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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別 鄰別 姓名 性別 地址

藍橋里 01 劉陳錦玉 女 高雄市鹽埕區藍橋里1鄰新興街296號

藍橋里 02 曾麗蓉 女 高雄市鹽埕區藍橋里2鄰建國四路314之3號

藍橋里 04 吳東峰 男 高雄市鹽埕區藍橋里4鄰新興街309號

藍橋里 07 莊啟瑞 男 高雄市鹽埕區藍橋里7鄰建國四路340巷17號

藍橋里 08 楊綉春 女 高雄市鹽埕區藍橋里8鄰建國四路340巷23號

藍橋里 09 洪鄭紅毛 女 高雄市鹽埕區藍橋里9鄰新興街308巷19號

藍橋里 10 李白素芬 女 高雄市鹽埕區藍橋里10鄰建國四路389號

藍橋里 11 李純一 男 高雄市鹽埕區藍橋里11鄰建國四路415號

藍橋里 12 莊葉麗照 女 高雄市鹽埕區藍橋里12鄰北端街110號

藍橋里 13 盧敏惠 女 高雄市鹽埕區藍橋里13鄰北端街72之2號8樓

藍橋里 14 洪敏雄 男 高雄市鹽埕區藍橋里14鄰北端街71之2號

藍橋里 16 黃劉月 女 高雄市鹽埕區藍橋里16鄰北端街95號

藍橋里 17 潘麗娟 女 高雄市鹽埕區藍橋里17鄰建國四路363號十四樓之2

慈愛里 02 許詩怡 女 高雄市鹽埕區慈愛里2鄰北端街38之6號

慈愛里 07 官麗萍 女 高雄市鹽埕區慈愛里7鄰北端街7巷124之3號

慈愛里 08 王金蟬 女 高雄市鹽埕區慈愛里8鄰北端街7巷6之3號

慈愛里 09 呂冠霖 男 高雄市鹽埕區慈愛里9鄰北端街28之1號

慈愛里 11 王紫婕 女 高雄市鹽埕區慈愛里11鄰北端街7巷96之2號

博愛里 02 林李五美 女 高雄市鹽埕區博愛里2鄰富野路154巷3號

博愛里 03 蘇義輝 男 高雄市鹽埕區博愛里3鄰北端街1號

博愛里 04 陳駿騏 男 高雄市鹽埕區博愛里4鄰壽星街25巷13號3樓之1

博愛里 05 侯文財 男 高雄市鹽埕區博愛里5鄰富野路168巷4弄21號

博愛里 07 阮明德 男 高雄市鹽埕區博愛里7鄰北端街7巷16之1號

博愛里 08 張文英 女 高雄市鹽埕區博愛里8鄰北端街7巷26之2號3樓

博愛里 09 林哲民 男 高雄市鹽埕區博愛里9鄰北端街7巷44之2號

博愛里 10 吳陳玉珠 女 高雄市鹽埕區博愛里10鄰北端街7巷50之1號

壽星里 01 唐櫻桃 女 高雄市鹽埕區壽星里1鄰壽星街10號

壽星里 02 林蔡麗美 女 高雄市鹽埕區壽星里2鄰新興街257號

壽星里 03 張珮菁 女 高雄市鹽埕區壽星里3鄰新興街251巷6號

壽星里 05 梁燕華 女 高雄市鹽埕區壽星里5鄰新興街251號

壽星里 07 吳明章 男 高雄市鹽埕區壽星里7鄰建國四路240號

壽星里 08 葉清達 男 高雄市鹽埕區壽星里8鄰壽星街17巷5號

壽星里 10 吳秀英 女 高雄市鹽埕區壽星里10鄰新興街212號九樓

壽星里 11 林素花 女 高雄市鹽埕區壽星里11鄰七賢三路213號9樓之1

壽星里 14 林永利 男 高雄市鹽埕區壽星里14新興街272號

壽星里 17 黃素桃 女 高雄市鹽埕區壽星里17鄰七賢三路267號

壽星里 18 劉福治 男 高雄市鹽埕區壽星里18鄰七賢三路262號

