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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別 鄰別   姓名           地      址

潭底里 1 蔡瑞銘 高雄市岡山區潭底里潭底路221-6號

潭底里 2 邱學承 高雄市岡山區潭底里潭底路149之3號

潭底里 3 陳振三 高雄市岡山區潭底里潭底路84號

潭底里 4 蔡平祥 高雄市岡山區潭底里崑山東巷12弄11之2號

潭底里 5 蔡豐賢 高雄市岡山區潭底里崑山東巷37號

潭底里 6 陳義哲 高雄市岡山區潭底里潭底路109號

嘉峰里 1 鍾清在 高雄市岡山區嘉峰里惠東巷62號

嘉峰里 2 邱有進 高雄市岡山區嘉峰里嘉峰路123號

嘉峰里 3 林蕭也收 高雄市岡山區嘉峰里嘉峰路60巷17號

嘉峰里 4 蔡宏祥 高雄市岡山區嘉峰里峰西巷40號

嘉峰里 5 陳郭淑惠 高雄市岡山區嘉峰里峰西巷62-1號

嘉峰里 7 江美滿 高雄市岡山區嘉峰里眾和巷28弄1-3號

嘉峰里 8 蔡建昌 高雄市岡山區嘉峰里祐民巷29號

嘉峰里 9 莊政俊 高雄市岡山區嘉峰里祐民巷7弄1號

嘉峰里 10 張秋雨 高雄市岡山區嘉峰里宮中街16號

嘉峰里 11 張永昌 高雄市岡山區嘉峰里宮中街56號

嘉峰里 12 邱連參 高雄市岡山區嘉峰里宮中街82號

嘉峰里 13 杜福建 高雄市岡山區嘉峰里田厝二路31號

嘉峰里 14 劉朝義 高雄市岡山區嘉峰里田厝二路85巷31號

嘉峰里 15 杜保來 高雄市岡山區嘉峰里田厝二路96號

嘉興里 1 蔡國程 高雄市岡山區嘉興里信中街117巷40之1號

嘉興里 2 孫明泰 高雄市岡山區嘉興里信中街61巷37號

嘉興里 3 陳振輝 高雄市岡山區嘉興里信中街28號

嘉興里 4 顏張幸 高雄市岡山區嘉興里信中街47巷18號

嘉興里 5 孫其明 高雄市岡山區嘉興里信中街21巷26號

嘉興里 6 孫慶宏 高雄市岡山區嘉興里信中街21巷36之1號

嘉興里 7 林詠順 高雄市岡山區嘉興里信中街17號

嘉興里 8 黃明清 高雄市岡山區嘉興里信中街20號

嘉興里 9 林存賢 高雄市岡山區嘉興里信中街64巷15號

嘉興里 10 黃朝興 高雄市岡山區嘉興里信中街83號

嘉興里 11 林秋麗 高雄市岡山區嘉興里嘉興231巷20之2號

嘉興里 12 包明順 高雄市岡山區嘉興里嘉華路108號

嘉興里 13 林文益 高雄市岡山區嘉興里宏中街24-1號

嘉興里 14 趙村成 高雄市岡山區嘉興里宏中街34號

嘉興里 15 陳松田 高雄市岡山區嘉興里宏中街30巷31號

嘉興里 16 黃安祈 高雄市岡山區嘉興里宏中街64巷6號

嘉興里 17 林金滿 高雄市岡山區嘉興里宏中街64巷14號

嘉興里 18 林欽財 高雄市岡山區嘉興里宏中街64巷3弄2號

嘉興里 19 林身州 高雄市岡山區嘉興里宏中街81號

嘉興里 20 孫序列 高雄市岡山區嘉興里嘉興路211號

嘉興里 21 孫敏文 高雄市岡山區嘉興里信中街117巷17號

嘉興里 22 謝明太 高雄市岡山區嘉興里嘉興路210號

嘉興里 23 孫廷山 高雄市岡山區嘉興里信中街12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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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興里 24 賴林清凉 高雄市岡山區嘉興里嘉興路345號

