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 年家庭收支訪問調查 

調查期間：107年 12月 1日至 108 年 2月底止 

宣導主題：請民眾支持「107年家庭收支訪問調查」，提供正確翔實資料。 

宣導內容：為蒐集本市各類家庭收支情形，主計處自 107年 12月 1日起至

108年 2月底止辦理家庭收支訪問調查。本調查所得資料係為政

府施政的重要依據，諸如低收入戶救助發放標準、基本工資訂定

標準、學生就學貸款標準、法院給付撫養費等案件判決參考，以

及各項影響所得分配之社會經濟政策擬訂等基本參考資料，請受

訪民眾支持合作，提供正確翔實資料。 

協助事項：調查期間若接獲民眾查詢電話時，協助婉言答覆，並請其配合調

查員實地訪查填表工作。 

調查樣本里及調查員名冊 

區別 里別 調查員 區別 里別 調查員 

鹽埕區 慈愛里 李惠美 左營區 海勝里 李蕊秀 

鹽埕區 新樂里 朱淑娟 左營區 廟北里 李蕊秀 

鹽埕區 南端里 曾建雯 左營區 城南里 李蕊秀 

鹽埕區 陸橋里 朱淑娟 楠梓區 惠楠里 何佩芳 

鼓山區 光榮里 黃惠娟 楠梓區 久昌里 黃秀嫺 

鼓山區 忠正里 1-16 黃惠娟 楠梓區 和昌里 涂雅莉 

鼓山區 忠正里 17-22 梁淑卿 楠梓區 清豐里 1-12 涂雅莉 

鼓山區 民強里 梁淑卿 楠梓區 清豐里 13-46 黃秀嫺 

鼓山區 華豐里 黃惠娟 楠梓區 清豐里 47-61 何佩芳 

鼓山區 寶樹里 梁淑卿 楠梓區 惠豐里 何佩芳 

鼓山區 河邊里 梁淑卿 楠梓區 盛昌里 涂雅莉 

鼓山區 新民里 梁淑卿 楠梓區 裕昌里 黃秀嫺 

鼓山區 哨船頭里 梁淑卿 三民區 本和里 湯淳晴 

左營區 尾西里 李蕊秀 三民區 本揚里 翁玲惠 

左營區 明建里 李蕊秀 三民區 寶民里 楊育涵 

左營區 新上里 1-20 李蕊秀 三民區 正順里 張聲鳳 

左營區 新上里 21-80 郭藹嫻 三民區 達仁里 曾建雯 

左營區 新上里 81-119 莊雅涵 三民區 鼎盛里 張聲鳳 

左營區 祥和里 李蕊秀 三民區 本館里 楊育涵 

 



