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六龜區鄰長名冊 

 里別 鄰別 姓名 戶籍地址 

新威里 01 邱國順 六龜區新威里新威六之二號 

新威里 02 邱徐冬妹 六龜區新威里新威三十一之一號 

新威里 03 邱國祥 高雄市六龜區新威里新威70號 

新威里 04 陳庚辛 六龜區新威里新威89號 

新威里 05 簡再興 六龜區新威里新威九六號 

新威里 06 陳秀福 六龜區新威里新威一０二號 

新威里 07 邱傅德銀 六龜區新威里新威107號 

新威里 08 黃鼎真 六龜區新威里新威一一三之一號 

新威里 09 陳運慶 六龜區新威里新威一二六號 

新威里 10 黃鼎元 六龜區新威里新威一三四號 

新威里 11 張玉林 六龜區新威里新威一六一號 

新威里 12 邱宋秀妹 六龜區新威里新威177號 

新興里 01 葉運金 六龜鄉新興村新威二一二之三二號 

新興里 02 莊永富 高雄市六龜區新興里新威235號 

新興里 03 黃英機 高雄市六龜區新興里3鄰新威246號 

新興里 04 徐添興 高雄市六龜區新興里4鄰新威258號 

新興里 05 邱潤財 六龜鄉新興村新威264號 

新興里 06 詹錦春 六龜鄉新興村新威273-2號 

新興里 07 葉廣雄 六龜鄉新威293-10號 

新興里 08 吳貴郎 六龜鄉新興村二坡5號 

新興里 09 陳志煌 高雄市六龜區新興里9鄰二坡15號 

新興里 10 黃金龍 六龜區新興里二坡30號 

新興里 11 潘仁和 六龜鄉新興村二坡四四號 

新興里 12 江金文 高雄市六龜區新興里二坡57號 

新寮里 01 邱添金 六龜鄉新寮村三民路四號 

新寮里 02 吳芳菊 高雄市六龜區新寮里2鄰三民路30號 

新寮里 03 邱廖文慧 高雄市六龜區新寮里三民路36號 

新寮里 04 陳金水 六龜鄉新寮村三民路四六號 

新寮里 05 徐邱靜玲 六龜鄉新寮村三民路五一號 

新寮里 06 邱徐素琇 六龜鄉新寮村三民路77號 

新寮里 07 邱宏隆 高雄市六龜區新寮里三民路84號 

新寮里 08 朱發生 高雄市六龜區新寮里三民路93-2號 

新寮里 09 黃璟義 高雄市六龜區新寮里三民路112號 

新寮里 10 黃德雲 高雄市六龜區新寮里三民路119號 

新發里 01 吳燕鳳 高雄市六龜區新發里1鄰獅山9號 



新發里 02 王春貴 六龜區新發里獅山巷24號 

新發里 03 潘文能 六龜區新發里獅山巷40號 

新發里 04 朱連基 六龜區新發里獅山巷68-9號 

新發里 05 吳春嬌 六龜區新發里和平路3號 

新發里 06 潘遠鐘 高雄市六龜區新發里和平路22號 

新發里 07 徐信田 六龜鄉新發村和平路七鄰43號 

新發里 09 楊清涼 六龜區新發里和平路九鄰六十六號 

新發里 10 劉俊雄 六龜區新發里10鄰和平路97號 

新發里 11 王建隆 高雄市六龜區新發里11鄰和平路131號 

新發里 12 洪誌聲 高雄市六龜區新發里12鄰和平路151之25號 

新發里 13 吳文雄 六龜區新發里和平路一三鄰一九三號 

新發里 15 謝國正 高雄市六龜區新發里15鄰和平路221之2號 

新發里 16 簡來源 高雄市六龜區和平路237號 

新發里 17 劉佳東 高雄市六龜區新發里和平路265號 

新發里 18 林阿戀 高雄市六龜區新發里18鄰和平路281號 

新發里 19 王建忠 六龜區新發里和平路二八九號 

新發里 20 戴瑞宜 六龜區新發里和平路305號 