嘉興里 25 許居發 高雄市岡山區嘉興里宏中街64巷15號

嘉興里 26 徐進路 高雄市岡山區嘉興里嘉興路177號

嘉興里 27 蔡春安 高雄市岡山區嘉興里嘉華路225巷34弄22號

華崗里 1 葉玉霞 高雄市岡山區華崗里拕子三街23巷18號

華崗里 2 陳有利 高雄市岡山區華崗里華崗路196號

華崗里 3 蔡武佐 高雄市岡山區華崗里拕子中街69號

華崗里 4 洪  梱 高雄市岡山區華崗里拕子一街16巷10號

華崗里 5 蘇賜芩 高雄市岡山區華崗里拕子中街120巷3號

華崗里 6 洪清田 高雄市岡山區華崗里拕子中街94巷20號

華崗里 7 陳淑芳 高雄市岡山區華崗里拕子一街83號

華崗里 8 蘇國章 高雄市岡山區華崗里拕子中街28號

華崗里 9 吳烏珠 高雄市岡山區華崗里華崗路77號

華崗里 10 王水勝 高雄市岡山區華崗里大埔一街49巷7號

三和里 1 宋金獅 高雄市岡山區三和里山隙路96巷45號

三和里 2 朱寶同 高雄市岡山區三和里山隙路46巷22號

三和里 3 陳清忠 高雄市岡山區三和里菜寮路7號

三和里 4 鍾正光 高雄市岡山區三和里菜寮路1-13號

三和里 5 李  玫 高雄市岡山區三和里山隙路85巷46之1號

三和里 6 陳萬田 高雄市岡山區三和里山隙路45號

三和里 7 董進福 高雄市岡山區三和里中崙寮路58巷56號

三和里 8 林吳桂專 高雄市岡山區三和里中崙寮路31巷5號

大莊里 1 汪連登 高雄市岡山區大莊里大莊路267巷151號

大莊里 2 佘幸二 高雄市岡山區大莊里大莊路267巷21號

大莊里 3 李吳和子 高雄市岡山區大莊里大莊路216巷2號

大莊里 4 佘淑滿 高雄市岡山區大莊里大莊路282號

大莊里 5 佘健銘 高雄市岡山區大莊里大莊路326巷50號

大莊里 6 邱明星 高雄市岡山區大莊里大莊路200巷32號

大莊里 7 呂志材 高雄市岡山區大莊里大莊路104號

大莊里 8 王富生 高雄市岡山區大莊里大莊路5巷14號

大莊里 9 蔡進道 高雄市岡山區大莊里大莊路60巷1之11號

為隨里 1 蔡海中 高雄市岡山區為隨里為隨路132號

為隨里 2 黃南雄 高雄市岡山區為隨里為隨路114號

為隨里 3 曾益勝 高雄市岡山區為隨里為隨路70之1號

為隨里 4 蘇丁旺 高雄市岡山區為隨里為隨路48號

為隨里 5 曾禹誌 高雄市岡山區為隨里為隨路27號

前峰里 1 曾  票 高雄市岡山區前峰里民族路78巷5號

前峰里 2 康玉雲 高雄市岡山區前峰里中華路81巷7號

前峰里 3 蔡森雄 高雄市岡山區前峰里前峰路63巷26號

前峰里 4 陳正三 高雄市岡山區前峰里前峰路65號

前峰里 5 蔡正旗 高雄市岡山區前峰里大公路33號

前峰里 6 余清道 高雄市岡山區前峰里大公路23-2號

前峰里 7 王蔡鑾仔 高雄市岡山區前峰里金興街21號

前峰里 8 陳慶德 高雄市岡山區前峰里金興街20號

前峰里 9 吳惠珍 高雄市岡山區前峰里大公路22號

前峰里 10 楊秋元 高雄市岡山區前峰里大公路10之1號



前峰里 11 盧文亮 高雄市岡山區前峰里大公路5之1號

前峰里 12 唐麗娟 高雄市岡山區前峰里公園西路三段122號

前峰里 13 劉張明玉 高雄市岡山區前峰里金興街63巷10號

前峰里 14 陳富強 高雄市岡山區前峰里公園西路三段88號

前峰里 15 蔡清文 高雄市岡山區前峰里前和路21巷12之3號

前峰里 16 曾初葉 高雄市岡山區前峰里前和路36號

前峰里 17  林世豊 高雄市岡山區前峰里公園西路三段12巷22號

前峰里 18 黃  對 高雄市岡山區前峰里前峰路107巷23弄8號

前峰里 19 王李好 高雄市岡山區前峰里前峰路107巷6弄26號

前峰里 20 王坤寶 高雄市岡山區前峰路107巷15弄1號

前峰里 21 吳逢藝 高雄市岡山區前峰里前峰路109之10號

前峰里 22 李俊輝 高雄市岡山區前峰里前峰路133之1號

前峰里 23 王兆吉 高雄市岡山區前峰里公園西路3段84巷37號4樓

岡山里 1 熊吳玉葉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里文化街38號

岡山里 2 林永堂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里文化街7號

岡山里 3 巫秀銀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里文化一街2巷15號

岡山里 4 王金環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里文化二街45號

岡山里 5 蔣淑汝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里文化一街29巷29弄33號

岡山里 6 蘇王金枝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里大德三路93號

岡山里 7 游燕秋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里岡山路174號12樓

岡山里 8 陳蕙卿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里岡山路186巷27號

岡山里 9 劉澐臻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里岡燕路19號

岡山里 10 莊礎綱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里岡山路356號

