古林清美 女 ⾼雄市林園區中厝里金潭路44巷5弄17號
中厝里 17 曾翠雀 女 ⾼雄市林園區中厝里鳳林路三段685巷69號
中厝里 18 劉兆義 男 ⾼雄市林園區中厝里鳳林路三段755號
中厝里 19 劉有成 男 ⾼雄市林園區中厝里大義路140巷6號
中門里 01 林寶山 男 ⾼雄市林園區中門里下厝路37號
中門里 02 張簡嫁 女 ⾼雄市林園區中門里下厝路49巷1-8號
中門里 03 林有才 男 ⾼雄市林園區中門里下厝路91號
中門里 04 施黃晚 女 ⾼雄市林園區中門里下厝路86號
中門里 05 林清照 男 ⾼雄市林園區中門里下厝路101巷1號
中門里 06 蘇秋月 女 ⾼雄市林園區中門里海墘路66巷31號
中門里 07 吳劉錦 女 ⾼雄市林園區中門里海墘路67號
中門里 08 孫家興 男 ⾼雄市林園區中門里海墘路109巷5號
中門里 09 陳麗美 女 ⾼雄市林園區中門里海墘路114巷7號
中門里 10 李春娣 女 ⾼雄市林園區中門里海墘路123巷3號
中門里 11 伍玉信 男 ⾼雄市林園區中門里海墘路145巷19-1號
中門里 12 林權助 男 ⾼雄市林園區中門里中門路1巷36號
中門里 13 紀張純珠 女 ⾼雄市林園區中門里中門路20號
中門里 14 李蠻 男 ⾼雄市林園區中門里中門路81號
中門里 15 李翁彩雲 女 ⾼雄市林園區中門里海墘路17-5號
中門里 16 李彭秀春 女 ⾼雄市林園區中門里海墘路45巷26號



中門里 17 魏富雄 男 ⾼雄市林園區中門里海墘路61巷35弄5號
中門里 18 吳立于 女 ⾼雄市林園區中門里大和街37號
頂厝里 01 蔡春華 男 ⾼雄市林園區頂厝里沿海路四段236號
頂厝里 02 廖進福 男 ⾼雄市林園區頂厝里沿海路四段294號
頂厝里 03 黃金次郎 男 ⾼雄市林園區頂厝里沿海路四段215號
頂厝里 04 黃源德 男 ⾼雄市林園區頂厝里頂厝路30號
頂厝里 05 郭素真 女 ⾼雄市林園區頂厝里上林街33號
頂厝里 06 黃米香 女 ⾼雄市林園區頂厝里⼀⼼街32-3號
頂厝里 07 陳雨正 男 ⾼雄市林園區頂厝里⼀⼼街7號
頂厝里 08 黃永文 男 ⾼雄市林園區頂厝路84號
頂厝里 09 呂水達 男 ⾼雄市林園區頂厝里頂厝路130巷10號7F
頂厝里 10 黃昭彰 男 ⾼雄市林園區頂厝里頂厝路9號
頂厝里 11 黃彥雄 男 ⾼雄市林園區頂厝里頂厝路23號
頂厝里 12 周黃清貴 男 ⾼雄市林園區頂厝里頂厝路89巷16號
頂厝里 13 周黃亮穎 男 ⾼雄市林園區頂厝里頂厝路119巷1號
頂厝里 14 林秋冬 男 ⾼雄市林園區頂厝里頂厝路133巷6號
頂厝里 15 黃澤宏 男 ⾼雄市林園區頂厝里過溝⼀巷43號
頂厝里 16 蔡明 男 ⾼雄市林園區頂厝里過溝二巷2號
頂厝里 17 李文國 男 ⾼雄市林園區頂厝里椰樹南巷2號
頂厝里 18 黃能 男 ⾼雄市林園區頂厝里東林⻄路485號
頂厝里 19 陳惠珠 女 ⾼雄市林園區頂厝里東林⻄路415號
頂厝里 20 劉黃秀理 女 ⾼雄市林園區頂厝里椰樹東巷120號
頂厝里 21 湯鳳珠 女 ⾼雄市林園區頂厝里椰樹東巷85號
頂厝里 22 黃中德 男 ⾼雄市林園區頂厝里沿海路四段32號
頂厝里 23 黃瑞麟 男 ⾼雄市林園區頂厝里田厝路5號
頂厝里 24 徐安湧 男 ⾼雄市林園區頂厝里東林⻄路275號
頂厝里 25 周黃生宏 男 ⾼雄市林園區頂厝里校前路6巷31弄2號6樓
頂厝里 26 周黃明順 男 ⾼雄市林園區頂厝里頂厝路130巷32號10樓
