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里別 鄰別 姓名 戶籍地址
草衙里 01 吳林雲玉
草衙里 02 林江麗華
草衙里 03 唐葉麗華
草衙里 05 溫輝吉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里５鄰和隆街４３號
草衙里 07 紀素箐 草衙二路４０１號
草衙里 08 蕭春金 草衙中街４２之１號
草衙里 09 張水川
草衙里 10 施天三
草衙里 11 劉美杏
草衙里 12 李美惠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里１２鄰和昌街９３號
草衙里 13 王高鳳琴
草衙里 15 吳國勝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里１５鄰草衙二路３０５號
草衙里 17 林金汝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里１７鄰草衙二路４４９巷１３弄２號
草衙里 18 蘇麗紅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里１８鄰佛德路２７號
草衙里 19 王朱玉笑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里１９鄰佛佑路１６８巷１號
草衙里 20 李郭秀玉
草衙里 21 潘業畯
草衙里 22 楊淑貞
草衙里 23 莊輝亮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里２３鄰佛道路１６６號
草衙里 24 陳張春花
草衙里 25 邱雪霞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里２５鄰后平路１５０巷３號
草衙里 26 廖許翠玲
草衙里 27 沈瓊怡
草衙里 28 許美娟
草衙里 29 吳盈慧
草衙里 30 陳玉雯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里３０鄰佛公路６８巷３４號
草衙里 31 賴翠華
草衙里 32 陳李秀鳳
草衙里 33 林雅玲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里３３鄰國光路１５６巷２號
草衙里 34 藍連榮
草衙里 35 陳張梅珠
草衙里 36 黃淑華
草衙里 37 陳素月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里３７鄰天后街２６號
草衙里 38 周麗華
草衙里 39 石新來
草衙里 40 郭敏捷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里４０鄰國光路７４號
草衙里 41 林素施
草衙里 42 陳秀葉
草衙里 43 陳淑華
草衙里 44 蔡文凰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里４４鄰國光路１５３號
明孝里 01 李有道
明孝里 02 朱黃西
明孝里 04 林安太
明孝里 06 蔡范秋月
明孝里 07 蔡清泰
明孝里 08 吳淑禎
明孝里 09 洪佩君
明孝里 11 林陳英花
明孝里 12 林鐘素珍
明孝里 13 張春富
明孝里 14 陳黃召美
明孝里 15 張基育
明孝里 16 楊寶娟
明孝里 17 林陳美英
明孝里 18 李歡芯
明孝里 19 沈秀慧
明孝里 20 林陳英華
明孝里 21 凃惠淑
明孝里 22 張烱昇
明孝里 23 洪童登年
明孝里 25 林陳佳琪
明孝里 26 黃萬居
明孝里 27 張秀賢 高雄市前鎮區明孝里２７鄰漁港東二路５６之５號
明孝里 28 黃寶慧
明正里 02 謝李綉美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里２鄰草衙二路３６２號
明正里 03 陳夏育圓
明正里 04 吳黃秀鑾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里４鄰和誠街１３號
明正里 05 余箍生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里５鄰南衙路１１２號
明正里 06 歐家溱
明正里 07 陳麗珠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里７鄰草衙二路４３４巷１弄１０號
明正里 08 蔡陳碧蓮
明正里 09 洪來錦蝦
明正里 10 張碧蓮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里１０鄰明衙路７７巷６號
明正里 11 郭黃籐
明正里 13 陳桂
明正里 14 陳賢一
明正里 15 梁賴月娥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里１５鄰明衙路３６號
明正里 16 陳福忠
明正里 17 湯榮輝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里１７鄰明道中街１６號
明正里 18 陳王彩雲
明正里 19 蔡新夫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里１９鄰明正一街５號
明正里 20 吳菊月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里２０鄰明道路６１巷８號
明正里 21 王勤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里２１鄰明祥街８２號
明正里 22 林玉鴻
明正里 23 陳吟妃
明正里 24 陳威榮
明正里 25 周秀蓬
明正里 26 林蔡素花
明正里 27 謝富美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里２７鄰明正東巷２之６２號
明正里 28 李高進
明正里 29 洪亞利
明正里 30 洪家慶
明義里 01 董復彰
明義里 02 楊葉秀娟
明義里 03 李長運
明義里 04 李洪貞 高雄市前鎮區明義４鄰南衙路南二巷２０３號
明義里 05 鍾美月 高雄市前鎮區明義里５鄰中平路５０號
明義里 06 陳淑美 高雄市前鎮區６鄰南衙路南二巷７７號
明義里 07 張李碧雲
明義里 08 郭對 高雄市前鎮區明義８鄰南衙路南二巷１０６號
明義里 09 王黃樹梅 高雄市前鎮區明義里９鄰南衙路南二巷１９１號
明義里 10 周平祥
明義里 12 林政雄 高雄市前鎮區明義里１２鄰福民街８巷１１號
明義里 13 林永福
明義里 14 王新居
明義里 15 洪發展
明義里 16 楊序仕
明義里 17 洪文正
明義里 18 李聰明
明義里 19 陳秋貴
明義里 20 吳飛行
仁愛里 01 李嘉賢
仁愛里 02 林進財
仁愛里 03 蔡王玉雲
仁愛里 04 郭林瓊約 高雄市前鎮區仁愛里４鄰德昌路４８巷３３弄１９號
仁愛里 05 周翁秀欉
仁愛里 06 蔡陳秀英
仁愛里 07 葉金華 高雄市前鎮區仁愛里７鄰千富街１２０號
仁愛里 08 蔡義安
仁愛里 10 黃張朝女
仁愛里 11 林木水 高雄市前鎮區仁愛里１１鄰新衙路１９４號
仁愛里 12 曾陳進願
仁愛里 13 王張智雲 高雄市前鎮區仁愛里１３鄰德昌路１７２號
仁愛里 14 邱正雄
仁愛里 15 楊善
仁愛里 16 顏陳秋香
仁愛里 18 蔡秀雀
仁愛里 20 周黃香花
仁愛里 21 陳清泉
仁愛里 22 李清流
德昌里 01 謝秋藤
德昌里 02 魏涼
德昌里 03 葉黃秀鑾
德昌里 04 陳國榮
德昌里 05 林鳳嬌 高雄市前鎮區德昌里５鄰德昌街三巷３號
德昌里 06 陳黃美媖 高雄市前鎮區德昌里６鄰德昌街３巷２３之３號
德昌里 07 黃美禎
德昌里 08 詹素惠
德昌里 09 吳許妹
德昌里 10 林國輝 高雄市前鎮區德昌里１０鄰德昌街５巷３９之２號
德昌里 11 康楊嫌
德昌里 12 陳林文蓮
德昌里 13 沈武俊
德昌里 14 林萬順
德昌里 15 呂高牡丹
德昌里 16 周沈春枝
德昌里 17 陳林美雪
德昌里 18 郭傅秋妹
德昌里 19 王鳳嬌
德昌里 20 陳茂松
德昌里 21 洪高華玲
德昌里 22 謝昭明
德昌里 23 陳蘇琬結
德昌里 24 陳蔡堪崙
平等里 01 翁英順 高雄市前鎮區平等里１鄰草衙一路１３１號
平等里 02 陳啟安 高雄市前鎮區平等里２鄰衙華街３２號
平等里 03 謝吳娥
平等里 04 翁吳玉 高雄市前鎮區平等里４鄰鎮中路９９巷９１號
平等里 05 王美雲
平等里 06 林金便
平等里 07 朱雅娟
平等里 08 蔡美女 平等里８鄰衙竹三街８號
平等里 09 黃陳妁
平等里 10 湯雲豪
平等里 11 林葉梅香
平等里 12 蔡進財
平等里 13 黃玉枝
平等里 14 朱正吉
平等里 15 侯顏敏
平等里 16 邱王秋蘭
平等里 17 麥奕峰
平等里 18 黃勒風
平等里 19 戴添源
平昌里 01 楊秉文
平昌里 02 顏鈴津
平昌里 03 洪梱
平昌里 04 蘇志仁
平昌里 05 戴先化 高雄市前鎮區平昌里５鄰衙仁街７７號
平昌里 11 李淮彬
平昌里 12 許昆和
平昌里 13 陳進福
平昌里 14 林張如意
明禮里 02 陳進國
明禮里 03 黃許金香
明禮里 04 李開榮
明禮里 05 蘇新興
明禮里 06 張鄭圭來
明禮里 07 陳邦男
明禮里 08 賴麗雲
明禮里 09 王淑女
明禮里 10 劉燈亮
明禮里 11 劉生
明禮里 12 鄭振興
明禮里 14 黃雪
明禮里 16 賴嘉益
明禮里 17 翁玉瀼
明禮里 18 洪英男
明禮里 19 郭進山
明禮里 21 王朝三
明禮里 22 林葉秀蘭
明禮里 23 蘇黃春枝
信義里 01 曾盛勇
信義里 03 張仁豪
信義里 05 詹春發
信義里 07 魏昭安
信義里 09 賴康雄
信義里 11 陳楊美瑟
信義里 12 吳張鳳蘭
信義里 13 吳鄭玉枝
信義里 14 劉李梅
信義里 15 許慶嘉
信義里 16 林翁粉
信義里 17 黃美華 信義里１７鄰衙孝街８６號
信義里 18 江順意
信義里 19 陳金定
信義里 20 洪素雲
信義里 21 王豐玉
信義里 22 張美玉
信義里 23 王秀環
信義里 24 呂忠利
信德里 01 何施銀好
信德里 02 李玉山
信德里 04 李秋密 信德里４鄰鎮中路２６５號
信德里 06 王振輝
信德里 08 陳清音 信德里８鄰鎮中路２５０巷３３號
信德里 09 吳榮森
信德里 10 蔡素玲
信德里 11 蔡俊傑
信德里 12 蔡秋雄
信德里 13 林清淋
信德里 14 謝玉秀
信德里 15 王連成
信德里 16 康振興
信德里 17 鄭吳跨
信德里 18 李蔡雲端
信德里 19 曹林麗華
信德里 21 唐伸
信德里 22 韓尤美雲
信德里 23 洪國平
信德里 24 洪金花
信德里 25 翁福來
信德里 26 鄭智鴻
信德里 27 陳信義
信德里 28 陳吳金
信德里 29 黃蔡春秀
信德里 30 李明卿
信德里 31 陳世中
信德里 32 黃張素月
信德里 33 張春田 高雄市前鎮區信德里３３鄰鎮東一街４０６巷６弄２號２樓之１
明道里 01 黃德利
明道里 02 許丹
明道里 04 孫丁財
明道里 05 林献棠 明道里５鄰衙仁街４１巷１號
明道里 06 姚俊吉 高雄市前鎮區明道里６鄰衙仁街４３號
明道里 08 李林盈華
明道里 09 吳保賢
明道里 10 柯國治
明道里 11 吳勇吉
明道里 12 趙島雄
明道里 14 方淑茹
明道里 15 李政彥
明道里 16 林麗瓜
明道里 17 黃郭花
明道里 18 陳進成
興化里 01 葉佳惠
興化里 02 李侯美妃
興化里 04 王吳雨綢
興化里 08 曾敏紅
興化里 09 呂石強 高雄市前鎮區興化里９鄰興平路１１巷１７號
興化里 11 陳王金鈕
興化里 15 林哲宇
興化里 16 張林秀燕 高雄市前鎮區興化里１６鄰興仁路１６７巷２３號
興仁里 02 朱水蓮
興仁里 03 黃崇益
興仁里 05 朱清旗
興仁里 06 吳連海
興仁里 07 洪忠森
興仁里 08 陳勝有
興仁里 09 李榮華 高雄市前鎮區興仁里９鄰興平路８４號
興仁里 10 楊明錩
興仁里 11 李永傳
興仁里 12 蔡陳不
興仁里 14 林莊惠芳
前鎮里 02 林上傑
前鎮里 03 陳玉雪
前鎮里 04 葉環珠
前鎮里 05 呂春英
前鎮里 06 李慮佩
前鎮里 07 林庭語
前鎮里 09 黃陳美鳳
前鎮里 10 朱榮聰
前鎮里 11 朱楊秀櫻
前鎮里 12 林吳玉亭
前鎮里 13 李順福
前鎮里 14 楊美珍
前鎮里 15 蕭日桂
前鎮里 16 林群能
前鎮里 17 王金雄
前鎮里 18 紀秋年
前鎮里 19 朱鄭玉珍
前鎮里 20 黃靜瑤
前鎮里 21 王美惠
鎮東里 01 康洪足
鎮東里 02 辜文龍
鎮東里 03 蕭長江
鎮東里 04 陳美田
鎮東里 05 羅義雄
鎮東里 06 李謝葡萄
鎮東里 07 朱志強
鎮東里 08 陳育傳
鎮東里 09 曾秀暖
鎮東里 10 陳張美珠
鎮東里 11 陳滿
鎮東里 12 王森錄
鎮東里 13 洪川龍
鎮東里 14 黃樹木
鎮東里 15 黃鏞霖
鎮東里 16 陳坤城
鎮東里 17 張文章
鎮東里 18 鄭黃水蓮
鎮東里 19 王正義
鎮東里 20 李榮崇 高雄市前鎮區鎮東四街２０巷１７之４號
鎮東里 21 戴素芬
鎮榮里 01 陳瑞雄
鎮榮里 02 張翁秋霞
鎮榮里 03 陳簡蘭
鎮榮里 04 黃林素雲
鎮榮里 05 趙春菊
鎮榮里 06 康春評
鎮榮里 07 林星池
鎮榮里 08 呂蔡瑞雲
鎮榮里 09 陳國雄
鎮榮里 10 莊善隆
鎮榮里 11 廖英華
鎮榮里 12 陳昱諺
鎮榮里 13 劉吳金蓮
鎮榮里 14 林家輝
鎮榮里 15 吳秋燕
鎮榮里 16 吳陳秀英
鎮榮里 17 王張玲鳳
鎮榮里 18 王耀德
鎮榮里 19 呂素
鎮榮里 20 張丁和
鎮榮里 21 黃戴月華
鎮榮里 22 葉倍音
鎮榮里 23 吳福加
鎮榮里 24 黃陳滿
鎮昌里 01 王永清
鎮昌里 04 陳海祿
鎮昌里 05 黃大原
鎮昌里 06 洪麗英
鎮昌里 07 吳三朗
鎮昌里 08 謝玉梅 高雄市前鎮區鎮昌里８鄰鎮東一街２７８巷１號
鎮昌里 09 江張金葉
鎮昌里 10 呂春益
鎮昌里 11 李天德
鎮昌里 12 潘景忠
鎮昌里 13 張玲美
鎮昌里 14 廖清同
鎮昌里 15 洪金玉
鎮昌里 16 洪明駿
鎮昌里 17 曾六英
鎮昌里 18 鄭黃新票
鎮昌里 19 吳國太 高雄市前鎮區鎮昌里１９鄰鎮昌七巷３號
鎮昌里 20 林錫新
鎮昌里 21 林黃秀雲
鎮昌里 22 陳棟焜
鎮海里 01 李林儉
鎮海里 02 潘柜合
鎮海里 03 林麗玉
鎮海里 04 黃陳月女
鎮海里 05 黃雪美
鎮海里 06 王彥博
鎮海里 07 朱仙花
鎮海里 08 鄭明秋
鎮海里 09 陳蔡連枝
鎮海里 10 黃林清份 高雄市前鎮區鎮東一街３９５巷３６號２樓３
鎮海里 11 陳王燕珠
鎮海里 12 張有
鎮海里 13 張李美玲
鎮海里 14 陳瓊梅
鎮海里 15 呂滄海 鎮海里１５鄰鎮海８街１０１號
鎮海里 16 洪秀蓮
鎮海里 17 陳育生
鎮海里 18 白黃美惠
鎮海里 19 王文忠
鎮海里 20 林春花
鎮海里 21 李宜蓁
鎮海里 22 陳新地
鎮海里 23 洪神忠
鎮海里 24 鄭張美玉
鎮海里 25 蔡謝美花
鎮海里 26 孫蔡玉箱
鎮陽里 02 陳美惠
鎮陽里 03 陳秋容
鎮陽里 05 吳和洲
鎮陽里 06 蔡崇政
鎮陽里 07 李曾玉蘭
鎮陽里 08 蘇芳梅
鎮陽里 09 李國維
鎮陽里 10 朱南燁
鎮陽里 12 許田眹
鎮陽里 13 林金川
鎮陽里 14 許黃丹珍
鎮陽里 15 謝榮裕
鎮陽里 16 李秋葉
鎮陽里 17 黃蘇貴女
鎮陽里 19 丁普煌
興邦里 01 葉麗美
興邦里 02 陳威豪
興邦里 03 蕭炎城
興邦里 05 陳足美
興邦里 06 張惠雀
興邦里 07 沈嘉信
興邦里 08 王張愛玉
興邦里 09 彭衛菊
興邦里 10 胡朱經緯
興邦里 11 劉慶章
興邦里 12 吳秀盆
興邦里 13 陳金娥
興邦里 14 王淑華
興邦里 15 蕭雲英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里1鄰漁港路230號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里2鄰草衙二路445號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里3鄰和隆街38號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里9鄰和誠街136號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里１０鄰和清街22號
高雄市前鎮區和清街7號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里草衙二路357巷11號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里20鄰草衙二路253號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里21鄰佛道路100號
佛道路73號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里24鄰天倫街173號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里26鄰天后街52號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里27鄰天倫街78號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里28鄰后安路111號
高雄市前鎮區佛宗街58號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里31鄰佛公路35號
高雄市前鎮區后平路45號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里34鄰國光路27號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里35鄰佛德街115號4樓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里36鄰后平路127號五樓之1

