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登記日期 候選人姓名 推廌政黨 備註

臺北市 北投區 建民里 20100913 黃志立

臺北市 北投區 建民里 20100917 黃建梓

臺北市 北投區 文林里 20100916 劉憲昌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北投區 石牌里 20100915 葉培鑫

臺北市 北投區 石牌里 20100916 杜炳南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北投區 石牌里 20100917 黃滿妹

臺北市 北投區 福興里 20100916 蔡柳池

臺北市 北投區 榮光里 20100916 蘇寶鈴

臺北市 北投區 榮光里 20100916 蔣劉桂枝

臺北市 北投區 榮華里 20100913 翁榮植

臺北市 北投區 榮華里 20100915 何漢清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北投區 裕民里 20100913 鍾義春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北投區 裕民里 20100916 謝延龍

臺北市 北投區 振華里 20100913 葉光四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北投區 振華里 20100916 陳沛然

臺北市 北投區 振華里 20100917 林明通

臺北市 北投區 永和里 20100915 何榮助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北投區 永欣里 20100915 潘萬生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北投區 永欣里 20100917 王慶郎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北投區 永明里 20100915 張耀鴻

臺北市 北投區 永明里 20100916 何麗玲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北投區 永明里 20100917 潘文智

臺北市 北投區 東華里 20100916 袁大祥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北投區 東華里 20100916 蔡瑞崇

臺北市 北投區 吉利里 20100913 劉序剛

臺北市 北投區 吉利里 20100915 鄧國雄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北投區 吉慶里 20100916 賴坤龍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北投區 吉慶里 20100916 黃勝宗

臺北市 北投區 尊賢里 20100916 潘同發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北投區 立賢里 20100916 陳朝彬

臺北市 北投區 立賢里 20100917 邱福銀

臺北市 北投區 立農里 20100913 陳榮

臺北市 北投區 立農里 20100916 潘建榮

臺北市 北投區 八仙里 20100913 黃永清

臺北市 北投區 八仙里 20100916 陳吉利

臺北市 北投區 洲美里 20100913 楊萬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北投區 洲美里 20100916 林天來

臺北市 北投區 奇岩里 20100915 賴進利

臺北市 北投區 奇岩里 20100915 譚勝國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北投區 奇岩里 20100916 高美華

臺北市 北投區 清江里 20100917 陳鴻堃

臺北市 北投區 中央里 20100914 陳鴻鈞

直轄市里長選舉候選人登記名冊



臺北市 北投區 中央里 20100916 陳金萬

臺北市 北投區 中央里 20100916 陳承伯

臺北市 北投區 長安里 20100913 陳章生

臺北市 北投區 大同里 20100913 黃照鍾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北投區 大同里 20100915 薛芸芬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北投區 大同里 20100915 張義明

臺北市 北投區 大同里 20100916 王錫海

臺北市 北投區 溫泉里 20100913 許智全

臺北市 北投區 溫泉里 20100917 張麗玉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北投區 林泉里 20100915 管文忠

臺北市 北投區 林泉里 20100915 蔡育孝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北投區 林泉里 20100916 陳惠華

臺北市 北投區 中心里 20100913 孫士堅

臺北市 北投區 中心里 20100917 葉家和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北投區 中庸里 20100913 楊萬生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北投區 中庸里 20100915 黃許銘

臺北市 北投區 開明里 20100915 左麗芳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北投區 開明里 20100916 陳維甸

臺北市 北投區 中和里 20100913 黃景煌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北投區 智仁里 20100916 徐宜潔

臺北市 北投區 智仁里 20100917 許世傳

臺北市 北投區 秀山里 20100914 傅書淵

臺北市 北投區 秀山里 20100916 陳壽彭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北投區 文化里 20100915 周世英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北投區 文化里 20100916 高健安

臺北市 北投區 文化里 20100916 李大維

臺北市 北投區 文化里 20100916 鄢志明

臺北市 北投區 豐年里 20100915 鄭國華

臺北市 北投區 豐年里 20100915 周江雪珠

臺北市 北投區 稻香里 20100913 張敏雄

臺北市 北投區 稻香里 20100915 高榮鴻

臺北市 北投區 稻香里 20100916 張義博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北投區 桃源里 20100913 翁英竣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北投區 桃源里 20100915 簡芳明

臺北市 北投區 一德里 20100917 陳進雄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北投區 關渡里 20100915 黃紀貴

臺北市 北投區 關渡里 20100915 紀松鶴

臺北市 北投區 關渡里 20100916 許瑩珠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北投區 泉源里 20100915 陳志成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北投區 湖山里 20100915 吳文華

臺北市 北投區 湖山里 20100915 陳文進

臺北市 北投區 湖山里 20100916 李秋霞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北投區 大屯里 20100916 陳清源

臺北市 北投區 大屯里 20100917 勤榮輝



臺北市 北投區 湖田里 20100913 白俊

臺北市 北投區 湖田里 20100913 曹昌正

臺北市 士林區 仁勇里 20100915 洪銘鎮

臺北市 士林區 仁勇里 20100916 陳秀琴

臺北市 士林區 義信里 20100914 陳中和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士林區 福林里 20100915 江美珠

臺北市 士林區 福林里 20100917 陳志昌

臺北市 士林區 福德里 20100913 楊錦宗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士林區 福志里 20100913 鍾春富

臺北市 士林區 福志里 20100913 李日南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士林區 舊佳里 20100913 何逸松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士林區 福佳里 20100915 洪明男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士林區 福佳里 20100916 胡剛毅

臺北市 士林區 後港里 20100915 蔡承享

臺北市 士林區 後港里 20100915 紀建漢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士林區 後港里 20100916 楊義清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士林區 福中里 20100913 江謝簡金玉

臺北市 士林區 福中里 20100915 紀榮鴻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士林區 福中里 20100915 陳森木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士林區 前港里 20100914 陳瑞華

臺北市 士林區 前港里 20100915 張鎮洋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士林區 前港里 20100915 紀志祥

臺北市 士林區 前港里 20100916 高玉卿

臺北市 士林區 百齡里 20100915 翁淑穎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士林區 百齡里 20100915 李麗梅

臺北市 士林區 百齡里 20100916 楊再生

臺北市 士林區 百齡里 20100916 李嘉儒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士林區 承德里 20100915 陳韋光

臺北市 士林區 承德里 20100916 戴健一

臺北市 士林區 承德里 20100917 陳洲平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士林區 福華里 20100915 李振貴

臺北市 士林區 福華里 20100916 賴天來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士林區 福華里 20100916 呂榮華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士林區 明勝里 20100913 黃崇恩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士林區 明勝里 20100915 戴瑞雲

臺北市 士林區 明勝里 20100915 張永棟

臺北市 士林區 明勝里 20100916 陳金桉

臺北市 士林區 福順里 20100915 陳富榮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士林區 福順里 20100915 陳志誠

臺北市 士林區 福順里 20100916 田添丁

臺北市 士林區 富光里 20100914 唐光宏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士林區 富光里 20100915 許振通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士林區 葫蘆里 20100915 許振禮

臺北市 士林區 葫蘆里 20100916 郭一秋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士林區 葫東里 20100916 郭淑玲

臺北市 士林區 葫東里 20100916 李玉枝

臺北市 士林區 社子里 20100915 陳明雄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士林區 社子里 20100917 陳民乾

臺北市 士林區 社新里 20100915 陳志明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士林區 社新里 20100915 張駿彥

臺北市 士林區 社新里 20100916 江慧蓮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士林區 社園里 20100913 陳定雄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士林區 社園里 20100915 葉子芸

臺北市 士林區 永倫里 20100915 宋旭曜

臺北市 士林區 永倫里 20100915 李秋鳳

臺北市 士林區 永倫里 20100917 李慶昌

臺北市 士林區 福安里 20100915 謝文加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士林區 福安里 20100916 王福來

臺北市 士林區 富洲里 20100915 林振來

臺北市 士林區 富洲里 20100915 李賜福

臺北市 士林區 岩山里 20100915 曹昌隆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士林區 名山里 20100913 廖岳

臺北市 士林區 名山里 20100917 蔡家興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士林區 德行里 20100916 吳宗人

臺北市 士林區 德行里 20100917 簡順昌

臺北市 士林區 德華里 20100915 林生賢

臺北市 士林區 德華里 20100915 陳勝傳

臺北市 士林區 聖山里 20100915 許榮村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士林區 聖山里 20100916 孫嫚謙

臺北市 士林區 聖山里 20100916 吳三勇

臺北市 士林區 聖山里 20100916 潘翁玉燕

臺北市 士林區 忠誠里 20100915 曾坤來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士林區 芝山里 20100913 魏雅郁

臺北市 士林區 芝山里 20100914 陳茂德

臺北市 士林區 芝山里 20100917 林加旺

臺北市 士林區 東山里 20100913 翁秀卿

臺北市 士林區 東山里 20100915 林儀潔

臺北市 士林區 東山里 20100916 何聖文

臺北市 士林區 東山里 20100917 吳明蓁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士林區 三玉里 20100913 羅志傑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士林區 三玉里 20100916 謝炳根

臺北市 士林區 三玉里 20100917 梁明聖

臺北市 士林區 蘭雅里 20100915 萬天榮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士林區 蘭雅里 20100916 賴秋鴻

臺北市 士林區 蘭雅里 20100917 陳月鳳

臺北市 士林區 蘭興里 20100913 邱新榮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士林區 蘭興里 20100915 賴清榮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士林區 蘭興里 20100916 劉秋水



臺北市 士林區 天福里 20100915 江啟南

臺北市 士林區 天福里 20100917 梁順成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士林區 天祿里 20100915 李錦琿

臺北市 士林區 天祿里 20100917 蔡長興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士林區 天祿里 20100917 林秀莉

臺北市 士林區 天壽里 20100915 蕭至明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士林區 天壽里 20100916 陳伯同

臺北市 士林區 天和里 20100916 莊福來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士林區 天和里 20100917 蔡明松

臺北市 士林區 天山里 20100913 魏妤蓁

臺北市 士林區 天山里 20100913 張清彬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士林區 天山里 20100914 陳珮琪

臺北市 士林區 天玉里 20100913 常伯謙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士林區 天玉里 20100916 張文連