港埔里 01 黃坤生 男 ⾼雄市林園區港埔里沿海路四段59巷51號
港埔里 02 吳成彥 男 ⾼雄市林園區港埔里港嘴三路42號
港埔里 03 黃能安 男 ⾼雄市林園區港埔里港嘴三路57號
港埔里 04 黃槁塗 男 ⾼雄市林園區港埔里港埔⼀路15號
港埔里 05 黃再源 男 ⾼雄市林園區港埔里港埔⼀路35號
港埔里 06 黃石武 男 ⾼雄市林園區港埔里港埔二路1號
港埔里 07 黃金生 男 ⾼雄市林園區港埔里港埔⼀路72巷11-1號
港埔里 08 林黃秀讓 女 ⾼雄市林園區港埔⼀路84巷8號
港埔里 09 謝福彪 男 ⾼雄市林園區港埔里港埔二路33號
港埔里 10 黃進丁 男 ⾼雄市林園區港埔里港埔⼀路68號
港埔里 11 黃祈春 男 ⾼雄市林園區港埔里港埔二路115巷5弄39號
港埔里 12 蔡保福 男 ⾼雄市林園區港埔里港埔三路91巷10號
⻄溪里 01 呂茂榕 男 ⾼雄市林園區⻄溪里後厝路1-11號
⻄溪里 02 呂劉梅巖 女 ⾼雄市林園區⻄溪里後厝路16號
⻄溪里 03 許格源 男 ⾼雄市林園區⻄溪里後厝路23-4號
⻄溪里 04 黃再興 男 ⾼雄市林園區⻄溪里後厝路65號
⻄溪里 05 洪登乾 男 ⾼雄市林園區⻄溪里半剖路2號
⻄溪里 06 黃林素英 女 ⾼雄市林園區⻄溪里半部路6巷11號
⻄溪里 07 黃寶川 男 ⾼雄市林園區溪⻄里半部路51號
⻄溪里 08 黃錦文 男 ⾼雄市林園區⻄溪里中港路8-4號
⻄溪里 09 吳居福 男 ⾼雄市林園區⻄溪里中港路15號
⻄溪里 10 黃周春美 女 ⾼雄市林園區⻄溪里中港路30-1號
⻄溪里 11 龔添水 男 ⾼雄市林園區⻄溪里中港路32號



⻄溪里 12 黃秀玉 女 ⾼雄市林園區⻄溪里中港路40-8號
⻄溪里 13 何玉雪 女 ⾼雄市林園區⻄溪里中港路55號
⻄溪里 14 李武藤 男 ⾼雄市林園區⻄溪里⻄溪路11號
⻄溪里 15 吳水源 男 ⾼雄市林園區⻄溪里⻄溪路125-8號
⻄溪里 16 李竟成 男 ⾼雄市林園區⻄溪里⻄溪路38號
⻄溪里 17 劉燕 女 ⾼雄市林園區⻄溪里⻄溪路45號
⻄溪里 18 李憲烽 男 ⾼雄市林園區⻄溪里(路)54巷27號
⻄溪里 19 龍淑珍 女 ⾼雄市林園區⻄溪路65號
⻄溪里 20 李清課 男 ⾼雄市林園區⻄溪里⻄溪路70號
⻄溪里 21 黃敏義 男 ⾼雄市林園區⻄溪里⻄溪路78號
⻄溪里 22 黃順成 男 ⾼雄市林園區⻄溪里⻄溪路137之4號
⻄溪里 23 黃三龍 男 ⾼雄市林園區⻄溪里⻄溪路145巷7號
⻄溪里 24 黃嘉振 男 ⾼雄市林園區⻄溪里⻄溪路176巷59號
⻄溪里 25 李謝秀吟 女 ⾼雄市林園區⻄溪里半部路188號
⻄溪里 26 李英文 男 ⾼雄市林園區⻄溪里中港路51巷9弄24號
⻄溪里 27 廖保輝 男 ⾼雄市林園區⻄溪里⻄溪路176巷32之16號
港嘴里 01 黃秋來 男 ⾼雄市林園區港嘴里港嘴三路7巷1-2號
港嘴里 02 鄧雅分 女 ⾼雄市林園區港嘴里港嘴三路123號
港嘴里 03 蔡明順 男 ⾼雄市林園區港嘴里港埔三路132巷12之1號
港嘴里 04 黃致銓 男 ⾼雄市林園區港嘴里港嘴二路75號
港嘴里 05 蔡木生 男 ⾼雄市林園區港嘴里港嘴二路66號
港嘴里 06 黃正吉 男 ⾼雄市林園區港嘴里港嘴二路142巷4號
港嘴里 07 吳元慶 男 ⾼雄市林園區港嘴里港嘴二路121號
港嘴里 08 黃龍成 男 ⾼雄市林園區港嘴里港嘴二路158號
港嘴里 09 蔡兆麟 男 ⾼雄市林園區港嘴里港嘴⼀路16巷5號
港嘴里 10 吳進源 男 ⾼雄市林園區港嘴里港嘴⼀路13號
