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里別 鄰別 姓名 地址

清豐里 1 鄧詹玉梅 土庫六路9巷2號

清豐里 2 黃和貞 土庫路115巷2號

清豐里 3 符進東 土庫五路156號

清豐里 4 鄭碧玉 土庫五路143巷13弄1號

清豐里 5 陳平國 土庫路118巷95號

清豐里 6 游金練 清豐路61巷30弄27號

清豐里 7 黃秀華 清豐三路95巷8弄6號

清豐里 8 謝文昇 清豐三路149巷62號

清豐里 9 楊川 土庫路118巷11號

清豐里 10 林展吉 土庫五路85號

清豐里 12 陳美津 土庫五路66號2樓之2

清豐里 13 蘇鳳蘭 清豐一路25號

清豐里 14 莊黃燦金 土庫路10號

清豐里 16 花龍飛 土庫北路21之4巷2號

清豐里 17 廖筍 卓越路13巷3號

清豐里 18 葉春齡 清豐二路166巷96號

清豐里 19 潘玉梅 楠梓路530巷70號

清豐里 20 蔡妙英 清泰路181巷23號

清豐里 21 蕭郭錦雲 清安街107號

清豐里 22 蘇珠寶 旗楠路785巷36號

清豐里 23 蔡宛玲 旗楠路744巷8號

清豐里 24 王郭秀鶯 清平街31號

清豐里 25 田憲忠 旗楠路885之16號4F

清豐里 26 謝淑華 安泰街10巷16號

清豐里 27 張秀鳳 安泰街32巷11弄1號

清豐里 28 韓國忠 旗楠路963巷11號

清豐里 29 李昭永 安泰街11號

清豐里 30 林丸善 常盛街266號

清豐里 31 張魯 清安街118巷6號

清豐里 32 林美續 清平街135號

清豐里 33 郭玉娘 土庫五路28巷9弄48號

清豐里 34 曲亞屏 清平街51巷16號5F

清豐里 35 黃金村 清平街8巷4號

清豐里 36 李金造 常德路240巷23弄34號6樓

清豐里 37 郭阿杏 常德路317巷6弄4號7樓

清豐里 38 陳鄒綉利 常德路240巷1號

清豐里 39 劉路賢梧 旗楠路885之8號16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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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豐里 40 邱建菁 芎蕉五街87之1號