壽星里 20 黃彩雲 女 高雄市鹽埕區壽星里20鄰七賢三路262巷3號

壽星里 21 陳勝河 男 高雄市鹽埕區壽星里21鄰河西路156號

中山里 01 朱原全 男 高雄市鹽埕區中山里1鄰大仁路179號11樓之1

中山里 02 陳愛美 女 高雄市鹽埕區中山里2鄰新樂街214號15樓之4

中山里 04 李怡靚 女 高雄市鹽埕區中山里4鄰七賢三路147號4樓之4

鹽埕區鄰長名冊



中山里 05 羅琨寶 男 高雄市鹽埕區中山里5鄰新興街116號

中山里 06 謝秋桂 女 高雄市鹽埕區中山里6鄰七賢三路191號

中山里 07 鄭秀足 女 高雄市鹽埕區中山里7鄰新興街166號

中山里 08 黃筠茵 女 高雄市鹽埕區中山里8鄰新興街175號

中山里 09 李文悟 男 高雄市鹽埕區中山里9鄰大公路110巷21號

中山里 10 楊春微 女 高雄市鹽埕區中山里10鄰建國四路210號9樓之2

中山里 11 李麗欽 女 高雄市鹽埕區中山里11鄰新興街143號

中山里 12 張芬 女 高雄市鹽埕區中山里12鄰建國四路178之2號

中山里 14 蘇正義 男 高雄市鹽埕區中山里14鄰大仁路193巷3號

中山里 15 蘇富南 男 高雄市鹽埕區中山里15鄰建國四路156號

中山里 16 洪周菊 女 高雄市鹽埕區中山里16鄰新興街83號

教仁里 01 莊文祥 男 高雄市鹽埕區教仁里1鄰瀨南街137之4號

教仁里 02 林秋霞 女 高雄市鹽埕區教仁里2鄰新樂街213之3號

教仁里 03 趙幼麗 女 高雄市鹽埕區教仁里3鄰七賢三路98號之25

教仁里 06 廖祐祥 男 高雄市鹽埕區教仁里6鄰五福四路264號

教仁里 07 莊文賓 男 高雄市鹽埕區教仁里7鄰新興街73號1樓

教仁里 08 江立德 男 高雄市鹽埕區教仁里8鄰建國四路136號

教仁里 09 江美瑛 女 高雄市鹽埕區教仁里9鄰五福四路296號

教仁里 10 洪文福 男 高雄市鹽埕區教仁里10鄰五福四路298巷19號

教仁里 11 黃意雯 女 高雄市鹽埕區教仁里11鄰大安街130號

教仁里 12 孫武榮 男 高雄市鹽埕區教仁里12鄰大安街131號

教仁里 13 曾文豪 男 高雄市鹽埕區教仁里13鄰五福四路346號

教仁里 14 許竹明 男 高雄市鹽埕區教仁里14鄰安石街12號

教仁里 15 黃芳山 男 高雄市鹽埕區教仁里15鄰新樂街251號6樓之2

教仁里 16 魏翠美 女 高雄市鹽埕區教仁里16鄰建國四路203號

教仁里 18 呂清山 男 高雄市鹽埕區教仁里18鄰新樂街242巷11號

教仁里 19 謝仙淑 女 高雄市鹽埕區教仁里19鄰大安街152號

教仁里 20 許義雄 男 高雄市鹽埕區教仁里20鄰大仁路237之4號5樓之7

教仁里 21 戴謝英巡 女 高雄市鹽埕區教仁里21鄰安石街38號

教仁里 22 吳鳳嬌 女 高雄市鹽埕區教仁里22鄰安石街31號二樓之1

教仁里 23 蕭嘉顯 男 高雄市鹽埕區教仁里23鄰新樂街266號3樓之1號

新樂里 01 陳慶華 男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里1鄰大勇路111巷10號

新樂里 02 柯惠薰 女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里2鄰大勇路111巷9之1號