港嘴里 11 黃海上 男 ⾼雄市林園區港嘴里港埔三路112巷11號
港嘴里 12 黃龔雪惠 女 ⾼雄市林園區港埔三路112巷16弄55號
北汕里 04 邱李金枝 女 ⾼雄市林園區北汕里北汕路242巷6號之1
北汕里 05 謝蘇笑 女 ⾼雄市林園區北汕里北汕路218巷27-5號
北汕里 06 王陳秀伴 女 ⾼雄市林園區北汕里北汕路160號
北汕里 07 謝邱美專 女 ⾼雄市林園區北汕里北汕路191號
北汕里 08 王清國 男 ⾼雄市林園區北汕里北汕路149巷1號
北汕里 09 劉邱月趕 女 ⾼雄市林園區北汕里北汕二路18號
北汕里 10 陳吉生 男 ⾼雄市林園區北汕二路84號
北汕里 11 柯金生 男 ⾼雄市林園區北汕里力行路1-24號
北汕里 12 邱燕玲 女 ⾼雄市林園區北汕里力行路1-5號
北汕里 13 王小林 男 ⾼雄市林園區北汕里力行路5-9號
北汕里 14 曾妙玲 女 ⾼雄市林園區北汕里力行路43號
北汕里 16 邱咱 女 ⾼雄市林園區北汕里力行路96-2號
北汕里 17 謝何換 女 ⾼雄市林園區北汕里力行路158-36號
北汕里 18 曾成輝 男 ⾼雄市林園區北汕里力行路106號
北汕里 20 廖荷花 女 ⾼雄市林園區北汕里力行路126號
北汕里 21 黃徐金女 女 ⾼雄市林園區北汕里力行路158-55號
北汕里 22 丁張碧蓮 女 ⾼雄市林園區北汕里力行路181號
北汕里 24 董藍里英 女 ⾼雄市林園區北汕里力行路195號
北汕里 25 蔣加富 男 ⾼雄市林園區北汕里力行路222號
林內里 01 方李綉琴 女 ⾼雄市林園區林內里林內路45巷5號
林內里 02 劉陳月燕 女 ⾼雄市林園區林內里林內路40巷4弄3號
林內里 03 劉進益 男 ⾼雄市林園區林內里林內路40巷20弄1號
林內里 04 黃侯玉梅 女 ⾼雄市林園區林內里林內路61號



林內里 05 黃陳素珠 女 ⾼雄市林園區林內路72-4號
林內里 06 江陳詮女 女 ⾼雄市林園區林內里林內路112巷4號
林內里 07 劉爵銘 男 ⾼雄市林園區林內里林內路148號
林內里 08 蘇春德 男 ⾼雄市林園區林內里林內路62號
林內里 09 劉安豐 男 ⾼雄市林園區林內里(路)60號
林內里 10 張崇忠 男 ⾼雄市林園區林內里林內路2巷14-1號
林內里 11 陳美蓮 女 ⾼雄市林園區林內里林內路2巷1-18號
林內里 12 李歡容 女 ⾼雄市林園區林內路2巷3-31號
林內里 13 洪清水 男 ⾼雄市林園區林內里林內路5-26號
林內里 14 張美足 女 ⾼雄市林園區林內路214巷5號
林內里 15 吳益上 男 ⾼雄市林園區林內路256號
林內里 16 劉勝雄 男 ⾼雄市林園區林內路122巷9號
林內里 17 周黃坤道 男 ⾼雄市林園區林內里(路)70巷90-20號
林內里 18 劉進加 男 ⾼雄市林園區林內里林內路70巷91號
林內里 19 李德字 男 ⾼雄市林園區林內里(路)2巷17-19號
王公里 01 林英敏 女 ⾼雄市林園區王公里林園北路429號
王公里 02 張麗惠 女 ⾼雄市林園區王公里林園北路443巷23號
王公里 03 黃志雄 男 ⾼雄市林園區王公里林園北路495巷36號
王公里 04 劉文家 男 ⾼雄市林園區王公里林園北路537巷5號
王公里 05 朱評 男 ⾼雄市林園區王公里清水岩路45號
王公里 06 黃石川 男 ⾼雄市林園區王公里王公路16號
王公里 07 林勝雄 男 ⾼雄市林園區王公里王公路46-3號3F