臺北市 士林區 天母里 20100916 林鐵民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士林區 天母里 20100916 李陳菜蓮

臺北市 士林區 永福里 20100913 楊文貴

臺北市 士林區 公館里 20100915 范俊賢

臺北市 士林區 新安里 20100915 何明欽

臺北市 士林區 陽明里 20100915 黃裕倉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士林區 陽明里 20100916 陳俊雄

臺北市 士林區 陽明里 20100917 阮世根

臺北市 士林區 菁山里 20100915 何勝男

臺北市 士林區 平等里 20100915 陳添地

臺北市 士林區 平等里 20100917 李泳憲

臺北市 士林區 溪山里 20100916 簡清波

臺北市 士林區 溪山里 20100917 何建忠

臺北市 士林區 溪山里 20100917 許雯琳

臺北市 士林區 溪山里 20100917 何水來

臺北市 士林區 翠山里 20100915 王禮騏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士林區 臨溪里 20100916 郭肇富

臺北市 士林區 臨溪里 20100917 徐銘陽

臺北市 中山區 正守里 20100915 徐鳳朝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山區 正守里 20100916 吳曜丞

臺北市 中山區 正守里 20100917 林洳萱

臺北市 中山區 正義里 20100915 王明明

臺北市 中山區 正得里 20100915 吳蘇秀霞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山區 正得里 20100917 邱永祥

臺北市 中山區 民安里 20100915 王炎生

臺北市 中山區 民安里 20100916 莊天福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山區 康樂里 20100915 王金富

臺北市 中山區 中山里 20100916 曾瓊梅

臺北市 中山區 中山里 20100916 林松賓

臺北市 中山區 聚盛里 20100913 鄒惠雯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山區 聚盛里 20100916 陳鴻章

臺北市 中山區 聚盛里 20100916 舒臺

臺北市 中山區 集英里 20100913 何喜雄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中山區 集英里 20100915 黃建國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山區 聚葉里 20100913 吳正毅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山區 聚葉里 20100916 紀碧雄

臺北市 中山區 恆安里 20100915 黃志昌

臺北市 中山區 晴光里 20100915 林培宗

臺北市 中山區 圓山里 20100916 葉建輝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山區 劍潭里 20100913 畢無量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山區 劍潭里 20100917 何福功

臺北市 中山區 大直里 20100915 曹玉坤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山區 大直里 20100915 黃芬

臺北市 中山區 大直里 20100916 林寬仁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中山區 成功里 20100915 李清水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山區 永安里 20100913 李連生

臺北市 中山區 永安里 20100915 劉春長

臺北市 中山區 大佳里 20100915 莊欽銘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中山區 新喜里 20100913 胡東隆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山區 新喜里 20100915 吳昇陽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中山區 新庄里 20100915 林世檳

臺北市 中山區 新庄里 20100916 卓泰山

臺北市 中山區 新庄里 20100916 陳榮科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中山區 新庄里 20100917 王泰烈

臺北市 中山區 新福里 20100916 童勝輝

臺北市 中山區 新福里 20100917 葉晃男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山區 松江里 20100915 陳永護

臺北市 中山區 松江里 20100916 徐玉中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山區 松江里 20100917 劉國治

臺北市 中山區 新生里 20100915 熊清勳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中山區 新生里 20100916 曾國益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山區 中庄里 20100913 邱詩珈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山區 中庄里 20100915 陳建中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中山區 行政里 20100915 林春玉

臺北市 中山區 行政里 20100915 鄭春華

臺北市 中山區 行政里 20100916 柯萬昌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中山區 行仁里 20100916 王進宗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山區 行仁里 20100916 陳義偉

臺北市 中山區 行孝里 20100915 張純閔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山區 行孝里 20100915 呂勗淇

臺北市 中山區 下埤里 20100913 陳添榮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山區 下埤里 20100914 林金德

臺北市 中山區 下埤里 20100916 王琇妃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中山區 江寧里 20100916 徐信洲



臺北市 中山區 江山里 20100915 林裕美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中山區 江山里 20100916 劉陽劍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山區 中吉里 20100915 林德勝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中山區 中吉里 20100915 吳素丹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山區 中吉里 20100916 童文成

臺北市 中山區 中原里 20100913 蘇國昌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中山區 中原里 20100915 吳侃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山區 興亞里 20100916 林芳薇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山區 中央里 20100915 陳永成

臺北市 中山區 中央里 20100916 李及天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山區 中央里 20100916 丘台利

臺北市 中山區 朱馥里 20100913 陳開仁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山區 朱馥里 20100915 莊錦龍

臺北市 中山區 龍洲里 20100915 熊贛周

臺北市 中山區 龍洲里 20100915 戴克強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山區 朱園里 20100913 張世慶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山區 朱園里 20100915 孫合興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中山區 朱園里 20100917 李林耀

臺北市 中山區 埤頭里 20100916 吳聖漂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山區 埤頭里 20100917 林銘清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中山區 朱崙里 20100915 高銘鴻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山區 朱崙里 20100916 陳正信

臺北市 中山區 力行里 20100913 沈銀德

臺北市 中山區 力行里 20100914 紀文清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中山區 力行里 20100915 林天勳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山區 復華里 20100916 黃展輝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山區 金泰里 20100915 游進義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山區 金泰里 20100917 章平安

臺北市 中山區 北安里 20100913 陳永忠

臺北市 中山區 北安里 20100914 徐德旺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山區 北安里 20100914 鞠志民

臺北市 大同區 玉泉里 20100915 邱富雄

臺北市 大同區 玉泉里 20100915 陳灯樹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同區 玉泉里 20100916 許榮華

臺北市 大同區 建明里 20100915 陳正賢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大同區 建明里 20100916 李哲昌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同區 建功里 20100913 周志賢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大同區 建功里 20100917 謝文祥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同區 建泰里 20100913 周桐堯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同區 建泰里 20100917 陳鵬程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大同區 永樂里 20100913 陳鳳揚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同區 永樂里 20100914 陳福春

臺北市 大同區 朝陽里 20100915 鄭義雄

臺北市 大同區 朝陽里 20100916 劉漢欽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同區 星明里 20100915 李秀男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大同區 光能里 20100916 蔡武雄

臺北市 大同區 光能里 20100917 陳靜筠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大同區 光能里 20100917 高淑媛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同區 大有里 20100915 許富田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大同區 大有里 20100916 王俊宏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同區 延平里 20100913 郭義興

臺北市 大同區 雙連里 20100915 洪振恒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大同區 雙連里 20100916 許塖鉸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同區 雙連里 20100916 陳培森

臺北市 大同區 雙連里 20100917 林定邦

臺北市 大同區 南芳里 20100915 賴徐玉枝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大同區 南芳里 20100915 林金爐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同區 民權里 20100915 陳玉女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同區 景星里 20100916 楊愛珍

臺北市 大同區 景星里 20100916 汪啟賢

臺北市 大同區 景星里 20100917 張惠雯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大同區 隆和里 20100915 楊宗憲

臺北市 大同區 隆和里 20100915 吳明學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大同區 蓬萊里 20100916 何英輝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大同區 蓬萊里 20100916 邱世雄

臺北市 大同區 蓬萊里 20100917 施天一

臺北市 大同區 國順里 20100915 陳穎慧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大同區 國慶里 20100913 高大陸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大同區 國慶里 20100916 吳祚貴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同區 揚雅里 20100916 吳振明

臺北市 大同區 斯文里 20100916 江雪卿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大同區 斯文里 20100916 李宗成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同區 鄰江里 20100915 陳豊祥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大同區 鄰江里 20100915 王惠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同區 至聖里 20100915 王清標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大同區 至聖里 20100915 李素真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同區 老師里 20100915 李世澤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大同區 老師里 20100915 邱水源

臺北市 大同區 老師里 20100915 陳東榮

臺北市 大同區 重慶里 20100915 白啟峰

臺北市 大同區 重慶里 20100916 雲永聖

臺北市 大同區 重慶里 20100917 莊俊王

臺北市 大同區 保安里 20100915 張賦脈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大同區 保安里 20100917 陳白千

臺北市 松山區 莊敬里 20100914 李鈁鈞

臺北市 松山區 莊敬里 20100915 劉美鳳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松山區 莊敬里 20100916 阮忠恕

臺北市 松山區 莊敬里 20100917 張國華



臺北市 松山區 東榮里 20100916 鄭玉梅

臺北市 松山區 三民里 20100915 謝翠鈴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松山區 三民里 20100916 韓大楨

臺北市 松山區 新益里 20100916 吳美貞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松山區 富錦里 20100913 王文甫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松山區 新東里 20100915 華國雄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松山區 富泰里 20100913 吳學毅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松山區 介壽里 20100913 蔡錦文

臺北市 松山區 介壽里 20100916 張長城

臺北市 松山區 精忠里 20100913 湯忠正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松山區 精忠里 20100915 闕壯幸

臺北市 松山區 精忠里 20100916 徐麗羚

臺北市 松山區 東光里 20100915 許秀雲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松山區 東光里 20100916 林文結

臺北市 松山區 龍田里 20100915 袁俊麒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松山區 東昌里 20100916 陳志明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松山區 東勢里 20100916 張謙銘

臺北市 松山區 中華里 20100915 游吉興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松山區 中華里 20100917 邱乾華

臺北市 松山區 民有里 20100914 王美華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松山區 民有里 20100915 江永華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松山區 民福里 20100915 古瑞珍

臺北市 松山區 民福里 20100915 林振明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松山區 慈祐里 20100915 李祖民

臺北市 松山區 慈祐里 20100917 陳秋和

臺北市 松山區 安平里 20100915 洪温滿

臺北市 松山區 安平里 20100916 張耀忠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松山區 鵬程里 20100913 許顏建

臺北市 松山區 鵬程里 20100915 劉楊蓮貞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松山區 自強里 20100915 李台華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松山區 自強里 20100917 沈宜宜

臺北市 松山區 吉祥里 20100913 陳永昌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松山區 新聚里 20100916 郭秀鳳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松山區 新聚里 20100916 賴萬吉

臺北市 松山區 新聚里 20100916 黃建豐

臺北市 松山區 復盛里 20100915 王正雄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松山區 復盛里 20100916 邱國齡

臺北市 松山區 中正里 20100915 方禎璋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松山區 中正里 20100916 周勝裕