高雄市前鎮區佛公路22巷7號五樓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里39鄰佛佑路3號七樓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里41鄰佛中路49號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里42鄰佛西街43號十一樓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里43鄰后平路22巷5號

和清街48號
和義街92巷8號
高雄市前鎮區明孝里4鄰草衙中街67巷16號
高雄市前鎮區和祥街72號
高雄市前鎮區明孝里7鄰草衙中街43號3樓
高雄市前鎮區明孝里8鄰和祥街184號
高雄市前鎮區明孝里9鄰和義街121號
和祥街128號
高雄市前鎮區明孝里12鄰平樂街47巷1號
高雄市前鎮區明孝里13鄰草衙中街19號四樓
高雄市前鎮區實業路110巷28號
高雄市前鎮區明孝里15鄰實業路26號
實業路59號
高雄市前鎮區和義街6號
佛德街86號
漁港北一路10號
漁港中二路42號
高雄市前鎮區明孝里21鄰漁港中二路88之15號
漁港東二路63號
漁港東二路58巷6號
新生路429巷1-6號
漁港南三路7號

新生路297巷16號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里3鄰草衙二路442號

高雄市前鎮區南衙路106巷51弄20號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里8鄰草衙二路434巷1弄41號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里9鄰明衙路87巷26號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里11鄰明衙路83巷45號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三街94號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里14鄰明正一街75號

明道六街22號

明道三街37號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里22鄰明道路137巷2號
高雄市前鎮區南衙路4號
高雄市前鎮區明祥街31號
高雄市前鎮區和誠街7巷27號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里26鄰翠亨南路773號

明鳳七街90號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里29鄰明鳳18街11號
前鎮區明鳳二十六街1號
草衙二路320巷7-1號
南衙路107號
南衙路85巷4號

南衙路南二巷62號

南衙路南二巷152號

金福路145號
高雄市前鎮區明義14鄰向榮街17號
福民街48巷17號
福民街40號
福民街45巷28號
高雄市前鎮區明義里18鄰福民街63巷25號
高雄市前鎮區福民街81巷12號
福民街66巷13號
德昌路59巷41號
德昌路59巷32號
高雄市前鎮區仁愛里3鄰德昌路92號

高雄市前鎮區德昌路108巷13號
高雄市前鎮區新衙路55號

衙平二街19號
高雄市前鎮區仁愛里10鄰衙平一街12號

高雄市前鎮區仁愛里12鄰衙愛街146號

高雄市前鎮區仁愛里14鄰新衙路156號
高雄市前鎮區仁愛里15鄰衙愛街81號
衙愛街116之1號
高雄市前鎮區仁愛里18鄰衙仁街13號
高雄市前鎮區仁愛里20鄰同安路55巷8號
德昌路119號
高雄市前鎮區衙愛街53號
高雄市前鎮區德昌里１鄰德昌街一巷５-２號
德昌街1巷33-3號
德昌街3巷2之4號
德昌街3巷22-2號

高雄市前鎮區德昌里7鄰德昌街5巷4號
德昌街5巷22號
德昌街5巷13-2號

高雄市前鎮區德昌里11鄰德昌街七巷10號
德昌街7巷36號
德昌街8巷24-4號
德昌街8巷12號
高雄市前鎮區德昌里15鄰德昌街六巷19號
高雄市前鎮區德昌里16鄰德昌街六巷3之2號
高雄市前鎮區德昌街6巷32之2號
德昌街6巷8-2號
德昌街4巷29-3號
德昌街4巷7-1號
高雄市前鎮區德昌里21鄰德昌街四巷18之3號
高雄市前鎮區德昌里22鄰德昌街四巷16號
高雄市前鎮區德昌街2巷1號
高雄市前鎮區德昌里24鄰德昌街2巷21之2號

高雄市前鎮區平等里3鄰衙華街28號

鎮中路99巷46號
高雄市前鎮區平等里６鄰鎮中路99巷1弄4-1號
衙華街60巷17弄6號

衙梅一街39巷9號
高雄市前鎮區平等里10鄰衙竹三街29巷10號
高雄市前鎮區平等里11鄰樹人路108巷1號
高雄市前鎮區平等里12鄰衙梅一街21巷2號
衙梅三街38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中路131號
高雄市前鎮區平等里15鄰衙梅一街48巷3號
高雄市前鎮區平等里16鄰鎮中路167巷29號
同安路30號
高雄市前鎮區平等里18鄰衙華街60巷20號
高雄市前鎮區平等里19鄰樹人路186號
高雄市前鎮區平昌里1鄰康定路85之1號
高雄市前鎮區平昌里2鄰鎮中路163巷27號
高雄市前鎮區平昌里3鄰鎮中路181巷17號
高雄市前鎮區平昌里4鄰衙仁街108號

高雄市前鎮區平昌里11鄰鎮東一街429號
高雄市前鎮區平昌里12鄰康和路73號
高雄市前鎮區平昌里13鄰康和路86巷10號
高雄市前鎮區平昌里14鄰鎮東一街397號
雄室前鎮區明禮里2鄰草衙一路68號
高雄市前鎮區明禮里3鄰衙慶三街57巷68號
衙慶三街57巷13號
高雄市前鎮區明禮里5鄰衙慶三街35號
高雄市前鎮區明禮里6鄰衙慶二街12巷35號
高雄市前鎮區明禮里7鄰衙慶一街61巷2號
高雄市前鎮區明禮里8鄰衙東街53號
衙東街71-1號
高雄市前鎮區明禮里10鄰草衙一路124號
高雄市前鎮區明禮里11鄰草衙一路188號
高雄市前鎮區明禮里12鄰草衙一路36巷10號
高雄市前鎮區明禮里14鄰衙慶二街9巷8號
高雄市前鎮區明禮里16鄰衙國三街2號
高雄市前鎮區明禮里17鄰衙東街48號
高雄市前鎮區明禮里18鄰衙東街76巷18號
高雄市前鎮區明禮里19鄰草衙一路162巷17號
高雄市前鎮區明禮里21鄰衙東街43巷2號
高雄市前鎮區明禮里22鄰衙國三街25號
高雄市前鎮區明禮里23鄰衙東街5號
高雄市前鎮區信義里1鄰德昌路159巷16號
高雄市前鎮區德昌路215號
高雄市前鎮區德昌路256號
信義里7鄰衙義二街8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中路292巷8號
高雄市前鎮區德昌路300巷12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中路181巷32號
同安路60號
高雄市前鎮區信義里14鄰同安路118巷8弄18號
高雄市前鎮區同安路118巷8弄5號
高雄市前鎮區信義里16鄰鎮中路268巷11號

高雄市前鎮區信義里18鄰衙義一街17號
高雄市前鎮區衙和三街6號
千富街160號
衙孝街76巷26號
高雄市前鎮區德昌路251號
高雄市前鎮區信義里23鄰衙義三街20號
高雄市前鎮區信義里24鄰千富街320號
同安路118巷8弄13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中路268巷22號