王公里 08 蘇麗淑 女 ⾼雄市林園區王公里王公路56-1號14F
王公里 09 黃澤芳 男 ⾼雄市林園區王公里王公路58巷6號10樓
王公里 10 黃春冬 男 ⾼雄市林園區王公里王公路59號
王公里 11 李宜臻 女 ⾼雄市林園區王公里王公路60號11樓
王公里 12 林有和 男 ⾼雄市林園區王公里王公路76號
王公里 13 鄭恆富 男 ⾼雄市林園區王公里王公路100巷14弄19號
王公里 14 李振煜 男 ⾼雄市林園區王公里王公路100巷14弄20號3樓
王公里 15 顏寶貴 女 ⾼雄市林園區王公里王公路100巷25號2樓之2
王公里 16 劉千金 女 ⾼雄市林園區王公里王公路100巷27號9樓之1
王公里 17 楊秀珠 女 ⾼雄市林園區王公里王公路100巷24號
王公里 18 李彩蓮 女 ⾼雄市林園區王公里仁愛路269巷1號
王公里 19 黃萬贊 男 ⾼雄市林園區王公里仁愛路353號
王公里 20 蔣清枝 男 ⾼雄市林園區王公里王公路168號
王公里 21 蔡陳阿女 女 ⾼雄市林園區王公里王公路208號
王公里 22 陳添讚 男 ⾼雄市林園區王公里王公路185號
王公里 23 廖順洲 男 ⾼雄市林園區王公里王公路253號
王公里 24 黃新城 男 ⾼雄市林園區王公里和平路31號
王公里 25 黃景本 男 ⾼雄市林園區王公里信義路69巷44號
王公里 26 蔡季玲 女 ⾼雄市林園區王公里信義路94號
王公里 27 黃美鳳 女 ⾼雄市林園區王公里王公路216巷13弄19號
王公里 28 張桂情 女 ⾼雄市林園區王公里王公路226巷2號
王公里 29 廖安仁 男 ⾼雄市林園區王公里王公路262號
王公里 30 李陳秀月 女 ⾼雄市林園區王公里王公⼀路56巷63弄9號
王公里 31 黃振童 男 ⾼雄市林園區王公里王公⼀路98號
林家里 01 曹唐⼀ 男 ⾼雄市林家里龍潭路267號
林家里 02 林正賢 男 ⾼雄市林園區林家里清水岩路860之1號
林家里 03 李正岩 男 ⾼雄市林園區林家里林家路162巷13號
林家里 04 林祝正 男 ⾼雄市林園區林家里林家路236巷100號
林家里 05 林德福 男 ⾼雄市林園區林家里龍潭路120巷45弄1號



林家里 06 黃金順 女 ⾼雄市林園區林家里林家路236巷73弄8號
林家里 07 林育⺠ 男 ⾼雄市林家里林家路236巷57弄10號
林家里 08 林坤壹 男 ⾼雄市林園區林家里8鄰(路)208號
林家里 09 龔寶貴 女 ⾼雄市林園區林家里龍潭路82巷19號
林家里 10 林昆龍 男 ⾼雄市林園區林家里龍潭路76號
林家里 11 林王孟珍 女 ⾼雄市林園區林家里龍潭路73號
林家里 12 林宗皆 男 ⾼雄市林園區林家里龍潭路28巷26弄3號
林家里 13 林張阿娼 女 ⾼雄市林園區林家里龍潭路28巷21號
林家里 14 林廖阿秀 女 ⾼雄市林園區林家里龍潭路11號
林家里 15 林明電 男 ⾼雄市林園區林家里林家路294巷19號
林家里 16 林張敏 女 ⾼雄市林園區林家里廣應街212號
林家里 17 林芳榮 男 ⾼雄市林園區林家里(路)324巷12號
林家里 18 林健郎 男 ⾼雄市林園區林家里林家路328巷17號
龔厝里 01 方靖儀 女 ⾼雄市林園區龔厝里龔厝路11號
龔厝里 02 龔錦城 男 ⾼雄市林園區龔厝里龔厝路34巷8號
龔厝里 03 張志龍 男 ⾼雄市林園區龔厝里龔厝路52巷1號
龔厝里 04 龔慶同 男 ⾼雄市林園區龔厝里龔厝路64巷14號
龔厝里 05 龔文男 男 ⾼雄市林園區龔厝里龔厝路80號