新樂里 03 周明輝 男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里3鄰新樂街152巷5號

新樂里 04 黃瀞慧 女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里4鄰鹽埕街5之1號

新樂里 06 陳美卿 女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里6鄰瀨南街166號

新樂里 09 陳素美 女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里9鄰鹽埕街40巷11號

新樂里 10 馬素貞 女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里10鄰鹽埕街10號十一樓之2

新樂里 11 馬月滿 女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里11鄰五福四路198之1號

新樂里 12 陳龔秀琴 女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里12鄰新樂街201巷1號

中原里 01 黃春桂 女 高雄市鹽埕區中原里1鄰新樂街202號

中原里 03 林文琮 男 高雄市鹽埕區中原里3鄰七賢三路122之7號

中原里 04 林明標 男 高雄市鹽埕區中原里4鄰大公路77之3號

中原里 07 許展愿 男 高雄市鹽埕區中原里7鄰七賢三路196號8樓之3

中原里 08 梁富一 女 高雄市鹽埕區中原里8鄰富野路79號

中原里 10 許惠美 女 高雄市鹽埕區中原里10鄰大公路75號



中原里 11 吳明輝 男 高雄市鹽埕區中原里11鄰大仁路156巷20號

中原里 12 洪金鳳 女 高雄市鹽埕區中原里12鄰瀨南街163號5樓之3

光明里 01 謝淑卿 女 高雄市鹽埕區光明里1鄰莒光街161號十一樓之1

光明里 03 沈啟明 男 高雄市鹽埕區光明里3鄰莒光街186號

光明里 04 劉竽岑 女 高雄市鹽埕區光明里4鄰莒光街160號

光明里 05 陳柏蓉 女 高雄市鹽埕區光明里5鄰莒光街162巷11號

光明里 06 劉詹麗雪 女 高雄市鹽埕區光明里6鄰新樂街119號

光明里 07 謝王甘 女 高雄市鹽埕區光明里7鄰光榮街66巷1弄5號

光明里 08 高錫泓 男 高雄市鹽埕區光明里8鄰光榮街66巷3號

光明里 09 沈淑蓉 女 高雄市鹽埕區光明里9鄰新樂街103號

光明里 12 吳麗玉 女 高雄市鹽埕區光明里12鄰莒光街213號4樓之5

光明里 14 蘇進義 男 高雄市鹽埕區光明里14鄰莒光街197號6樓之9

光明里 15 韓惠美 女 高雄市鹽埕區光明里15鄰莒光街186號

光明里 19 楊王雪白 女 高雄市鹽埕區光明里19鄰大智路141巷5號

光明里 21 李麗雲 女 高雄市鹽埕區光明里21鄰大仁路23號

育仁里 01 洪秀雄 男 高雄市鹽埕區育仁里1鄰五福四路98之1號

育仁里 04 莊雪麗 女 高雄市鹽埕區育仁里4鄰大義街125號

育仁里 09 李健民 男 高雄市鹽埕區育仁里9鄰新樂街53號

育仁里 11 王秀華 女 高雄市鹽埕區育仁里11鄰大禮街60巷3號三樓