清豐里 41 黃料應 土庫六路258號

清豐里 42 王淑慧 立仁街96巷120號

清豐里 43 葉春時 安民街220號

清豐里 45 馮妍婷 楠梓路465巷33號

清豐里 46 韋建福 立仁街96巷238號

清豐里 47 駱輝煌 清豐三路370號

清豐里 48 朱淑玲 土庫二路270巷53號

清豐里 49 卓錦雀 芎林二街351號

東寧里 2 陳詹惠貞 楠梓路130號

東寧里 4 張玉池 楠泰街21號3樓之2

東寧里 7 謝坤旺 楠梓路363巷17號3樓

東寧里 8 蘇建城 楠梓新路341號

東寧里 9 陳倩馨 楠梓路123號

東寧里 11 郭蘭 楠梓路213巷4號6樓

東寧里 12 朱政光 楠梓路233號

東寧里 13 林勤 楠梓路329巷6號

東寧里 14 賴林秀雲 楠梓路329巷16號3樓

東寧里 15 蔡嘉瑋 旗楠路86號

東寧里 16 翁興堂 旗楠路長安巷30弄2號8樓之1

東寧里 17 郭平雄 玉田街82號

東寧里 18 呂素慧 清豐二路306巷30號4樓

東寧里 19 黃丁財 清豐二路316號

東寧里 20 洪月桂 楠梓路325號

東寧里 21 楊基成 旗楠路126巷1號

五常里 1 謝月錦 興西路41號

五常里 2 高金平和 鳳楠路108巷35弄6號

五常里 3 朱沈秀絨 楠梓舊街39號之5

五常里 4 王進得 楠梓舊街29巷22弄6號

五常里 5 孫梅桂 楠梓路河濱巷8號

五常里 6 黃俊興 楠梓舊街7之5巷11號

五常里 7 李錦紅 興楠橫巷20號

五常里 8 李秀珍 興楠橫巷18號之8

五常里 9 黃彥能 常順街22巷3號

五常里 10 傅劉美英 興楠路73巷13號

五常里 11 邱碧素 興楠路15巷9號

五常里 12 蔡陳月琴 興盛街47巷21號

五常里 13 林妙虹 興楠路203巷50號

五常里 14 許文樟 興楠路203巷92弄6號

五常里 15 廖楊金葉 興楠路151巷75弄7號

五常里 16 許淑芬 興楠路151巷65弄10之4號



五常里 17 陳春壹 興楠路151巷66弄9號

五常里 18 邜春鳳 興楠路151巷64號

五常里 19 林玉豊 興楠路151巷65弄31號

享平里 1 李文宏 楠梓路85號

享平里 2 陳時 楠梓西巷69號

享平里 3 蔡建中 楠梓新路302號

享平里 4 方文村 楠梓西巷95弄25號 

享平里 5 郭妙妃 楠梓西巷53號

享平里 6 楊清誥 楠梓西巷47弄26號

享平里 7 張鍾郁瓔 建楠路84巷71號

享平里 8 盧怜美 楠梓路35號

享平里 10 黃萬龍 楠梓東街67巷1號

享平里 11 林進興 楠梓東街77號

享平里 12 林傳智 楠泰街2號

享平里 13 劉豐泳 岳陽街39號11樓之1

享平里 14 許禹驊 岳陽街52號5樓之1

享平里 15 張雅鈴 楠盛街116號12樓

享平里 16 許淑惠 楠盛街115號8樓

享平里 17 林邑芸 旗楠路126巷102號15樓

中陽里 1 林陳菊枝 鳳楠路223巷9號

中陽里 2 林東玄 朝明路167巷12號

中陽里 3 陳金象 朝明路132號

中陽里 4 俞炳宏 朝明路207巷26號

中陽里 5 詹牡丹 朝明路231巷20號

中陽里 6 江佳英 建楠橫路1之1號

中陽里 7 謝惠策 楠陽路180巷47弄2號

中陽里 8 李三元 建楠橫路51號

中陽里 9 郭金炎 建楠橫路52巷12弄4號

中陽里 10 詹麥匙 建楠路91號

中陽里 11 何張阿涼 朝明路65號

中陽里 12 彭苙凱 楠都東街166巷10號

中陽里 13 陳雍仁 楠梓新路一190巷66號

中陽里 14 施鴻鳴 朝陽路162號

中陽里 15 鄭頴哲 朝陽路165巷18號

中陽里 16 林秀月 楠梓新路190巷57之5號

中陽里 17 黃秀盞 楠都西巷161號

中陽里 18 劉松田 朝陽路110號

中陽里 19 林進成 楠梓新路162號

中陽里 20 雷蕭明玉 朝明路112之6巷12號

惠楠里 01 吳啟富 建楠路18巷11號

惠楠里 02 洪豊宗 建楠路84巷30號



惠楠里 03 謝春蜜 建楠路120巷11弄42號

惠楠里 05 王秀密 建楠路164巷27號2樓之3

惠楠里 06 郭辛惠 楠梓新路218號

惠楠里 07 黃珮雅 楠梓新路111號

惠楠里 08 高金章 楠梓新路183號

惠楠里 10 陳純瑩 建楠路236號8樓之1

惠楠里 11 甄李秀氣 楠梓新路261巷22號18樓

惠楠里 12 林素珍 楠梓新路217巷20號

惠楠里 13 鄒進何 楠梓新路243巷21-1號

惠楠里 14 蔡富貴 楠梓新路281號

惠楠里 15 許裕欣 楠梓新路261巷16弄5號

惠楠里 16 陳秋美 楠梓新路261巷16弄22號9樓

惠楠里 17 吳素娥 楠梓新路261巷6號16樓

惠民里 01 顏紀美玲 青埔街23號

惠民里 02 黃壬真 高楠公路1616巷42弄6號

惠民里 03 黃慶祥 青埔街49號

惠民里 04 黃瑞桃 高楠公路1842巷34號

惠民里 05 潘邱秀香 高楠公路1754巷12號

惠民里 06 陳璟輝 高楠公路1700-1號

惠民里 07 張發潤 青埔街165巷8號

惠民里 09 陳添喜 青埔街6巷5弄1號

惠民里 10 馬佳德 青埔街36巷1號之1

惠民里 11 鄧美華 青埔街50巷60號

惠民里 13 毛信芬 高楠公路1842巷1號

惠民里 14 林寶珠 青埔街106巷8號

惠民里 15 黃林秀琴 高楠公路1754巷21號

惠民里 16 陳錦燕 高楠公路1760巷51號