龔厝里 06 張簡茂森 男 ⾼雄市林園區龔厝里龔厝路99巷21號
龔厝里 07 黃振源 男 ⾼雄市林園區龔厝里龔厝路114巷3號
龔厝里 08 黃清森 男 ⾼雄市林園區龔厝里前厝路14巷6號
龔厝里 09 黃清源 男 ⾼雄市林園區龔厝里前厝路214巷4號
龔厝里 10 黃金祥 男 ⾼雄市林園區龔厝里後厝路5號
龔厝里 11 龔謝玉招 女 ⾼雄市林園區龔厝里後厝路180巷16弄8號
龔厝里 12 黃惠⺠ 男 ⾼雄市林園區龔厝里前厝路26巷14號
鳳芸里 01 蘇清本 男 ⾼雄市林園區鳳芸里鳳芸路2號
鳳芸里 02 李進忠 男 ⾼雄市林園區鳳芸里鳳芸路12號
鳳芸里 03 周文祥 男 ⾼雄市林園區鳳芸里鳳芸路19號
鳳芸里 04 蘇崇立 男 ⾼雄市林園區鳳芸里鳳芸路27號
鳳芸里 05 陳益利 男 ⾼雄市林園區鳳芸里鳳芸路28號
鳳芸里 06 吳唐山 男 ⾼雄市林園區鳳芸里鳳芸路36號
鳳芸里 07 李明德 男 ⾼雄市林園區鳳芸里鳳芸路46號
鳳芸里 08 王玉珍 女 ⾼雄市林園區鳳芸里鳳芸路54號
鳳芸里 09 李黃貴金 女 ⾼雄市林園區鳳芸里鳳芸路61號
鳳芸里 10 蔡丙坤 男 ⾼雄市林園區鳳芸里鳳芸路59號
鳳芸里 11 謝玉蘭 女 ⾼雄市林園區鳳芸里鳳芸路68號
鳳芸里 12 李河安 男 ⾼雄市林園區鳳芸里鳳芸路77號
鳳芸里 13 黃增騰 男 ⾼雄市林園區鳳芸里鳳芸路85號
鳳芸里 15 王嬿筑 女 ⾼雄市林園區鳳芸里漁港路16號
鳳芸里 16 王明亮 男 ⾼雄市林園區鳳芸里漁港路38號
鳳芸里 17 周火盛 男 ⾼雄市林園區鳳芸里漁港路48號
鳳芸里 18 黃李寶英 女 ⾼雄市林園區鳳芸里鳳芸二路47號
鳳芸里 19 周新展 男 ⾼雄市林園區鳳芸里漁港路94號
鳳芸里 20 蘇林玉花 女 ⾼雄市林園區鳳芸里鳳芸二路103巷19號
鳳芸里 21 張豔秋 女 ⾼雄市林園區鳳芸里鳳芸二路95巷9號
中芸里 01 李蔣英 女 ⾼雄市林園區中芸里中芸路3-1號
中芸里 02 伍梅塘 男 ⾼雄市林園區中芸里中芸路8號
中芸里 03 蘇武盛 男 ⾼雄市林園區中芸里中芸路16號
中芸里 04 王文華 男 ⾼雄市林園區中芸里中芸路25號
中芸里 05 舒于娗 女 ⾼雄市林園區中芸里中芸路40號
中芸里 06 李建明 男 ⾼雄市中芸里中芸路59-8號



中芸里 07 李陳錦玉 女 ⾼雄市林園區中芸里中芸路60號
中芸里 09 李美蕙 女 ⾼雄市林園區中芸里中芸路71-1號
中芸里 10 周劉菊惠 女 ⾼雄市林園區中芸里中芸路85號
中芸里 11 李吳明月 女 ⾼雄市林園區中芸里中芸二路2巷33號
中芸里 12 伍木坤 男 ⾼雄市林園區中芸里中芸二路20號
中芸里 13 何隆雄 男 ⾼雄市林園區中芸里中芸三路6號
中芸里 14 陳豐山 男 ⾼雄市林園區中芸里中芸三路64號
中芸里 15 黃蘭惠 女 ⾼雄市林園區中芸里中芸三路1-18號
中芸里 16 黃李美 女 ⾼雄市林園區中芸里中芸三路63號
中芸里 17 周黃美連 女 ⾼雄市林園區中芸里中芸三路123號
東汕里 01 廖俊德 男 ⾼雄市林園區東汕里東汕路1號
東汕里 02 劉諒 男 ⾼雄市林園區東汕里東汕路32號
東汕里 03 謝昆霖 男 ⾼雄市林園區東汕里東汕路25號
東汕里 04 謝清松 男 ⾼雄市林園區東汕里東汕路54之2號
東汕里 05 黃李玉葉 女 ⾼雄市林園區東汕里東汕路44號
東汕里 06 蔡魯 男 ⾼雄市林園區東汕里東汕路45號
東汕里 07 蔡新強 男 ⾼雄市林園區東汕里東汕路127號