岡山里 11 許國泰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里岡山路402號

岡山里 12 余柳琴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里岡山路500號

岡山里 13 吳素琴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里新樂街1-1號6樓

岡山里 14 洪莊謹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里岡山路548巷1號

岡山里 15 陳萬一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里新樂街27巷3號

岡山里 16 陳建發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里成功路24巷16號

岡山里 17 錢賴美續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里成功路34號

岡山里 18 陳謝秀琴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里成功路63號

岡山里 19 劉金桃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里新樂街58巷34號

岡山里 20 曾福勤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里新樂街88號

岡山里 21 薛江直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里新樂街61巷6號

岡山里 22 邱柯秀玉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里嘉新西路82號

岡山里 23 王黃珠華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里平和路28號

岡山里 24 王榮泰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里岡山路303巷6號

岡山里 25 李羅輝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里大埕街39號

岡山里 26 何國安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里維仁路226號

岡山里 27 劉佘金匙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里岡山路371號2樓之6

岡山里 28 李陳赺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里岡山路345巷30號

本洲里 1 陳俊宏 高雄市岡山區本洲里本洲5街25巷11號

本洲里 2 李文生 高雄市岡山區本洲里本洲一街116號

本洲里 3 張淑婉 高雄市岡山區本洲里本洲三街32巷6號

本洲里 4 顏成讚 高雄市岡山區本洲里本洲二街20號

本洲里 5 蔡國棟 高雄市岡山區本洲里本洲一街140巷25號



本洲里 6 蔡張玉受 高雄市岡山區本洲里本洲一街171號

本洲里 7 蕭丁秀英 高雄市岡山區本洲里本洲一街140巷5弄26之2號

本洲里 8 蘇董碧霞 高雄市岡山區本洲里本洲一街158號

本洲里 9 黃蔡寶琴 高雄市岡山區本洲里本洲一街194巷12號

本洲里 10 董順財 高雄市岡山區本洲里本洲路171號

本洲里 11 陳金明 高雄市岡山區本洲里本洲路279號

本洲里 12 蕭振益 高雄市岡山區本洲里本洲路356號

本洲里 13 蕭天明 高雄市岡山區本洲里本洲路396號

灣裡里 1 陳林金花 高雄市岡山區灣裡里15巷40號

灣裡里 2 林志鴻 高雄市岡山區灣裡里灣裡路16之1號

灣裡里 3 張鬧科 高雄市岡山區灣裡里灣裡路69號

灣裡里 4 李素琴 高雄市岡山區灣裡里灣裡路66號

灣裡里 5 楊林梅蘭 高雄市岡山區灣裡里岡山北路70之4號

灣裡里 6 許鈴貴 高雄市岡山區灣裡里岡山北路128號

灣裡里 7 黃  清 高雄市岡山區灣裡里岡山北路175號

灣裡里 8 陸冠州 高雄市岡山區灣裡里育才路38巷3弄13號

灣裡里 9 李鄧素珍 高雄市岡山區灣裡里育德街122號

竹圍里 1 蘇明源 高雄市岡山區竹圍里大仁北路69巷7號

竹圍里 2 陳惠珍 高雄市岡山區竹圍里大仁北路121巷35號

竹圍里 3 吳振給 高雄市岡山區竹圍里竹圍南街83號

竹圍里 4 盧平男 高雄市岡山區竹圍里大仁北路121巷1弄22號

竹圍里 5 陳光輝 高雄市岡山區竹圍里新庄路10之3號

竹圍里 6 黃佳惠 高雄市岡山區竹圍里新庄路41-1號

竹圍里 7 余月明 高雄市岡山區竹圍里嘉新東路14號

竹圍里 8 余昭木 高雄市岡山區竹圍里大仁北路205巷3號

竹圍里 9 曾張艷文 高雄市岡山區竹圍里竹圍南街32巷49號

竹圍里 10 葉進財 高雄市岡山區竹圍里竹圍南街41號

竹圍里 11 林美桂 高雄市岡山區竹圍里竹圍北街14巷36弄7號

竹圍里 12 陳萬法 高雄市岡山區竹圍里竹圍東街59號

竹圍里 13 高春龍 高雄市岡山區竹圍里竹圍北街132巷25號