惠民里 17 賴秀里 青埔街159號

惠民里 18 吳秀月 健民街37號

惠民里 19 陳莊麗花 健民街12號

惠民里 20 朱榮昌 健民街9巷13號

惠民里 21 江翠蓉 健民街10巷24號

惠民里 22 黃清香 健民街27巷5號

惠民里 23 林家宏 健民街28巷6號

惠民里 24 張宗献 健民街45巷5號

惠民里 25 張有田 健民街46巷15號

惠民里 26 楊健松 健民街63巷5號

惠民里 27 唐陳金針 健民街63巷32弄3號

惠民里 28 陳雅文 高楠公路1868巷51號

惠民里 29 王秋娥 高楠公路1870巷28號

惠民里 30 黃騰毅 青埔街50巷66弄1號6樓之2



惠豐里 3 李秀美 惠春街40號

惠豐里 4 鄭清霖 惠春街55號

惠豐里 5 張麗美 高楠公路1747巷87弄8號3樓

惠豐里 6 王林美金 惠春街151號6樓

惠豐里 7 蕭立本 高楠公路1711巷10號2樓之2

惠豐里 8 林玉霞 高楠公路1761巷9號

惠豐里 9 黃米珠 青田街46號

惠豐里 10 張李鳳牙 青田街29號

惠豐里 11 干麗梅 高楠公路1747巷56號6樓

惠豐里 12 王美云 惠豐街99號12樓

惠豐里 13 潘良成 青農路57巷4號五樓之1

惠豐里 14 林世欽 惠豐街282巷7號

惠豐里 15 陳雪珍 監理街37號4樓

惠豐里 16 黃財得 惠豐街198號9F

惠豐里 17 刁美香 青農路9巷18號11樓

惠豐里 18 沈麗珠 德民路22之11號2樓

錦屏里 01 楊金玉 後勁西路145號

錦屏里 02 蔡依玲 後勁西路227號

錦屏里 03 余逸平 加昌路257號

錦屏里 04 陳明廣 後昌路7號

錦屏里 05 鄭志宏 後昌路47巷9號

錦屏里 06 謝皆得 後昌路47巷25弄2號

錦屏里 07 鄭玉山 後昌路47巷38弄1號

錦屏里 08 陳李玉英 後昌路47巷52之1號

錦屏里 09 陳福春 後昌路105巷73弄1之1號

錦屏里 10 蔣紅艷 後昌路105巷49號

錦屏里 11 蘇武吉 後昌路85號

錦屏里 12 謝春吉 後昌路73巷3號

錦屏里 13 方麗美 後勁西路61巷8號

錦屏里 14 吳明雲 後勁西路39號

錦屏里 15 蔡加萬 後昌路135巷51號

錦屏里 16 黃龍泉 後勁南路169號

錦屏里 17 陳建旭 後勁南路254號

錦屏里 18 王議彬 後昌路177號

錦屏里 19 陳金卿 後勁南路151巷13號

錦屏里 20 陳保文 後勁南路129巷5號

錦屏里 21 邱金鐘 後勁南路35巷24號

錦屏里 22 陸秀央 後昌路201巷10號

錦屏里 23 黃武義 後昌路227巷45號

錦屏里 24 郭琨澤 後昌路245號

錦屏里 25 吳清安 後昌路265巷9號



錦屏里 26 王進忠 後昌路313巷25號

錦屏里 27 陳明智 後昌路313巷12號

錦屏里 28 周建昌 後昌路325巷15號

玉屏里 1 蔡葉玉珠 後勁西路48號

玉屏里 4 鄭德長 聖雲街110巷19號

玉屏里 5 黃孫雯英 聖雲街152號

玉屏里 6 萬讚德 後勁南路130巷11號

玉屏里 7 陳素月 後勁南路96號

玉屏里 8 李王秀霞 後勁南路54號

玉屏里 9 王張簡 聖雲街91號

玉屏里 10 陳張英 聖雲街110巷2號

玉屏里 11 宋寶觀 聖雲街110巷12號

玉屏里 12 馬義林 後勁中街91號

玉屏里 13 陳俞蓁 聖雲街36巷26弄7號

玉屏里 14 黃武慶 後勁東路54號

玉屏里 15 黃劉春鳳 後勁南路7巷38弄32號

玉屏里 16 賴麗卿 學專路311號

金田里 1 陳來居 後勁北路172號

金田里 2 李雄 後勁北路136號

金田里 4 鄭素桂 後勁西路176號

金田里 5 蔡麗玉 後勁西路200巷6號

金田里 6 黃子綺 後勁北路150巷60號

金田里 7 潘錦秀 高峰街59巷10號

金田里 8 曾玉莉 後勁北路94號

金田里 9 陳勇佃 高峰街30巷4號

金田里 10 林阿香 後勁東路155巷1號

金田里 11 黃陳玉盏 金田街55巷22號

金田里 12 陳梅 金田街49號

金田里 13 余慶泉 金田街48巷29號

金田里 14 馬啟輝 金田街57號

金田里 15 謝正輝 高峰街105巷21號

金田里 16 陳朱素霞 高峰街109巷42號

金田里 17 楊秀味 加昌路179巷30號

金田里 18 曾謝美月 加昌路127巷12弄16號

金田里 19 林崇坤 高峰街118巷26號

金田里 20 林武雄 高峰街118巷29號

金田里 21 黃新農 高峰街136巷22號

金田里 22 彭傳恩 加昌路69橫巷25號

稔田里 1 黃保賢 後勁西路114號

稔田里 2 陳坤木 後勁西路56巷11弄8號

稔田里 3 楊進賀 後勁中街161號



稔田里 4 蘇世雄 後勁中街156號

稔田里 5 莊義明 後勁中街216號

稔田里 6 邱慶明 後勁中街108巷45號

稔田里 7 王美卿 後勁中街108巷25號

稔田里 8 曾美連 後勁中街108巷1號

稔田里 9 孫特龍 後勁東路117號

稔田里 10 邱慶郎 後勁中街56號

稔田里 11 劉光亮 後勁中街54巷4弄2號

稔田里 12 王林月鳳 高楠公路1003巷20號

稔田里 13 鄭登文 高楠公路938號

瑞屏里 1 黃林美汝 後昌路158號

瑞屏里 2 沈慈雀 加昌路415巷34號

瑞屏里 3 鄭許罔市 加昌路415巷4號

瑞屏里 4 曾沛淇 加昌路347號