鎮中路263巷13號

鎮中路240巷7號
高雄市前鎮區信德里10鄰鎮東一街564號
高雄市前鎮區信德里11鄰鎮東一街524號
高雄市前鎮區信德里12鄰康和路139巷45號
高雄市前鎮區衙孝街52巷31號
前鎮區衙忠路107號
高雄市前鎮區信德里15鄰衙忠路121號
高雄市前鎮區信德里16鄰鎮東一街432號
高雄市前鎮區信德里17鄰鎮國路77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中路247巷1號
衙忠路116號
高雄市前鎮區信德里21鄰康和路99號
高雄市前鎮區信德里22鄰鎮東一街406巷1號4樓之1
高雄市前鎮區信德里23鄰鎮東一街406巷4號1樓之2
高雄市前鎮區信德里24鄰鎮東一街406巷6號一樓之4
高雄市前鎮區信德里25鄰鎮東一街406巷7號1樓之4
鎮東一街406巷12號三樓之4
高雄市前鎮區信德里27鄰鎮東一街406巷14號1樓之1
高雄市前鎮區信德里28鄰鎮東一街406巷三樓之一
高雄市前鎮區信德里29鄰鎮東一街406巷2弄2號5樓之2
鎮東一街406巷3弄3號3樓之1
鎮東一街406巷4弄1號3樓之1
鎮東一街406巷5弄1號一樓之2

高雄市前鎮區明道里１鄰衙仁街16號
高雄市前鎮區明道里2鄰衙仁街30巷22號
新衙路72號

新衙路34號
高雄市前鎮區明道里9鄰草衙一路33號
康定路2巷3號
高雄市前鎮區明道里11鄰康定路28巷20號
高雄市前鎮區明道里12鄰草衙一路57號
衙松三街43號
衙愛街3號
高雄市前鎮區衙泰街46巷23號
高雄市前鎮區明道里17鄰衙泰街46巷42號
高雄市前鎮區明道里18鄰康定路46巷18號
高雄市前鎮區興仁路178號
高雄市前鎮區興仁路172巷9號
高雄市前鎮區興化里4鄰興仁路150巷17號
興仁路151巷13弄5號

高雄市前鎮區興化里11鄰興仁路167巷7弄5號
新生路374號

高雄市前鎮區興順街56號
高雄市前鎮區興旺路473巷1弄2號
高雄市前鎮區興仁里5鄰興旺路423巷16號
高雄市前鎮區興旺路403號
高雄市前鎮區興仁路130巷8號
高雄市前鎮區興仁里8鄰興平路109巷3號

高雄市前鎮區興仁里10鄰興旺路385巷18號
高雄市前鎮區興仁里11鄰興仁路112號
高雄市前鎮區興仁里12鄰興仁路113巷7號
興陽街15號
鎮華街98巷28弄2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華街28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發街62號
高雄市前鎮區前鎮里5鄰鎮發街42-1號
鎮州路196巷18號
高雄市前鎮區前鎮里7鄰鎮發街26之1號
高雄市前鎮區南聖街1號
高雄市前鎮區前鎮里10鄰鎮州路233之1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州路270巷25之2號
高雄市前鎮區前鎮里12鄰鎮州路278號
高雄市前鎮區前鎮里13鄰前鎮街180號
高雄市前鎮區前鎮里14鄰鎮賢街33號
高雄市前鎮區前鎮里15鄰鎮慶街5-1號
鎮華路23號
高雄市前鎮區前鎮里17鄰鎮州路205巷1號六樓
高雄市前鎮區前鎮里18林南聖街5巷20號
高雄市前鎮區前鎮里19鄰南聖街39號
高雄市前鎮區前鎮里20鄰南聖街13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華街6號3樓
鎮東四街4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東里2鄰鎮川四巷4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東里3鄰鎮川四巷26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東里4鄰鎮東三街30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東里5鄰鎮東三街27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東里6鄰鎮川三巷16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東里7鄰鎮川三巷33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東二街31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東一街22號
鎮東一街13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川一巷58號
鎮東一街45號
鎮東二街59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東二街68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東街71巷22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川七巷5號
鎮川二巷26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川三巷64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東三街49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東街67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興路125之1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東一街118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川二巷91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東二街112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榮里5鄰鎮川三巷95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東三街98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州路83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東四街117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川五巷124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榮里10鄰鎮東五街127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榮里11鄰鎮榮街117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榮街23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榮街6號
鎮榮街85號
鎮東一街138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榮街12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東三街139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昌街57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昌街53巷7之4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東四街147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東四街150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東四街162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榮里23鄰鎮東五街149之1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榮里24鄰鎮東五街165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東三街171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昌街36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東一街157號
鎮洋路88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東一街264巷15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東一街282之5號
德昌路429巷16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昌路413巷16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洋路61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國路113巷22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昌里14鄰德昌路568號
鎮昌一巷25號
鎮昌三巷95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昌五巷18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昌里18林鎮昌街六巷22號

鎮興路120號
鎮昌街86之4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昌里22鄰鎮東四街165巷9之4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海里1鄰鎮東一街395巷45號一樓之3
高雄市前鎮區鎮海里2鄰鎮東一街395巷8號1樓之1
高雄市前鎮區鎮東一街395巷9號5樓之2
鎮東一街395巷13號1樓之1
高雄市前鎮區鎮海里5鄰鎮東一街395巷15號二樓之3
高雄市前鎮區鎮東一街395巷17號5樓之3
鎮東一街395巷20號4樓之4
高雄市前鎮區鎮海里8鄰鎮東一街395巷30號五樓之3
鎮東一街395巷34號3樓之2

高雄市前鎮區鎮海里11鄰鎮東一街395巷38號一樓之1
高雄市前鎮區鎮海里12鄰鎮東一街395巷42號2樓之2
鎮東一街304巷30之53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東一街183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興路18巷5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海里17鄰鎮海路61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海里18鄰信龍街12號
鎮海路84號
鎮海路112巷19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海里21鄰康定路142號三樓
高雄市前鎮區鎮海里22鄰康定路166巷21號
高雄市前鎮區樹德路2巷8號四樓
高雄市前鎮區鎮海四街14號
鎮興路60巷84號
樹人路283號5樓之2
凱旋四路124號
高雄市前鎮區前鎮街248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賢街100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陽里6鄰鎮賢街52巷3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賢街52巷49號
鎮州路112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陽里9鄰鎮賢街52巷100號
高雄市前鎮區前鎮街277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陽里12鄰前鎮街291之29號
高雄市前鎮區前鎮街205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陽里14鄰前鎮巷126之1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華街118之2號
前鎮巷164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陽里17鄰鎮華街138巷62號
鎮華街138巷7號
高雄市前鎮區翠文街50號
凱旋四路406巷9樓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396巷1號
鎮邦街51號
翠和街138號
翠村街45號11樓之1
翠禮街38號
翠亨北路399巷28號
翠亨北路470巷18號
翠亨北路470巷37號
凱旋四路424巷34號
凱旋四路424巷34號
翠亨北路399巷34號
翠福路10號