竹圍里 14 吳明雄 高雄市岡山區竹圍里竹圍東街105巷3號

竹圍里 15 林文通 高雄市岡山區竹圍里竹圍東街139巷15號

竹圍里 16 劉國安 高雄市岡山區竹圍里大德一路109號11樓

竹圍里 17 余久龍 高雄市岡山區竹圍里竹圍南街32巷4號

竹圍里 18 何建忠 高雄市岡山區竹圍里竹圍南街17號

竹圍里 19 蘇淑娟 高雄市岡山區竹圍里竹圍西街58號7樓

竹圍里 20 余能章 高雄市岡山區竹圍里竹圍西街242號12樓

竹圍里 21 廖清良 高雄市岡山區竹圍里忠誠街68號

竹圍里 22 林明益 高雄市岡山區竹圍里竹圍路163號

竹圍里 23 林金鳳 高雄市岡山區竹圍里竹圍東街207號6樓之5

竹圍里 24 劉翠華 高雄市岡山區竹圍里竹圍東街157號6樓

協和里 1 李榮龍 高雄市岡山區協和里明得街14號

協和里 2 楊  在 高雄市岡山區協和里自由巷54號

協和里 3 林美玲 高雄市岡山區協和里明得街84號

協和里 4 戴新二 高雄市岡山區協和里明得街88號

協和里 5 邱王秀連 高雄市岡山區協和里重義街69號



協和里 6 林金釵 高雄市岡山區協和里明得街146號

協和里 7 呂籽蓉 高雄市岡山區協和里青年街86號

協和里 8 張武雄 高雄市岡山區協和里重義街45號

協和里 9 楊欣樺 高雄市岡山區協和里青年街52號

協和里 10 呂宥運 高雄市岡山區協和里協和街91號

協和里 11 靳耀輝 高雄市岡山區協和里青年街34號

協和里 12 蘇永林 高雄市岡山區協和里明孝巷12號

協和里 13 李光甫 高雄市岡山區協和里青年街31號

協和里 14 呂明發 高雄市岡山區協和里友愛巷62號

協和里 15 陳玉鳳 高雄市岡山區協和里守信巷24號

協和里 16 呂信忠 高雄市岡山區協和里守信巷31號

協和里 17 黃祿益 高雄市岡山區協和里和平巷12號

協和里 18 楊張銀柳 高雄市岡山區協和里重義街9號

協和里 19 呂煌欽 高雄市岡山區協和里育英路134號

協和里 20 施阿雪 高雄市岡山區協和里育英路101號1樓

協和里 21 陳億輝 高雄市岡山區協和里育英路3巷17號

協和里 22 呂  茂 高雄市岡山區協和里致遠路6之38號

石潭里 1 石同勝 高雄市岡山區石潭里石潭路205巷70號

石潭里 2 廖順發 高雄市岡山區石潭里石潭路193巷16號

石潭里 3 謝美紅 高雄市岡山區石潭里石潭路205巷16號

石潭里 4 曾翠菊 高雄市岡山區石潭里石潭路181號

石潭里 5 石萬再 高雄市岡山區石潭里石潭路185巷30之1號

石潭里 6 廖清吉 高雄市岡山區石潭里石潭路橫巷58號

石潭里 7 黃信雄 高雄市岡山區石潭里石潭路137巷11號

石潭里 8 曾登科 高雄市岡山區石潭里石潭路117巷25號

石潭里 9 曾太郎 高雄市岡山區石潭里石潭路橫巷8號

石潭里 10 石黃素珠 高雄市岡山區石潭里石潭路129號

石潭里 11 王誠敏 高雄市岡山區石潭里石潭東街20巷22號

石潭里 12 曾鄭秀美 高雄市岡山區石潭里石潭東街12巷35號

石潭里 13 吳兆坤 高雄市岡山區石潭里石潭東街12巷40號

石潭里 14 蘇泓霖 高雄市岡山區石潭里石潭北二街1號

福興里 1 廖岩雄 高雄市岡山區福興里頂潭北路68巷32號

福興里 2 汪金增 高雄市岡山區福興里頂潭北路120號

福興里 3 汪金華 高雄市岡山區福興里頂潭路101號

福興里 4 劉黃春敏 高雄市岡山區福興里頂潭路83巷17號之2

福興里 5 涂侯專 高雄市岡山區福興里頂潭路79號

福興里 6 郭武美 高雄市岡山區福興里頂潭路63巷23號

福興里 7 郭進吉 高雄市岡山區福興里頂潭路5號

福興里 8 陳光榮 高雄市岡山區福興里頂潭路13巷11號

福興里 9 劉金龍 高雄市岡山區福興里頂潭路54號

後協里 1 王振哲 高雄市岡山區後協里後協路48號

後協里 2 王阿雀 高雄市岡山區後協里協北巷3號

後協里 3 黃振財 高雄市岡山區後協里協北巷51之1號

後協里 6 劉美桂 高雄市岡山區後協里後協路118號

後協里 7 彭月舫 高雄市岡山區後協里協仁街125巷4號

後協里 8 林銘湧 高雄市岡山區後協里協北巷86之1號



後協里 9 陳秋江 高雄市岡山區後協里協北巷56弄23號

後協里 10 張秀娥 高雄市岡山區後協里後協路46巷35號

後協里 11 李世民 高雄市岡山區後協里後協路55巷7號

後協里 12 吳靜海 高雄市岡山區後協里介壽西路102號

後協里 15 黃耀宗 高雄市岡山區後協里後協路89巷12號

後協里 17 徐呂肆彬 高雄市岡山區後協里仁壽路300巷25號

後協里 18 陳翰璋 高雄市岡山區後協里後協路46巷34號

後協里 19 謝存華 高雄市岡山區後協里仁壽路280巷44弄8號

後協里 20 蔡文祥 高雄市岡山區後協里仁壽路280巷16號

後協里 21 呂炳龍 高雄市岡山區後協里協仁街2巷1號

後協里 22 宋明仁 高雄市岡山區後協里柳橋西路65號

後協里 23 蘇秀蓁 高雄市岡山區後協里大勇街54號

後協里 24 李再富 高雄市岡山區後協里大勇街31巷9號

後協里 25 黃李玉蘭 高雄市岡山區後協里柳橋西路一段30巷45弄9號

後協里 26 趙家鈞 高雄市岡山區後協里柳橋西路一段49號

後協里 27 廖俊雄 高雄市岡山區後協里通校路111號

後協里 28 藍忠雄 高雄市岡山區後協里協和路2巷24號

後協里 29 藍梅花 高雄市岡山區後協里協和路46號

後協里 30 張懷陸 高雄市岡山區後協里協德街14號

後協里 31 薛金蓮 高雄市岡山區後協里大勇街25號

後協里 32 黃美珠 高雄市岡山區後協里大昌街64巷14號10F