東汕里 08 ⾼侑希 女 ⾼雄市林園區東汕里東汕路79號
東汕里 09 蔡燕昭 男 ⾼雄市林園區東汕里東汕路90號
東汕里 10 謝同 男 ⾼雄市林園區東汕里東汕路75號
東汕里 11 楊全能 男 ⾼雄市林園區東汕里東汕路98號
東汕里 12 李萬進 男 ⾼雄市林園區東汕里東汕路106號
⻄汕里 01 黃潮清 男 ⾼雄市林園區⻄汕里⻄汕路3號
⻄汕里 02 吳福見 男 ⾼雄市林園區⻄汕里⻄汕路166號
⻄汕里 03 黃吳玉環 女 ⾼雄市林園區⻄汕里⻄汕路37號
⻄汕里 04 蘇建輔 男 ⾼雄市林園區⻄汕里⻄汕路161號
⻄汕里 05 林金佳 男 ⾼雄市林園區⻄汕里⻄汕路57號
⻄汕里 06 徐金蓮 女 ⾼雄市林園區⻄汕里⻄汕路58號
⻄汕里 07 黃邱花 女 ⾼雄市林園區⻄汕里⻄汕路79號
⻄汕里 08 伍李秀霞 女 ⾼雄市林園區⻄汕里⻄汕路88-3號
⻄汕里 09 蔡陳秀琴 女 ⾼雄市林園區⻄汕里⻄汕路113號
⻄汕里 10 吳玉梅 女 ⾼雄市林園區⻄汕里⻄汕路110號
⻄汕里 11 劉蘇等 女 ⾼雄市林園區⻄汕里⻄汕路115-1號
⻄汕里 12 黃邱貴美 女 ⾼雄市林園區⻄汕里⻄汕路212號
⻄汕里 13 呂吳阿猜 女 ⾼雄市林園區⻄汕里⻄汕路189號
仁愛里 01 黃來成 男 ⾼雄市林園區仁愛里東林⻄路252號
仁愛里 02 張羅金敏 女 ⾼雄市林園區仁愛里東林⻄路182號
仁愛里 03 蔣素秋 女 ⾼雄市林園區東林⻄路112號
仁愛里 04 伍魏美雪 女 ⾼雄市林園區仁愛里仁愛路3號
仁愛里 05 陳韻如 女 ⾼雄市林園區仁愛里仁愛路51號
仁愛里 06 方龔好 女 ⾼雄市林園區仁愛里忠孝⻄路79號
仁愛里 07 黃清景 男 ⾼雄市林園區仁愛里忠孝⻄路68巷6號
仁愛里 08 黃蔡素珠 女 ⾼雄市林園區仁愛里仁愛路139號
仁愛里 09 吳坤山 男 ⾼雄市林園區仁愛里仁愛路165號
仁愛里 10 張簡林玉梅女 ⾼雄市林園區仁愛里仁愛路195巷15號
仁愛里 11 吳森田 男 ⾼雄市林園區仁愛里和平路22巷8號
仁愛里 12 林李月枝 女 ⾼雄市林園區仁愛里和平路16巷7號
仁愛里 13 黃清裕 男 ⾼雄市林園區仁愛里信義路70號
仁愛里 14 李錦泉 男 ⾼雄市林園區仁愛里信義路39號
仁愛里 15 林李悌 女 ⾼雄市林園區仁愛里信義路69巷13號
仁愛里 16 胡素玥 女 ⾼雄市林園區忠孝⻄路125巷12號



仁愛里 17 陳財發 男 ⾼雄市林園區仁愛里忠孝⻄路91巷21弄6號
仁愛里 18 黃忠義 男 ⾼雄市林園區仁愛里文昌街1號
仁愛里 19 李邱美蘭 女 ⾼雄市林園區仁愛里忠義三街54號
仁愛里 20 林伯賢 男 ⾼雄市林園區仁愛里忠義⼀街8號
仁愛里 21 蔣進涼 男 ⾼雄市林園區仁愛里忠義⼀街31巷2號
仁愛里 22 吳進福 男 ⾼雄市林園區仁愛里忠義二街70號
仁愛里 23 張明乾 男 ⾼雄市林園區仁愛里忠義⼀街38號
仁愛里 24 許清福 男 ⾼雄市林園區仁愛里文聖街87號
仁愛里 25 黃文鴻 男 ⾼雄市林園區仁愛里文聖街21巷27號
文賢里 01 黃益 男 ⾼雄市林園區文賢里沿海路三段81號
文賢里 02 蔡韓里 女 ⾼雄市林園區文賢里沿海路三段96號
文賢里 03 蘇郭月英 女 ⾼雄市林園區文賢里文賢南路124巷20號
文賢里 04 龔瑞枝 女 ⾼雄市林園區文賢里東林⻄路249巷136弄22號
文賢里 05 周黃志勝 男 ⾼雄市林園區文賢里文賢南路116號
文賢里 06 彭春蕊 女 ⾼雄市林園區文賢里東林⻄路249巷4弄1號