臺北市 松山區 中崙里 20100915 張陳碧雲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松山區 美仁里 20100913 劉張春美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松山區 美仁里 20100916 林志創

臺北市 松山區 吉仁里 20100913 王志傳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松山區 吉仁里 20100915 李貴三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松山區 敦化里 20100913 蘇榮文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松山區 復源里 20100915 温福義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松山區 復源里 20100916 李萬益

臺北市 松山區 復源里 20100916 鐘耀乾

臺北市 松山區 復建里 20100914 林際泓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松山區 復建里 20100916 陳玟樺

臺北市 松山區 復勢里 20100915 徐麗雲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松山區 復勢里 20100915 許雪真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松山區 復勢里 20100916 范木生

臺北市 松山區 福成里 20100913 蘇清淇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松山區 松基里 20100915 李輝復

臺北市 信義區 西村里 20100915 嚴長生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信義區 西村里 20100917 郭聖壽

臺北市 信義區 正和里 20100916 尹俊富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信義區 正和里 20100916 董玲娥

臺北市 信義區 興隆里 20100915 羅松美

臺北市 信義區 興隆里 20100915 王建民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信義區 興隆里 20100916 蔣三郎

臺北市 信義區 興隆里 20100916 顏金源

臺北市 信義區 中興里 20100913 李茂榮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信義區 中興里 20100917 許銘堅

臺北市 信義區 新仁里 20100916 李財久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信義區 興雅里 20100916 林素琴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信義區 敦厚里 20100915 方聰杰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信義區 廣居里 20100915 楊玉堂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信義區 廣居里 20100915 林振鴻

臺北市 信義區 廣居里 20100916 陳淑娟

臺北市 信義區 安康里 20100913 景建民

臺北市 信義區 安康里 20100915 劉憲昌

臺北市 信義區 安康里 20100916 吳水上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信義區 安康里 20100917 萬宇恆

臺北市 信義區 六藝里 20100915 張權民

臺北市 信義區 六藝里 20100915 丁禾溱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信義區 雅祥里 20100913 陳雲龍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信義區 雅祥里 20100915 吳明鈴

臺北市 信義區 雅祥里 20100916 黃純風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信義區 雅祥里 20100916 林豪威

臺北市 信義區 五常里 20100915 黃河村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信義區 五全里 20100913 楊吳秀好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信義區 五全里 20100917 林明逸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信義區 永吉里 20100915 陳永昌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信義區 長春里 20100915 許錦忠

臺北市 信義區 四育里 20100915 連堂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信義區 四育里 20100916 林哲慶



臺北市 信義區 四維里 20100913 陳智義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信義區 四維里 20100915 林子琳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信義區 四維里 20100917 廖年冠

臺北市 信義區 永春里 20100913 潘坤生

臺北市 信義區 永春里 20100913 紀錦章

臺北市 信義區 永春里 20100913 彭勝謀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信義區 永春里 20100916 林勝次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信義區 富臺里 20100916 陳國華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信義區 富臺里 20100917 張貢南

臺北市 信義區 國業里 20100915 李瑞清

臺北市 信義區 國業里 20100916 張雲娥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信義區 松隆里 20100915 黃俊龍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信義區 松友里 20100915 林世祥

臺北市 信義區 松友里 20100916 吳明智

臺北市 信義區 松友里 20100916 張海秋

臺北市 信義區 松友里 20100916 何禮欽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信義區 松友里 20100916 李世緯

臺北市 信義區 松光里 20100913 張慶龍

臺北市 信義區 松光里 20100913 蔡福來

臺北市 信義區 松光里 20100915 莊恪名

臺北市 信義區 松光里 20100916 張文智

臺北市 信義區 中坡里 20100913 陳春滿

臺北市 信義區 中坡里 20100915 曾傳達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信義區 中坡里 20100915 謝美右

臺北市 信義區 中行里 20100913 黃銓政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信義區 中行里 20100913 劉錦祥

臺北市 信義區 中行里 20100915 孫明麗

臺北市 信義區 大道里 20100913 莊世傑

臺北市 信義區 大道里 20100915 林壽昌

臺北市 信義區 大道里 20100917 黃健峰

臺北市 信義區 大仁里 20100915 蔡桂清

臺北市 信義區 大仁里 20100916 林進錚

臺北市 信義區 景新里 20100915 張天智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信義區 惠安里 20100915 周葉長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信義區 惠安里 20100917 林潔

臺北市 信義區 三張里 20100913 李伯壽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信義區 三張里 20100917 傅裕隆

臺北市 信義區 三犁里 20100913 孫鴻春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信義區 三犁里 20100915 楊雪伶

臺北市 信義區 三犁里 20100915 羅泓泉

臺北市 信義區 三犁里 20100917 解修惠

臺北市 信義區 六合里 20100916 全宏強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信義區 泰和里 20100915 謝廷國

臺北市 信義區 泰和里 20100915 林正義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信義區 景聯里 20100916 洪福周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信義區 景勤里 20100916 林春生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信義區 景勤里 20100916 賴惠貞

臺北市 信義區 雙和里 20100913 陳益正

臺北市 信義區 雙和里 20100915 周金進

臺北市 信義區 雙和里 20100915 黃清文

臺北市 信義區 雙和里 20100916 宋祥輝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信義區 嘉興里 20100915 徐文芳

臺北市 信義區 嘉興里 20100915 李錫榮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信義區 嘉興里 20100916 劉慶祥

臺北市 信義區 黎順里 20100915 林慶福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信義區 黎平里 20100915 周阿珠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信義區 黎忠里 20100915 黃種釧

臺北市 信義區 黎忠里 20100915 陳煥文

臺北市 信義區 黎安里 20100915 劉梅菊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信義區 黎安里 20100917 高火生

臺北市 南港區 南港里 20100915 闕貴卿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南港區 南港里 20100916 李志錦

臺北市 南港區 中南里 20100915 詹坤隆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南港區 新富里 20100915 陳金賜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南港區 新富里 20100916 陳傳生

臺北市 南港區 三重里 20100913 闕山柳

臺北市 南港區 三重里 20100915 江輝吉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南港區 東新里 20100915 蕭漢榮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南港區 東新里 20100916 闕陳月英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南港區 新光里 20100914 鄭金福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南港區 新光里 20100916 許德興 經審定不合規定

臺北市 南港區 新光里 20100916 龔睿堉

臺北市 南港區 東明里 20100913 陳武生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南港區 東明里 20100915 覃義州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南港區 東明里 20100916 季美蘭

臺北市 南港區 東明里 20100917 賴香伶

臺北市 南港區 西新里 20100913 張秉均

臺北市 南港區 西新里 20100915 邱碧珠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南港區 西新里 20100915 簡振生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南港區 玉成里 20100915 劉麗美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南港區 玉成里 20100916 黃聰智

臺北市 南港區 合成里 20100916 石三奇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南港區 合成里 20100917 周聰

臺北市 南港區 成福里 20100915 吳勝喜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南港區 萬福里 20100915 林建華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南港區 鴻福里 20100916 劉明康

臺北市 南港區 鴻福里 20100916 林福生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南港區 百福里 20100915 張政芳



臺北市 南港區 百福里 20100916 林火江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南港區 聯成里 20100916 沈長慶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南港區 聯成里 20100917 鮑黎登

臺北市 南港區 舊莊里 20100915 張瑞芳

臺北市 南港區 舊莊里 20100916 陳忠正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南港區 中研里 20100915 張惠美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南港區 中研里 20100915 楊立凡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南港區 九如里 20100915 謝建志

臺北市 南港區 九如里 20100916 蘇國賢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南港區 仁福里 20100913 吳肇輝

臺北市 南港區 仁福里 20100915 陳明義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南港區 重陽里 20100915 宋傑倫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南港區 重陽里 20100916 馬敬忠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南港區 重陽里 20100916 胡子恩

臺北市 內湖區 西湖里 20100913 陳福春

臺北市 內湖區 西湖里 20100915 陳萬祥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內湖區 西湖里 20100916 林正雄

臺北市 內湖區 西康里 20100915 王興國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內湖區 西安里 20100913 沈美玉

臺北市 內湖區 西安里 20100915 孫悊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內湖區 西安里 20100915 沈西達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內湖區 港墘里 20100915 羅村雄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內湖區 港墘里 20100916 魏景城

臺北市 內湖區 港墘里 20100916 廖柏松

臺北市 內湖區 港都里 20100916 江水龍

臺北市 內湖區 港都里 20100917 吳淵魁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內湖區 港富里 20100915 陳裕基

臺北市 內湖區 港富里 20100917 廖蒼柏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內湖區 港富里 20100917 李安邦

臺北市 內湖區 港富里 20100917 楊慶鐘

臺北市 內湖區 港華里 20100913 劉達逢

臺北市 內湖區 港華里 20100915 王然霈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內湖區 港華里 20100916 許春柳

臺北市 內湖區 內湖里 20100915 劉福星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內湖區 內湖里 20100915 黃俊賢

臺北市 內湖區 內湖里 20100916 許昌華

臺北市 內湖區 湖濱里 20100916 陳尤雪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內湖區 湖濱里 20100916 秦鈺勛

臺北市 內湖區 紫星里 20100915 謝萬春

臺北市 內湖區 大湖里 20100915 郭坤祥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內湖區 大湖里 20100915 李日進

臺北市 內湖區 大湖里 20100917 林文欽

臺北市 內湖區 金龍里 20100915 楊河全

臺北市 內湖區 金龍里 20100915 賴文祥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內湖區 金龍里 20100916 王宗文

臺北市 內湖區 金瑞里 20100913 黃瓊慧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內湖區 金瑞里 20100915 孫碩彥

臺北市 內湖區 金瑞里 20100915 鄧武漢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內湖區 碧山里 20100915 王伯安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內湖區 碧山里 20100915 李麗嬌

臺北市 內湖區 碧山里 20100917 邱舉雄

臺北市 內湖區 碧山里 20100917 楊鴻鈞

臺北市 內湖區 紫雲里 20100915 歐陽清壽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內湖區 紫雲里 20100915 邱根

臺北市 內湖區 清白里 20100915 陳東源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內湖區 清白里 20100916 江天佑