興邦里 16 周育正
興邦里 17 陳惠娟
興邦里 18 林高樑
興邦里 19 黃美蘭
興邦里 20 吳美雲
鎮中里 01 朱周秋美
鎮中里 03 朱建興
鎮中里 05 朱聰傑
鎮中里 06 黃淑美
鎮中里 07 朱風水
鎮中里 10 朱陳麗棉
鎮中里 11 朱氣
鎮中里 12 朱文斌
鎮中里 13 朱錫麟
鎮中里 16 郭榮習
鎮中里 17 朱發得
鎮中里 18 黃淑惠
鎮北里 01 張太祥 高雄市前鎮區鎮北里１鄰新生路４號
鎮北里 02 張振興
鎮北里 03 白錦雀
鎮北里 04 許鄭美蘭
鎮北里 06 張登祥
鎮北里 07 黃洪秀雲
鎮北里 09 林鄰樞
鎮北里 11 張清讚
鎮北里 12 黃上夏 高雄市前鎮區車站後街４０號
鎮北里 13 蕭蔡麗雲
鎮北里 14 陳新發
鎮北里 16 陳吉逢
忠純里 01 沈家純
忠純里 02 周謝雪鳳
忠純里 03 傅海燕
忠純里 04 邵祥豐
忠純里 05 李台新
忠純里 06 顏玲煙
忠純里 07 婁隆正
忠純里 08 李高文
忠純里 09 嚴曉明
忠純里 10 李紹明
忠純里 11 孟慶蘭
忠純里 12 杜汪秀華
忠純里 13 邱紅柑
忠純里 14 毛金琍蓉
忠純里 15 朱寶蓉
忠純里 16 王國萬
忠純里 17 孫寶民
忠純里 18 王黃全娣
忠純里 19 紀六妹
忠純里 20 鍾漢卿
忠純里 21 黃宣菁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９４７巷９號４樓之１
忠純里 22 鮑定義
忠純里 23 白有信
忠純里 24 孫德強
忠純里 25 宋淯霖
忠純里 26 鄒媛秀
忠純里 27 杜京成
忠純里 28 吳張萍安
忠純里 29 馬台宜
忠誠里 01 伍恆生
忠誠里 02 羅容娥
忠誠里 03 江采玲
忠誠里 04 胡本強
忠誠里 05 周高林
忠誠里 06 陳美君
忠誠里 07 鄧先湘
忠誠里 08 程康華
忠誠里 09 劉鴻運
忠誠里 10 朱若英
忠誠里 11 費登平
忠誠里 12 朱本香
忠誠里 13 黃秋波
忠誠里 14 魯志勇
忠誠里 15 鄭郭玉葉
忠誠里 16 史立平
忠誠里 17 朱喬偉
忠誠里 18 陳宗偉
忠誠里 20 宋吉誠
忠誠里 21 胡振芳 高雄市前區忠誠里２１鄰凱旋四路５２３巷４弄４號
忠誠里 22 閻復興
忠誠里 23 謝謹謙
忠誠里 24 呂和政
西山里 02 張正義
西山里 03 韓國平
西山里 04 鐘金菊
西山里 05 侯王玉綉
西山里 06 曾陳綉梅
西山里 07 邱嘉玲
西山里 08 蘇靖華
西山里 09 安湘淇 高雄市前鎮區西山里９鄰台鋁十四巷９號５樓
西山里 10 陳麗娟 高雄市前鎮區西山里１０鄰台鋁十四巷８之３號
西山里 11 楊金在 高雄市前鎮區西山里１１鄰台鋁十三巷９號
西山里 12 陳月蘭
西山里 13 朱陳月里 高雄市前鎮區西山里１３鄰一心二路７１號１２樓之５
西山里 14 顏秀容
西山里 15 康永滄 高雄市前鎮區西山里１５鄰復興三路１７７號
西山里 16 謝祝安
西山里 17
西山里 18 黃秀鑾
西山里 19 吳英司
西山里 20 龔許英美
西山里 21 張陶春霞
西山里 23 劉陳訓足
西山里 24 蘇壽妹
西山里 25 李雪卿
西山里 26 陳美瑛
西山里 27 陳滿仁
西山里 28 詹美環
西山里 29 孫張月美
西山里 30 陳梓瑄
西山里 31 顏陳玉治
西山里 32 潘陳秀美 高雄市前鎮區西山里３２鄰台鋁南巷５之２號
西山里 33 蔡月鄉
民權里 01 王婕玟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里１鄰民權二路１８８巷３號５樓
民權里 02 梁秀櫻
民權里 03 楊水吉
民權里 04 王李月嬌
民權里 05 李燕玲
民權里 06 馬晟銘
民權里 07 陳華壽
民權里 08 王采霞
民權里 09 莊玉碧
民權里 10 黃錦鑾
民權里 11 邱雲英
民權里 12 張吳芳
民權里 13 韓福田
民權里 14 莊綉葉
民權里 15 陳麗卿
民權里 16 吳珈樺
民權里 17 王陳雪香
民權里 18 吳美珠
民權里 19 黃錦獅
民權里 20 莊玉滿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里２０鄰民權二路２２８號１２樓
民權里 21 蔡繼承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里２１鄰民權二路２２６號１７樓
民權里 22 錢緒勇
民權里 23 莊榮德
建隆里 01 鄭方雙娥
建隆里 02 郭清祿
建隆里 03 林坤奉
建隆里 04 林清賢
建隆里 05 張顏秀綢 高雄市前鎮區建隆里５鄰中山二路５５巷２５號
建隆里 06 周萬傳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５５巷７１弄１之１５號
建隆里 07 陳銘夫
建隆里 08 吳春樹
建隆里 09 李丕業
建隆里 10 李忠司
建隆里 13 康義仁
建隆里 14 邱永平
振興里 01 田金秀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５５巷６４弄１號
振興里 02 許永賢
振興里 03 許佳華
振興里 04 蕭澠淄
振興里 05 張武西
振興里 06 蔡明華
振興里 07 黃丁田
振興里 08 顏李有素
振興里 09 翁加成
振興里 10 許秀惠
振興里 12 許意梅
振興里 13 曹瑋麟
振興里 14 林震瑋
振興里 15 陳艷秋
振興里 16 李國瑞
振興里 17 曹治華
振興里 18 蘇莨桂
振興里 19 謝妙芳
振興里 20 黃薰玉
振興里 21 吳林雪 高雄市前鎮區振興里２１鄰中華五路１３６１巷２號
振興里 22 侯黃碧昭
振興里 23 黃麗玲
良和里 01 林榮芳
良和里 02 董萬發
良和里 04 康黃亦志
良和里 06 李梅瑛
良和里 07 吳正義
良和里 08 吳金柱
良和里 09 高敬忠
良和里 12 洪榮祥
良和里 13 謝鐘碖
良和里 14 周月英
良和里 15 張陳惠貞 高雄市前鎮區良和里１５鄰民壽街３５巷１６號
良和里 16 劉白麗姿
良和里 17 伍素珠
良和里 18 曾富
良和里 19 陳姿蘭
良和里 20 林秀華
良和里 21 胡凍
良和里 22 黃寶淑
良和里 23 謝希裕
良和里 24 徐華茂
良和里 25 呂彥伶
良和里 26 陳瑪莉
良和里 27 黎美串
良和里 28 馮春源
良和里 29 張麗錦
良和里 30 陳貴香 良和里３０鄰管仲路９號
良和里 31 孟昭娟 高雄市前鎮區良和里３１鄰民壽街１０巷１號
西甲里 01 陳明珠 高雄市前鎮區西甲里１鄰修文街８１之１號
西甲里 02 張朝成
西甲里 03 侯海池
西甲里 04 柳秀盆
西甲里 05 潘玲玉
西甲里 06 黃銘仁
西甲里 07 王瑩富
西甲里 10 郭蕭竹芬 高雄市前鎮區西甲里１０鄰林森三路１１巷５５號
西甲里 11 孫慶隆
西甲里 13 陳明祥
西甲里 14 蔡陳翠莓 西甲里１４鄰林森三路１１巷５３號
西甲里 15 邱敏慈
西甲里 18 翁俊吉
西甲里 19 謝泉源
西甲里 20 黃鈺凱
西甲里 21 趙蘇燕秋
西甲里 22 黃美玲
西甲里 23 潘金城
西甲里 24 吳金龍
盛興里 01 林劉佩玲
盛興里 02 劉群睿
盛興里 03 劉道行
盛興里 04 彭治國
盛興里 05 黃素香
盛興里 06 黃皇誠 高雄市前鎮區盛興里６鄰文橫三路５７號
盛興里 07 康秀貴
盛興里 08 陳峰珠
盛興里 09 王棋泰
盛興里 10 張豐榮
盛興里 11 林文全
盛興里 12 沈念樺
盛興里 13 湯林甘
盛興里 14 蘇逸聖
盛興里 15 林素羚
盛興里 16 陳錨星
盛興里 17 龔金月
盛興里 18 吳錦麗
盛興里 19 蔡東和
盛興里 20 陳德南
盛興里 21 施康來春
盛興里 22 楊嘉洺
盛豐里 01 林國堂
盛豐里 02 黃進雄
盛豐里 03 陳永田
盛豐里 04 李秀蘭
盛豐里 05 陳慶祥
盛豐里 06 陳登章
盛豐里 07 王黃秀麗
盛豐里 08 董賴月金
盛豐里 09 歐其烈
盛豐里 10 周家好
盛豐里 11 吳陳秀美
盛豐里 12 張碧娟
盛豐里 13 蔡英宗
盛豐里 14 蔡金票 高雄市前鎮區盛豐里１４鄰一心二路８４巷８號
盛豐里 15 林素麗
盛豐里 16 林金菊
盛豐里 17 陳康豔香
盛豐里 18 邱賢治
盛豐里 19 謝蔡美華 高雄前鎮區盛豐里１９鄰修文街２０８巷１之３號
盛豐里 20 李珍松
盛豐里 21 王正雄
盛豐里 22 吳美香 高雄市前鎮區盛豐里２２鄰修文街２２６號５樓
盛豐里 23 王芃築
盛豐里 24 陳美秀
盛豐里 25 莊秋花
盛豐里 26 盧睿紳
盛豐里 27 陳麗華
盛豐里 28 卓淑華
盛豐里 29 于心怡
興中里 01 林媛媛
興中里 03 朱玉雲
興中里 04 彭開英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二路１３５巷６弄９號
興中里 05 徐美華
興中里 06 蘇富美
興中里 09 姜秀女
興中里 10 袁麗淑 興中里１０鄰二聖二巷２１之１號５樓
興中里 11 段秀美
興中里 12 王木貴
興中里 13 許林美悅
興中里 14 謝蘇貴英
興中里 16 李淑美
興中里 17 毛蘇良珠
興中里 18 許美清
興中里 19 楊富清
興中里 20 韓美香
興中里 21 張金珠
興中里 22 張學曾
興中里 23 陳秀麗
興中里 24 黃碧珠
興中里 25 楊施碧蓮 高雄市前鎮區興中里２５鄰一心二路５４巷９號六樓
興中里 26 曾素珠
興中里 27 許當明
興中里 28 劉桂菊
興中里 29 劉艷秋
興中里 30 何玉梅
興中里 31 裴幸業
興中里 32 劉來不 高雄市前鎮區興中里３２鄰一心二路１４巷１弄１號２樓
興中里 33 陳侯隨
興中里 34 蘇來旺
興東里 01 陳美莉
興東里 02 簡信義
興東里 03 劉德旺
興東里 04 葉吳秀雲
興東里 05 楊秋薇
興東里 06 江財福 高雄市前鎮區興東里６鄰南寧街１８４號
興東里 07 江玉梅
興東里 08 蔡忠義
興東里 09 吳蔡貴香
興東里 10 蔡垂宏
興東里 11 于碧華
興東里 12 王麒欽
興東里 13 張玉英
興東里 14 許力元
興東里 15 蘇峰興
興東里 16 蔡宗傑
興東里 17 黃昆保
興東里 18 羅照諒
興東里 19 楊寶月
興東里 20 陳中興
興東里 21 王張玉珠
興東里 22 方裕文
興東里 23 劉美惠
興東里 24 林銘訓
興東里 25 黃梅芬
興東里 26 王寶林
興東里 27 王金對
忠孝里 01 王周麗雪
忠孝里 03 劉嘉達
忠孝里 04 周鈺樺
忠孝里 05 趙鄭美英
忠孝里 06 廖惠君
忠孝里 07 江宗益
忠孝里 10 吳保春
忠孝里 11 梁林素卿
忠孝里 12 廖珮汝
忠孝里 13 黃秀惠
忠孝里 14 林文己
忠孝里 15 林耀彩
忠孝里 16 楊東燁
忠孝里 17 邱碧仙
忠孝里 18 吳碧月
忠孝里 19 賴淑芬
忠孝里 20 李艷宜
忠孝里 21 陳伶俐
忠孝里 22 姜丁安
忠孝里 23 陳麗娟
忠孝里 24 徐玉珠
忠孝里 25 吳立農
忠孝里 26 高潔如
忠孝里 27 王玉玲
忠孝里 28 林美枝
忠孝里 29 陳雲妹
復國里 01 陳怡任
復國里 02 姜登祥
復國里 03 楊燕玲
復國里 04 姜聰男 高雄市前鎮區復國里４鄰桂林街１２０巷５３號
復國里 05 黃惠靜
復國里 06 李財福
復國里 07 許文譯
復國里 08 黃秀美
復國里 09 蔡鄭涼
復國里 11 柳素雅
復國里 12 江明晉
復國里 13 陳進雄
復國里 15 吳水緄 復國里１５鄰桂林街５８巷４７號
復國里 16 洪美鼻
復國里 17 張郭素貞
復國里 18 洪秀雄 復國里１８鄰光華二路３７９號
復國里 19 黃崇儀
復國里 20 郭李月枝
復國里 21 鄭祥貴
復國里 22 陳美華
復國里 24 涂次櫻
復國里 25 林顏錦鳳
復國里 26 黃聖哲
復國里 27 高順來 高雄市前鎮區復國里２７鄰桂林街３２巷４號
復國里 28 周秀英
復國里 29 呂玉麟
復國里 30 甘冠秀
復國里 31 蕭如婷
復國里 32 林素禎
復國里 33 林李香枝
復國里 34 林素月
復國里 35 林莊翠瑛
竹內里 01 許秀寶
竹內里 02 劉華水
竹內里 03 黃英蓁
竹內里 04 洪智雄
竹內里 05 徐駱銀線
竹內里 06 徐文勇
竹內里 07 欒翁玉秀
竹內里 08 張永平
竹內里 09 嚴林雪紅
竹內里 10 蘇靖惠
竹內里 11 黃玉柱
竹內里 12 劉興德
竹內里 13 陳中財
竹內里 14 邱世和
竹內里 15 蘇元章
竹內里 16 姜蘇珠嫌
竹內里 17 詹小冬
竹內里 18 鍾天送
竹內里 19 吳霈盈
竹內里 20 陳仁叁
竹內里 21 蘇政三
竹內里 22 康蔡慧品
竹內里 23 陳美惠
竹內里 24 蘇李秀鳳
竹東里 01 陳吳金燕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三路２２１巷２弄１號
竹東里 02 陳福利
竹東里 03 涂美珠
竹東里 04 林楊月鶯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三路２２１巷４弄４號
竹東里 05 呂幸樺
竹東里 06 吳素鴦
竹東里 07 陳月治
竹東里 08 劉秀娟
竹東里 09 曾惠子
竹東里 10 蔡明賢 竹東里１０鄰英明一路１２４之１號
竹東里 11 吳欽乾 高雄市前鎮區英明一路７２巷１０弄６號４樓之１
竹東里 12 夏林艷麗 高雄市前鎮區英明一路７２巷１０弄５號
竹東里 13 潘蔡美英
竹東里 14 彭榮吉
竹東里 15 鍾平文
竹東里 16 劉銀彩
竹東里 17 顏陳麗容
竹南里 01 陳秋財

高雄市前鎮區興邦里16鄰翠亨北路520號
鎮邦街42號3樓
凱旋四路278號9樓
高雄市前鎮區興邦里19鄰凱旋四路286號14樓
凱旋四路310號2樓
高雄市前鎮區鎮中里1鄰鎮發街65巷9號
高雄市前鎮區前鎮街152號
鎮中里5鄰前鎮二巷211號
高雄市前鎮區前鎮街63之2號
鎮發街63號
鎮發街55巷29號
高雄市前鎮區前鎮二巷204號
鎮州路282巷11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中里13鄰前鎮街11號
前鎮街65之3號
新生路82之1號
鎮發街69巷68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北里2鄰鎮旺街13巷2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北里3鄰鎮旺街13巷11號
高雄市前鎮區車站後街14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北里6鄰鎮旺街102巷36號
高雄市前鎮區前鎮街117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旺街102巷21號
高雄市前鎮區車站後街31巷7號