瑞屏里 5 郭曾足 區東路17巷34號

瑞屏里 6 胡敏生 區東路17巷3號

瑞屏里 7 蔡聖博 後昌路96巷14號

瑞屏里 8 王清讚 加昌路272號

瑞屏里 9 黃玲玉 瑞昌街32號1樓

瑞屏里 10 李張秀菊 加昌路332巷11號

瑞屏里 11 楊仁春 瑞屏路27巷27號

瑞屏里 12 李王素妶 瑞屏路12鄰27巷15號

瑞屏里 13 陳宗和 加昌路250巷17弄9號

瑞屏里 14 鄭漢周 加昌路250巷23號

瑞屏里 15 陳榮華 瑞屏路30巷15號

瑞屏里 16 張慶祥 瑞屏路82巷33號

瑞屏里 17 余國興 瑞屏路82巷74號

瑞屏里 18 盧錦釧 海專路235巷22弄10號

瑞屏里 19 林美惠 海專路235巷13號2樓之2

瑞屏里 20 吳朱富子 海專路235巷29號

瑞屏里 21 余月純 海專路209號5樓之2

瑞屏里 22 鍾蕭玉珍 海專路205巷4號4樓之2

瑞屏里 23 林政來 瑞仁路14巷13號

瑞屏里 24 陳勝南 瑞仁路19號4樓之2

瑞屏里 25 龐劉玉梅 海專路131號2樓之2

翠屏里 1 黃命生 德民路568號

翠屏里 2 陳順風 益群路12號

翠屏里 3 吳陳素娥 德民路526號

翠屏里 4 鄭添旺 惠民路71巷3號五樓之1

翠屏里 5 潘雪幸 惠民路71巷1號二樓之2

翠屏里 6 陳琪祥 壽豐路372號



翠屏里 7 張念慈 壽豐路326號

翠屏里 8 何好 德民路500號

翠屏里 9 陳郁梅 德民路496巷10號2樓之1

翠屏里 10 王陳寶美 德民路482號

翠屏里 11 宋柄珍 壽豐路303巷5號5樓

翠屏里 12 燕慧貞 德民路426巷6號5樓

翠屏里 13 買麗香 翠屏路31號

翠屏里 14 陳鳳珠 德賢路592巷22弄3號3樓

翠屏里 15 楊陸素璜 德賢路592巷30弄3號

翠屏里 16 王英美 德信街48號

翠屏里 17 劉翠蓉 德信街20巷1號11樓

翠屏里 18 曹賴美雪 德信街98號

翠屏里 19 戴小萍 德信街43巷2號

翠屏里 20 李吳秋花 德信街101巷1號

翠屏里 22 謝素𡛰 加仁路14之3號

翠屏里 23 藍巧玲 加仁路64號7樓

翠屏里 24 陳璟婷 加仁路55號

翠屏里 25 李春華 德賢路608巷12號

翠屏里 26 黃晨峰 德賢路392號

翠屏里 27 蘇姵慈 德民路350巷15號5樓

翠屏里 28 劉俊廷 加仁路191號10樓

翠屏里 29 張粧 加仁路288號3樓

翠屏里 30 林美妹 德民路356巷60弄8號11樓

翠屏里 31 林黃金鶯 加仁路255號

翠屏里 32 黃國鍾 德賢路267巷3號7樓

翠屏里 33 劉茂霖 德賢路220巷46號3樓

翠屏里 34 李美貞 德祥路187巷63號

翠屏里 35 李幸芬 德祥路129號8樓

翠屏里 36 施素卿 德祥路8號

翠屏里 37 宋瑞香 德維路56號

翠屏里 38 陳美蕉 德祥路5號

翠屏里 39 許棟 德孝街50號

翠屏里 40 林文城 德賢路557號

翠屏里 41 龔德富 德賢路540號9樓

翠屏里 42 余純英 德賢路287號6樓

翠屏里 43 許鄭明月 德賢路248巷5弄9號8樓

翠屏里 44 魏婕如 德祥路152巷6號8樓之3

翠屏里 45 洪清舜 德富街286巷71樓

宏南里 3 王玲玲 宏毅一路一巷10-3號

宏南里 16 彭之強 後昌路546巷五弄11之5號

宏南里 17 陳李英 後昌路546巷五弄10之4號



宏南里 18 張莉莉 後昌路546巷七弄9之3號

宏南里 19 林嘉瓊 後昌路546巷七弄8號

宏南里 20 王仲峯 後昌路546巷九弄11號之4

宏南里 21 葉珍瑜 後昌路546巷9弄16號之3

宏南里 22 賴來秀 後昌路546巷11弄13之5號

宏南里 23 林淨淳 後昌路546巷11弄4之3號

宏毅里 1 鞠陳滿美 宏毅二路南八巷十八號

宏毅里 2 張簡瑞月 宏毅二路南七巷4號

宏毅里 3 謝貴美 宏毅二路南六巷二號

宏毅里 4 梁治民 宏毅二路南五巷16之1號

宏毅里 5 黃兆榮 宏毅二路南四巷32之4號

宏毅里 6 府佩琯  宏毅二路南三巷18號

宏毅里 7 楊淑陵 宏毅二路南二巷32之5號

宏毅里 9 傅遜庭 宏毅二路36號之一

宏毅里 10 何達聰 宏毅二路北一巷29號

宏毅里 13 陳玉燕 宏毅二路北六巷43號

宏毅里 14 王素英 宏毅二路北七巷29號

宏毅里 15 李繼宗 宏毅二路北八巷27號

宏毅里 16 吳瑞慶 宏毅二路北七巷6號

宏毅里 17 林竹貞 宏毅二路北六巷2號

宏毅里 18 陸喬松 宏毅二路北五巷24號

宏毅里 23 林秀華 宏毅三路二巷24號

宏毅里 24 陳新輝 宏毅三路三巷26號

宏毅里 25 鄭麗容 宏毅三路四巷16號

宏毅里 26 陸秀鳳 宏毅三路五巷21號

宏毅里 27 鍾偉民 宏毅三路7巷26號

宏毅里 28 蘇泰斌 宏毅三路七巷15號

宏毅里 29 林春雄 宏毅三路8巷11號

宏毅里 30 張素娥 宏毅三路七巷37號

宏毅里 31 洪錦雲 宏毅三路7巷40號

宏毅里 32 張春水 宏毅三路三巷37號

宏榮里 02 鐘秀虹 宏毅2路南10巷15號

宏榮里 03 馬于嵐 宏毅二路南十巷18號

宏榮里 04 蔡明義 宏毅二路南九巷20號

宏榮里 05 張峯德 宏毅二路南八巷三八號

宏榮里 06 蔡雨芳 宏毅二路南12巷2號

宏榮里 08 鄭秀美 宏毅二路南4巷41號

宏榮里 09 劉興榮 宏毅二路南三巷三五號