後協里 33 陳韻如 高雄市岡山區後協里協德街26號6樓

協榮里 1 黃永紳 高雄市岡山區協榮里介壽西路93號

協榮里 2 黃淑珍 高雄市岡山區協榮里介壽西路141巷1弄10號

協榮里 3 楊劉月珠 高雄市岡山區協榮里介壽西路101巷40號

協榮里 4 呂保德 高雄市岡山區協榮里岡榮路6巷19號

協榮里 5 樓金美 高雄市岡山區協榮里協榮路8號

協榮里 6 黃朝智 高雄市岡山區協榮里岡榮路11巷12弄1號

協榮里 7 曹賢德 高雄市岡山區協榮里岡榮路12巷20號

協榮里 8 王徐秀蘭 高雄市岡山區協榮里岡榮路15巷12號

協榮里 9 林王美惠 高雄市岡山區協榮里久龍街5號

協榮里 10 劉建利 高雄市岡山區協榮里久龍街35巷7號

協榮里 11 盧高金花 高雄市岡山區協榮里久龍街66號

協榮里 12 李萬成 高雄市岡山區協榮里介壽西路183巷2號

協榮里 13 蔡翁玉珠 高雄市岡山區協榮里介壽西路331號

協榮里 14 張秋香 高雄市岡山區協榮里介壽西路321巷2弄46號

協榮里 15 蔡美英 高雄市岡山區協榮里介壽西路321巷2弄63號

協榮里 16 劉秀麗 高雄市岡山區協榮里介壽西路321巷1弄52號

白米里 1 黃楊純花 高雄市岡山區白米里白米路77巷2號

白米里 2 黃文瑞 高雄市岡山區白米里白米路30巷11號

白米里 3 蔡朝祿 高雄市岡山區白米里清水路45號

白米里 4 郭毛菊英 高雄市岡山區白米里白米路306號

白米里 5 陳峰連 高雄市岡山區白米里白米路266巷17弄2號

白米里 6 林陳麗玲 高雄市岡山區白米里光潭路88巷50號

白米里 7 馬光明 高雄市岡山區白米里光潭路98巷49號

白米里 8 陳瑞棠 高雄市岡山區白米里光潭路134巷38號



白米里 9 史勝忠 高雄市岡山區白米里光潭路99巷5號

白米里 10 吳家蓁 高雄市岡山區白米里光潭路145號3樓之19號

劉厝里 1 劉嘉慶 高雄市岡山區劉厝里劉厝路142巷3號

劉厝里 2 劉黃麗雪 高雄市岡山區劉厝里劉厝路140巷15號

劉厝里 3 劉大山 高雄市岡山區劉厝路24巷2號

劉厝里 4 劉美滿 高雄市岡山區劉厝里劉厝路36號

劉厝里 5 吳慧雅 高雄市岡山區劉厝里劉厝路81號

劉厝里 6 劉身順 高雄市岡山區劉厝里劉厝路40巷18號

劉厝里 7 劉天成 高雄市岡山區劉厝里劉厝路66之12號

劉厝里 8 劉栢輝 高雄市岡山區劉厝里劉厝路100號

劉厝里 9 劉其旺 高雄市岡山區劉厝里劉厝路118巷5號

劉厝里 10 劉金盛 高雄市岡山區劉厝里劉厝路110巷10號

劉厝里 11 歐秀珠 高雄市岡山區劉厝里登科街99號

劉厝里 12 龔世民 高雄市岡山區劉厝里劉厝路126之15號

忠孝里 1 李憶原 高雄市岡山區忠孝里岡山路93號8樓之3

忠孝里 2 趙藍阿娥 高雄市岡山區忠孝里岡山路85號13樓之2

忠孝里 3 夏天文 高雄市岡山區忠孝里岡山路65號9樓之1

忠孝里 4 王湘羚 高雄市岡山區忠孝里岡山路53號11樓之2

忠孝里 5 鄭雨農 高雄市岡山區忠孝里柳橋東路3號6樓

忠孝里 6 牛惠玲  高雄市岡山區忠孝里岡山路89巷6號8樓之1

忠孝里 7 張扶英 高雄市岡山區忠孝里岡山路89巷5號11樓之3

忠孝里 8 李小臨 高雄市岡山區忠孝里勵志二路58號5樓之1

忠孝里 12 盧麗芳 高雄市岡山區忠孝里勵志二路52號5樓之1

忠孝里 13 曹延福 高雄市岡山區忠孝里柳橋東路7號9樓

忠孝里 14 王躍蓉 高雄市岡山區忠孝里勵志路110號13樓

忠孝里 15 宋洪招蜜 高雄市岡山區忠孝里勵志路92號5樓之2

忠孝里 16 王麗蓮 高雄市岡山區忠孝里岡山路89巷12號3樓之3

忠孝里 17 陳榮耀 高雄市岡山區忠孝里柳橋東路2巷一弄9號

忠孝里 18 盧繼烈 高雄市岡山區忠孝里忠孝路5號

忠孝里 19 彭李智梅 高雄市岡山區忠孝里勵志二路62號8樓

仁義里 1 王凱玲 高雄市岡山區仁義里岡山路47號3樓之2

仁義里 2 楊美江 高雄市岡山區仁義里岡山路37號8樓之2

仁義里 3 雷玉華 高雄市岡山區仁義里岡山路11號4樓之3

仁義里 4 陳馮玉珍 高雄市岡山區仁義里岡山路3號5樓之3

仁義里 5 桂台芳 高雄市岡山區仁義里筧橋路9號11樓之1

仁義里 6 馮有梅 高雄市岡山區仁義里河堤路2段125號5樓之1

仁義里 7 吳東香 高雄市岡山區仁義里仁義路62號3樓

仁義里 8 陳力立 高雄市岡山區仁義里仁義路38號8樓

仁義里 9 劉雍秀 高雄市岡山區仁義里仁義路18號10樓

仁義里 10 彭岡榮 高雄市岡山區仁義里河堤路2段127號7樓

和平里 1 張云甄  高雄市岡山區和平里和平路24號

和平里 2 陳麗惠 高雄市岡山區和平里和平路93號

信義里 1 曹秋雲 高雄市岡山區信義里介壽路10巷27弄25號

信義里 2 呂夢綺 高雄市岡山區信義里大義二路313巷2號

信義里 3 陳心慧 高雄市岡山區信義里空醫院路41號

信義里 4 鄧慧文 高雄市岡山區信義里信義街18號



信義里 5 陳淑貞 高雄市岡山區信義里空醫院路37巷24號

信義里 6 吳素伶 高雄市岡山區信義里健鷹南路55巷6弄18號

信義里 7 楊美華 高雄市岡山區信義里健鷹南路42巷17號

信義里 8 鄭有信 高雄市岡山區信義里介壽路10巷27弄138號

信義里 9 杜建亮 高雄市岡山區信義里健鷹南路54巷1號

信義里 10 李志強 高雄市岡山區信義里介壽路66之2號

信義里 11 鄭吉明 高雄市岡山區信義里大義二路257號

信義里 12 范雄中 高雄市岡山區信義里華夏二村3號