文賢里 07 黃聰營 男 ⾼雄市林園區文賢里東林⻄路195巷12號
文賢里 08 呂清繡 女 ⾼雄市林園區文賢里8鄰文賢南路18號
文賢里 09 陳順和 男 ⾼雄市林園區文賢里東林⻄路109號
文賢里 10 劉金燕 女 ⾼雄市林園區文賢里文賢南路31-3號
文賢里 11 蔣黃秀玉 女 ⾼雄市林園區文賢里文賢南路97號
文賢里 12 李鑾香 女 ⾼雄市林園區文賢里文賢南路135號
文賢里 13 黃張簡初 女 ⾼雄市林園區文賢里文賢南路151號
文賢里 14 蔣淑敏 女 ⾼雄市林園區文賢南路105巷36號
文賢里 15 簡俊列 女 ⾼雄市林園區文賢里東林⻄路65號
文賢里 16 葉康玉蘭 女 ⾼雄市林園區文賢里康樂街50號
文賢里 17 李哲文 男 ⾼雄市林園區文賢里福興街9號
文賢里 18 黃德川 男 ⾼雄市林園區文賢里康樂街1號
文賢里 19 ⾼呂玓縈 女 ⾼雄市林園區文賢里文賢南路105巷30號
文賢里 20 龔秋銘 男 ⾼雄市林園區文賢里開南街68號
文賢里 21 劉進財 男 ⾼雄市林園區文賢里開南街75巷12號
文賢里 22 陳信明 男 ⾼雄市林園區文賢里開南街49號
文賢里 23 林福鑫 男 ⾼雄市林園區文賢里開南街11號
文賢里 24 蔡劉柳枝 女 ⾼雄市林園區文賢里開南街1號
文賢里 25 李榮光 男 ⾼雄市林園區文賢里林園南路171號
廣應里 01 周慶泉 男 ⾼雄市林園區廣應里忠孝⻄路201號
廣應里 02 侯麗雪 女 ⾼雄市林園區廣應里王公二路109號
廣應里 03 龔碧卿 女 ⾼雄市林園區廣應里王公二路59號
廣應里 04 陳玉蘭 女 ⾼雄市林園區廣應里東林⻄路298巷92-1號
廣應里 05 林榮文 男 ⾼雄市林園區廣應里東林⻄路298巷118號
廣應里 06 黃輝雄 男 ⾼雄市林園區廣應里東林⻄路298巷183號
廣應里 07 黃謝月 女 ⾼雄市林園區廣應里東林⻄路364巷22號
廣應里 08 沈秀華 女 ⾼雄市林園區廣應里東林⻄路364巷40-14號
廣應里 09 劉清恭 男 ⾼雄市林園區廣應里東林⻄路364巷53號
廣應里 10 黃鍵宏 男 ⾼雄市林園區廣應里東林⻄路364巷74弄10號
廣應里 11 謝鳳嬌 女 ⾼雄市林園區廣應里東林⻄路436巷1號
廣應里 12 林柯淑虹 女 ⾼雄市林園區廣應里東林⻄路438號
廣應里 13 許榮華 男 ⾼雄市林園區廣應里王公⼀路11號
廣應里 14 林慶宗 男 ⾼雄市林園區廣應里王公⼀路39巷11號
廣應里 15 廖燕山 男 ⾼雄市林園區廣應里王公路294巷9號-1號
廣應里 16 黃秀 女 ⾼雄市林園區廣應里王公路389號
廣應里 17 黃國城 男 ⾼雄市林園區廣應里廣應街22巷8號



廣應里 18 黃月碧 女 ⾼雄市林園區廣應里廣應街33巷33號
廣應里 19 余基文 男 ⾼雄市林園區廣應里王公路366巷21號
廣應里 20 黃主 男 ⾼雄市林園區廣應里王公路380巷28號
廣應里 21 黃廖英鳳 女 ⾼雄市廣應里王公路400號
廣應里 22 ⾼財泰 男 ⾼雄市林園區廣應里王公路430巷9號
廣應里 23 黃周黃月珠女 ⾼雄市林園區廣應里王公路437號
廣應里 24 余發藻 男 ⾼雄市林園區廣應里王公路563號
廣應里 25 蔡慧俐 女 ⾼雄市林園區廣應里王公路591號
廣應里 26 黃順典 男 ⾼雄市林園區廣應里王公⼀路161號
廣應里 27 黃順興 男 ⾼雄市林園區廣應里頂嗂溝29號
廣應里 28 黃再入 男 ⾼雄市林園區廣應里頂嗂溝79號