宏榮里 10 朱志鴻 宏毅二路南三巷58號

宏榮里 11 柯素嫺 宏毅二路南二巷47號

宏榮里 12 張鏵方 宏毅二路南一巷55號



宏榮里 13 林孫玉蘭 宏毅二路33號

宏榮里 14 駱綉梅 宏毅二路77號

宏榮里 15 張淑娥 宏毅二路南一巷81號

宏榮里 16 陳嘉懋 宏毅二路南二巷72號

宏榮里 17 吳柔臻 宏毅二路南三巷96號

宏榮里 19 宋慧玲 宏毅二路南六巷58號

宏榮里 22 陳金英 大同新村15之9號

宏榮里 24 周正吉 榮新街125巷5號

宏榮里 25 宋涂秋菊 榮新街13號九樓

宏榮里 26 別鳳美 榮昌街2巷5號2樓

廣昌里 2 許麗華 右昌一巷27號之1

廣昌里 3 林敏信 右昌一巷67號

廣昌里 4 林德祿 右昌一巷125號

廣昌里 5 蔡金鳳 右昌一巷141號之2

廣昌里 6 李秀英 右昌一巷163號

廣昌里 7 劉中興 右昌一巷183弄20號

廣昌里 8 張天保 右昌一巷195號

廣昌里 9 張洪牡丹 右昌一巷148弄17號

廣昌里 10 陳黃秀月 右昌一巷170號

廣昌里 11 林漢章 右昌一巷178弄5號

廣昌里 12 鄭蔡清美 右昌一巷216弄32之6號

廣昌里 13 陳林美鳳 廣昌街164巷1號

廣昌里 14 蔡林秀戀 廣昌街167號

廣昌里 15 陳鄭秀滿 廣昌街151巷2之1號

廣昌里 16 李美麗 廣昌街141巷22號

廣昌里 17 劉寬仁 廣昌街141巷1號

廣昌里 18 孫進良 廣昌街133號

廣昌里 19 鄭桂美 廣昌街115號

廣昌里 20 黃玉隆 廣昌街97巷1號

廣昌里 21 楊陳金枝 廣昌街47號

廣昌里 22 劉志強 廣昌街29巷16號

廣昌里 23 田石不纏 廣昌街43巷10弄1號

廣昌里 24 陳王玉秋 廣昌街113巷73號

廣昌里 25 盧美玲 廣昌街113巷86號

廣昌里 26 葉健典 廣昌街43巷31弄21號

廣昌里 27 林惠瑛 廣昌街43巷47號

廣昌里 28 謝淑媛 廣昌街43巷71弄1號

廣昌里 29 翁換花 廣昌街43巷48弄13號

廣昌里 30 何陳玉蘭 廣昌街151巷68號

久昌里 01 莊淑惠 廣昌街43巷117號

久昌里 02 李春蓮 久昌街23巷3弄15號



久昌里 03 楊美英 久昌街23巷6號

久昌里 04 江助力 啟昌街79號四樓之1

久昌里 05 黃惠蘭 啟昌街70號

久昌里 06 張琇蘭 啟昌街95號二樓之1

久昌里 07 陳媚芳 久昌街53巷5號三樓

久昌里 08 盧美香 啟昌街111號二樓之2

久昌里 09 余金霞 啟昌街120號五樓之1

久昌里 10 畢安慶 啟昌街121號

久昌里 11 楊蔚晨 啟昌街155號四樓之2

久昌里 12 李張美秀 盛昌街23巷17號

久昌里 13 黃綿 盛昌街9號

久昌里 14 林金燕 久昌街53巷12弄9號

久昌里 15 蘇慶陽 久昌街53巷12弄4號

久昌里 16 武清翠 久昌街23巷12弄10號

久昌里 17 曾寺德 久昌街23巷12弄2號二樓之2

久昌里 18 曠育麟 久昌街48巷13號

久昌里 19 賓江春枝 久昌街82巷18號

久昌里 20 楊吳邱月 久昌街115號

久昌里 21 洪秀梅 廣昌街182巷61弄6號

大昌里 02 陳罔壽 右昌街125巷11弄5號

大昌里 03 易玲 右昌街125巷11弄51號

大昌里 04 吳錦雄 右昌街125巷99號

大昌里 05 詹素雲 右昌街125巷38號

大昌里 06 黃森永 右昌街143巷25號

大昌里 07 蔡高琴 右昌街143巷12號

大昌里 08 歐陽美玲 右昌街143巷93號

大昌里 09 陳淑卿 右昌街143巷92弄46號

大昌里 10 楊心如 右昌街143巷112號

大昌里 11 宋玉梅 忠義一巷10號

大昌里 12 王林秀香 忠義二巷46號

大昌里 13 陳愷翊 右昌忠義三巷11號

大昌里 14 錢陳秀里 忠義六巷10號

大昌里 15 劉天平 右昌忠義七巷68號

大昌里 16 蔡添財 忠義八巷31號

大昌里 17 林照英 右昌忠義九巷2號

福昌里 1 王淑慧 右昌街187巷15號

福昌里 2 楊秀女 三山街38號

福昌里 3 林老登 右昌街187巷79之1號

福昌里 4 陳美珍 三山街57號

福昌里 5 藍高淑眞 三山街11號

福昌里 6 方大樹 右昌一巷132號



福昌里 7 方蔡金鳳 右昌一巷148弄18號

福昌里 8 余再義 三山一巷39號

福昌里 9 李耀雄 三山街150號

福昌里 10 柯惠珠 三山街95號

福昌里 11 盧貴人 三山街139號

福昌里 12 楊淑晶 三山街99巷3號

福昌里 13 黃芸湄 三山街99巷2弄9號

福昌里 14 林進丁 三山街135巷18號

福昌里 15 郭銀霞 三山街153巷3號

福昌里 16 吳柳玉秀 三山街203巷1號

福昌里 17 蘇李淑玲 三山三巷10號

福昌里 18 劉秀蘭 三山三巷86號

盛昌里 1 吳鋒林 三山三巷53號

盛昌里 2 陳莉萍 盛昌街65號

盛昌里 3 李秋海 盛昌街49巷1號

盛昌里 4 鄭月鳳 久昌街128巷40號

盛昌里 5 李玉品 久昌街128巷24弄30號

盛昌里 6 盧金勝 三山三巷67弄7號

盛昌里 7 盧水金 久昌街180巷27號

盛昌里 8 陳順仕 新泰街90號

盛昌里 9 謝宗坤 三山四巷1弄8號

盛昌里 10 陸明雄 三山四巷9弄15號

盛昌里 11 許麗英 新泰街122號

盛昌里 12 黃連卿 久昌街135巷2號