信義里 13 劉明堂 高雄市岡山區信義里介壽路10巷25弄9之8號

信義里 14 陳美燕 高雄市岡山區信義里慈恩二十五村7-1號

信義里 15 林育如 高雄市岡山區信義里介壽路慈恩二十五村10-2號

壽峰里 1 丁昭明 高雄市岡山區壽峰里前峰路100巷4-3號

壽峰里 2 莊秀雄 高雄市岡山區壽峰里阿公店路2段185號

壽峰里 3 楊宗賢 高雄市岡山區壽峰里阿公店路2段192巷12號4樓

壽峰里 4 許文義 高雄市岡山區壽峰里公園西路二段127號

壽峰里 5 郭居福 高雄市岡山區壽峰里公園西路二段117號

壽峰里 6 蔡金葉 高雄市岡山區壽峰里前峰路100巷2弄5號

壽峰里 7 陳怡文 高雄市岡山區壽峰里公園西路二段96巷9號

壽峰里 8 許明進 高雄市岡山區壽峰里阿公店路二段203號

壽峰里 9 黃美麗 高雄市岡山區壽峰里公園西路二段96巷46號

壽峰里 10 賴金卿 高雄市岡山區壽峰里公園西路二段96巷109弄4號

壽峰里 11 黃裕峰 高雄市岡山區壽峰里公園西路二段96巷77弄25號

壽峰里 12 李瑞榮 高雄市岡山區壽峰里前峰路154-3號

大遼里 1 李麗珍 高雄市岡山區大遼里大遼路9之2號

大遼里 2 吳大樹 高雄市岡山區大遼里大遼路18號

大遼里 3 藍葉碧霞 高雄市岡山區大遼里大遼路27-3號

大遼里 4 藍金治 高雄市岡山區大遼里大遼路62號

大遼里 5 陳春郎 高雄市岡山區大遼里大遼路71號

大遼里 6 藍進喜 高雄市岡山區大遼里大遼路113之5號

大遼里 7 蔡陳秀雲 高雄市岡山區大遼里大遼路100之1號

大遼里 8 鄭澤清 高雄市岡山區大遼里大遼路126號

大遼里 9 歐豐銘 高雄市岡山區大遼里中山南路85號

碧紅里 1 何萬雄 高雄市岡山區碧紅里岡燕路31巷2弄1號

碧紅里 2 王延源 高雄市岡山區碧紅里岡燕路43號

碧紅里 3 余明義 高雄市岡山區碧紅里永樂街53號

碧紅里 4 余麗圓 高雄市岡山區碧紅里永樂街75號

碧紅里 5 林秀娥 高雄市岡山區碧紅里永樂街107巷18號

碧紅里 6 蔡慧玲 高雄市岡山區碧紅里大仁北路304號

碧紅里 7 呂余金枝 高雄市岡山區碧紅里碧紅街26巷15號

碧紅里 8 邱秀嘉 高雄市岡山區碧紅里永樂街3巷26號

碧紅里 9 董錦帶 高雄市岡山區碧紅里碧紅街106號

碧紅里 10 楊宗賢 高雄市岡山區碧紅里永樂街30巷2弄16號

碧紅里 11 蔡  錦 高雄市岡山區碧紅里永樂街2巷8號

碧紅里 12 宋秀絨 高雄市岡山區碧紅里永樂街6號

碧紅里 13 黃小萍 高雄市岡山區碧紅里岡燕路1巷28號

碧紅里 14 吳玉梅 高雄市岡山區碧紅里岡燕路275號



碧紅里 15 莊吳月葉 高雄市岡山區碧紅里岡燕路2巷86號

碧紅里 16 潘秋燕 高雄市岡山區碧紅里育仁街40號

碧紅里 17 曹寶銅 高雄市岡山區碧紅里大仁北路329號

碧紅里 18 王志文 高雄市岡山區碧紅里大全街11巷12弄6號

碧紅里 19 蘇建璋 高雄市岡山區碧紅里中山北路148巷18弄11號

碧紅里 20 陳石城 高雄市岡山區碧紅里後興北路3號

後紅里 1 石清泰 高雄市岡山區後紅里三民路8巷52號

後紅里 2 王漢長 高雄市岡山區後紅里三民路37號

後紅里 3 張福吉 高雄市岡山區後紅里後紅路26之1號

後紅里 4 林邱秀琴 高雄市岡山區後紅里民享路33巷11號

後紅里 5 鍾澤光 高雄市岡山區後紅里後紅路37巷8弄56號

後紅里 6 洪世豪 高雄市岡山區後紅里岡燕74號

後紅里 7 余正義 高雄市岡山區後紅里後紅路25號

後紅里 8 盧柳均 高雄市岡山區後紅里後紅路40之1號

後紅里 9 余福欽 高雄市岡山區後紅里中山南路476巷2號

後紅里 10 洪耀文 高雄市岡山區後紅里後紅路37巷8弄19號

後紅里 11 張民忠 高雄市岡山區後紅里大仁南路3號

後紅里 12 李  梅 高雄市岡山區後紅里大仁南路72號

後紅里 13 蔡麗華 高雄市岡山區後紅里後紅路75號

後紅里 14 梁瑞明 高雄市岡山區後紅里大仁南路108號

後紅里 15 余梁秀霞 高雄市岡山區後紅里大德二路213巷6號

後紅里 16 孫榮強 高雄市岡山區後紅里大仁南路82巷11號

後紅里 17 潘春華 高雄市岡山區後紅里民享路59巷1弄1號

後紅里 18 余王嫖琛 高雄市岡山區後紅里大仁南路163號

後紅里 19 林麗妙 高雄市岡山區後紅里大德二路187號11樓之9

後紅里 20 林宥竹 高雄市岡山區後紅里大德三路9號11樓之1

後紅里 21 劉阿好 高雄市岡山區後紅里大仁南路158之2號2樓

後紅里 22 顏正忠 高雄市岡山區後紅里大仁南路168號13樓

後紅里 23 王鎮京 高雄市岡山區後紅里大仁南路176-1號3樓

後紅里 24 石秋月 高雄市岡山區後紅里大仁南路137巷32號10樓

平安里 1 鄭明山 高雄市岡山區平安里岡山路269巷19號

平安里 2 王鈺銘 高雄市岡山區平安里民生街39號

平安里 3 黃彥霖 高雄市岡山區平安里維新路18號

平安里 4 李劉月照 高雄市岡山區平安里平和路111號

平安里 5  林麗敏 高雄市岡山區平安里平和路 101巷15號

平安里 6 蘇錦順 高雄市岡山區平安里開元街5號

平安里 7 王黃寶惜 高雄市岡山區平安里民生街3號

平安里 8 黃清炎 高雄市岡山區平安里育樂巷1弄8號

平安里 9 王清雄 高雄市岡山區平安里育樂巷48號

平安里 10 朱健華 高雄市岡山區平安里文賢路11號

平安里 11 史豐富 高雄市岡山區平安里岡山路221巷17號

平安里 12 郭萬生 高雄市岡山區平安里校前路22號