臺北市 內湖區 葫洲里 20100915 曾宏昌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內湖區 紫陽里 20100916 謝源德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內湖區 瑞陽里 20100913 江光輝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內湖區 瑞光里 20100913 黃崇賢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內湖區 瑞光里 20100915 廖祖芬

臺北市 內湖區 瑞光里 20100917 楊蕙君

臺北市 內湖區 五分里 20100916 王海枝

臺北市 內湖區 東湖里 20100913 蔡麗美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內湖區 東湖里 20100917 曾濬紳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內湖區 樂康里 20100915 蘇明政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內湖區 樂康里 20100915 張碧玉

臺北市 內湖區 內溝里 20100915 林文福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內湖區 週美里 20100913 陳定榮

臺北市 內湖區 週美里 20100916 林忠義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內湖區 行善里 20100913 沈茂松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內湖區 石潭里 20100916 凃明國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內湖區 石潭里 20100916 廖煒國

臺北市 內湖區 湖興里 20100915 蔡穎峰

臺北市 內湖區 湖興里 20100915 周玉琴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內湖區 湖元里 20100915 林明源

臺北市 內湖區 湖元里 20100916 劉寶貴

臺北市 內湖區 湖元里 20100916 周順安

臺北市 內湖區 湖元里 20100916 謝佳璇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內湖區 安湖里 20100915 尤樹旺

臺北市 內湖區 安湖里 20100915 賴照明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內湖區 秀湖里 20100916 謝明毅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內湖區 安泰里 20100915 何素蓮

臺北市 內湖區 安泰里 20100916 朱慶良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內湖區 金湖里 20100914 邱金波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內湖區 康寧里 20100915 鄭秀鳳

臺北市 內湖區 康寧里 20100916 劉貴英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內湖區 明湖里 20100913 林淑美



臺北市 內湖區 明湖里 20100915 陳各安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內湖區 明湖里 20100916 謝春喜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內湖區 蘆洲里 20100915 張廷珪

臺北市 內湖區 蘆洲里 20100916 陳明霖

臺北市 內湖區 麗山里 20100913 許明全

臺北市 內湖區 寶湖里 20100915 張國興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內湖區 寶湖里 20100917 邱顯松

臺北市 內湖區 南湖里 20100915 鄭奎璧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內湖區 南湖里 20100916 洪宜河

臺北市 大安區 德安里 20100913 何西就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安區 仁慈里 20100916 林士貴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安區 和安里 20100916 張正雄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安區 民炤里 20100915 張隆彥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安區 民炤里 20100915 范秋慧

臺北市 大安區 民炤里 20100916 陳勤功

臺北市 大安區 仁愛里 20100916 鄭秀郎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安區 義村里 20100913 潘明勳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安區 民輝里 20100916 陳桓浩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安區 民輝里 20100917 林四海

臺北市 大安區 昌隆里 20100916 王志剛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安區 昌隆里 20100916 張昌進

臺北市 大安區 誠安里 20100915 許文進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安區 誠安里 20100916 李有福

臺北市 大安區 光武里 20100915 宋忠誠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安區 光武里 20100916 龔台明

臺北市 大安區 光武里 20100917 謝鴻銘

臺北市 大安區 龍坡里 20100915 黃世詮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安區 龍泉里 20100915 維良

臺北市 大安區 龍泉里 20100916 李欣蓮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安區 古風里 20100915 孔憲娟

臺北市 大安區 古風里 20100916 林文龍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安區 古莊里 20100915 劉克男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安區 古莊里 20100917 黃慶陽

臺北市 大安區 龍安里 20100916 洪秋甲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安區 龍安里 20100917 林碧煌

臺北市 大安區 錦安里 20100914 黃志焜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安區 錦安里 20100915 龔志慧

臺北市 大安區 福住里 20100916 李欣芠

臺北市 大安區 永康里 20100916 黃學貴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安區 永康里 20100916 徐玉雄

臺北市 大安區 光明里 20100915 張惠銓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安區 錦泰里 20100915 張春福

臺北市 大安區 錦泰里 20100915 鄭涼勝

臺北市 大安區 錦泰里 20100915 陳綱維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安區 錦華里 20100915 溫美珠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安區 龍圖里 20100916 蕭萬居

臺北市 大安區 龍圖里 20100916 黃智宏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安區 龍圖里 20100917 陳正裕

臺北市 大安區 新龍里 20100916 翁世杰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安區 龍陣里 20100916 游菊英

臺北市 大安區 龍陣里 20100917 劉長青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安區 龍雲里 20100915 張書鑫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安區 龍雲里 20100916 黃廣明

臺北市 大安區 龍生里 20100915 林健治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安區 龍生里 20100915 沈鳳雲

臺北市 大安區 住安里 20100913 徐紹鵬

臺北市 大安區 住安里 20100915 陳家驊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安區 住安里 20100915 歐秀珠

臺北市 大安區 住安里 20100917 曾玉根

臺北市 大安區 義安里 20100916 盧盈秀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安區 通化里 20100913 王炳榮

臺北市 大安區 通化里 20100915 周進財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安區 通化里 20100915 鄭連福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大安區 通化里 20100916 陳永茂

臺北市 大安區 通安里 20100916 林錦煌

臺北市 大安區 通安里 20100917 鄭文明

臺北市 大安區 臨江里 20100913 陳正義

臺北市 大安區 臨江里 20100916 黃金財

臺北市 大安區 法治里 20100915 林次郎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安區 全安里 20100916 林麗珠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安區 群賢里 20100915 翁鴻源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安區 群英里 20100916 石忠勝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安區 群英里 20100917 沈瑞騰

臺北市 大安區 群英里 20100917 羅國瑛

臺北市 大安區 虎嘯里 20100913 楊吳港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安區 臥龍里 20100915 張枝鉦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安區 龍淵里 20100917 汪吉秋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安區 龍門里 20100913 黃大經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安區 龍門里 20100917 陳梅英

臺北市 大安區 大學里 20100913 許玥禪

臺北市 大安區 大學里 20100915 高羅美惠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安區 大學里 20100917 何承翰

臺北市 大安區 芳和里 20100916 黃種榮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安區 黎元里 20100913 曾煥發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安區 黎元里 20100915 柯炎輝

臺北市 大安區 黎元里 20100917 陳和德

臺北市 大安區 黎孝里 20100915 黃宏達

臺北市 大安區 黎孝里 20100915 方丁輝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安區 黎和里 20100913 陳永錩

臺北市 大安區 黎和里 20100915 李冬發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安區 黎和里 20100917 陳水河

臺北市 大安區 建安里 20100916 溫進亮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安區 建倫里 20100915 范雪霞

臺北市 大安區 建倫里 20100916 林正達

臺北市 大安區 建倫里 20100916 陳錦元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安區 敦安里 20100915 高榮宗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安區 正聲里 20100913 陳尔愛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安區 敦煌里 20100915 傅吉田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安區 華聲里 20100917 陳金花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安區 車層里 20100913 李修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安區 車層里 20100916 施桂英

臺北市 大安區 光信里 20100915 陳曾悅子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大安區 學府里 20100916 李淳琳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正區 水源里 20100914 林全義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正區 水源里 20100915 陳逢中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中正區 水源里 20100916 許成信

臺北市 中正區 富水里 20100913 陳麗真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正區 文盛里 20100916 温紹宏

臺北市 中正區 林興里 20100914 吳慶沛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正區 林興里 20100916 張金杏

臺北市 中正區 河堤里 20100913 鄭書劍

臺北市 中正區 河堤里 20100915 鄒士根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正區 頂東里 20100914 王曜樹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正區 頂東里 20100917 車正國

臺北市 中正區 網溪里 20100914 林寶猜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正區 網溪里 20100915 夏萬浪

臺北市 中正區 板溪里 20100916 黃國輝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正區 板溪里 20100916 林振隆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中正區 板溪里 20100917 楊國明

臺北市 中正區 螢圃里 20100913 陳木松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正區 螢圃里 20100915 簡秀英

臺北市 中正區 螢雪里 20100916 高福明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正區 螢雪里 20100916 陳文質

臺北市 中正區 永功里 20100916 陳宏明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正區 永昌里 20100915 陳玟如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正區 永昌里 20100915 王慶宗

臺北市 中正區 龍興里 20100916 呂陳玉女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正區 龍興里 20100917 林正晴

臺北市 中正區 忠勤里 20100917 方荷生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正區 廈安里 20100913 涂光宇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正區 愛國里 20100915 洪美華

臺北市 中正區 愛國里 20100915 江顯美



臺北市 中正區 愛國里 20100916 周德潤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正區 南門里 20100916 郭有賢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正區 龍光里 20100916 陳萬龍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正區 南福里 20100915 許益明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正區 南福里 20100915 楊信治

臺北市 中正區 龍福里 20100916 鄭珍珍

臺北市 中正區 龍福里 20100916 鍾良平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正區 新營里 20100916 王郭秀琴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正區 新營里 20100917 陳順利

臺北市 中正區 建國里 20100915 許展正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正區 建國里 20100915 陳麒中

臺北市 中正區 光復里 20100913 蔡文輝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正區 光復里 20100915 許文華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正區 光復里 20100915 王麗美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正區 黎明里 20100916 葉為正

臺北市 中正區 黎明里 20100916 鄭燕宗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正區 梅花里 20100915 吳崑山

臺北市 中正區 梅花里 20100916 林永豐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正區 梅花里 20100916 林心渝

臺北市 中正區 幸福里 20100915 蘇宏仁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正區 幸市里 20100916 林禎吉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正區 東門里 20100915 劉兆琳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正區 東門里 20100917 朱金貴

臺北市 中正區 文北里 20100915 陳余秀卿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正區 文北里 20100916 施香儀

臺北市 中正區 文北里 20100917 郭育誠

臺北市 中正區 文祥里 20100913 張安東 綠黨

臺北市 中正區 文祥里 20100915 林春福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正區 文祥里 20100917 林憲立

臺北市 中正區 文祥里 20100917 王育蕙

臺北市 中正區 三愛里 20100915 許吉雄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中正區 三愛里 20100915 陳仁志

臺北市 萬華區 福星里 20100916 李黃玉根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萬華區 福星里 20100916 徐庶崇

臺北市 萬華區 萬壽里 20100915 吳益水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萬華區 萬壽里 20100916 施海棠