盛昌里 13 蔡雅惠 久昌街245巷7號

盛昌里 14 余陳金好 久昌街135巷14弄66號

盛昌里 15 陳海萍 久昌街135巷14弄71號

盛昌里 16 王秉宏 啟昌街190號

盛昌里 17 張謝金葉 啟昌街203號

盛昌里 18 謝鳳英 智昌街523號

盛昌里 19 葉亭姿 久昌街608巷23號

盛昌里 20 黃秋雪 久昌街628巷2號

盛昌里 22 米東明 久昌街397巷18號

盛昌里 23 汪金剛 福興街102號

盛昌里 24 黃添智 久昌街457號

盛昌里 25 李慧蓮 啟昌街495號

盛昌里 26 蔡玲寬 久昌街581巷6號

盛昌里 27 劉秀月 啟昌街642巷6號

泰昌里 1 陳淑玲 右昌街201號

泰昌里 4 康麗珍 右昌街187巷140號

泰昌里 5 林長貴 盛昌街172號



泰昌里 6 謝明營 右昌街187巷94弄12號

泰昌里 7 楊正宏 右昌街223巷63號

泰昌里 8 陳淑賢 中泰街22號

泰昌里 9 柯恆蘭 泰昌街26巷11號

泰昌里 10 張正林 中泰街41號

泰昌里 11 王美麗 中泰街43巷52號

泰昌里 12 李蕭美妹 泰昌街89號

泰昌里 13 邱菊蘭 泰昌街56號

泰昌里 14 蔡太雄 興泰街21號

泰昌里 15 廖麗月 中泰街76巷18之2號

興昌里 1 陳明蘭 右昌街223巷24弄4號

興昌里 2 郭清香 右昌街285巷7號

興昌里 3 林文清 右昌街285巷20弄6號

興昌里 5 安郁寶 右昌街223巷58號

興昌里 6 陳張淑蓮 盛昌街210號

興昌里 7 陳明興 右昌街337巷16號

興昌里 8 張淑惠 盛昌街255巷15號

興昌里 9 張彩雲 右昌街509號

興昌里 10 連麗淑 右昌街507巷14號

興昌里 11 蘇崑林 右昌街515號

興昌里 12 宋麗芬 福興街18號12樓

興昌里 13 林坤璋 右昌街749號

興昌里 14 林美玲 惠昌街125巷23號

興昌里 15 葉賴美蓮 興泰街18號

興昌里 16 郭秋季 中泰街76巷5號

興昌里 17 張鴻佳 美昌街170號

興昌里 18 孫美玉 中泰街213號

興昌里 19 林桂伎 智昌街393巷5號

建昌里 1 侯仲義 右昌街262號

建昌里 2 周炎鍠 右昌街212號

建昌里 3 韓正信 建昌里右昌街180號

建昌里 4 林漢平 萬昌街86號

建昌里 5 鄭國隆 右昌街134號

建昌里 7 馬余美鈴 右昌街114號

建昌里 8 黃藍束好 右昌街92巷2號

建昌里 9 吳忠勇 右昌街76號

建昌里 10 黃菊芬 右昌街42號

建昌里 11 黃春美 軍校路761號

建昌里 12 張麗雲 軍校路979巷15號

建昌里 13 楊煌銘 加昌路九五三巷六號

建昌里 14 許俊成 右昌街296號



建昌里 16 許慧瑩 藍昌路12巷8號

建昌里 17 許慧珠 藍昌路16號

建昌里 18 曾阿珠 藍昌路14巷136號

建昌里 19 廖美葉 吉昌街18巷40號五樓之1

建昌里 20 謝台光 後昌路1093號1樓之4

建昌里 21 陳素嬌 後昌路1061號

建昌里 22 張金珠 後昌路1167號

建昌里 23 翟瑞嬌 吉昌街18巷11號

建昌里 24 顏木燕 吉昌街32巷30號

建昌里 25 鄭進朝 吉昌街32巷29號

建昌里 26 趙秀珠 右昌街150巷29弄3號二樓之1

建昌里 27 黃智裕 萬昌街26號

宏昌里 1 吳肇英 後昌路960巷5號

宏昌里 2 黃錦雀 加宏路233巷34號

宏昌里 3 許萬得 加宏路233巷5弄22號

宏昌里 4 林雅純 加宏路223號

宏昌里 5 李文堂 加宏路191巷13號

宏昌里 6 劉啟川 加昌路700巷82之5號

宏昌里 7 吳美嬅 加昌路700巷47號

宏昌里 8 陳威雄 加昌路700巷64號

宏昌里 9 許侯金寶 後昌路1058號3樓之1

宏昌里 10 張恩澤 後昌路1140巷9弄2號

宏昌里 11 李郭錦雀 藍昌路212號

宏昌里 12 陳繩基 後昌新路27號

宏昌里 13 郭文華 後昌新路65號

宏昌里 14 陳大和 後昌新路60號

宏昌里 15 黃櫻松 加宏路200號

和昌里 1 蘇重 後昌路791號

和昌里 2 顏昭文 和光街221巷24號

和昌里 3 詹陳素玉 和光街205巷20號

和昌里 4 李張喜月 和光街205巷41號

和昌里 5 黃曾玉理 和光街189巷36號

和昌里 6 孫慧如 和光街189巷53號

和昌里 7 詹美滿 和光街173巷16號

和昌里 8 林吳不透 和光街173巷1號

和昌里 10 黃德生 和光街153巷14號

和昌里 11 彭碧蓮 和光街153巷29號

和昌里 12 徐卓碧華 和光街143巷21號

和昌里 13 王周金鸞 和光街131巷19號

和昌里 14 王景新 和光街125巷4號

和昌里 15 陳常元 和光街119巷17號



和昌里 16 張文山 和光街109巷14號

和昌里 17 李侯美玉 和光街109巷17號

和昌里 18 李鴻林 和光街95巷50號

和昌里 19 江玉蘭 和光街95巷35號

和昌里 20 林貴香 和光街79巷9號

和昌里 21 黃張鳳 和光街73號

和昌里 22 吳欣樺 和光街49巷9號4樓之3

和昌里 23 陳麗旭 軍校路670號

和昌里 24 王曼麗 軍校路712巷1號四樓之1

和昌里 25 畢張琴芬 軍校路712巷3號九樓之2

和昌里 26 王姜秀敏 軍校路712巷6號十二樓之2

慶昌里 1 孟憲光 後昌路628號

慶昌里 2 陳錦章 新昌街10巷23號