維仁里 1 孫森泰 高雄市岡山區維仁里維仁路30巷16號

維仁里 2 陳照存 高雄市岡山區維仁里維仁路19號

維仁里 3 薛妍芳 高雄市岡山區維仁里維新路121巷4號

維仁里 4 莊世欣 高雄市岡山區維仁里維仁路36號



維仁里 5 黃富太 高雄市岡山區維仁里維仁路73號

維仁里 6 林盡美 高雄市岡山區維仁里開元街121之1號

維仁里 7 方金枝 高雄市岡山區維仁里仁安街8號

維仁里 8 黃梨琴 高雄市岡山區維仁里平和路143號

維仁里 9 陳春雄 高雄市岡山區維仁里開元街82巷3之1號

維仁里 10 莊周嘉華 高雄市岡山區維仁里維仁路119號

維仁里 11 黃進勝 高雄市岡山區維仁里平和路173號

維仁里 12 翁黃月見 高雄市岡山區維仁里壽天路114巷15號

維仁里 13 呂鄭昭玉 高雄市岡山區維仁里警悟巷47號

維仁里 14 曾鄭金英 高雄市岡山區維仁里警悟巷77號

台上里 1 簡健勝 高雄市岡山區台上里成功路116巷15號

台上里 2 李福全 高雄市岡山區台上里富貴西街70號

台上里 3 鄭金福 高雄市岡山區台上里台上路16號

台上里 4 黃順吉 高雄市岡山區台上里台上路33號

台上里 5 林泰仲 高雄市岡山區台上里成功路127巷10號

台上里 6 李寶惠 高雄市岡山區台上里成功路147巷11號

台上里 7 栢瑞琴 高雄市岡山區台上里成功路225號

台上里 8 滕晏誠 高雄市岡山區台上里成功路451巷8號

台上里 9 翁雅真 高雄市岡山區台上里台上路59號

台上里 10 劉國清 高雄市岡山區台上里台上一路60巷9號

台上里 11 陳清福 高雄市岡山區台上里富貴路14號

台上里 12 周崑山 高雄市岡山區台上里大仁路86巷16號

台上里 13 王金水 高雄市岡山區台上里大富街27號3F

台上里 14 沈順好 高雄市岡山區台上里台上一路41巷11號

台上里 15 王張秀美 高雄市岡山區台上里大成街2巷5號

台上里 16 朱有卿 高雄市岡山區台上里大仁路29號

台上里 17 翁敬惠 高雄市岡山區台上里大智街16號

台上里 18 蔡林珍華 高雄市岡山區台上里大仁路70號

台上里 19 陳玉勤 高雄市岡山區台上里大仁路110號

台上里 20 賴書雄 高雄市岡山區台上里富貴路17巷17號

台上里 21 吳長仁 高雄市岡山區台上里富貴路53巷9號

台上里 22 蘇進南 高雄市岡山區台上里富貴路53巷43號

台上里 23 李成得 高雄市岡山區台上里忠誠街320號

台上里 24 鍾喜明 高雄市岡山區台上里忠誠街179巷22號

台上里 25 翁朝元 高雄市岡山區台上里嘉新東路69號16F之3

台上里 26 廖日美 高雄市岡山區台上里成功路464之2號

壽天里 1 黃陳金霞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里平和路82號

壽天里 2 朱淑芬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里大同巷35號

壽天里 3 陳錫隆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里大同巷44號

壽天里 4 王陳藍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里大同巷40號

壽天里 5 黃秀鳳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里大同巷12之1號

壽天里 6 黃張麗雲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里大同巷22號

壽天里 7 王國信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里平和路186號

壽天里 8 牛惠萍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里維仁路181號

壽天里 9 莊麗慧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里壽天路211號

壽天里 10 王姝姍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里警悟巷6號



壽天里 12 林陳秀琴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里壽華路58號12樓之7

壽天里 13 莊康金葉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里維仁路303巷13號3樓

壽天里 14 練曉立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里公園東路1號

壽天里 15 張新智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里公園東路12號

壽天里 16 陳唐論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里公園東路116巷5弄3號

壽天里 17 曾漢順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里公園東路134巷3號

壽天里 18 李陳秀桂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里公園東路116巷6弄2號

