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里別 鄰別 姓名 戶籍地址

杉林里 1翁順成 合森巷152號

杉林里 2王忠華 合森巷144號

杉林里 3潘永勝 合森巷130號

杉林里 4童忠枝 合森巷122號

杉林里 5陶學本 合森巷120號

杉林里 6廖森泉 合森巷43號

杉林里 7張仁惠 合森巷89號

杉林里 8陳明昌 合森巷85號

杉林里 9陳三郎 合森巷73號

杉林里 10洪賢助 合森巷73號

杉林里 11莊勝能 合森巷58號

杉林里 12陳文貴 合森巷38號

杉林里 13朱明乾 合森巷37號

杉林里 14湯重四 合森巷10之1號

杉林里 16朱金記 合森巷10號

木梓里 1陳錦章 茄苳巷2號

木梓里 2方慶順 茄苳巷11號

木梓里 3王順雄 茄苳巷171-6號

木梓里 4王清山 茄苳巷170-10號

木梓里 5江英杰 茄苳巷162號

木梓里 6黃文正 茄苳巷37號

木梓里 7方貴海 茄苳巷150號

木梓里 8潘彥任 茄苳巷155號

木梓里 9林景輝 茄苳巷54號

木梓里 10林賜明 茄苳巷138號

木梓里 11鄭順得 茄苳巷61-1號

木梓里 12洪正德 茄苳巷125號

木梓里 13潘正成 茄苳巷116號

木梓里 14陳國憲 茄苳巷82號

集來里 1藍森燦 通仙巷17號

集來里 2潘興 通仙巷31號

集來里 3廖順和 通仙巷56-6號

集來里 4潘珠玉 通仙巷79號

集來里 5許光朮 通仙巷104-1號

集來里 6陳哲茂 通仙巷128號

集來里 7朱江鳳英 通仙巷146號

集來里 8賴成田 通仙巷172號

集來里 9陳營峰 通仙巷182號

集來里 10江明傳 通仙巷199-6號

集來里 11石倉龍 通仙巷236號

集來里 12陳添華 通仙巷239-3號

集來里 13洪基正 通仙巷26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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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來里 14謝阿油 通仙巷302-1號

集來里 15陳貴梅 通仙巷314之1號

集來里 16廖萬財 通仙巷344號

集來里 17廖緒傑 通仙巷239-3號

集來里 18姚明哲 通仙巷372號

集來里 19洪文習 通仙巷384-1號

集來里 20潘忠進 通仙巷406-7號

集來里 21劉連福 通仙巷426-1號

新庄里 1林新喜 司馬路2巷40號

新庄里 2溫福智 司馬路2巷30-4號

新庄里 3林增榮 司馬路2巷號14

新庄里 4張榮昌 司馬路24巷1號

新庄里 5羅江發 司馬路17號

新庄里 6白雯華 司馬路50號

新庄里 7張光宗 司馬路74巷13號

新庄里 8曾秀珍 司馬路58巷3號

新庄里 9張進文 司馬路58巷13號

新庄里 10陳滿和 司馬路58巷8號

新庄里 11鍾振訓 司馬路92巷7號

新庄里 12張進禮 司馬路74巷2號

新庄里 13張秀雄 司馬路73巷2-2號

新庄里 14鍾振清 司馬路113號

新庄里 15林麗月 司馬路106巷3號

新庄里 16黃淑金 司馬路106巷26號

新庄里 17何元 司馬路106巷14-1號

新庄里 18鍾榮發 司馬路120-5號

新庄里 19劉嘉輝 司馬路344號

新庄里 20陳釋卿 司馬路384巷8號

新庄里 21林茂源 司馬路384巷49-9號

新庄里 22力永和 司馬路384巷28號

新庄里 23蔡榮服 司馬路384巷23號

上平里 1溫福仁 山仙路24巷26號

上平里 2熊文貴 山仙路24巷16號

上平里 3張煥祥 山仙路50巷3-3號

上平里 4李萬發 山仙路50巷20號

上平里 5謝茂松 山仙路93巷11號

上平里 6張仁肇 山仙路50巷2號

上平里 7廖仁富 山仙路50巷10號

上平里 8林聯碧 山仙路105號

上平里 9林陳鶯對 山仙路114巷17號

上平里 10謝玉松 山仙路152巷26號

上平里 11田雲程 山仙路141號

上平里 12朱振芳 山仙路152巷33號

上平里 13吳榮石 山仙路152巷42號



上平里 14巫達成 山仙路167號

上平里 15范德祿 山仙路180巷12-1號

上平里 16黃義華 山仙路180巷3~3號

上平里 17何炳輝 山仙路211號

上平里 18黃文 山仙路大坑13號

上平里 19張喜清 山仙路304號

月眉里 1莊建坤 內寮63號

月眉里 2林德雄 內寮50-1號

月眉里 3尤炳華 內寮34號

月眉里 4劉保安 杉林區月眉里內寮23

月眉里 5邱和田 內寮8-1號

月眉里 6葉宗明 象寮巷16號

月眉里 7吳石文 清水路象寮巷25-5號

月眉里 8吳順財 象寮巷44號

月眉里 9張秀原 合興巷19-1號

月眉里 10邱乾貴 合興巷12號

月眉里 11黃義昭 合興巷8號

月眉里 12韓鳳美 內寮23號

月眉里 13林松明 公明巷20號

月眉里 14林惠貞 公明巷34號

月眉里 15劉順榮 公明巷8號

月眉里 16鍾耀廷 清水路2號

月眉里 17蔣梓坋 清水路田中巷9號

月眉里 18林東龍 路西巷6號

月眉里 19涂秀招 清水路97號

月眉里 20林炳明 路西巷118號

月眉里 21邱廣松 路西巷146號

月眉里 22張進逢 清水路169號

月眉里 23朱林炎英 路東巷3號

月眉里 24黃文銀 路東巷8號

月美里 1劉富賢 桐竹路202號

月美里 2劉仁來 桐竹路193號

月美里 3王樹葵 桐竹路191號

月美里 4鍾永賢 桐竹路211號

月美里 5李春文 桐竹路149號

月美里 6鄭清輝 桐竹路137號

月美里 7月春福 桐竹路153-1號

月美里 8劉政雄 桐竹路159號

月美里 9何春生 桐竹路122號

月美里 10吳次郎 桐竹路222-3號

月美里 11邱永祥 桐竹路239號

月美里 12林有順 桐竹路99號

月美里 13鍾志來 桐竹路92-1號

月美里 14鍾振祥 桐竹路85-1號



月美里 15鍾光華 桐竹路72號

月美里 16溫永漢 桐竹路61-1號

月美里 17鍾玉火 桐竹路55-1號

月美里 18陳貞順 桐竹路8號

月美里 19劉永豐 桐竹路7號

月美里 20溫新喜 桐竹路49號

月美里 21林英元 桐竹路21號

大愛里 1劉龍文 同力街41號

大愛里 2林飛鳳 和氣街176巷9號

大愛里 3陳永村 大愛路37號

大愛里 4白莉娜 合心路99號

大愛里 5陳玉印 合心路40巷20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