育仁里 12 徐秀玉 女 高雄市鹽埕區育仁里12鄰新樂街47號2樓之2

育仁里 14 吳月葉 女 高雄市鹽埕區育仁里14鄰大成街68巷24號

育仁里 16 趙秀花 女 高雄市鹽埕區育仁里16鄰五福四路14巷5號

育仁里 17 黃楊麗桑 女 高雄市鹽埕區育仁里17鄰大成街68巷17號

育仁里 18 吳居發 男 高雄市鹽埕區育仁里18鄰五福四路14巷12號3樓

河濱里 01 郭周銀蟬 女 高雄市鹽埕區河濱里1鄰大勇路36號

河濱里 03 陳梅雲 女 高雄市鹽埕區河濱里3鄰莒光街106號

河濱里 04 黃侯素娥 女 高雄市鹽埕區河濱里4鄰公園二路123號

河濱里 06 黃如雄 男 高雄市鹽埕區河濱里6鄰光榮街7巷11之3號

河濱里 07 陳憲貞 男 高雄市鹽埕區河濱里7鄰大智路35巷12號

河濱里 08 蘇淑真 女 高雄市鹽埕區河濱里8鄰大智路29之2號

河濱里 09 黃信憲 男 高雄市鹽埕區河濱里9鄰光榮街10巷3號

河濱里 10 梅玉娥 女 高雄市鹽埕區河濱里10鄰大智路21號四樓之2

河濱里 11 李秀鳳 女 高雄市鹽埕區河濱里11鄰必信街42號

河濱里 12 許金應 男 高雄市鹽埕區河濱里11鄰必信街56-1號

河濱里 13 廖益 女 高雄市鹽埕區河濱里13鄰莒光街79號

河濱里 15 林張瓊明 女 高雄市鹽埕區河濱里15鄰必忠街168巷9號

河濱里 16 林巧惠 女 高雄市鹽埕區河濱里16鄰必忠街166號五樓之1

河濱里 18 許美金 女 高雄市鹽埕區河濱里18鄰必忠街158號4樓

河濱里 19 蔡坤廷 男 高雄市鹽埕區河濱里19鄰必忠街152之1號

河濱里 20 黃海良 男 高雄市鹽埕區河濱里20鄰五福四路99巷12號

河濱里 21 劉素雲 女 高雄市鹽埕區河濱里21鄰大智路101號7樓之1

河濱里 22 陳王素真 女 高雄市鹽埕區河濱里22鄰莒光街103號

河濱里 23 陳進能 男 高雄市鹽埕區河濱里23鄰必忠街171號5樓之2

河濱里 24 蔡淑貞 女 高雄市鹽埕區河濱里24鄰必忠街171號7樓之7

河濱里 25 蘇秋米 女 高雄市鹽埕區河濱里25鄰必忠街171號六樓之10

沙地里 03 李文山 男 高雄市鹽埕區沙地里3鄰大成街48巷6號



沙地里 04 嚴慧敏 女 高雄市鹽埕區沙地里4鄰必忠街38-31號

沙地里 05 王姿豐 女 高雄市鹽埕區沙地里5鄰公園二路12巷25號

沙地里 12 楊志平 男 高雄市鹽埕區沙地里12鄰必忠街16號

沙地里 16 陳吳慎 女 高雄市鹽埕區沙地里16鄰大成街18巷17號

沙地里 17 陳淑霞 女 高雄市鹽埕區沙地里第17鄰公園二路26之14號

沙地里 20 郭麗櫻 女 高雄市鹽埕區沙地里20鄰必忠街41號9樓之2

沙地里 21 陳梅櫻 女 高雄市鹽埕區沙地里21鄰必忠街31巷10號

南端里 01 歐進草 男 高雄市鹽埕區南端里1鄰大義街107號五樓之1

南端里 02 陳惠芳 女 高雄市鹽埕區南端里2鄰必忠街101號之1

南端里 04 劉富榮 男 高雄市鹽埕區南端里4鄰大智路30號之2

南端里 05 陳鳳英 女 高雄市鹽埕區南端街5鄰必信街8號

南端里 06 楊水武 男 高雄市鹽埕區南端里6鄰五福四路63巷38號

南端里 09 黃人哲 男 高雄市鹽埕區南端里9鄰五福四路63巷14號