臺北市 萬華區 萬壽里 20100917 江翰林

臺北市 萬華區 西門里 20100915 陳杜誠

臺北市 萬華區 西門里 20100915 葉木麟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萬華區 新起里 20100915 陳孟梨

臺北市 萬華區 新起里 20100915 高添福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萬華區 菜園里 20100913 周世雄

臺北市 萬華區 菜園里 20100915 紀昱全

臺北市 萬華區 菜園里 20100916 吳錫壽



臺北市 萬華區 菜園里 20100916 陳李媛華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萬華區 青山里 20100915 李昭成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萬華區 青山里 20100917 謝高玉葉

臺北市 萬華區 青山里 20100917 施奉先

臺北市 萬華區 富民里 20100915 范添成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萬華區 富民里 20100916 駱明德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萬華區 福音里 20100916 王文塗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萬華區 仁德里 20100915 周炫清

臺北市 萬華區 仁德里 20100915 柯淳耀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萬華區 仁德里 20100915 許淑惠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萬華區 富福里 20100915 許文輝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萬華區 富福里 20100915 楊訓嘉

臺北市 萬華區 富福里 20100917 張重隆

臺北市 萬華區 頂碩里 20100915 邵純娣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萬華區 頂碩里 20100916 李智聰

臺北市 萬華區 雙園里 20100916 許惠城

臺北市 萬華區 新忠里 20100915 邱文龍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萬華區 新和里 20100915 張鴻杰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萬華區 新和里 20100915 鎻富華

臺北市 萬華區 新和里 20100917 郭傑人

臺北市 萬華區 糖里 20100915 李平順

臺北市 萬華區 和平里 20100915 李彬基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萬華區 和平里 20100915 林文聰

臺北市 萬華區 綠堤里 20100916 林信國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萬華區 綠堤里 20100916 邱郁惠

臺北市 萬華區 華江里 20100913 葉緯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萬華區 華江里 20100916 楊華中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萬華區 柳鄉里 20100914 李茂雄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萬華區 柳鄉里 20100915 蔡和益

臺北市 萬華區 柳鄉里 20100917 周瑩瑤

臺北市 萬華區 日善里 20100913 蕭進德

臺北市 萬華區 日善里 20100915 高秀卿

臺北市 萬華區 日善里 20100916 李兆杰

臺北市 萬華區 新安里 20100915 郭正中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萬華區 新安里 20100915 蔡凱華

臺北市 萬華區 新安里 20100917 黃燕卿

臺北市 萬華區 忠德里 20100915 鄭明裕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萬華區 忠德里 20100916 吳桂清

臺北市 萬華區 孝德里 20100913 游堯堂

臺北市 萬華區 孝德里 20100915 王秀琴

臺北市 萬華區 和德里 20100915 李建中

臺北市 萬華區 和德里 20100915 陳祈瑞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萬華區 和德里 20100916 洪天化

臺北市 萬華區 錦德里 20100916 丁嘯虎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萬華區 錦德里 20100917 洪秀枝

臺北市 萬華區 全德里 20100913 王平三

臺北市 萬華區 全德里 20100916 蘇萬興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萬華區 保德里 20100913 楊美女

臺北市 萬華區 銘德里 20100915 楊年發

臺北市 萬華區 榮德里 20100916 陳欣漢

臺北市 萬華區 榮德里 20100917 陳忠勇

臺北市 萬華區 壽德里 20100915 蔡素麗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萬華區 壽德里 20100915 陳朝陽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萬華區 興德里 20100915 黃進福

臺北市 萬華區 興德里 20100917 林泰助

臺北市 萬華區 華中里 20100913 黃德要

臺北市 萬華區 華中里 20100915 林財發

臺北市 萬華區 日祥里 20100913 高葉月惠

臺北市 萬華區 日祥里 20100915 鍾駿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萬華區 日祥里 20100916 朱起舞

臺北市 萬華區 忠貞里 20100915 洪棟隆

臺北市 萬華區 忠貞里 20100915 林錫祺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萬華區 凌霄里 20100915 游秋蓮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萬華區 凌霄里 20100916 馮金堂

臺北市 萬華區 凌霄里 20100916 李鴻裕

臺北市 萬華區 騰雲里 20100915 李重華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萬華區 騰雲里 20100916 林國崧

臺北市 文山區 景行里 20100916 王義典

臺北市 文山區 景行里 20100916 張水柳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文山區 景東里 20100916 高鳳謙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文山區 景美里 20100913 李種濟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文山區 景美里 20100915 林賢錡

臺北市 文山區 景慶里 20100915 陳振明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文山區 景慶里 20100915 黃逢廣

臺北市 文山區 景慶里 20100916 蔡淵輝

臺北市 文山區 景仁里 20100915 張耿暉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文山區 景仁里 20100916 黃淑卿

臺北市 文山區 景華里 20100913 陳金泉

臺北市 文山區 景華里 20100914 謝美嬌

臺北市 文山區 景華里 20100916 黃培堯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文山區 景華里 20100917 劉竹英

臺北市 文山區 萬有里 20100915 蘇德財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文山區 萬有里 20100916 陳高美美

臺北市 文山區 萬祥里 20100915 張紅木

臺北市 文山區 萬隆里 20100913 朱仁君

臺北市 文山區 萬隆里 20100915 郭玉龍

臺北市 文山區 萬隆里 20100915 陳玉芬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文山區 萬隆里 20100915 黃錦賜



臺北市 文山區 萬隆里 20100915 陳鋒

臺北市 文山區 萬隆里 20100916 林宗弘

臺北市 文山區 萬隆里 20100916 賴孔勝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文山區 萬年里 20100915 洪樹勳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文山區 萬年里 20100916 邱秋芳

臺北市 文山區 萬和里 20100915 吳祚榮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文山區 萬盛里 20100915 徐福進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文山區 興豐里 20100915 余鴻儒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文山區 興豐里 20100915 李雅惠

臺北市 文山區 興豐里 20100916 陳天民

臺北市 文山區 興光里 20100913 洪正平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文山區 興家里 20100913 劉宗勳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文山區 興得里 20100915 黃細福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文山區 興業里 20100913 洪長榮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文山區 興業里 20100913 楊進發

臺北市 文山區 興業里 20100915 趙書琴

臺北市 文山區 興業里 20100916 彭程雄

臺北市 文山區 興安里 20100913 闕陳玉珍

臺北市 文山區 興安里 20100915 陳啟東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文山區 興安里 20100916 吳鎧然

臺北市 文山區 興福里 20100913 許銘良

臺北市 文山區 興福里 20100916 陳秀英

臺北市 文山區 興旺里 20100915 蘇瓏議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文山區 興泰里 20100915 黃珠隆

臺北市 文山區 興泰里 20100916 鍾譯樂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文山區 興昌里 20100913 吳融昊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文山區 興昌里 20100917 張小苑

臺北市 文山區 試院里 20100915 蘇文發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文山區 試院里 20100917 陳慶鑄

臺北市 文山區 試院里 20100917 林進興

臺北市 文山區 華興里 20100913 周德斌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文山區 華興里 20100915 林堃池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文山區 華興里 20100916 周立範

臺北市 文山區 華興里 20100917 葉阿松

臺北市 文山區 明義里 20100915 高德四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文山區 明義里 20100915 胡一鳴

臺北市 文山區 明義里 20100916 謝坤村

臺北市 文山區 明義里 20100917 劉純邑

臺北市 文山區 明興里 20100915 鄢健民

臺北市 文山區 明興里 20100915 林俊榮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文山區 木柵里 20100913 黃祖雄

臺北市 文山區 木柵里 20100916 高銘傳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文山區 木新里 20100915 鄭明通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文山區 順興里 20100914 單連城



臺北市 文山區 順興里 20100915 高玉琴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文山區 樟林里 20100915 邱秀玲

臺北市 文山區 樟林里 20100915 陳俊宏

臺北市 文山區 樟林里 20100915 鄭建炘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文山區 樟林里 20100917 鄭玉珠

臺北市 文山區 樟新里 20100913 陳文生

臺北市 文山區 樟新里 20100915 歐陽禾英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文山區 樟腳里 20100915 高林玉嬌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文山區 樟腳里 20100916 高仁和

臺北市 文山區 萬芳里 20100913 陳姿秀

臺北市 文山區 萬芳里 20100916 林明通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文山區 博嘉里 20100915 張妙文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文山區 博嘉里 20100916 許正萬

臺北市 文山區 博嘉里 20100917 陳廣昌

臺北市 文山區 萬興里 20100915 謝啟峯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文山區 指南里 20100916 張佳南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文山區 指南里 20100917 張舒程 民主進步黨

臺北市 文山區 老泉里 20100915 高進來

臺北市 文山區 忠順里 20100913 曾寧旖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文山區 萬美里 20100915 尤盛田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文山區 政大里 20100915 吳軍湛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文山區 政大里 20100915 黃正全

臺北市 文山區 政大里 20100916 王德瑾

臺北市 文山區 樟文里 20100915 高銘村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文山區 樟文里 20100915 劉素琴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文山區 樟文里 20100916 林淑珠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文山區 樟文里 20100916 周孫蝦

臺北市 文山區 興邦里 20100915 黃烈明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文山區 興邦里 20100916 張朝雄

臺北市 文山區 樟樹里 20100915 陳再炯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文山區 樟樹里 20100915 蔡素梅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 文山區 樟樹里 20100915 莊學智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板橋區 留侯里 20100917 黃承亮

新北市 板橋區 流芳里 20100913 陳建財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板橋區 赤松里 20100916 張仁義

新北市 板橋區 黃石里 20100916 吳聰榮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板橋區 挹秀里 20100916 王添福

新北市 板橋區 湳興里 20100915 郭修平

新北市 板橋區 湳興里 20100915 洪雅鈴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板橋區 湳興里 20100916 謝富全

新北市 板橋區 新興里 20100915 張志鴻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板橋區 新興里 20100916 黃學進