廣應里 29 黃順億 男 ⾼雄市林園區廣應里頂嗂溝119巷27號
廣應里 30 黃李花 女 ⾼雄市林園區廣應里頂嗂溝119巷43號
廣應里 31 黃松枝 男 ⾼雄市林園區廣應里頂嗂溝121巷1號
廣應里 32 曾水信 男 ⾼雄市林園區廣應里下山腳53號
廣應里 33 黃孫秀珍 女 ⾼雄市林園區廣應里清水岩路253號
廣應里 34 陳羅芥 女 ⾼雄市林園區廣應里清水岩路279巷9號
廣應里 35 劉銀櫻 女 ⾼雄市林園區廣應里清水岩路303巷5號
五福里 01 伍昭秀 女 ⾼雄市林園區五福里五福路252巷15弄39號
五福里 02 李當成 男 ⾼雄市林園區五福里五福路249巷6弄10號
五福里 03 李文德 男 ⾼雄市林園區五福里五福路249巷6弄13-2號
五福里 04 黃美珠 女 ⾼雄市林園區五福里五福路165巷30弄9號
五福里 05 黃國慶 男 ⾼雄市林園區五福里沿海路⼀段280巷2弄34號
五福里 06 李茂林 男 ⾼雄市林園區五福里五福路181-2號
五福里 07 洪瑞派 男 ⾼雄市林園區五福里五福路165巷21弄8號
五福里 08 邱秋山 男 ⾼雄市林園區五福里溪州三路205號
五福里 09 洪何美惠 女 ⾼雄市林園區五福里溪州三路12巷4號
五福里 10 黃陳秀珠 女 ⾼雄市林園區五福里五福路89號
五福里 11 曾桂妹 女 ⾼雄市林園區五福里五福路100巷1號
五福里 12 郭何秋月 女 ⾼雄市林園區五福里五福路62號
五福里 13 楊錦鳳 女 ⾼雄市林園區五福里沿海路⼀段62-1號
五福里 14 張雪華 女 ⾼雄市林園區五福里沿海路⼀段57號
五福里 15 吳泓慶 男 ⾼雄市林園區五福里沿海路⼀段69巷27號
五福里 16 王穎凱 男 ⾼雄市林園區五福里沿海路⼀段69巷38弄26號
五福里 17 黃周圓 女 ⾼雄市林園區五福里沿海路⼀段79號
中汕里 01 呂張簡金枝女 ⾼雄市林園區中汕里北汕路18巷13號
中汕里 02 劉邱阿花 女 ⾼雄市林園區中汕里北汕路28號
中汕里 03 邱黃志成 男 林園區中汕里北汕路74號
中汕里 04 李福祥 男 ⾼雄市林園區中汕里北汕路100巷3號
中汕里 05 黃李金桂 女 ⾼雄市林園區中汕里北汕路134巷7號
中汕里 06 劉蔡碖 女 ⾼雄市林園區中汕里北汕路146巷2號
中汕里 07 何禎祥 男 ⾼雄市林園區中汕里北汕路127號
中汕里 08 黃天順 男 ⾼雄市林園區中汕里北汕路89號
中汕里 09 李廖鴛鴦 女 ⾼雄市林園區中汕里北汕路65號
中汕里 10 呂佳靜 女 ⾼雄市林園區中汕里北汕路23號
中汕里 11 何進興 男 ⾼雄市林園區中汕里北汕路33巷7號
中汕里 12 黃李香花 女 ⾼雄市林園區中汕里北汕路33巷24號
中汕里 13 何潘金桃 女 ⾼雄市林園區中汕里北汕路33巷34號
中汕里 14 黃劉蜚蛾 女 ⾼雄市林園區中汕里北汕路37-6號
中汕里 15 蔡艷秋 女 ⾼雄市林園區中汕里北汕路45巷2號
中汕里 16 李何進月 女 ⾼雄市林園區中汕里北汕路71巷5號



中汕里 17 劉柏霖 男 ⾼雄市林園區中汕里北汕二路41號
中汕里 18 李金益 男 ⾼雄市林園區中汕里北汕二路73巷38號
中汕里 19 鍾黃秀花 女 ⾼雄市林園區中汕里北汕二路123號
中汕里 20 吳黃粉 女 ⾼雄市林園區中汕里北汕路18巷53-11號
中汕里 21 黃明進 男 ⾼雄市林園區中汕里占岸路3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