慶昌里 3 邱淑美 新昌街40巷4弄1號

慶昌里 4 林秀真 新昌街42號3樓

慶昌里 5  沈明崑 新昌街50巷13號

慶昌里 6 劉黎月麗 新昌街58號

慶昌里 7 張耀堂 新昌街64號

慶昌里 8 葉美惠 新昌街78巷15號

慶昌里 9 謝馨儀 新昌街118號

慶昌里 10 李東波 新昌街164號8樓之6

慶昌里 11 許淑艾 新昌街164號3樓之1

慶昌里 12 崔之積 新昌街166號5樓之4

慶昌里 13 李秀梅 新昌街170號之8

慶昌里 14 譚弘松 新昌街176號之7

慶昌里 15 徐庚燻 慶昌街72巷9號

慶昌里 16 曾麗雲 慶昌街43巷1弄10號

慶昌里 17 張秀萍 慶昌街60巷37號

慶昌里 18 陳美嫻 泰良街65號

慶昌里 19 廖蘇春敏 泰良街46號

慶昌里 20 陳麗華 慶昌街28巷3號

慶昌里 21 黃雅資 慶昌街20巷41號

慶昌里 22 黃美惠 慶昌街10號

慶昌里 23 丁鍾芬菊 後昌路718巷25弄29號

慶昌里 24 李秀菊 後昌路696號

慶昌里 25 柯秀鳳 後昌路758巷2號

慶昌里 26 牛美秀 後昌路776號

慶昌里 28 沈卓偉 慶昌街11巷7號

隆昌里 01 邵美珠 後昌路797巷41號

隆昌里 02 李清泉 後昌路797巷103號

隆昌里 03 陳秀英 後昌路797巷62號



隆昌里 04 康淑媚 和光街109巷72弄10號

隆昌里 05 廖香 和光街109巷72弄43號

隆昌里 06 薛麥金線 和光街109巷82弄89號

隆昌里 07 陳清泰 軍校路768巷46號

隆昌里 08 吳國堂 軍校路768巷27號

隆昌里 09 張福元 軍校路782巷36號

隆昌里 10 謝美銀 軍校路782巷32-5號

隆昌里 11 吳賢忠 軍校路782巷12-2號

隆昌里 12 張幼麟 軍校路782巷37-3號

隆昌里 13 邱美貞 軍校路78巷3號

隆昌里 17 陳燈村 軍校路850號

隆昌里 18 力麗芬 軍校路848巷2弄1號

隆昌里 19 趙金連 軍校路876巷32號

隆昌里 20 陳金波 軍校路880巷36弄14號

隆昌里 21 林潘雪真 軍校路880巷31弄25號

隆昌里 23 曾質 後昌路913巷11號

隆昌里 24 林清田 後昌路885巷22號

隆昌里 25 李孝 後昌路853巷10弄18號

隆昌里 26 洪麗禎 後昌路853巷11號

隆昌里 27 張清祥 後昌路837巷28號

隆昌里 28 姜玉蘭 後昌路817號2樓

隆昌里 29 郭靜芳 後昌路837巷33號7樓

秀昌里 1 蔡一銘 秀昌街16號

秀昌里 2 張火煌 秀昌街1之1號

秀昌里 3 陳李秀琴 後昌路874巷4號

秀昌里 4 潘吳明嬌 後昌路874巷15號

秀昌里 5 余李萬菊 後昌路874巷33號

秀昌里 6 黃金鸞 後昌路886巷8號

秀昌里 7 鐘家宸 後昌路886巷24號

秀昌里 8 孫嘉玲 秀昌街44號

秀昌里 9 郭金發 後昌路876巷2弄13號

秀昌里 10 蘇秀錦 後昌路876巷16號

秀昌里 11 李張玉雲 後昌路886巷17號

秀昌里 12 林錦惠 後昌路886巷25號

秀昌里 13 賴貞邑 加昌路777號八樓

秀昌里 14 謝復興 加昌路729巷16號

秀昌里 15 蔡陳雪 加昌路729巷15號

秀昌里 16 林美惠 加昌路727巷15弄56號

秀昌里 17 連至聰 加昌路727巷1弄8號

秀昌里 18 蔡宛靜 加昌路729巷80號

裕昌里 1 詹東永 藍昌路41號



裕昌里 2 李永雄 藍昌路63巷20號

裕昌里 3 黃清雲 藍昌路103號

裕昌里 4 陳顏春美 吉昌街120號

裕昌里 5 郭葉秀美 吉昌街121號

裕昌里 6 羅邱花 後昌路1204號

裕昌里 7 陳楊月足 藍昌路175號

裕昌里 8 柯清賓 裕昌街49巷7弄3號

裕昌里 9 丘劉桂花 裕昌街77號

裕昌里 10 蕭愛珠 民昌街35號

裕昌里 11 李素絹 裕昌街68號

裕昌里 12 張楊月娥 藍昌路215巷26號

裕昌里 13 孫陸美惠 南昌街20號

裕昌里 14 陳郭阿金 民昌街75號

裕昌里 15 謝何美蘭 右昌街474號

裕昌里 16 康林柳雀 中昌街997巷27號

裕昌里 17 洪茂龍 右昌街564巷10號

國昌里 1 謝蔡淑珍 右昌街740號

國昌里 2 馬振安 晉昌街2之1號

國昌里 3 黃登輝 仁昌街9巷23號

國昌里 4 林炯良 仁昌街42之1號

國昌里 5 李鄭寶 仁昌街108號

國昌里 6 林雨萱 國昌街27巷24號

國昌里 7 林陳金鶯 國昌街27巷25號

國昌里 8 陳沈月緣 國昌街9巷1號

國昌里 9 陳錦霞 智昌街158號

國昌里 10 王陳美花 國昌街18號

國昌里 11 陳惠芬 藍昌路367巷198之1號

國昌里 12 胡順榮 民昌街326巷18號

國昌里 13 許金燕 元昌街91巷10號5樓之1

國昌里 14 曹樹生 元昌街八三號

國昌里 15 羅秀杏 元昌街91巷31號

國昌里 16 莊玉鳳 元昌街66巷3號3樓之1

國昌里 17 許玉蓮 元昌街一三０號

國昌里 18 洪信良 藍昌路三六七巷二八號

國昌里 19 楊進和 藍昌路353號

國昌里 20 陳錦雀 智昌街36號

國昌里 21 蔡梁阿美 富昌街21號

加昌里 1 楊邱蘭英 德民路615號2樓之2

加昌里 2 徐寶廉 德民路659號4樓之2

加昌里 3 張振文 德民路693號3樓之2

加昌里 4 翁美麗 壽民路40巷1號