新北市 板橋區 新興里 20100916 劉信雄

新北市 板橋區 社後里 20100915 詹國昌



新北市 板橋區 社後里 20100915 賴榮瑞

新北市 板橋區 社後里 20100916 蘇冠臻

新北市 板橋區 社後里 20100916 周鈺峸

新北市 板橋區 香社里 20100913 賴秋河

新北市 板橋區 香社里 20100913 李德茂

新北市 板橋區 香社里 20100915 簡志雄

新北市 板橋區 香社里 20100916 林勝隆

新北市 板橋區 香雅里 20100914 謝淑姿

新北市 板橋區 香雅里 20100915 游皇泰

新北市 板橋區 香雅里 20100916 汪水金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板橋區 中正里 20100916 林煌益

新北市 板橋區 自強里 20100915 許秀芬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板橋區 自強里 20100916 張雪嬰

新北市 板橋區 自強里 20100916 吳菁菁

新北市 板橋區 自立里 20100915 賴金龍

新北市 板橋區 光華里 20100915 張嘉涓

新北市 板橋區 光榮里 20100916 林水壽

新北市 板橋區 光榮里 20100916 胡進力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板橋區 國光里 20100915 陳素珍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板橋區 國光里 20100917 林佩琪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板橋區 港尾里 20100913 沈信宗

新北市 板橋區 港尾里 20100916 賴如碧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板橋區 新生里 20100913 陳宗慶

新北市 板橋區 新生里 20100916 王保利

新北市 板橋區 金華里 20100916 李雪梅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板橋區 金華里 20100916 洪宗壹

新北市 板橋區 港德里 20100915 江堡寬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板橋區 港德里 20100916 鄭輝吉

新北市 板橋區 民權里 20100916 黃榮欽

新北市 板橋區 民安里 20100915 劉家慶

新北市 板橋區 民安里 20100916 陳文深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板橋區 建國里 20100913 李金城

新北市 板橋區 建國里 20100915 廖明勇

新北市 板橋區 漢生里 20100913 蕭水文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板橋區 漢生里 20100917 張玉梅

新北市 板橋區 公館里 20100913 陳黃逽

新北市 板橋區 公館里 20100916 林再來

新北市 板橋區 新民里 20100913 蘇明發

新北市 板橋區 新民里 20100915 陳志煌

新北市 板橋區 幸福里 20100916 李林素真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板橋區 幸福里 20100916 吳朝琦

新北市 板橋區 文德里 20100913 賴錦賜

新北市 板橋區 忠誠里 20100913 陳玉蘭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板橋區 忠誠里 20100916 任長江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板橋區 忠誠里 20100916 張志維

新北市 板橋區 陽明里 20100915 吳文祺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板橋區 百壽里 20100915 林華偉

新北市 板橋區 介壽里 20100916 陳克敏

新北市 板橋區 介壽里 20100916 李昆晏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板橋區 新埔里 20100915 簡有財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板橋區 新埔里 20100916 林松洲

新北市 板橋區 華江里 20100913 黃發達

新北市 板橋區 江翠里 20100915 梁金龍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板橋區 江翠里 20100916 連志成

新北市 板橋區 純翠里 20100915 陳奕仁

新北市 板橋區 純翠里 20100915 褚健達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板橋區 溪頭里 20100913 余銀埤

新北市 板橋區 溪頭里 20100916 郭東勝

新北市 板橋區 聯翠里 20100915 黃贏飛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板橋區 文化里 20100915 謝月子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板橋區 文化里 20100915 林吳官蘭

新北市 板橋區 文化里 20100916 陳油清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板橋區 宏翠里 20100913 黃楊辛妹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板橋區 仁翠里 20100915 陳金泉

新北市 板橋區 新翠里 20100913 陳水杉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板橋區 新翠里 20100917 蔡祁

新北市 板橋區 朝陽里 20100913 陳文成

新北市 板橋區 吉翠里 20100915 陳清玉

新北市 板橋區 德翠里 20100913 陳國定

新北市 板橋區 德翠里 20100916 張耀仁

新北市 板橋區 新海里 20100913 陳官東

新北市 板橋區 新海里 20100913 蔡慶發

新北市 板橋區 滿翠里 20100915 張榮義

新北市 板橋區 滿翠里 20100915 張碧玉

新北市 板橋區 滿翠里 20100916 林重光

新北市 板橋區 明翠里 20100915 許文宏

新北市 板橋區 明翠里 20100916 沈德發

新北市 板橋區 松翠里 20100913 林阿萬

新北市 板橋區 柏翠里 20100915 林陳秀菊

新北市 板橋區 柏翠里 20100916 王永源

新北市 板橋區 龍翠里 20100913 張振發

新北市 板橋區 龍翠里 20100916 林玉貴

新北市 板橋區 龍翠里 20100917 廖坤泉

新北市 板橋區 松柏里 20100913 王宏志

新北市 板橋區 華翠里 20100915 謝福川

新北市 板橋區 華翠里 20100915 徐榮德

新北市 板橋區 莒光里 20100915 吳瑞堂

新北市 板橋區 莒光里 20100916 戴圭柱



新北市 板橋區 忠翠里 20100915 陳景華

新北市 板橋區 忠翠里 20100916 顏麗月

新北市 板橋區 嵐翠里 20100915 林彥綱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板橋區 文聖里 20100915 楊仁瑰

新北市 板橋區 文聖里 20100917 鄭素瓊

新北市 板橋區 文翠里 20100913 蔡林銚

新北市 板橋區 青翠里 20100916 林森照

新北市 板橋區 懷翠里 20100916 胡朝賢

新北市 板橋區 懷翠里 20100916 洪文化

新北市 板橋區 福翠里 20100914 陳嘉生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板橋區 港嘴里 20100913 陳金佑

新北市 板橋區 港嘴里 20100915 林宗賢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板橋區 港嘴里 20100915 傅吉城

新北市 板橋區 振興里 20100913 黃清順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板橋區 振興里 20100913 黃滄海

新北市 板橋區 振義里 20100915 林樹根

新北市 板橋區 振義里 20100915 邱三益

新北市 板橋區 光復里 20100913 吳建和

新北市 板橋區 埔墘里 20100913 蔣明鑑

新北市 板橋區 埔墘里 20100915 曾同興

新北市 板橋區 富貴里 20100913 楊森吉

新北市 板橋區 富貴里 20100913 謝吉元

新北市 板橋區 富貴里 20100917 周淑娟

新北市 板橋區 富貴里 20100917 許資祺

新北市 板橋區 長壽里 20100916 陳秀琴

新北市 板橋區 長壽里 20100916 李俊中

新北市 板橋區 福壽里 20100913 蘇炎山

新北市 板橋區 居仁里 20100915 郭新芳

新北市 板橋區 居仁里 20100917 柯明輝

新北市 板橋區 海山里 20100913 黃泉泰

新北市 板橋區 海山里 20100917 王雪貞

新北市 板橋區 九如里 20100915 蔣清平

新北市 板橋區 九如里 20100915 張榮壯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板橋區 九如里 20100915 簡金龍

新北市 板橋區 九如里 20100916 張培芬

新北市 板橋區 正泰里 20100915 洪漢喻

新北市 板橋區 正泰里 20100916 黃吉雄

新北市 板橋區 玉光里 20100913 林木順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板橋區 玉光里 20100915 曾素卿

新北市 板橋區 玉光里 20100916 曾國旃

新北市 板橋區 玉光里 20100917 黃文海

新北市 板橋區 光仁里 20100915 謝昌佳

新北市 板橋區 埤墘里 20100916 蘇琮貴

新北市 板橋區 埤墘里 20100916 陳乾禎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板橋區 莊敬里 20100915 邱琳雅

新北市 板橋區 莊敬里 20100916 戴清芳

新北市 板橋區 永安里 20100913 洪明來

新北市 板橋區 永安里 20100916 黃慶麒

新北市 板橋區 雙玉里 20100915 王聰震

新北市 板橋區 雙玉里 20100917 顏石城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板橋區 廣新里 20100913 楊清林

新北市 板橋區 廣新里 20100913 黃明和

新北市 板橋區 廣新里 20100915 張能國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板橋區 深丘里 20100915 林增松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板橋區 深丘里 20100916 陳廉誠

新北市 板橋區 香丘里 20100916 洪金桃

新北市 板橋區 香丘里 20100916 蘇淑芳

新北市 板橋區 西安里 20100913 黃水盛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板橋區 東丘里 20100916 丁文祥

新北市 板橋區 民生里 20100913 劉賠村

新北市 板橋區 民生里 20100916 陳景儀

新北市 板橋區 民生里 20100916 潘旭昇

新北市 板橋區 民生里 20100917 江明男

新北市 板橋區 長安里 20100913 陳聰文

新北市 板橋區 東安里 20100915 許再成

新北市 板橋區 東安里 20100915 陳聰騰

新北市 板橋區 東安里 20100916 林秀快

新北市 板橋區 福丘里 20100917 謝徐金蓮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板橋區 福祿里 20100913 周榮田

新北市 板橋區 福祿里 20100915 呂春蘭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板橋區 民族里 20100915 童健一

新北市 板橋區 國泰里 20100915 陳宗修

新北市 板橋區 國泰里 20100916 余郭寬

新北市 板橋區 後埔里 20100913 林義壽

新北市 板橋區 後埔里 20100915 林邱好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板橋區 後埔里 20100916 藍貴春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板橋區 後埔里 20100916 林阿發

新北市 板橋區 福德里 20100915 劉呂美枝

新北市 板橋區 福德里 20100916 李英三

新北市 板橋區 景星里 20100913 林志成

新北市 板橋區 景星里 20100913 李麗卿

新北市 板橋區 景星里 20100916 林志誠

新北市 板橋區 福星里 20100915 黃顯榮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板橋區 福星里 20100915 羅瑞珍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板橋區 鄉雲里 20100915 曾文駿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板橋區 鄉雲里 20100916 謝秀娥

新北市 板橋區 廣德里 20100913 呂明俊

新北市 板橋區 廣德里 20100916 周建和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板橋區 大豐里 20100914 張錦堂

新北市 板橋區 重慶里 20100915 羅文婕

新北市 板橋區 重慶里 20100916 林信修

新北市 板橋區 仁愛里 20100915 葉中正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板橋區 仁愛里 20100916 卓秋菊

新北市 板橋區 和平里 20100913 李蔡春花

新北市 板橋區 和平里 20100916 黃陳切

新北市 板橋區 廣福里 20100913 劉美貞

新北市 板橋區 廣福里 20100916 陳松枝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板橋區 五權里 20100913 余金城