區別 里別 調查員 區別 里別 調查員 

三民區 寶慶里 楊育涵 前鎮區 鎮北里 吳錦如 

三民區 灣華里 張聲鳳 前鎮區 瑞祥里 蔡汶靜 

三民區 灣成里 曾建雯 前鎮區 瑞北里 郭連芳 

三民區 安生里 曾建雯 前鎮區 瑞文里 郭連芳 

三民區 安泰里 湯淳晴 前鎮區 盛興里 蔡汶靜 

三民區 博惠里 曾建雯 前鎮區 竹北里 蔡汶靜 

三民區 裕民里 湯淳晴 前鎮區 興邦里 吳錦如 

三民區 寶珠里 曾建雯 前鎮區 興東里 郭連芳 

三民區 港新里 楊育涵 前鎮區 明義里 朱淑娟 

三民區 鳳南里 湯淳晴 前鎮區 明禮里 吳錦如 

新興區 黎明里 蔡汶靜 前鎮區 興仁里 吳錦如 

新興區 秋山里 李惠美 前鎮區 鎮陽里 吳錦如 

新興區 漢民里 鄭麗琴 旗津區 旗下里 梁淑卿 

新興區 正氣里 鄭麗琴 旗津區 復興里 鄭麗琴 

新興區 華聲里 蔡汶靜 旗津區 上竹里 鄭麗琴 

新興區 光耀里 何佩芳 小港區 小港里 倪素女 

新興區 榮治里 鄭麗琴 小港區 港明里 李惠美 

前金區 北金里 鄭麗琴 小港區 大苓里 李惠美 

前金區 青山里 鄭麗琴 小港區 青島里 李惠美 

前金區 社東里 鄭麗琴 小港區 高松里 呂淑貞 

前金區 文西里 鄭麗琴 小港區 坪頂里 呂淑貞 

苓雅區 林安里 朱淑娟 小港區 鳳宮里 倪素女 

苓雅區 同慶里 吳錦如 小港區 泰山里 呂淑貞 

苓雅區 博仁里 呂淑貞 鳳山區 鎮南里 張淑惠 

苓雅區 意誠里 倪素女 鳳山區 福興里 1-13 張淑惠 

苓雅區 美田里 朱淑娟 鳳山區 福興里 14-24 郭連芳 

苓雅區 和煦里 朱淑娟 鳳山區 北門里 陳惠琴 

苓雅區 五權里 涂雅莉 鳳山區 中崙里 蘇柏任 

苓雅區 英明里 莊雅涵 鳳山區 龍成里 張淑惠 

苓雅區 永康里 倪素女 鳳山區 縣口里 葉小玲 

苓雅區 五福里 翁玲惠 鳳山區 鎮西里 胡寧臻 

苓雅區 苓東里 朱淑娟 鳳山區 國泰里 蘇柏任 

苓雅區 林興里 莊雅涵 鳳山區 生明里 蘇柏任 

苓雅區 福康里 莊雅涵 鳳山區 南興里 陳惠琴 

苓雅區 文昌里 涂雅莉 鳳山區 埤頂里 葉小玲 



區別 里別 調查員 區別 里別 調查員 

鳳山區 忠誠里 胡寧臻 橋頭區 筆秀里 郭彩琳 

鳳山區 鳳東里 蘇柏任 橋頭區 中崎里 郭彩琳 

鳳山區 文山里 胡寧臻 燕巢區 角宿里 蘇瓊芬 

鳳山區 文福里 陳惠琴 燕巢區 西燕里 蘇瓊芬 

鳳山區 新樂里 張淑惠 田寮區 大同里 蔡碧花 

林園區 溪州里 林于芯 田寮區 三和里 蔡碧花 

林園區 林內里 林于芯 阿蓮區 峯山里 王儷霖 

林園區 文賢里 林于芯 阿蓮區 青旗里 王儷霖 

林園區 西溪里 林于芯 路竹區 新達里 洪士庭 

林園區 東汕里 林于芯 路竹區 甲南里 洪士庭 

大寮區 內坑里 陳秀緣 路竹區 文北里 陳銘清 

大寮區 後庄里 1-20 黃玉如 路竹區 社中里 陳銘清 

大寮區 後庄里 21-30 曾錦鳳 湖內區 太爺里 陳鈺媜 

大寮區 忠義里 陳秀緣 湖內區 湖內里 陳鈺媜 

大寮區 琉球里 曾錦鳳 湖內區 忠興里 陳鈺媜 

大寮區 義和里 黃玉如 茄萣區 白雲里 陳昶嘉 

大樹區 水安里 廖宜人 茄萣區 光定里 陳昶嘉 

大樹區 姑山里 陳彥亦 茄萣區 嘉福里 陳昶嘉 

大樹區 龍目里 1-2 廖宜人 永安區 保寧里 邱錦月 

大樹區 龍目里 3-8 陳彥亦 彌陀區 光和里 蘇麗霞 

大樹區 統嶺里 陳彥亦 彌陀區 文安里 蘇麗霞 

大社區 保社里 李素惠 梓官區 梓平里 蔡佳伶 

大社區 觀音里 李素惠 梓官區 信蚵里 蔡佳伶 

仁武區 烏林里 楊淑婷 梓官區 茄苳里 蔡佳伶 

仁武區 八卦里 林姿懿 旗山區 太平里 張鳳枝 

仁武區 仁和里 楊淑婷 旗山區 竹峰里 張鳳枝 

鳥松區 鳥松里 鄭麗梅 旗山區 中正里 張鳳枝 

岡山區 平安里 余蓉暄 旗山區 中寮里 張鳳枝 

岡山區 忠孝里 李玉甚 美濃區 德興里 古采平 

岡山區 後協里 李玉甚 美濃區 清水里 古采平 

岡山區 竹圍里 余蓉暄 美濃區 龍山里 古采平 

岡山區 福興里 余蓉暄 美濃區 吉洋里 古采平 

岡山區 大遼里 余蓉暄 六龜區 新威里 李秀絨 

岡山區 嘉峰里 李玉甚 六龜區 義寶里 李秀絨 

橋頭區 仕隆里 郭彩琳 甲仙區 東安里 張素鳳 



區別 里別 調查員 區別 里別 調查員 

杉林區 杉林里 陳秀枝 內門區 三平里 張美月 

杉林區 上平里 陳秀枝 茂林區 多納里 葛莉芳 

內門區 溝坪里 張美月 桃源區 高中里 謝美珍 

內門區 石坑里 張美月 
那瑪夏區 南沙魯里 

伊斯坦大‧愛

妲兒 內門區 中埔里 張美月 

 

若有任何疑問歡迎洽主計處詢問，聯絡電話：3373712，謝謝您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