鎮北里13鄰鎮旺街116號
高雄市前鎮區鎮北里14鄰前鎮街193號
高雄市前鎮區前鎮一巷16號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989號5樓之1
高雄市前鎮區忠純里2鄰中華五路991巷2號十樓之3
高雄市前鎮區忠純里3鄰中華五路991巷1號五樓之2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991巷4號11樓之4
高雄市前鎮區忠純里5鄰中華五路991巷6號6樓之3
高雄市前鎮區忠純里6鄰中華五路991巷3號6樓之1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991巷8號5樓之2
中華五路991巷5號11樓之3
高雄市前鎮區忠純里9鄰中華五路971號6樓之3
高雄市前鎮區忠純里10鄰中華五路969巷2弄2號4樓之1
高雄市前鎮區忠純里11鄰中華五路969巷2弄1號8樓之1
高雄市前鎮區忠純里12鄰中華五路969巷2弄4號4樓之2
高雄市前鎮區忠純里13鄰中華五路969巷2弄6號2樓之2
中華五路969巷2弄3號10樓之3
高雄市前鎮區忠純里15鄰中華五路969巷2弄8號十二樓之3
高雄市前鎮區忠純里16鄰中華五路969巷2弄5號6樓之4
中華五路969巷1弄9號二樓之3
高雄市前鎮區忠純里18鄰中華五路969巷1弄8號12樓之3
高雄市前鎮區忠純里19鄰中華五路969巷1弄11號2樓之4
高雄市前鎮區忠純里20鄰成功二路8之9號二樓

高雄市前鎮區忠純里22鄰中華五路947巷8號12樓之4
高雄市前鎮區忠純里23鄰中華五路947巷11號7樓之3
高雄市前鎮區忠純里24鄰中華五路947巷10號五樓之1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1007巷1號6樓
高雄市中華五路1007巷8號12樓
高雄市前鎮區忠純里27鄰中華五路1007巷18號3樓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1007巷26之1號
高雄市前鎮區忠純里29鄰中華五路1007巷42之1號二樓
中華五路963號4樓之3
中華五路969巷1弄1號6樓之2
高雄市前鎮區忠誠里3鄰中華五路969巷1弄2號6樓之3
中華五路969巷1弄3號7樓之4
中華五路969巷1弄5號5樓之3
中華五路969巷1弄4號10樓之3
中華五路969巷1弄7號3樓之4
中華五路969巷1弄6號11樓之1
中華五路949號10樓之2
中華五路947巷1號10樓之4
中華五路947巷2號3樓之1
中華五路947巷3號12樓之3
中華五路947巷5號7樓之1
中華五路947巷4號4樓之4
中華五路947巷7號7樓之4
中華五路947巷6號6樓之2
凱旋四路523巷1弄10號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523巷2弄1號二樓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523巷3弄8號四樓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523巷5弄1號2樓
凱旋四路523巷5弄4號4樓
高雄市前鎮區忠誠里24鄰凱旋四路523巷7弄5號三樓
高雄市前鎮區西山里２鄰復興新巷5號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新巷41號4樓
復興新巷63號2樓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新巷78號4樓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新巷89號3樓
高雄市前鎮區台鋁十五巷1號四樓
高雄市前鎮區台鋁十五巷18之1號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47號

高雄市前鎮區台鋁北巷40號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104號
游?卿 高雄市前鎮區西山里17鄰一德路83號

高雄市前鎮區台鋁一巷1之3號
高雄市前鎮區台鋁二巷3號
高雄市前鎮區西山里20鄰台鋁三巷6號
高雄市前鎮區西山里21鄰聖德二街8號
高雄市前鎮區西山里23鄰聖德二街12之2號
高雄市前鎮區西山里24鄰台鋁七巷11號
台鋁中巷22號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25號十一樓之3
高雄市前鎮區西山里27鄰民興街19號七樓
高雄市前鎮區台鋁九巷2號
台鋁十巷6-1號
高雄市前鎮區聖德二街21號
高雄市前鎮區西山里31鄰台鋁十二巷8號四樓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333之5號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里2鄰民權二路210巷3號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220巷6號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里4鄰沱江街123號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里5鄰民權2路360巷44號
沱江街187巷17號
高雄市前鎮區沱江街187巷2號
高雄市前鎮區少康街2號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一路287號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里10鄰沱江街166巷25號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里11鄰鄭和路34號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里12鄰沱江街154號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里13鄰沱江街138號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里14鄰民裕街49號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里15鄰管仲路20號六樓之1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里16鄰沱江街122號十七樓之3
高雄市前鎮區沱江街133號8樓
鄭和路55號24樓
高雄市前鎮區鄭和路67號18樓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里22鄰民權二路220巷5號26樓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里23鄰民權二路220巷13號22樓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55巷67號
高雄市前鎮區建隆里2鄰復興三路61巷2號
復興三路85號
中山二路55巷45弄25號2樓

中華五路760號6樓
高雄市前鎮區第一公有臨時市場10號
高雄市前鎮區建隆里9鄰前鎮第一公有臨時市場65號
高雄市前鎮區建隆街103號
高雄市前鎮區建隆里13鄰中山三路41之17號
修成街29巷6號

修文街38巷10號
高雄市前鎮區新光路1號15樓之1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89巷17之3號
高雄市前鎮區修文街46巷13弄3號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55巷14之2號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122巷33號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219巷17弄15之3號
文林街136號
獅興街36號
高雄市前鎮區新光路11號15樓之2
新光路21號9樓之6
高雄市前鎮區新光路21號18樓之1
中華五路1332巷5號2樓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1361巷21弄10號
高雄市前鎮區新光路21號36樓之6
高雄市前鎮區修文街30號
新光路21-2號
高雄市前鎮區文林街150號34樓之2

高雄市前鎮區修文街6號
高雄市前鎮區文林街38號13樓
中山二路7號12之2
復興三路97巷20號
高雄市前鎮區滇池街11號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40號
中山三路36號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民營市場巷22號
高雄市前鎮區修文街71號
中山三路108號
高雄市前鎮區良和里13鄰民瑞街3號
高雄市前鎮區民豐街14號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50號四樓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66號10樓
高雄市前鎮區良和里18鄰民權二路72號六樓
民壽街26號9樓
高雄市前鎮區民壽街32號5樓
沱江街21號十三樓
高雄市前鎮區沱江街35號13樓
高雄市前鎮區管仲路41號15樓
高雄市前鎮區良和里24鄰民權二路106號12樓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76號5樓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80號6樓之4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82號2樓之1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86號7樓
高雄市前鎮區沱江街22巷2之1號

林森三路15-1號
高雄市前鎮區林森三路60巷5號
高雄市前鎮區林森三路82巷3號
前鎮區西甲里滇池街28巷18號
高雄市前鎮區昆明街74號
崑明街52號

高雄市前鎮區滇池街106巷1號
文橫三路21號

高雄市前鎮區一德路36巷2弄7號
滇池街141號
高雄市前鎮區林森三路3號
崑明街2號
崑明街7巷8號
修文一街5號
前鎮區西甲里崑明街21號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135號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206號9樓之13
林森三路199之2號
高雄市前鎮區盛興里3鄰林森三路193巷36之1號
前鎮區林森三路193巷23之3號
高雄市前鎮區廣西路516之3號4樓

大禹街17號20樓
高雄市前鎮區盛興里8鄰林森三路160號十五樓
高雄市前鎮區盛興里林森三路148巷8號
高雄市前鎮區盛興里10鄰大禹街24之1號
高雄市前鎮區盛興里11鄰大禹街54號
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153號十樓之8
高雄市前鎮區盛興里13鄰三多三路155號6樓之8
三多三路159號二樓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208號14樓之1
高雄市前鎮區林森三路172號
一心二路252號13樓之9
高雄市前鎮區盛興里18鄰修文街251之4號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二路282號
高雄市前鎮區盛興里20鄰二聖二路285號
高雄市前鎮區聖興里21鄰修文街173巷4號五樓
高雄市前鎮區盛興里22鄰修文街153之4號
高雄市前鎮區盛豐里1鄰一心二路192之10號十一樓
高雄市前鎮區盛豐里2鄰南天街107之2號
高雄市前鎮區林森三路99號7樓
高雄市前鎮區林森三路107號
高雄市前鎮區林森三路124號
高雄市前鎮區盛豐里6鄰林森三路112巷13號
高雄市前鎮區林森三路112巷14號
高雄市前鎮區林森三路114號
高雄市前鎮區盛豐里9鄰修文街146巷14號
修文街154巷5-2號
高雄市前鎮區修文街150之3號
高雄市前鎮區盛豐里12鄰修文街162巷14之1號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311之2號

高雄市前鎮區盛豐里15鄰復興三路333號
修文街186-1號2F
高雄市前鎮區修文街194巷9號
高雄市前鎮區盛豐里18鄰修文街194巷8之5號

高雄市前鎮區盛豐里20鄰修文街208巷2號
高雄市前鎮區盛豐里21鄰二聖二路243號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二路234巷1號
高雄市前鎮區修文街228巷6號
高雄市前鎮區修文街242巷5號
高雄市前鎮區廣西路369巷4之2號
高雄市前鎮區盛豐里27鄰廣西路407號三樓
三多三路107號10樓
三多三路139號11樓之15
高雄市前鎮區興中里1鄰二聖二路225巷21弄16號
民權二路437號

高雄市前鎮區興中里5鄰復興三路180號
高雄市前鎮區興中里6鄰復興三路152號7樓
高雄市前鎮區興中里9鄰二聖二路225巷15弄2號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二巷1之1號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一巷23號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一巷10號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一巷21之1號
高雄市前鎮區興中里16鄰二聖二路195號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32巷2弄15號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14巷2弄9號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32巷2弄8號4樓
高雄市前鎮區興中里20鄰一心二路14巷2弄6號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6號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357之13號4樓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56號3樓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124號

一心二路32巷1弄13號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32巷1弄9號9樓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32巷1弄7號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36號5樓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26號4樓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14巷1弄7號6樓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32巷1弄4號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14巷1弄6號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三巷26號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二路57號
高雄市前鎮區興東里3鄰二聖二路1號
高雄市前鎮區天山路119號4樓
高雄市前鎮區興東里5鄰衡陽街67號

光華二路181號
高雄市前鎮區興東里8鄰天山路109號
高雄市前鎮區興東里9鄰天山路101號
高雄市前鎮區興東里10鄰嘉陵街45號
高雄市前鎮區衡陽街66號9樓
高雄市前鎮區興東里12鄰天山路1號
一心一路398之1號4樓
高雄市前鎮區興東里14鄰一心一路402之1號十二樓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一路406號16樓
天山路10巷9號12樓
高雄市前鎮區興東里17鄰長江街65號十六樓
長江街69號9樓
高雄市前鎮區興東里19鄰長江街66號十一樓
高雄市前鎮區興東里20鄰長江街68號11樓
高雄市前鎮區興東里21鄰天山路20巷3號十六樓
嘉陵街42-1號3樓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378號10樓之5
高雄市前鎮區興東里24鄰民權二路378號三樓之10
民權二路378之1號15樓之1
高雄市前鎮區興東里26鄰民權二路378之1號二十五樓之6
高雄市前鎮區興東里27鄰長江街82號
三多二路463之1號9樓
三多二路475巷3弄5號
桂林四巷33號
民權二路580巷1號
三多二路431號14樓
民權二路538號26樓
民權二路506號
育德路10巷10號3樓
廣西路332號
廣西路350號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238巷18號
復興三路256巷12號
育德路29號
育德路16巷1號3樓
三多三路17巷19號
育德路51巷6號
二聖二路124號
英德街899號
高雄市前鎮區梧州街18巷34號
梧州街4巷39號
廣西路296巷5號
三多二路475巷5弄9-1號
三多二路475巷2-5號
三多二路475巷4之10號
民權二路630之3號
三多二路475巷8之6號
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二路403號
高雄市前鎮區桂林街134巷31號
高雄市前鎮區桂林街134巷22號

高雄市前鎮區桂林街120巷46號
高雄市前鎮區桂林街114號
高雄市前鎮區復國里7鄰桂林街112巷52號
高雄市前鎮區桂林街102巷35號
高雄市前鎮區桂林街102巷46號
高雄市前鎮區忠民街58巷18號
高雄市前鎮區復國里12鄰忠民街6號
高雄市前鎮區桂林街82巷29之2號

高雄市前鎮區桂林街72巷50號
桂林街112巷63號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331號
高雄市前鎮區桂林街82巷54號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265號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二路52號
桂林街46巷11號三樓
高雄市前鎮區桂林街46巷10號2樓
高雄市前鎮區桂林街32巷15號