新發里 21 粘瓊云 六龜區新發里新開5-1號 

新發里 22 黃義雲 高雄市六龜區新發里22鄰新開33-1號 

新發里 24 林福助 高雄市六龜區新發里新開73號 

新發里 25 呂麗香 高雄市六龜區新發里新開90-8號 

新發里 26 邱錦富 六龜區新發里新開108號 

荖濃里 01 江浩平 高雄市六龜區荖濃里水冬瓜15號 

荖濃里 02 王建明 高雄市荖濃里水冬瓜29之3號 

荖濃里 03 簡清白 六龜區荖濃里水冬瓜52-1號 

荖濃里 04 蘇文龍 六龜區荖濃里水冬瓜68號 

荖濃里 05 劉嘉株 六龜區荖濃里合興5號 

荖濃里 07 向揚 六龜區荖濃里合興68號 

荖濃里 08 潘映璇 六龜區荖濃里南橫路8巷3-5號 

荖濃里 09 劉文全 六龜鄉荖濃村南橫路16-1號 

荖濃里 10 劉榮坤 六龜區荖濃里南橫路28號 

荖濃里 11 王文舉 六龜區荖濃里南橫路37號 

荖濃里 12 潘順正 六龜區荖濃里南橫路86號 

荖濃里 13 江秋同 高雄市六龜區荖濃里南橫路118巷1之1號 

荖濃里 14 柯伯文 高雄市六龜區荖濃里14鄰南橫路128巷15之3號 

荖濃里 15 朱民雄 六龜區荖濃里南橫路109號 

荖濃里 16 蔡吟悅 高雄市六龜區荖濃里16鄰南橫路81號 

荖濃里 17 劉利通 六龜區荖濃里裕濃路63巷12號 

荖濃里 18 詹秋夏 六龜區荖濃里裕濃路25巷6-1號 



荖濃里 19 陳文鄉 六龜區荖濃里裕濃路81巷8號 

荖濃里 20 潘明田 六龜區荖濃里頂濃路16號 

荖濃里 21 葉福全 六龜區荖濃里頂濃路49巷5號 

荖濃里 22 王壽祿 六龜區荖濃里頂濃路37之3號 

荖濃里 23 潘美淑 六龜區荖濃里頂濃路49巷18-1號 

荖濃里 24 林金秀鑾 高雄市六龜區荖濃里第24鄰頂濃路50號 

荖濃里 25 潘春夏 六龜區荖濃里頂濃路62巷5號 

荖濃里 26 陳振和 六龜區荖濃里頂濃路74巷9之1號 

荖濃里 27 王中科 六龜區荖濃里頂濃路83號 

六龜里 01 陳駿榮 高雄市六龜區六龜里1鄰民治路15巷5之18號 

六龜里 02 邱江文蓮 六龜區 六龜里民治路15巷2之6號 

六龜里 03 朱宜懷 六龜區六龜里民治路1之6號 

六龜里 04 宋陳春綢 六龜區六龜里民治路2之25號 

六龜里 05 盧錫彬 六龜區六龜里民生路3號 

六龜里 06 柯黃旦 六龜區六龜里華南街8號 

六龜里 07 黃櫻菊 六龜區六龜里華南街4號 

六龜里 08 邱宏信 六龜區六龜里平和巷19號 

六龜里 09 黃榮貴 六龜區六龜里華中街37號 

六龜里 10 陳銀財 六龜區六龜里華中街40號 

六龜里 11 陳潘尾粉 六龜區六龜里華中街10號 

六龜里 12 汪素蓮 六龜區六龜里華北街17號 

六龜里 13 鍾何貴珍 六龜區六龜里華北街23號 

六龜里 14 黃王金香 六龜區六龜里民生路69巷2-1號 

六龜里 15 王定陸 六龜區六龜里華中街58巷3號 

六龜里 16 柯文隆 六龜區六龜里華中街58巷5號 

六龜里 17 何萬金 六龜區六龜里華北街37號 

六龜里 18 潘素月 六龜區 六龜里育樂巷23號 

六龜里 19 郭文輝 六龜鄉六龜里 華北街50號 

六龜里 20 邱振貴 六龜區六龜里 紅水坑13號 

六龜里 21 王忠居 高雄市六龜區紅水坑27號 

義寶里 01 芮劉未妹 六龜區義寶里光復路12號 

義寶里 02 鍾照明 六龜區義寶里光復路88號 

義寶里 03 黃國展 六龜區義寶里光復路154之1號 