南端里 10 陳梅香 女 高雄市鹽埕區南端里10鄰大禮街11巷4之1號

南端里 14 葉太郎 男 高雄市鹽埕區南端里14鄰大成街37巷7號

南端里 15 張明富 男 高雄市鹽埕區南端里15鄰大禮街16號

南端里 16 黃錦雲 女 高雄市鹽埕區南端里16鄰大成街23巷4號

港都里 01 黃榮宗 男 高雄市鹽埕區港都里1鄰必忠街248號8樓

港都里 02 張瓊月 女 高雄市鹽埕區港都里2鄰新興街26-1號

港都里 05 陳洪碧蓮 女 高雄市鹽埕區港都里5鄰必信街126號

港都里 06 李宗樺 男 高雄市鹽埕區港都里6鄰七賢三路90之1號

港都里 07 鄭鍾錦花 女 高雄市鹽埕區港都里7鄰必忠街232號

港都里 08 陳品全 男 高雄市鹽埕區港都里8鄰必忠街229號

港都里 09 王鄭春香 女 高雄市鹽埕區港都里9鄰公園二路199巷8號

港都里 10 楊益源 男 高雄市鹽埕區港都里10鄰七賢三路12號六樓之1

港都里 12 黃再興 男 高雄市鹽埕區港都里12鄰五福4路299巷2號

港都里 15 張育仁 女 高雄市鹽埕區港都里15鄰五福四路229巷35號

港都里 18 黃玉琴 女 高雄市鹽埕區港都里18鄰公園二路199巷15號

港都里 19 蔡麗霞 女 高雄市鹽埕區港都里19鄰公園2路199巷31號

江西里 02 許川正 男 高雄市鹽埕區江西里2鄰五福四路315號

江西里 04 鄭憲聰 男 高雄市鹽埕區江西里4鄰大安街118號5樓之2

江西里 06 林秀珍 女 高雄市鹽埕區江西里6鄰五福四路301巷9號

江西里 07 凃美雲 女 高雄市鹽埕區江西里7鄰建國四路124之2號

江西里 11 吳陳蘇 女 高雄市鹽埕區江西里11鄰必忠街259巷22-4號

江西里 13 鄭楊寶珠 女 高雄市鹽埕區江西里13鄰大安街74之3號

江西里 14 蔡蕭麗珠 女 高雄市鹽埕區江西里14鄰新興街11-11號

江西里 15 鄧金玉 女 高雄市鹽埕區江西里15鄰必信街136號

江西里 16 朱田富 男 高雄市鹽埕區江西里16鄰建國四路81號

江西里 17 朱再順 男 高雄市鹽埕區江西里17鄰大安街64號

江西里 18 楊水金 男 高雄市鹽埕區江西里18鄰必信街148之1號

江西里 19 許文德 男 高雄市鹽埕區江西里19鄰大安街87巷22號

新豐里 01 林美珍 女 高雄市鹽埕區新豐里1鄰七賢三路3號十四樓之3

新豐里 02 紀永祥 男 高雄市鹽埕區新豐里2鄰必信街135巷6號

新豐里 03 陳世寶 男 高雄市鹽埕區新豐里3鄰建國四路2之7號

新豐里 04 蘇貴珠 女 高雄市鹽埕區新豐里4鄰建國四路30號

新豐里 05 郭蘇國 男 高雄市鹽埕區新豐里5鄰建國四路13號



新豐里 07 蔡烈 女 高雄市鹽埕區新豐里7鄰建國四路3之9號

新豐里 08 楊惇婷 女 高雄市鹽埕區新豐里8鄰七賢三路1號四樓

新豐里 09 舒趙秀飛 女 高雄市鹽埕區新豐里9鄰新興街5之2號2樓之6

府北里 01 陳文忠 男 高雄市鹽埕區府北里1鄰七賢三路250號3樓之3

府北里 04 黃秀娟 女 高雄市鹽埕區府北里4鄰瀨南街255巷16號

府北里 06 蔡李素貞 女 高雄市鹽埕區府北里6鄰大有街63號

府北里 07 張坤林 男 高雄市鹽埕區府北里7鄰富野路88巷15號

府北里 08 邱湘淇 女 高雄市鹽埕區府北里8鄰大有街73號