高雄市前鎮區桂林街18巷1之3號
高雄市前鎮區桂林街18巷16號
英德街802之1號14樓
高雄市前鎮區英德街849號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二路6巷2弄28號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二路6巷2弄21號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二路6巷1弄13號
高雄市前鎮區桂林街10號
凱旋三路109巷4號2樓
育樂路18巷40弄3號5樓
育樂路18巷47號
富樂街18號
富樂街37號
賢明路31巷33號
賢明路31巷2號
育樂路100號2樓之1
英明一路14巷2-1號
英明一路10號
凱旋三路183號
凱旋三路221巷1弄2號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三路221巷3弄1號
英明一路49號
英明一路66號
高雄市前鎮區英明一路72巷9弄2號
育樂路136巷32號
育樂路89巷1弄7號
育樂路89巷5弄17號
育樂路89巷1弄14號
和平二路110號
和平二路134巷5號
和平二路134巷2弄15號
和平二路134巷40弄19-1號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三路263號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三路293之1號

高雄市前鎮區英明一路73巷9號
高雄市前鎮區英明一路95巷15號
高雄市前鎮區英明一路111巷8號
高雄市前鎮區英明一路131巷7號
高雄市前鎮區竹東里9鄰英明一路77號

高雄市前鎮區英明一路72巷20弄16號
高雄市前鎮區英明一路72巷20弄20之4號
英明一路72巷20弄9號
高雄市前鎮區竹東里16鄰英明一路72巷26弄7之2號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一路67號
高雄市前鎮區竹南里1鄰籬仔內路42號



竹南里 02 林麗蘭
竹南里 03 顏秀霞
竹南里 04 陳清年
竹南里 05 林金柱
竹南里 06 彭國萍
竹南里 09 林呂秋香
竹南里 10 吳秀麗
竹南里 11 林阿嚴
竹南里 12 陳沈玉里
竹南里 13 趙秀美
竹南里 14 戴美麗
竹南里 15 潘素卿
竹南里 16 蔡連在
竹南里 17 張阿英
竹南里 19 張龔繡繪
竹南里 20 許心家
竹南里 21 江秀榛
竹南里 22 施金鑑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一路２２巷２８弄１號
竹南里 24 郭洪秀足
竹南里 25 李銘文
竹南里 27 高淑美
竹南里 28 陳麗寬
竹南里 29 葉新足
竹南里 30 李佩芬
竹南里 31 鍾穎明
竹南里 32 陳宇嫻
竹南里 33 陳冠妙
竹南里 34 黃麗梅
竹南里 35 朱玉如
竹南里 36 林素琴
竹北里 01 林吳金葉
竹北里 03 黃見明
竹北里 04 蔡瑞澤
竹北里 05 林陳雪珠
竹北里 06 王信男
竹北里 07 盧啟東
竹北里 08 呂文典
竹北里 09 侯一郎 高雄市前鎮區竹北里９鄰英德橫巷６８號３樓
竹北里 10 蔡紡
竹北里 11 莊蔡麗香
竹北里 12 蔡福來
竹北里 13 蘇綉娥
竹北里 14 涂耀承
竹北里 15 吳明川
竹北里 16 張繁枝
竹北里 17 黃雅鍴
竹北里 18 李玉梅
竹北里 19 林依璇
竹西里 01 李乾銘
竹西里 03 魏秀娥
竹西里 04 林淑萍
竹西里 05 蘇陳銀花
竹西里 06 梁淑惠
竹西里 07 曾義清
竹西里 08 王文政
竹西里 09 黃榮賢
竹西里 10 吳麗香
竹西里 11 黃林純梅
竹西里 12 陳良慈
竹西里 13 趙綉娟
竹西里 14 李進丁 高雄市前鎮區竹西里１４鄰汕頭街５７號
竹西里 15 賴思宇
竹西里 16 蘇好
竹西里 17 廖秀琴
竹西里 18 陳美華
竹西里 19 盧簡淑波
竹西里 20 林謝金雪
竹西里 21 曾敬智
竹西里 22 林秋香
竹西里 23 王政吉
竹西里 24 何陳金蓮
竹西里 25 王秋英
竹西里 26 林秀益 高雄市前鎮區竹西里２６鄰和平二路１２７號
竹西里 27 汪懷虞
竹西里 28 張朱昭鳳
竹西里 29 顏愛珍
竹中里 01 趙淑貞
竹中里 02 謝孟庭
竹中里 03 李育真
竹中里 04 邱金蘭
竹中里 05 盧鳳運
竹中里 06 曾加興
竹中里 07 曾錦德
竹中里 08 侯李秀華
竹中里 09 葉武頓
竹中里 10 鄭鳳珠 高雄市前鎮區竹中里１０鄰廣東三街４３８巷８號
竹中里 11 陳王秀珠
竹中里 12 邱再成
竹中里 13 黃美珠
竹中里 14 賴俊安
竹中里 15 李玉雲
竹中里 16 呂碧雲
竹中里 17 辛德國
竹中里 18 林清誥
竹中里 19 林蔡桃
竹中里 20 高宜杏
竹中里 21 歐春金
竹中里 22 林金玉
竹中里 23 李國正
瑞竹里 01 林量玉
瑞竹里 02 陳美
瑞竹里 04 賴乾圖
瑞竹里 05 陳李秀美
瑞竹里 06 陳楊梅雀
瑞竹里 07 王謝美香
瑞竹里 08 吳瑞光
瑞竹里 09 蔡文埜
瑞竹里 10 林楊粧
瑞竹里 11 陳日清
瑞竹里 12 李蕭秀霞
瑞竹里 13 蕭金生
瑞竹里 14 利新輝
瑞竹里 15 陳宜妙
瑞竹里 16 陳祥玲
瑞南里 01 黃鄭秋香
瑞南里 02 王呂來好
瑞南里 03 侯啟超
瑞南里 04 王秀麗
瑞南里 05 張仁成
瑞南里 07 陳清涼
瑞南里 08 賴天華
瑞南里 09 徐國倜
瑞南里 10 林國仁
瑞南里 11 陳黃綉葉
瑞南里 12 郭寶菊
瑞南里 13 張萬年
瑞南里 14 葉山鳴
瑞南里 15 莊奇水
瑞南里 16 劉童玉援
瑞南里 17 許健峰
瑞南里 18 張陳梅秀
瑞南里 19 黃盈利
瑞南里 20 林鳳雀
瑞南里 21 邱李敏
瑞南里 22 蘇金滿
瑞南里 23 顏源
瑞南里 24 吳勝男
瑞南里 25 簡文評
瑞南里 26 袁宗立
瑞南里 27 何林素鐘
瑞南里 28 林正順
瑞南里 29 邱黃淑貞
瑞南里 30 黃登科
瑞南里 31 黃超賢
瑞南里 32 楊春生
瑞南里 33 郭進財
瑞南里 34 許世榮
瑞豐里 01 黃蔡麗花
瑞豐里 02 黃呂秀惠
瑞豐里 03 蔡慧茹
瑞豐里 04 潘湯貴枝
瑞豐里 05 郭來居
瑞豐里 06 陳林淑治
瑞豐里 07 李淑芳
瑞豐里 08 丁裕原
瑞豐里 09 邱煌杰
瑞豐里 10 李保華
瑞豐里 12 郭秀假
瑞豐里 13 謝王美
瑞豐里 14 羅惠桂
瑞豐里 16 侯忠雄
瑞豐里 17 吳徐美玉
瑞豐里 18 陳朝祥
瑞豐里 19 余張春金
瑞豐里 20 尤淑貞
瑞豐里 21 林麗瓊
瑞豐里 22 辛春寶
瑞豐里 23 張見平
瑞豐里 24 簡陳錦釵
瑞豐里 25
瑞豐里 26 吳胡秀玲
瑞祥里 01 葉進發
瑞祥里 02 黃林葉 高雄市前鎮區瑞祥里２鄰班超路７２巷２弄１１號
瑞祥里 03 侯桂津 高雄市前鎮區瑞祥里３鄰崗山中街２７５號６樓
瑞祥里 04 陳媽龍 高雄市前鎮區瑞祥里４鄰崗山中街１９４巷１弄５號３樓
瑞祥里 05 王美樺 高雄市前鎮區瑞祥里５鄰隆興街６８巷１１號
瑞祥里 06 陳張月裡 高雄市前鎮區瑞祥里６鄰瑞誠街４１巷１２號
瑞祥里 07 劉品榆
瑞祥里 08 黃登枝 高雄市前鎮區瑞祥里８鄰瑞誠街８６號
瑞祥里 09 葉麗玉
瑞祥里 10 蔡振清
瑞祥里 11 蔡勳堅 高雄市前鎮區瑞祥里１１鄰崗山中街１８０巷１２號
瑞祥里 12 許碧蘭 高雄市前鎮區瑞祥里１２鄰崗山中街１８０巷１１號
瑞祥里 13 呂昭宏 高雄市前鎮區瑞祥里１３鄰崗山中街１８４號
瑞祥里 14 陳呂彩色 高雄市前鎮區瑞祥里１４鄰隆昌街４７號３樓
瑞祥里 15 鄭黃素菊 高雄市前鎮區瑞祥里１５鄰隆昌街１５號
瑞祥里 16 劉鳳美
瑞祥里 17 陳清地 高雄市前鎮區瑞祥里１７鄰隆興街６０號
瑞祥里 18 王萬祥
瑞祥里 19 蔡王金枝
瑞祥里 20 趙秀玲 高雄市前鎮區瑞祥里２０鄰崗山南街５２１號４樓
瑞祥里 21 張冠華
瑞祥里 22 洪宗智 高雄前鎮區瑞祥里２２鄰福祥街１０４號
瑞祥里 23 陳春香 高雄市前鎮區瑞祥里２３鄰隆興街６巷４號２樓
瑞祥里 24 林瑞鈴 高雄市前鎮區瑞祥里２４鄰福祥街４２號６樓
瑞祥里 25 吳若瑜
瑞祥里 26 林桂美
瑞祥里 27 王史秋菊
瑞東里 01 郭萬枝
瑞東里 02 陳魯桃紅 高雄市前鎮區瑞東里２鄰隆興街７５巷２６弄１６號
瑞東里 03 吳泰次
瑞東里 04 吳侲鋐
瑞東里 05 葉福星 高雄市前鎮區瑞東里５鄰瑞隆路４３７巷３號
瑞東里 06 林芳蘭
瑞東里 07 林碧蕙
瑞東里 08 曾貴枝
瑞東里 09 黃陳寶玉 高雄市前鎮區瑞東里９鄰崗山中街９７巷３３號
瑞東里 10 陳美華 高雄市前鎮區瑞東里１０鄰崗山中街１０１巷２２號
瑞東里 11 林文權
瑞東里 12 林國枬 高雄市前鎮區瑞東里１２鄰崗山中街１０３巷３１號
瑞東里 13 黃莊金花
瑞東里 14 張尾生 高雄市前鎮區瑞東里１４鄰崗山中街１１５巷１７號
瑞東里 15 郭益郎
瑞東里 16 陳清榮 高雄市前鎮區瑞東里１６鄰瑞東一街９號
瑞東里 17 林榮和 高雄市前鎮區瑞東里１７鄰瑞東一街２４號
瑞東里 18 陳吳換 高雄市前鎮區瑞東里１８鄰瑞東二街２７號
瑞東里 19 黃新發 高雄市前鎮區瑞東里１９鄰瑞隆路３８９號
瑞東里 20 郭芳庭
瑞和里 01 林劉菊招
瑞和里 02 張碧枝
瑞和里 03 吳坤火
瑞和里 04 卓美代
瑞和里 05 林瑞祥
瑞和里 06 劉天興
瑞和里 07 林茂生
瑞和里 08 蕭石鋸 瑞和里８鄰崗山中街２８巷４６號
瑞和里 09 蕭麗華
瑞和里 10 呂永耀
瑞和里 11 王登春
瑞和里 12 蘇安邦 高雄市前鎮區瑞和里１２鄰崗山中街８８巷２０號
瑞和里 14 廖燕芬
瑞和里 15 許春福
瑞和里 16 陳黃金珠 高雄市前鎮區瑞和里１６鄰崗山中街６８巷２號
瑞和里 17 梁黃月鶯 高雄市前鎮區瑞和里１７鄰公正路１２９號
瑞和里 18 鄭麗雲
瑞和里 19 蔡文正
瑞平里 01 李秀珠
瑞平里 02 鍾煥瑩
瑞平里 03 林金蓮 高雄市前鎮區瑞平里３鄰崗山南街４５９巷８８號
瑞平里 04 林怡雄
瑞平里 05 陳朝明
瑞平里 06 許春棉
瑞平里 07 郭蘇玉珠
瑞平里 08 陳元復
瑞平里 09 李辛月娥 高雄市前鎮區瑞平里９鄰崗山南街３５９巷２６號
瑞平里 10 侯柯春月
瑞平里 11 蔡淑卿
瑞平里 12 蔡后
瑞平里 13 魏琬玲
瑞平里 14 胡邱綿 高雄市前鎮區瑞平里１４鄰崗山西街２之９號
瑞平里 15 廖樹松
瑞平里 16 潘梅花 高雄市前鎮區瑞平里１６鄰崗山南街４２８巷１６號
瑞平里 17 張馨文
瑞平里 18 洪葉雪珠
瑞平里 19 邱金茂
瑞平里 20 王水西
瑞平里 21 李啟充
瑞平里 22 李文政
瑞平里 23 李陳金柳
瑞平里 24 黃碧秋
瑞平里 25 林全寶
瑞平里 26 蔡其麗
瑞平里 27 蔡美鳳
瑞隆里 01 梁國政
瑞隆里 02 楊金柱
瑞隆里 03 黃正純
瑞隆里 04 李清江
瑞隆里 05 劉金吉
瑞隆里 06 陳戴昭見
瑞隆里 07 黃文祥
瑞隆里 08 許雲英
瑞隆里 09 劉美蘭
瑞隆里 10 林李水月
瑞隆里 11 陳寶桂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里１１鄰瑞隆路３２７巷２２之３號
瑞隆里 12 黃蕭花
瑞隆里 13 莊添富
瑞隆里 14 許邱双
瑞隆里 15 陳黃麗香
瑞隆里 16 陳劉月雲
瑞隆里 17 黃秀娥
瑞隆里 18 黃玉蘭
瑞隆里 19 林立泰
瑞隆里 20 蔡宜璇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里２０鄰瑞達街２３號
瑞隆里 21 李萬龍
瑞隆里 22 孫文秋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里２２鄰瑞雄街７９巷１號
瑞隆里 23 李連山 瑞隆里２３鄰永豐路７號
瑞北里 01 陳朱秋梅
瑞北里 02 王美蓮
瑞北里 03 黃火諒 高雄市前鎮區瑞北里３鄰精忠街６９號
瑞北里 04 吳林險 高雄市前鎮區瑞北里４鄰精忠街６２號
瑞北里 05 林徐秀子 高雄市前鎮區瑞北里５鄰瑞愛街１０２號
瑞北里 06 周粱碧瓊 高雄市前鎮區瑞北里６鄰瑞西街１８０號
瑞北里 07 蔡邱金美 高雄市前鎮區瑞北里７鄰瑞北路２７８巷３９號
瑞北里 08 廖協成
瑞北里 09 鄭清油 高雄市前鎮區瑞北里９鄰瑞孝街８３巷１６號
瑞北里 10 顏吉松 高雄市前鎮區瑞北里１０鄰精忠街１１２號
瑞北里 11 黃桂卿
瑞北里 12 柯黃綉綿 高雄市前鎮區瑞北里１２鄰瑞北路２２２巷７號
瑞北里 13 吳鄉音
瑞北里 14 蔡花容
瑞北里 15 蔡月娥
瑞北里 16 陳玉好
瑞北里 17 黃曾煥美 高雄市前鎮區瑞北里１７鄰瑞西街２０８號
瑞北里 18 歐聰泉 高雄市前鎮區瑞北里１８鄰精忠街１３３巷１４號
瑞北里 19 黃國義 高雄市前鎮區瑞北里１９鄰精忠街１４６號
瑞北里 20 陳碧惠
瑞北里 21 劉陳錦敏 高雄市前鎮區瑞北里２１鄰瑞忠街８１號
瑞北里 22 陳安臺
瑞北里 23 官黃英碧 高雄市前鎮區瑞北里２３鄰精忠街１４７之３號
瑞北里 24 張蔡素珍 高雄市前鎮區瑞北里２４鄰瑞興街１９９之１１號
瑞北里 25 陳麗香
瑞北里 26 黃陳素梅
瑞北里 27 朱瑞源 高雄市前鎮區瑞北里２７鄰瑞北路２７１巷２弄１號２樓
瑞北里 28 黃靖國
瑞北里 29 吳劉靜華
瑞西里 01 劉朱長妹
瑞西里 02 顏杏如
瑞西里 03 康玉香 高雄市前鎮區瑞西里３鄰瑞和街２９６巷４弄９號
瑞西里 04 朱明朝
瑞西里 05 洪文清
瑞西里 06 高旭光
瑞西里 07 朱氏紅貞
瑞西里 08 郭李數珠
瑞西里 09 黃訓紫
瑞西里 10 趙清原
瑞西里 11 楊秀英
瑞西里 12 張松渭
瑞西里 13 李文堯
瑞西里 14 謝金獅
瑞西里 15 謝玉珠
瑞西里 16 羅惠猛 高雄市前鎮區瑞西里１６鄰瑞祥街３巷４６號
瑞西里 17 沈陳春美
瑞西里 18 李顏月照
瑞西里 19 王應順
瑞西里 20 邱陳麗花
瑞西里 21 戴麗琴
瑞西里 22 周黃月珠
瑞西里 23 林蔡美玉
瑞西里 24 郭王寶蓮
瑞崗里 01 陳春風
瑞崗里 02 方天男
瑞崗里 03 曾立群
瑞崗里 04 杜莫春子
瑞崗里 05 吳秋芳
瑞崗里 06 陳進福 高雄市前鎮區瑞崗里６鄰瑞隆路４２０號
瑞崗里 07 陳富仔
瑞崗里 08 吳慶森 高雄市前鎮區瑞崗里８鄰瑞隆路３４４巷８之３號
瑞崗里 09 陳慧玲
瑞崗里 10 張志堅
瑞崗里 11 許正宇
瑞崗里 12 簡春岩
瑞崗里 13 王書永
瑞崗里 14 黃梅菊
瑞崗里 15 蕭鳳珠
瑞崗里 16 洪月裡 瑞崗里１６鄰瑞隆路３９２號
瑞崗里 17 蔡娟娟
瑞崗里 18 葉蔡秀靖
瑞崗里 19 黃顏秀花
瑞崗里 20 蘇秀珠
瑞崗里 21 吳兌
瑞興里 01 李施素嫩
瑞興里 02 陳春煌
瑞興里 03 顧洪金針
瑞興里 04 楊陳織 高雄市前鎮區瑞興里４鄰公正路２４８號
瑞興里 05 陳黃瓊華
瑞興里 06 蔡戴秀金 高雄市前鎮區瑞興里６鄰瑞信街１１６巷２８號
瑞興里 07 鐘陳美玲
瑞興里 08 李徐阿靖
瑞興里 09 邱華妹
瑞興里 10 郭姜秀金
瑞興里 11 鍾昭金 高雄市前鎮區瑞興里１１鄰瑞恩街１７號
瑞興里 12 洪謝梅
瑞興里 13 趙洪綉妹
瑞興里 14 羅紫熒 高雄市前鎮區瑞興里１４鄰瑞祥街２巷１６號
瑞興里 15 蔡徐玉枝
瑞興里 16 林吳月華
瑞興里 17 戴玲玉
瑞興里 18 張秀枝
瑞興里 19 陳蜜桃
瑞誠里 01 鄭陳秀葉
瑞誠里 02 張心義
瑞誠里 03 張耀南
瑞誠里 04 陳進國
瑞誠里 05 陳成化
瑞誠里 06 黃玉盆
瑞誠里 07 紀季吟
瑞誠里 08 林木柱
瑞誠里 09 莊月華
瑞誠里 10 周江素娥
瑞誠里 11 林德福
瑞誠里 12 許冬霞
瑞誠里 13 洪麗美
瑞誠里 14 蘇梅霞 高雄市前鎮區瑞誠里１４鄰瑞興街２１６之２號
瑞誠里 15 孫蔡美裡
瑞文里 01 許家和
瑞文里 02 葉榮裕
瑞文里 03 陳崑山
瑞文里 04 莊榮基
瑞文里 05 謝王實
瑞文里 06 何吳芳春
瑞文里 07 孫徐辰瑩
瑞文里 08 陳秀蓁
瑞文里 09 吳翠蓉
瑞文里 10 王清綠
瑞文里 11 林麗娟
瑞文里 12 陳玉霞
瑞文里 13 王許秀卿
瑞文里 14 張瑞霞
瑞文里 15 李羅丹桂
瑞文里 16 江秀梅
瑞華里 01 黃秋菊
瑞華里 02 丁吳玉英
瑞華里 03 陳家鑫 高雄市前鎮區瑞華里３鄰崗山北街３３７號８樓
瑞華里 04 蔣欣珊
瑞華里 05 李振良 高雄市前鎮區瑞華里５鄰瑞福路１７８號
瑞華里 06 林立欣
瑞華里 07 陳淑蓉
瑞華里 08 蕭張錦柳 高雄市前鎮區瑞華里８鄰武營路１６５巷４８號
瑞華里 09 邱林秋霜
瑞華里 10 鄭榮賓 高雄市前鎮區瑞華里１０鄰瑞華街４８號５樓
瑞華里 11 蔡謝滿足
瑞華里 12 林金英
瑞華里 13 陳美雲