義寶里 04 姚月雲 六龜區義寶里光復路164-1號 

義寶里 05 劉陳金鳳 六龜區義寶里光復路151號 

義寶里 06 陳源貴 高雄市六龜區義寶里光復路57號 

義寶里 07 鍾信秀 高雄市六龜區義寶里光復路45號 

義寶里 08 陳鴻鳴 六龜鄉義寶村光復路9號 

義寶里 09 楊永松 高雄市六龜區義寶里9鄰華南街9號 



義寶里 10 邱定和 高雄市六龜區義寶里10鄰新民街3號 

義寶里 11 巫瑞煌 六龜區義寶里華南街43號 

義寶里 12 謝双傳 六龜區義寶里光華街23號 

義寶里 13 鄧綉珍 高雄市六龜區義寶里太平路51巷1弄11號 

義寶里 14 蕭仲義 六龜區義寶里太平路54號 

義寶里 15 魏英達 六龜區義寶里太平路79號 

義寶里 16 黃清榮 六龜鄉義寶村太平路92號 

義寶里 17 郭林金秀 六龜鄉義寶村太平路120號 

義寶里 18 李階得 六龜鄉義寶村河邊巷8號 

義寶里 19 林坤祥 六龜鄉義寶村維新街一巷5號 

義寶里 20 林坤龍 六龜區義寶里維新街75號 

義寶里 21 陳葉碧玉 高雄市六龜區義寶里維新街一巷20號 

義寶里 22 林江鳯嬌 六龜區義寶里河邊巷34號 

義寶里 23 曾貴雲 六龜區義寶里河邊巷26號 

義寶里 24 林坤和 六龜區義寶里維新街52號 

興龍里 01 林連健 高雄市六龜區興龍里1鄰土壠6號 

興龍里 02 潘慶枝 六龜區興龍里土瓏26號 

興龍里 03 張淑惠 高雄市六龜區興龍里3鄰土壠54號 

興龍里 04 邱廖鳳嬌 高雄市六龜區興龍里4鄰土壠68號 

興龍里 05 潘明誠 六龜區興龍里土瓏85號 

興龍里 06 楊新榮 高雄市六龜區興龍里6鄰土壠99號 

興龍里 07 潘志郎 高雄市六龜區興龍里7鄰土壠134-1號 

興龍里 08 鄭翔耀 高雄市六龜區興龍里8鄰土壠159號 

興龍里 09 馬忠勇 高雄市六龜區興龍里9鄰舊潭19號 

興龍里 10 王子銘 高雄市六龜區興龍里10鄰舊潭31-19號 

興龍里 11 林春光 高雄市六龜區興龍里11鄰舊潭51號 

興龍里 12 徐鳳玥 高雄市六龜區興龍里12鄰舊潭3號 

興龍里 13 游賢銘 高雄市六龜區興龍里13鄰東溪山莊3之20號 

中興里 01 蕭稚蓉 六龜區中興里中庄55號 

中興里 02 劉貴清 六龜區中興里中庄十七號 

中興里 03 劉雲 六龜區中興里中庄三十七號 

中興里 04 張春月 六龜區中興里中庄65號 

中興里 05 陳信景 高雄市六龜區中興里5鄰中庄91-2號 

中興里 06 王寶玉 高雄市六龜區中興里中庄295號 

中興里 07 鄭維玉 六龜區中興里中庄277號 

中興里 08 王家雄 六龜區中興里中庄二七０號 

中興里 09 高王淑縫 高雄市六龜區中興里9鄰中庄254-2號 

中興里 10 吳光輝 六龜區中興里中庄一一三號 

中興里 11 葉秀能 六龜鄉中興村中庄一三八號 



中興里 12 林新潤 六龜區中興里中庄二六一之四號 

中興里 13 鄭登來 六龜區中興里中庄一八七號 

中興里 14 趙志國 高雄市六龜區中興里14鄰中庄198-10號 

中興里 15 簡再柔 六龜區中興里中庄二二二號 

中興里 16 班英傑 六龜區中興里中庄二三八號 

中興里 17 顏春錦 高雄市六龜區中興里17鄰尾庄110號 

中興里 18 郭發貴 六龜區中興里尾庄102號 

中興里 19 鬆國明 高雄市六龜區中興里19鄰尾庄74號 

中興里 20 王清文 高雄市六龜區尾庄72號 