壽天里 19 王豐隆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里壽華路131巷36號

壽天里 20 楊江美玉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里河華路9號

壽天里 21 許金定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里公園北路32巷13號

壽天里 22 王誠章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里公園路56巷19號

壽天里 23 王甘杏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里公園西路37號

壽天里 24 楊源昌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里公園西路69巷5號

壽天里 25 陳吳金蘭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里公園北路21巷1弄2號

壽天里 26 凌金葉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里公園北路21巷16號

壽天里 27 王延田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里公園西路16號5樓

壽天里 28 楊慶進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里公園西路54巷1弄5號

壽天里 29 劉曉峰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里岡山路岡農村33號

仁壽里 1 郭素雲 高雄市岡山區仁壽里中華路172號

仁壽里 2 蔡碧珠 高雄市岡山區仁壽里前峰路33之5號

仁壽里 3 楊淑惠 高雄市岡山區仁壽里中華路136號

仁壽里 4 黃惠蘭 高雄市岡山區仁壽里民族路44巷10號

仁壽里 5 楊蘇秀好 高雄市岡山區仁壽里仁壽路18號

仁壽里 6 黃唐龍 高雄市岡山區仁壽里仁壽路68號

仁壽里 7 丁顯穎 高雄市岡山區仁壽里中華路70號

仁壽里 8 林艷華 高雄市岡山區仁壽里仁壽路忠勤新村1號

仁壽里 9 林伯亮 高雄市岡山區仁壽里溪西路28號

仁壽里 10 李謙吉 高雄市岡山區仁壽里溪西路56號

仁壽里 11 楊雅淇 高雄市岡山區仁壽里溪西路58巷33弄5號

仁壽里 12 黃其昌 高雄市岡山區仁壽路84號

仁壽里 13 楊德雄 高雄市岡山區仁壽里仁壽路134號

仁壽里 14 余輝雄 高雄市岡山區仁壽里柳橋西路38巷2弄13號

仁壽里 15 黃義昭 高雄市岡山區仁壽里正言街17號

仁壽里 16 吳茂林 高雄市岡山區仁壽里正言街37巷1弄13號

仁壽里 17 葉雪貞 高雄市岡山區仁壽里柳橋西路110巷4弄25號

仁壽里 18 郭寶發 高雄市岡山區仁壽里正言街71號

仁壽里 19 林天爵 高雄市岡山區仁壽里正言街76巷27號

仁壽里 20 許壬癸 高雄市岡山區仁壽里育英路1號

仁壽里 21 謝虹月 高雄市岡山區仁壽里民族路227號

仁壽里 22 陳月真 高雄市岡山區仁壽里中華西一街40號

仁壽里 23 廖俊傑 高雄市岡山區仁壽里正言街62巷7號

仁壽里 24 黃惠美 高雄市岡山區仁壽里中華路15之1號

仁壽里 25 廖楊月香 高雄市岡山區仁壽里民族南一街5號

仁壽里 26 簡春茶 高雄市岡山區仁壽里中華西一街25號

仁壽里 27 陳紀瑜 高雄市岡山區仁壽里中華西三街1號

仁壽里 28 謝皆一 高雄市岡山區仁壽里中華西三街39號



仁壽里 29 梁陳英姿 高雄市岡山區仁壽里中華西一街53號

仁壽里 30 鍾日光 高雄市岡山區仁壽里大公路61巷11號

仁壽里 31 王秀杏 高雄市岡山區仁壽里育英路4巷2號

程香里 1 洪國勝 高雄市岡山區程香里華園路32巷4號

程香里 2 張宗男 高雄市岡山區程香里華園路23號

程香里 3 朱張美英 高雄市岡山區程香里華園2路29號4F

程香里 4 吳敏慧 高雄市岡山區程香里岡燕路440號

程香里 5 葉援棋 高雄市岡山區程香里福壽巷86號

程香里 6 蘇麗珍 高雄市岡山區程香里華園一路7號

程香里 7 黃馨儀 高雄市岡山區程香里岡燕路287巷8號

程香里 8 黃頌堯 高雄市岡山區程香里一德路65號

程香里 9 劉錦秀 高雄市岡山區程香里一德南路50號

程香里 10 張趙秀英 高雄市岡山區程香里懷德路80號

程香里 11 劉金男 高雄市岡山區程香里岡燕路376號

程香里 12 鍾姚麗華 高雄市岡山區程香里大德二路104號

程香里 13 林翠碧 高雄市岡山區程香里懷德路48巷4號

程香里 14 林智能 高雄市岡山區程香里岡燕路355巷6號

程香里 15 李金春 高雄市岡山區程香里華夏新村7號

程香里 16 陳林幼枝 高雄市岡山區程香里河堤路一段203號

程香里 17 章吳鳳娣 高雄市岡山區程香里華園路95巷5弄18號

程香里 18 劉榮福 高雄市岡山區程香里河堤路一段155號

程香里 19 吳薛春菊 高雄市岡山區程香里岡燕路568巷1-1號

程香里 20 朱彥彰 高雄市岡山區程香里華夏新村43號

程香里 21 陳振富 高雄市岡山區程香里華園路133巷16弄28號

程香里 22 黃貴華 高雄市岡山區程香里華園路155巷10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