高雄市前鎮區育樂路20號13樓之1
高雄市前鎮區憲德街43號
籬仔內路188巷13號
高雄市前鎮區育群街239巷22弄8號
育群街258號
高雄市前鎮區育群街266巷52弄1號
高雄市前鎮區育群街266巷31號4樓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一路148號
高雄市前鎮區育群街281號
高雄市前鎮區育群街273巷42號
高雄市前鎮區和平二路58之6號8樓
高雄市前鎮區育群街287號
高雄市前鎮區育群街292巷2弄2號
高雄市前鎮區育群街292巷1弄2號
一心一路22巷37弄13號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三路45巷31號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三路45巷10號

凱旋三路39號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三路89號
高雄市前鎮區育樂路20號20樓之5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三路267號15樓之3
光華三路249號7樓
鄭和南路426號十二樓之2
鄭和南路359號21樓
光華三路229號9樓
光華三街205號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三路185號9樓之2
管仲南路356號6樓之3
高雄市前鎮區竹南里36鄰管仲南路370號8樓
高雄市前鎮區和平二路212號
前鎮區英德街19巷7號
高雄市前鎮區竹北里4鄰英德街19巷8號五樓
前鎮區英明路143-1號
高雄市前鎮區竹北里6鄰英明路95之3號
高雄市前鎮區竹北里7鄰英德橫巷2弄43號四樓
英德橫巷2弄22號3樓

高雄市前鎮區竹北里10鄰英德街43號
高雄市前鎮區竹北里11鄰英德街36號
高雄市前鎮區英德街80號
建華街12之3號
高雄市前鎮區竹北里14鄰英明路145巷51號
高雄市前鎮區竹北里15鄰建華街14巷6號
高雄市前鎮區竹北里16鄰建華街14巷10弄13之2號
前鎮區和平二路300巷10弄13號
高雄市前鎮區和平二路246號
和平二路254號3樓之16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一路198號
高雄市前鎮區廣東三街3巷14號
高雄市前鎮區竹西里4鄰廣東三街12號
高雄市前鎮區竹西里5鄰一心一路202巷39弄10號
高雄市前鎮區竹西里6鄰一心一路202巷37弄5號
高雄市前鎮區竹西里7鄰一心一路202巷62號
高雄市前鎮區竹西里8鄰一心一路190巷71號
高雄市前鎮區竹西里9鄰一心一路190巷34號
高雄市前鎮區竹西里10鄰和平二路77號
高雄市前鎮區竹西里汕頭街37巷1號
高雄市前鎮區竹西里12鄰廣東三街41號
高雄市前鎮區竹西里13鄰廣東三街11號