中興里 21 鄭綉雲 高雄市六龜區中興里21鄰尾庄47-6號 

中興里 22 劉英治 六龜區中興里尾庄29-3號 

中興里 23 賴國雄 六龜區中興里尾庄15號 

中興里 24 曾林瓊花 六龜區中興里尾庄8號 

寶來里 01 劉月娥 六龜區寶來里中正路26號 

寶來里 02 魏柯秋霞 六龜區寶來里中正路66號 

寶來里 03 劉興德 高雄市六龜區寶來街16號 

寶來里 04 王彩娥 高雄市六龜區寶來里4鄰中正路41號 

寶來里 05 周清水 六龜區寶來里寶來二巷20號 

寶來里 06 彭徐秋蘭 六龜區寶來里寶來街廿五號 

寶來里 07 張來福 高雄市六龜區寶來里勝利街73之2號 

寶來里 08 江王秀鳯 六龜區寶來里新寶路10號 

寶來里 09 鄧瑞龍 六龜區寶來里新寶路39-2號 

寶來里 11 林銀山 六龜區寶來里檨仔腳60號 

寶來里 12 陳潘美玉 六龜區寶來里檨仔腳71號 

寶來里 13 劉寧龍 六龜區寶來里寶建路38號 

寶來里 14 黃金樹 高雄市六龜區寶來里14鄰寶建路6號 

寶來里 15 鄭有和 六龜區寶來里寶建路15號 

寶來里 16 簡應助 六龜區寶來里竹林20號 

寶來里 17 王順源 六龜區寶來里竹林65之31號 

寶來里 18 邱家德 高雄市六龜區寶來里水田10號 

文武里 01 林美能 六龜區文武里光復路254號 

文武里 02 邱筑菁 六龜區文武里光復路245號 

文武里 03 羅秀文 六龜區文武里光復路343號 

文武里 04 涂俊雄 六龜區文武里文興街57號 

文武里 05 黃彩瑜 六龜區文武里忠孝街70號 

文武里 06 陳韋縑 高雄市六龜區河邊巷74號 

文武里 07 陳貴龍 六龜區文武里忠義街96號 

文武里 08 鄭玉好 六龜區文武里忠義街90號 

文武里 09 李臺生 六龜區文武里忠義街92巷3號 



文武里 10 陳世珍 六龜區文武里忠義街41巷3號 

文武里 11 唐紹中 六龜區文武里忠義街28號 

文武里 12 許大村 高雄市六龜區文武里12鄰忠義街1-2號 

文武里 13 陳金二 六龜區文武里長春街12號 

文武里 14 黃宋全妹 高雄市六龜區文武里14鄰光復路372號 

文武里 15 李俊銘 高雄市六龜區文武里15鄰光明巷5-1號 

文武里 16 林清媛 高雄市六龜區文武里16鄰光明巷22號 

文武里 17 潘金倉 高雄市六龜區文武里17鄰舊庄巷2號 

文武里 18 劉新枝 六龜區文武里舊庄巷34號 

文武里 19 許益雄 六龜區文武里舊庄巷49-1號 

文武里 20 薛輝雄 六龜區文武里舊庄巷58號 

文武里 21 陳欽水 六龜區文武里舊庄巷82號 

文武里 22 林宜鉦 高雄市六龜區舊庄巷92號 

文武里 23 江大勇 高雄市六龜區復興巷4號 

文武里 24 林寶山 六龜區文武里復興巷21號 

文武里 25 潘德明 六龜區文武里復興巷22號 

文武里 26 陳明華 六龜區文武里復興巷33號 

大津里 01 劉鄭茂英 高雄市六龜區大津里1鄰大津6號 

大津里 02 王淑貞 高雄市六龜區大津里2鄰大津45號 

大津里 03 陳玉龍 六龜鄉大津村大津85號 

大津里 04 吳月裡 高雄市六龜區大津第4鄰大津110號 

大津里 05 邱春景 六龜區大津里第5鄰大津155號 

大津里 06 鍾煥宏 六龜區大津里大津172號 

大津里 07 林小偉 六龜區大津里大津路182-6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