新北市 板橋區 華興里 20100913 劉張麗華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板橋區 華貴里 20100916 林榮彩

新北市 板橋區 華福里 20100913 鄭炳坤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板橋區 華福里 20100916 林金明

新北市 板橋區 華德里 20100916 陳哲仁

新北市 板橋區 華德里 20100916 陳寶銓

新北市 板橋區 華東里 20100915 鄧戴春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板橋區 信義里 20100915 林富練

新北市 板橋區 信義里 20100917 廖慧黎

新北市 板橋區 浮洲里 20100915 曾太吉

新北市 板橋區 浮洲里 20100916 蘇邱碧連

新北市 板橋區 華中里 20100913 蔡木料

新北市 板橋區 華中里 20100915 黃榮煌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板橋區 華中里 20100915 曾崇哲

新北市 板橋區 華中里 20100916 陳安正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板橋區 僑中里 20100915 黃松盛

新北市 板橋區 僑中里 20100917 黃智能

新北市 板橋區 大觀里 20100914 丁素春

新北市 板橋區 大觀里 20100914 何明山

新北市 板橋區 大觀里 20100915 吳聰議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板橋區 歡園里 20100915 王國龍

新北市 板橋區 中山里 20100915 林爽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板橋區 中山里 20100916 王進旺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板橋區 復興里 20100916 郭宗輝

新北市 板橋區 大安里 20100916 陳文榮

新北市 板橋區 大安里 20100916 陳敬懋

新北市 板橋區 福安里 20100915 陳國貞

新北市 板橋區 福安里 20100915 林李玉梅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板橋區 聚安里 20100915 李水清

新北市 板橋區 聚安里 20100916 蔡駿霖

新北市 板橋區 龍安里 20100915 黃春生

新北市 板橋區 崑崙里 20100915 黃金火

新北市 板橋區 崑崙里 20100916 魏烽智

新北市 板橋區 崑崙里 20100916 吳冠輝



新北市 板橋區 成和里 20100916 鄧月茶

新北市 板橋區 成和里 20100917 王棋文

新北市 板橋區 溪洲里 20100915 王山崎

新北市 板橋區 溪洲里 20100916 陳淑美

新北市 板橋區 溪福里 20100914 嚴書墻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板橋區 溪福里 20100915 邱秀蝦

新北市 板橋區 溪福里 20100915 王金萬

新北市 板橋區 溪福里 20100916 呂三郎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板橋區 溪福里 20100916 王灀橞

新北市 板橋區 溪北里 20100916 黃炳南

新北市 板橋區 堂春里 20100916 劉世標

新北市 板橋區 堂春里 20100917 劉國楨

新北市 三重區 大有里 20100915 董俊宏

新北市 三重區 大有里 20100915 莊清田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三重區 大有里 20100916 魏全鑛

新北市 三重區 博愛里 20100915 林廣

新北市 三重區 二重里 20100915 葉新進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三重區 二重里 20100917 葉德根

新北市 三重區 頂崁里 20100913 蔡文良

新北市 三重區 頂崁里 20100915 郭文屏

新北市 三重區 谷王里 20100913 周政樟

新北市 三重區 谷王里 20100915 張智能

新北市 三重區 谷王里 20100916 王灯炉

新北市 三重區 五谷里 20100915 張振隆

新北市 三重區 中興里 20100915 鄭文良

新北市 三重區 中興里 20100917 鄭陳淑玲

新北市 三重區 德厚里 20100915 李榮林

新北市 三重區 成功里 20100915 陳萬得

新北市 三重區 成功里 20100916 徐奇福

新北市 三重區 成功里 20100916 陳世宗

新北市 三重區 福祉里 20100913 許凱茹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三重區 福祉里 20100913 王瑞

新北市 三重區 福祉里 20100915 陳天森

新北市 三重區 福德里 20100915 吳寶

新北市 三重區 福德里 20100915 高雪娥

新北市 三重區 福德里 20100916 陳振熹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三重區 福民里 20100913 林麗枝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三重區 福民里 20100913 鄭溪河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三重區 過田里 20100915 林雲漢

新北市 三重區 過田里 20100917 李余勇

新北市 三重區 錦田里 20100915 陳民哲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三重區 重明里 20100915 汪成治

新北市 三重區 光田里 20100913 吳勝文

新北市 三重區 光陽里 20100914 蔡文英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三重區 田心里 20100915 游清光

新北市 三重區 田心里 20100915 廖興超

新北市 三重區 福田里 20100915 林清圳

新北市 三重區 福田里 20100916 曾漢珍

新北市 三重區 田中里 20100915 黃春盛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三重區 田安里 20100915 陳黃秀美

新北市 三重區 田安里 20100916 陳文彬

新北市 三重區 三民里 20100915 邵世南

新北市 三重區 三民里 20100916 顏耀宗

新北市 三重區 光明里 20100915 林金泉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三重區 光明里 20100916 李政達

新北市 三重區 光明里 20100916 陳春安

新北市 三重區 光正里 20100913 陳吉雄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三重區 光正里 20100915 楊東看

新北市 三重區 同安里 20100915 林其瑩

新北市 三重區 同安里 20100915 高崇斌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三重區 同安里 20100917 陳首清

新北市 三重區 同慶里 20100915 張絮淳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三重區 菜寮里 20100915 梁進益

新北市 三重區 永春里 20100915 李聰平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三重區 中正里 20100915 藍文龍

新北市 三重區 中正里 20100915 鍾昌文

新北市 三重區 吉利里 20100915 林福益

新北市 三重區 吉利里 20100916 蔡蕙如

新北市 三重區 大同里 20100913 邱重光

新北市 三重區 大同里 20100915 林汝聰

新北市 三重區 大同里 20100915 翁崑平

新北市 三重區 中民里 20100913 許滄敏

新北市 三重區 平和里 20100915 黃進行

新北市 三重區 平和里 20100916 郭啟賢

新北市 三重區 大安里 20100913 張志明

新北市 三重區 仁德里 20100915 陳美蓉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三重區 忠孝里 20100915 王申文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三重區 忠孝里 20100915 柯奇樹

新北市 三重區 仁義里 20100915 林武雄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三重區 光榮里 20100915 賴清松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三重區 光榮里 20100915 王來珍

新北市 三重區 光榮里 20100915 簡淵泉

新北市 三重區 光輝里 20100916 吳松春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三重區 福星里 20100913 郭愛卿

新北市 三重區 福星里 20100917 林展賢

新北市 三重區 福利里 20100915 劉佩華

新北市 三重區 清和里 20100913 陳文宏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三重區 清和里 20100915 楊福來



新北市 三重區 永興里 20100915 李玉鳳

新北市 三重區 中山里 20100915 郭晉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三重區 大園里 20100915 洪美鑾

新北市 三重區 大園里 20100915 陳智全

新北市 三重區 大園里 20100917 謝若蘋

新北市 三重區 國隆里 20100915 傅孫昇

新北市 三重區 國隆里 20100915 簡素娥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三重區 重陽里 20100915 陳興農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三重區 重陽里 20100917 沈水寶

新北市 三重區 民生里 20100915 沈寶米

新北市 三重區 民生里 20100915 陳麗華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三重區 重新里 20100916 柯泳孝

新北市 三重區 正德里 20100915 賴樹林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三重區 正義里 20100913 黃烈山

新北市 三重區 正安里 20100915 高素梅

新北市 三重區 自強里 20100915 孫添火

新北市 三重區 自強里 20100915 魏盡忠

新北市 三重區 自強里 20100916 王鴻賓

新北市 三重區 文化里 20100916 王錫榮

新北市 三重區 文化里 20100917 吳昌賢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三重區 中央里 20100915 馮梅蕊

新北市 三重區 中央里 20100916 李水山

新北市 三重區 中央里 20100916 李林麗惠

新北市 三重區 雙園里 20100913 林秉熙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三重區 錦通里 20100913 林煒財

新北市 三重區 錦安里 20100913 吳淑玲

新北市 三重區 錦安里 20100916 蔡大握

新北市 三重區 長安里 20100915 李宗烈

新北市 三重區 光華里 20100913 莊昭賢

新北市 三重區 光華里 20100913 呂桂豐

新北市 三重區 長生里 20100913 王阿育

新北市 三重區 長生里 20100915 張雅婷

新北市 三重區 開元里 20100915 潘素珍

新北市 三重區 開元里 20100915 林宗平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三重區 大德里 20100916 張慶鴻

新北市 三重區 大德里 20100916 葉菊

新北市 三重區 長元里 20100916 梁聰明

新北市 三重區 長江里 20100913 唐明聰

新北市 三重區 長泰里 20100916 陳文禮

新北市 三重區 長福里 20100913 林壽

新北市 三重區 介壽里 20100913 杜姿瑩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三重區 介壽里 20100915 林志祥

新北市 三重區 介壽里 20100917 王祥義

新北市 三重區 介壽里 20100917 郭榮福



新北市 三重區 萬壽里 20100913 王淵贊

新北市 三重區 錦江里 20100915 江茂隆

新北市 三重區 錦江里 20100915 田安

新北市 三重區 龍濱里 20100914 周昆瑩

新北市 三重區 龍濱里 20100915 陳金德

新北市 三重區 龍濱里 20100915 林興隆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三重區 龍門里 20100915 吳彰

新北市 三重區 龍門里 20100916 蔡德聖

新北市 三重區 秀江里 20100916 鄭得興

新北市 三重區 奕壽里 20100913 陳東雲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三重區 三安里 20100915 吳瑞彬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三重區 三安里 20100915 蔡政宗

新北市 三重區 福安里 20100915 施正通

新北市 三重區 福安里 20100916 楊慶裕

新北市 三重區 信安里 20100915 黃聖國

新北市 三重區 信安里 20100917 張忠慶

新北市 三重區 安慶里 20100915 林金兩

新北市 三重區 幸福里 20100914 郭冬賜

新北市 三重區 幸福里 20100916 李恩賜

新北市 三重區 六合里 20100916 陳銘豐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三重區 六福里 20100913 李國明