高雄市前鎮區竹西里15鄰廉江街7號
高雄市前鎮區竹西里16鄰粵江街112號
高雄市前鎮區竹西里17鄰廣東三街135號
高雄市前鎮區竹西里18鄰廣東三街79號五樓之2
高雄市前鎮區竹西里19鄰和平二路123之2號四樓
高雄市前鎮區黃埔街26號
高雄市前鎮區廣東三街152巷18號
高雄市前鎮區廣東三街176號
高雄市前鎮區竹西里23鄰廣東三街170巷7號
高雄市前鎮區竹西里24鄰溫江街15巷21號
高雄市前鎮區竹西里25鄰溫江街12號二樓

高雄市前鎮區竹西里27鄰光華二路40號12樓
高雄市前鎮區廉江街47號5樓之2
高雄市前鎮區竹西里29鄰汕頭街79號七樓之3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一路196巷1號
二聖一路206巷1號
高雄市前鎮區竹中里3鄰和平二路227巷17號十一樓
和平二路227巷25弄1號二樓
凹雄室前鎮區竹中里5鄰英德街110號
高雄市前鎮區廣東三街400巷6號
高雄市前鎮區廣東三街400巷21之4號
高雄市前鎮區竹中里8鄰廣東三街420巷24號
高雄市前鎮區竹中里9鄰廣東三街420巷19之2號

高雄市前鎮區竹中里11鄰廣西路39號
高雄市前鎮區廣西路1巷4號
高雄市前鎮區竹中里13鄰和平二路281號
英德街717巷11號
英德街717巷16號
高雄市前鎮區英德街737巷18號
高雄市前鎮區竹中里17鄰英德街737巷34弄6之4號
高雄市前鎮區竹中里18鄰英德街757巷3號
高雄市前鎮區竹中里19鄰廣州三街54號
廣州三街391號
高雄市前鎮區英德街772巷14號
高雄市前鎮區英德街800巷17號
高雄市前鎮區竹中里23鄰光華二路278號
凱旋四路1047巷2號
籬仔內路22號
籬仔內路1巷16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竹里籬仔內路40號
高雄市前鎮區凱得街209號
凱旋市場巷73號
凱旋四路913號
瑞南街58之1號6樓
高雄市前鎮區瑞竹里10鄰凱得街160巷2弄8號
瑞竹里11鄰凱得街187巷17號
籬仔內路95-1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竹里13鄰籬仔內路89巷2弄8號
凱旋市場巷13號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市場巷91號
瑞吉街75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南里1鄰瑞南街8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南街1巷5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南里3鄰瑞南街1巷46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南街2巷22號
瑞南街2巷49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南街3巷38號
瑞南街3巷84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賢街113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南里10鄰瑞田街49巷2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田街49巷25號
瑞春街59巷2號3樓
高雄市前鎮區瑞春街69巷5號4樓
高雄市前鎮區瑞南里14鄰瑞春街69巷16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賢街110巷8號
崗山中街545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聖街86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聖街9號
瑞聖街20號
瑞春街93巷37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春街99巷43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南里22鄰瑞政街60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南里23鄰瑞政街92號
高雄市前鎮區崗山中街546巷10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政街107號
高雄市前鎮區忠誠路227號
高雄市前鎮區忠誠路289號
高雄市前鎮區忠誠路274號
班超路12號
高雄市前鎮區保泰路15巷10-2號
高雄市前鎮區保泰路47號
高雄市前鎮區班超路18巷29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春街57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春街71號
隆興街59巷3號
隆興街45巷26號
隆興街45巷17號
憲德戲院巷1號
高雄市前鎮區隆興街11巷22號
凱旋四路932號
凱旋四路950號4樓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635巷25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635巷31號
瑞隆路607巷45弄2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豐里12鄰瑞隆路607巷37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豐里13鄰瑞隆路607巷28號
崗山西街301巷10號
高雄市前鎮區崗山西街301號
崗山西街293號
隆興街73巷5號
崗山西街301巷13號
瑞隆路607巷49號
隆斌街88號
高雄市前鎮區福祥街101巷15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豐里23鄰福祥街129號
高雄市前鎮區班超路90巷1號

許玉?+蘭 高雄市前鎮區瑞豐里25鄰班超路82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豐里26鄰班超路72巷5號四樓
班超路72巷2弄29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祥里7鄰崗山西街75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誠街63號
高雄市前鎮區崗山中街174巷13號

隆昌街12號

高雄市前鎮區崗山南街497巷8號
高雄市前鎮區崗山南街499號4樓

高雄市前鎮區福祥街10巷60號七樓之1

高雄市前鎮區瑞祥里25鄰福祥街10巷77號4樓
高雄市前鎮區崗山中街212號3樓
高雄市前鎮區福祥街60號9樓
高雄市前鎮區瑞東里1鄰崗山西街260號

隆興街124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東里4鄰瑞隆路503巷11號

瑞隆路427巷12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東里7鄰崗山中街87巷35號
高雄市前鎮區崗山中街97巷6號

崗山中街101巷9號

崗山中街115巷40號

高雄市前鎮區崗山西街186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東里20鄰崗山中街1號5樓
高雄市前鎮區崗山西街96號
高雄市前鎮區崗山中街160巷15號
高雄市前鎮區崗山中街160巷46號
高雄市前鎮區崗山中街150巷51號
高雄市前鎮區崗山中街150巷60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和里6鄰崗山中街130巷27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和里7鄰崗山中街130巷22號

高雄市前鎮區崗山中街108號
高雄市前鎮區崗山中街102巷35號
高雄市前鎮區崗山中街102巷64號

高雄市前鎮區崗山中街82巷15號
高雄市前鎮區崗山中街82巷16號

高雄市前鎮區公正路114號
崗山橫街73號
高雄市前鎮區崗山西街54號
高雄市前鎮區崗山南街459巷48號

高雄市前鎮區崗山南街449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平里5鄰崗山南街429巷26號
高雄市前鎮區崗山南街413巷33號
高雄市前鎮區崗山南街413巷14號
高雄市前鎮區崗山南街359巷1號

崗山南街345號
高雄市前鎮區崗山南街343巷35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平里12鄰公正路49號
高雄市前鎮區保泰路165號四樓

高雄市前鎮區崗山南街450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平里17鄰崗山南街428巷1弄14號
高雄市前鎮區崗山南街402巷26號
高雄市前鎮區崗山南街374巷6弄4號
高雄市前鎮區崗山南街354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平里21鄰保泰路237號
高雄市前鎮區保泰路281-1號
高雄市前鎮區保泰路283巷5號
高雄市前鎮區崗山南街296-2號4樓
高雄市前鎮區瑞平里25鄰公正路30號
高雄市前鎮區武慶一路2之6號五樓
公正路9號6樓
保泰路536號4樓
高雄市前鎮區崗山南街9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里3鄰瑞隆路187號
崗山南街37之1號
瑞隆路207巷24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207巷15號
瑞隆路221巷39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221巷38號
高雄市前鎮區永豐路43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265巷10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里12鄰瑞隆路327巷7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339巷7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351巷9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里15鄰崗山橫街78號
高雄市前鎮區崗山南街277巷7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里17鄰武慶一路22巷13號
高雄市前鎮區崗山橫街12號
瑞雄街16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雄街56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北里1鄰武德街142號
武德街140巷3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北里瑞北路206號4樓

高雄市前鎮區精忠街１１４巷２弄２-１號

高雄市前鎮區精忠街122-4號
精忠街132巷1之2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忠街120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北路222巷22號

精忠路162巷6弄12號

瑞西街224號

高雄市前鎮區精忠街162巷17弄6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祥街157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北里瑞孝街55號9樓
瑞祥街111號8樓
高雄市前鎮區瑞西里1鄰瑞西街18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西里2鄰瑞和街296巷19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西里4鄰瑞和街296巷6弄4號
瑞和街280巷43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西里6鄰瑞和街280巷42號
瑞和街270巷31號
瑞和街270巷16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發街77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和街220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西里11鄰瑞和街178號
瑞祥街1巷3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西里13鄰瑞祥街3巷2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西里14鄰瑞祥街5巷21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西里15鄰瑞祥街5巷29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祥街5巷54號
瑞祥街5巷67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西里19鄰武德街115號
瑞祥街3巷84號
精忠街21號
武德街153巷37號
高雄市前鎮區武德街153巷42號
瑞西街62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568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和街223號
隆興街137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剛里4鄰瑞和街143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478號14樓之2

高雄市前鎮區瑞崗里7鄰瑞隆路410巷16號

武慶一路169巷18號
瑞崗二街17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和街119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398巷24號
高雄市前鎮區隆興街146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和街67號2樓
高雄市前鎮區瑞和街41號

瑞義街39號
高雄市前鎮區武慶一路151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崗里19鄰瑞義街194號
瑞義街184號
公正路186號
武慶一路241巷6號4樓
瑞信街62號
瑞和街38巷31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興里5鄰瑞北路111巷23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興里7鄰武慶一路253號
瑞北路147號
高雄市前鎮區公正路291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恩街14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恩街47號
瑞和街124號

瑞祥街2巷15號
瑞祥街4巷8號3樓
高雄市前鎮區瑞祥街4巷15號
瑞祥街30號
瑞愛街7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興街18巷6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興街102巷38號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路86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興街106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誠里5鄰二聖路96號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路187號4樓
高雄市前鎮區瑞興街148巷3弄3號5樓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路190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興街168之7號4樓
瑞興街174巷2弄3號二樓
高雄市前鎮區瑞興街174巷3弄2號5樓
高雄市前鎮區瑞誠里12鄰二聖路221號5樓
高雄市前鎮區瑞興街208號8樓

高雄市前鎮區瑞誠里15鄰瑞興街238號四樓之1
武慶二路5號
瑞興街7巷44號
瑞興街31巷2號
瑞興街31巷10號
瑞興街31巷18號
瑞北路120巷36號
瑞北路122號
康寧街26號5樓
瑞祥街158號
瑞忠街9號
瑞恩街113號
瑞恩街114號
瑞孝街46號
瑞文街48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孝街45號
瑞祥街82號
瑞泰街142號6樓
崗山北街351巷32號

瑞北路48號11樓

瑞福路222號7樓
崗山北街203號

武營路65號

崗山東街212巷48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華里12鄰崗山東街202巷4號
高雄市前鎮區崗山東街202巷6弄8-1號



瑞華里 14 陳秀玉
瑞華里 15 陳全福
瑞華里 16 陳慶讚
瑞華里 17 謝山雄 高雄市前鎮區瑞華里１７鄰瑞華街７號
瑞華里 18 陳登標
瑞華里 19 吳文永
瑞華里 20 洪李玉
瑞華里 21 潘素貞
瑞昌里 01 蔡戴梅香
瑞昌里 02 蘇歐純 高雄市前鎮區武慶一路２７２巷８號２樓
瑞昌里 03 楊淑梅
瑞昌里 04 陳秋雄
瑞昌里 05 蕭蓮櫻
瑞昌里 06 吳許素雲
瑞昌里 07 劉麗珠
瑞昌里 08 月惠敏
瑞昌里 09 蔡王寶川
瑞昌里 10 王秀英
瑞昌里 11 陳張美惠
瑞昌里 12 陳梅蘭
瑞昌里 13 林邱換花
瑞昌里 14 陳黃菊梅 高雄市前鎮區瑞昌里１４鄰崗山東街１９３巷４號
瑞昌里 15 洪素貞
瑞昌里 16 王玉榮
瑞昌里 17 陳秀美
瑞昌里 18 莊來旺 高雄市前鎮區瑞昌里１８鄰瑞隆路１９４巷４弄１號
瑞昌里 19 林連教
瑞昌里 20 鄭朝升
瑞昌里 21 周碧蓮
瑞昌里 22 張來足

瑞北路63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泰街95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泰街140巷7號11樓

高雄市前鎮區瑞華街2號
崗山東街十巷3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華里20鄰瑞安街2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福街196巷6號9樓
高雄市前鎮區武慶一路308號

高雄市前鎮區武慶一路254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昌里4鄰武慶一路264號
瑞昌里5鄰武慶一路248巷23號
高雄市前鎮區武慶一路194巷5號
高雄市前鎮區武慶一路194巷14弄31號
高雄市前鎮區永豐路195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222巷7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222巷52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昌里１１鄰永豐路121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208巷14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208巷49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昌里15鄰瑞隆路194巷43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172之9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194巷2弄3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194巷4弄28號
瑞隆路194巷6弄2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泰街37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泰街19巷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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