府北里 09 林慧文 女 高雄市鹽埕區府北里9鄰府北路49號

府北里 11 王水勝 男 高雄市鹽埕區府北里11鄰瀨南街268號

府北里 12 白宗桂 男 高雄市鹽埕區府北里12鄰瀨南街230號三樓之1

府北里 13 吳劉正玉 女 高雄市鹽埕區府北里13鄰鹽埕街124之4號

府北里 14 陳金葉 女 高雄市鹽埕區府北里14鄰富野路26號三樓之2

府北里 15 李太明 男 高雄市鹽埕區府北里15鄰府北路7號

府北里 18 陳靖雅 女 高雄市鹽埕區府北里18鄰河西路147號

府北里 19 胡美快 女 高雄市鹽埕區府北里19鄰府北路20號

陸橋里 03 蔡水加 男 高雄市鹽埕區陸橋里3鄰建國四路273號

陸橋里 05 楊金美算 女 高雄市鹽埕區陸橋里5鄰北端街7巷58之3號

陸橋里 06 張秀里 女 高雄市鹽埕區陸橋里6鄰建國四路211號

陸橋里 08 顏進文 男 高雄市鹽埕區陸橋里8鄰大仁路238號

陸橋里 11 王秀滿 女 高雄市鹽埕區陸橋里11鄰大公路121巷2號2樓之1

陸橋里 12 吳美華 女 高雄市鹽埕區陸橋里12鄰田單街32號二樓之一

陸橋里 13 黃天南 男 高雄市鹽埕區陸橋里13鄰大仁路242號

陸橋里 14 池宋惠昤 女 高雄市鹽埕區陸橋里14鄰大仁路256號4樓之1

陸橋里 15 洪榮文 男 高雄市鹽埕區陸橋里15鄰大仁路260巷3號

陸橋里 16 楊偉玲 女 高雄市鹽埕區陸橋里16鄰田單街17號3樓之1

陸橋里 17 吳玉秀 女 高雄市鹽埕區陸橋里17鄰大仁路260巷10號2樓之1

陸橋里 18 顏吳玫蓉 女 高雄市鹽埕區陸橋里18鄰大仁路260巷17號5樓之1

陸橋里 19 張秀瓊 女 高雄市鹽埕區陸橋里19鄰田單街27號

瀨南里 01 陳葉牡丹 女 高雄市鹽埕區陸橋里1鄰大勇路151巷15號

瀨南里 04 蘇明收 男 高雄市鹽埕區瀨南里4鄰富野路35號

瀨南里 07 林文昌 男 高雄市鹽埕區瀨南里7鄰大公路50巷30弄6號

瀨南里 08 施重雄 男 高雄市鹽埕區瀨南里8鄰大公路50巷27號

瀨南里 11 林惠芯 女 高雄市鹽埕區瀨南里11鄰瀨南街198巷1號

瀨南里 12 陳玉治 女 高雄市鹽埕區瀨南里12鄰瀨南街184號

瀨南里 13 林春喜 女 高雄市鹽埕區瀨南里13鄰大仁路134號

瀨南里 15 蔡清玉 女 高雄市鹽埕區瀨南里15鄰鹽埕街63號

新化里 06 林明男 男 高雄市鹽埕區新化里6鄰新化街119號2樓之1

新化里 08 李皇田 男 高雄市鹽埕區新化里8鄰大勇市場63-1號2樓

新化里 09 蔡崇河 男 高雄市鹽埕區新化里9鄰新化街63號3樓之2

新化里 12 謝幸雄 男 高雄市鹽埕區新化里12鄰瀨南街16巷5號

江南里 02 莊美芳 女 高雄市鹽埕區江南里2鄰五福四路165號

江南里 05 賴宥棋 女 高雄市鹽埕區江南里5鄰必信街92巷1號

江南里 06 蔡金琰 女 高雄市鹽埕區江南里6鄰堀江街21號

江南里 10 鄭進財 男 高雄市鹽埕區江南里10鄰公園二路151-1號

江南里 12 張福鵬 男 高雄市鹽埕區江南里12鄰大勇路21巷21號



江南里 13 曾惠萍 女 高雄市鹽埕區江南里13鄰公園二路175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