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杉林區第4屆鄰長名冊

里別 鄰別 姓名 里別 鄰別 姓名 里別 鄰別 姓名 里別 鄰別 姓名

月眉里 1 古〇英 新庄里 1 林〇喜 集來里 1 藍〇燦 月美里 1 劉〇期

月眉里 2 林〇雄 新庄里 2 溫〇智 集來里 2 潘〇桂 月美里 2 劉〇安

月眉里 3 王〇文 新庄里 3 林〇榮 集來里 3 廖〇和 月美里 3 王〇葵

月眉里 4 劉〇安 新庄里 4 曾〇梅 集來里 4 潘〇玉 月美里 4 劉〇華

月眉里 5 陳〇花 新庄里 5 黃〇香 集來里 5 陳〇順 月美里 5 李〇文

月眉里 6 葉〇明 新庄里 6 白〇華 集來里 6 江〇生 月美里 6 林〇卿

月眉里 7 吳〇文 新庄里 7 黃〇芳 集來里 7 朱〇屏 月美里 7 月〇福

月眉里 8 吳〇財 新庄里 8 吳〇華 集來里 8 賴〇田 月美里 8 林〇泉

月眉里 9 張〇原 新庄里 9 鍾〇光 集來里 9 黃〇珍 月美里 9 何〇榮

月眉里 10 邱〇貴 新庄里 10 陳〇和 集來里 10 江〇傳 月美里 10 許〇美

月眉里 11 黃〇昭 新庄里 11 鍾〇訓 集來里 11 唐〇順 月美里 11 邱〇祥

月眉里 12 韓〇美 新庄里 12 張〇禮 集來里 12 陳〇華 月美里 12 林〇順

月眉里 13 林〇明 新庄里 13 許〇釵 集來里 13 洪〇正 月美里 13 鍾〇彩

月眉里 14 傅〇琇 新庄里 14 鍾〇清 集來里 14 謝〇財 月美里 14 洪〇志

月眉里 15 劉〇榮 新庄里 15 林〇月 集來里 15 楊〇 月美里 15 鍾温〇美

月眉里 16 鍾〇廷 新庄里 16 黃〇金 集來里 16 李〇梅 月美里 16 溫〇漢

月眉里 17 蔣〇坋 新庄里 17 何〇守 集來里 17 廖〇傑 月美里 17 鍾〇火

月眉里 18 林〇龍 新庄里 18 鍾〇發 集來里 18 姚〇哲 月美里 18 廖〇菊

月眉里 19 涂〇招 新庄里 19 劉陳〇雲 集來里 19 蕭〇輝 月美里 19 李〇招

月眉里 20 張〇櫻 新庄里 20 陳〇卿 集來里 20 陳〇發 月美里 20 溫〇喜

月眉里 21 邱〇松 新庄里 21 林〇源 集來里 21 劉〇章 月美里 21 林〇元

月眉里 22 張〇瑋 新庄里 22 力〇和

月眉里 23 朱林〇英 新庄里 23 蔡〇服

月眉里 24 黃〇蔵



里別 鄰別 姓名 里別 鄰別 姓名 里別 鄰別 姓名 里別 鄰別 姓名

上平里 1 鍾〇文 杉林里 1 呂〇聰 木梓里 1 潘〇福 大愛里 1 蔡〇緣

上平里 2 張〇芬 杉林里 2 陳〇順 木梓里 2 朱王〇枝 大愛里 2 陳〇盛

上平里 3 張〇祥 杉林里 3 潘〇勝 木梓里 3 謝葉〇菊 大愛里 3 韋〇貴

上平里 4 李〇發 杉林里 4 陳〇利 木梓里 4 葉〇發 大愛里 4 陳〇珍

上平里 5 龍〇文 杉林里 5 陶〇璋 木梓里 5 林〇堂 大愛里 5 邱〇妹

上平里 6 張〇肇 杉林里 6 廖〇泉 木梓里 6 黃〇正

上平里 7 廖〇富 杉林里 7 劉〇娘 木梓里 7 方陳〇珍

上平里 8 林〇碧 杉林里 8 盧〇梅 木梓里 8 蘭〇芳

上平里 9 林陳〇對 杉林里 9 陳〇郎 木梓里 9 林〇瓊

上平里 10 謝〇松 杉林里 10 盧〇菊 木梓里 10 林〇明

上平里 11 田〇程 杉林里 11 莊〇能 木梓里 11 侯〇戴

上平里 12 朱〇芳 杉林里 12 林〇吟 木梓里 12 陳〇彪

上平里 13 吳〇石 杉林里 13 林〇家 木梓里 13 林〇家

上平里 14 鄭〇娥 杉林里 14 陳〇仁 木梓里 14 陳〇猷

上平里 15 范〇祿 杉林里 16 童〇輝

上平里 16 黃〇華

上平里 17 何〇輝

上平里 18 黃〇

上平里 19 潘〇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