加昌里 5 朱貴春 壽民路54巷2號

加昌里 6 潘雪卿 壽民路54巷3號

加昌里 7 江柳 壽民路68巷6之2號

加昌里 8 林虹如 壽民路82巷11號

加昌里 9 林美雲 壽民路86巷13號

加昌里 10 任亭玉 壽民路142巷11號4樓

加昌里 11 吳螢珠 壽民路103巷6號

加昌里 12 羅奉嬌 壽民路101巷4號

加昌里 13 周淑惠 壽民路85號

加昌里 14 邱素貞 樂群路247巷2之1號

加昌里 15 陳薏絜 樂群路247巷1號

加昌里 16 杜梅香 樂群路233巷13號

加昌里 17 陳淑卿 樂群路219巷7號

加昌里 18 楊秀緞 樂群路191巷17號

加昌里 19 郭桂香 加宏路100巷5之3號

加昌里 20 馮碧秀 秀群路855號4樓

加昌里 21 陳鳳娥 壽民路229號

加昌里 22 魏重郎 加昌路642巷15號

加昌里 23 王陳秀娥 壽民路185之5號

加昌里 24 咸余美雀 樂群路91巷1弄1號

加昌里 25 陳苡嫻 樂群路72巷7號3樓

加昌里 26 葉姿杏 加昌里樂群路91巷1弄8號

加昌里 27 張金菊 壽民路30巷1之4號

加昌里 28 胡梅生 德民路585號

加昌里 29 魏昭蓮 壽民路16巷1弄10號之4

加昌里 30 洪儷蓁 壽民路16巷1弄5號

加昌里 31 呂美真 壽民路30巷1弄5之3號

加昌里 32 陳姿靜 壽民路30巷1弄10之5號

加昌里 33 李阿換 壽民路28號2樓

加昌里 34 李龍英 外環西路11號

加昌里 35 劉玉蘭 壽民路16巷10號之3

加昌里 36 李碧玉 樂群路91巷7號

加昌里 37 林陳阿勉 壽民路251號

加昌里 38 陳麗真 樂群路15巷6號三樓之1

加昌里 39 楊金蘭 壽民路180巷1弄3號8樓

加昌里 40 閻思燕 樂群路127巷2弄3號

加昌里 41 黃秋月 秀群路499巷42號六樓

加昌里 42 蔡素嬌 秀群路870巷5號

加昌里 43 黃劉阿妹 壽民路222號8樓之2

加昌里 45 鄧貴華 樂群路3號12樓

仁昌里 1 謝陽正 益群路1巷22號



仁昌里 2 廖長松 德民路618號

仁昌里 3 陸李櫻子 德民路638-2號

仁昌里 4 林蔡菊枝 德民路646之3號

仁昌里 5 林燿金 德民路664之3號

仁昌里 6 洪英雪 惠民路105號

仁昌里 7 陳秀碖 益群路3巷35號

仁昌里 8 郭陳錦月 惠民路171巷2弄5號

仁昌里 9 周禮親 惠民路159號

仁昌里 10 丁禾卉 惠民路108之2號

仁昌里 11 柳秀錦 惠民路140之2號

仁昌里 12 許秋香 惠民路156之4號

仁昌里 13 劉貴櫻 益群路9巷14號

仁昌里 14 顏木桂 益群路9巷23之2號

仁昌里 15 曾廖菊梅 壽豐路433巷3弄20之3號

仁昌里 16 蔡評論 壽豐路433巷2弄15號

仁昌里 17 李素蓮 壽豐路407之1號

仁昌里 18 劉金月 壽豐路2弄18號之3

仁昌里 19 林少芬 壽豐路467巷10號

仁昌里 20 朱蔡鳳菊 惠民路171巷9弄12號

仁昌里 21 許君慈 惠民路171巷9弄1之4號

仁昌里 22 黃素英 惠民路171巷9弄25號

仁昌里 23 曾宜蓁 惠民路349號

仁昌里 24 吳芳松 壽豐路496號

仁昌里 25 陳莉淩 藍昌路360巷81號1樓

藍田里 2 蕭票 藍田路745巷38號

藍田里 3 嚴清土 大學十五街36號

藍田里 4 林水永 大學十五街37號

藍田里 5 蘇美蓮 大學十五街87巷12號

藍田里 6 趙伯芳 大學二十街168巷12號

藍田里 7 葉文娟 大學二十六街1072號

藍田里 8 黃春蘭 藍昌路532巷9號

藍田里 9 謝秋香 大學32街312巷22號

藍田里 10 呂淑華 援中路510巷30號

藍田里 11 郭綉環 大學二十八街325號

藍田里 12 毛土吉 藍昌路497號

藍田里 13 辛美麗 大學11街112號

藍田里 14 彭羽甄 大學10街330巷47弄15號

藍田里 15 蔡瑞珠 大學東路121號

藍田里 16 馬沼弘 援中路106號

藍田里 17 謝國賢 大學28街82號

藍田里 18 張憲旗 大學七街269巷8號



藍田里 19 王吳文蓮 大學21路562號

藍田里 20 廖水生 大學十六街251巷3號

中興里 1 吳曾阿美 德中路46巷159號

中興里 2 吳金定 德中路92巷31-1號

中興里 3 張楊春梅 大學29路76巷2號

中興里 4 李方玉鄉 大學二十九路76巷47號

中興里 5 陳美蘭 大學18街9巷13號

中興里 6 張蔣牡丹 大學二十九路56巷59號

中興里 7 呂郁秀 大學西路50號

中興里 8 邱順義 藍田路1021巷69號

中興里 10 涂美華 德中路46巷159號

中和里 1 張國興 德中路40巷10號

中和里 2 呂惠明 德中路40巷50弄18號

中和里 3 曾秀鸞 德中路87號

中和里 4 陳思妙 德中路46巷29弄29號

中和里 5 李邱秋鳳 德中路46巷37弄10號

中和里 7 葉淑珍 德中路92巷2號

中和里 9 韓美秀 德中路81巷50號

中和里 10 李清海 德中路165巷7號

中和里 11 楊光欣 大學26街1301巷16號

中和里 12 黃楷案 大學36街178巷19號

中和里 13 王玉琴 大學56街256號

中和里 14 劉雪娥 大學西路827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