新北市 三重區 六福里 20100916 洪順亮

新北市 三重區 順德里 20100913 李勇春

新北市 三重區 順德里 20100915 李鴻志

新北市 三重區 承德里 20100913 蔡勝文

新北市 三重區 承德里 20100915 吳政權

新北市 三重區 瑞德里 20100915 陳楊月琴

新北市 三重區 瑞德里 20100916 陳仕宏

新北市 三重區 崇德里 20100913 李紹森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三重區 崇德里 20100913 吳芳明

新北市 三重區 崇德里 20100915 李丁貴

新北市 三重區 厚德里 20100915 吳建賓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三重區 厚德里 20100916 陳榮楠

新北市 三重區 厚德里 20100916 陳振興

新北市 三重區 維德里 20100914 章信雄

新北市 三重區 維德里 20100915 姚振芳

新北市 三重區 尚德里 20100915 劉錫慶

新北市 三重區 尚德里 20100915 蔣麗卿

新北市 三重區 培德里 20100915 謝蕙鎂

新北市 三重區 培德里 20100916 陳萬生

新北市 三重區 立德里 20100914 周宗輝

新北市 三重區 立德里 20100914 陳金城

新北市 三重區 立德里 20100916 陳純建

新北市 三重區 永德里 20100913 黃盛谷



新北市 三重區 永德里 20100913 陳冠霖

新北市 三重區 永煇里 20100915 郭才福

新北市 三重區 永煇里 20100915 王遠嵐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三重區 永發里 20100913 陳綉娜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三重區 永發里 20100917 王永和

新北市 三重區 永盛里 20100913 楊俊擇

新北市 三重區 永盛里 20100916 廖錫發

新北市 三重區 永吉里 20100915 洪長清

新北市 三重區 永安里 20100916 廖吳秀琴

新北市 三重區 永豐里 20100916 黃冬茂

新北市 三重區 永福里 20100916 呂宜興

新北市 三重區 永福里 20100916 盧進益

新北市 三重區 永清里 20100915 黃能魁

新北市 三重區 永清里 20100916 吳瑞發

新北市 三重區 永清里 20100916 蘇錦芳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三重區 永清里 20100916 陳宏昌

新北市 三重區 永順里 20100914 丁琨祥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三重區 永順里 20100915 許嘉陣

新北市 三重區 溪美里 20100915 曾繁松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三重區 溪美里 20100916 陳權位

新北市 三重區 溪美里 20100917 俞楊慧貞

新北市 三重區 福隆里 20100915 陳春蘭

新北市 三重區 福隆里 20100915 曾嘉斌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三重區 福隆里 20100916 李進益

新北市 三重區 福隆里 20100917 林桂蘭

新北市 三重區 五常里 20100916 王瑞華

新北市 三重區 五福里 20100913 李福山

新北市 三重區 五福里 20100915 李國川

新北市 三重區 五福里 20100915 陳清訓

新北市 三重區 仁忠里 20100915 黃演添

新北市 三重區 慈福里 20100916 邱茂泉

新北市 三重區 慈生里 20100916 吳瓊茹

新北市 三重區 慈生里 20100917 吳水木

新北市 三重區 慈惠里 20100915 蔡清德

新北市 三重區 慈愛里 20100913 陳武王

新北市 三重區 慈愛里 20100913 謝清金

新北市 三重區 慈愛里 20100915 林國樑

新北市 三重區 慈化里 20100916 張清泉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三重區 慈祐里 20100913 楊清雄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三重區 慈祐里 20100913 王啟聰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三重區 富華里 20100915 呂子隆

新北市 三重區 富貴里 20100914 胡天龍

新北市 三重區 富貴里 20100917 王桓源

新北市 三重區 富福里 20100915 陳惟國



新北市 三重區 富福里 20100916 許土墩

新北市 三重區 五華里 20100913 林麗真

新北市 三重區 五華里 20100915 劉武勇

新北市 三重區 五華里 20100916 張鴻銘

新北市 三重區 五華里 20100916 陳武雄

新北市 三重區 碧華里 20100915 李國華

新北市 三重區 福樂里 20100913 劉騰方

新北市 三重區 福樂里 20100915 楊慶龍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三重區 福樂里 20100917 蘇修賢

新北市 三重區 仁華里 20100915 李進陽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三重區 仁華里 20100915 洪國林

新北市 三重區 五順里 20100913 江文雄

新北市 三重區 五順里 20100913 洪嘉仁

新北市 中和區 中原里 20100915 陳正德

新北市 中和區 連和里 20100913 林錦華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連城里 20100913 林仁凱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連城里 20100915 蔡崇城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力行里 20100915 周聰明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正行里 20100915 林平欽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正行里 20100916 蔡良杉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德行里 20100913 顏明真

新北市 中和區 德行里 20100915 陳靜宜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枋寮里 20100915 羅仕滄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漳和里 20100915 劉建盛

新北市 中和區 廟美里 20100915 曾秀美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廟美里 20100917 王永順

新北市 中和區 福真里 20100915 蔡昭發

新北市 中和區 福善里 20100913 陳愷松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福美里 20100916 羅順隆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福美里 20100917 許寶珠

新北市 中和區 福祥里 20100915 陳猛

新北市 中和區 福祥里 20100916 張昌期

新北市 中和區 瓦里 20100915 林綺芳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瓦里 20100915 陳建行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瓦里 20100916 王國利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中和區 瓦里 20100917 洪文龍

新北市 中和區 福和里 20100915 張鐘聲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福和里 20100917 許文芳

新北市 中和區 佳和里 20100916 陳得福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新南里 20100916 申文博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南山里 20100915 紀忠和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平河里 20100915 黃清煙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信和里 20100913 吳天進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仁和里 20100915 姚玄謀



新北市 中和區 中正里 20100916 吳明輝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中正里 20100916 李慶財

新北市 中和區 建和里 20100916 梁金良

新北市 中和區 建和里 20100916 江曉佩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建和里 20100916 楊素梅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建和里 20100917 劉文正

新北市 中和區 中山里 20100915 江雪嬌

新北市 中和區 碧河里 20100915 賴清華

新北市 中和區 碧河里 20100915 許邱丁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正南里 20100913 游滿堂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頂南里 20100915 林瑛逢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頂南里 20100915 謝森儒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華新里 20100913 簡鎮鄉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華新里 20100915 楊錦煌

新北市 中和區 華新里 20100916 梅綱毅

新北市 中和區 華新里 20100916 蔡宗霖 經審定不合規定

新北市 中和區 東南里 20100915 徐金妹

新北市 中和區 東南里 20100915 杭雲河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華南里 20100913 林平發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華南里 20100915 林嘉欽

新北市 中和區 忠孝里 20100915 陳淑香

新北市 中和區 忠孝里 20100916 呂秋東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崇南里 20100913 鄭茂盛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崇南里 20100917 黃仁宗

新北市 中和區 興南里 20100915 呂明志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興南里 20100915 呂志祥

新北市 中和區 景南里 20100915 林曉彤

新北市 中和區 景南里 20100915 金念慈

新北市 中和區 景南里 20100915 邱素英

新北市 中和區 景南里 20100916 胡宇辰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景本里 20100915 張林秀麗

新北市 中和區 景本里 20100916 游文貴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橫路里 20100915 呂星輝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內南里 20100915 曾金禧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內南里 20100916 古德財

新北市 中和區 內南里 20100917 葉銘雄

新北市 中和區 壽南里 20100913 呂武雄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福南里 20100913 吳國強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福南里 20100915 賴建正

新北市 中和區 外南里 20100915 連顯達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外南里 20100917 林源泉

新北市 中和區 中興里 20100913 游志鴻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吉興里 20100916 陳成功

新北市 中和區 吉興里 20100917 何秀珍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復興里 20100913 黃麗娟

新北市 中和區 復興里 20100915 趙敏卿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復興里 20100916 宋逸閔

新北市 中和區 復興里 20100916 顏金雀

新北市 中和區 和興里 20100915 蔡璧如

新北市 中和區 景平里 20100915 游進興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景新里 20100915 游成家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景福里 20100915 王坤茂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景安里 20100917 林聰憲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景文里 20100913 林東銘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錦和里 20100915 林進明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錦昌里 20100916 黃彥閔

新北市 中和區 錦昌里 20100916 范文輝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灰里 20100915 陳有義

新北市 中和區 灰里 20100915 林鑫宏

新北市 中和區 積穗里 20100915 石淑鳳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積穗里 20100915 何建興

新北市 中和區 積穗里 20100916 蔡玲君

新北市 中和區 民享里 20100915 簡民利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員山里 20100915 藍國鐘

新北市 中和區 員山里 20100916 陳朋輝

新北市 中和區 嘉穗里 20100916 陳榮鐘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文元里 20100915 蘇毓掄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文元里 20100915 林江鎮

新北市 中和區 文元里 20100915 蔡清山

新北市 中和區 文元里 20100916 林德元

新北市 中和區 文元里 20100916 賴金福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嘉新里 20100915 林后福

新北市 中和區 嘉新里 20100916 林永銅

新北市 中和區 民安里 20100914 廖水同

新北市 中和區 安穗里 20100915 周賜貴

新北市 中和區 安穗里 20100917 李國興

新北市 中和區 瑞穗里 20100915 陳美華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瑞穗里 20100915 許萬福

新北市 中和區 明穗里 20100915 蕭德新

新北市 中和區 明穗里 20100916 黃明舜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清穗里 20100913 王金定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清穗里 20100913 劉炳堅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中和區 清穗里 20100915 何地鐘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自強里 20100915 謝金德

新北市 中和區 德穗里 20100915 余明展

新北市 中和區 德穗里 20100915 詹文定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民生里 20100915 朱朝鶯

新北市 中和區 國光里 20100916 謝一仲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壽德里 20100915 夏承嫚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明德里 20100915 羅總永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錦中里 20100915 范永慶

新北市 中和區 錦中里 20100915 廖清羅

新北市 中和區 錦盛里 20100916 林素娥

新北市 中和區 民有里 20100913 王振馨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民有里 20100915 呂來

新北市 中和區 員富里 20100915 蔡宗霖

新北市 中和區 員富里 20100916 陳宏榮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嘉慶里 20100916 李順卿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嘉慶里 20100916 李鎮學

新北市 中和區 嘉慶里 20100917 吳永華

新北市 中和區 冠穗里 20100915 陳清標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冠穗里 20100915 郭祥億

新北市 中和區 國華里 20100915 劉水金

新北市 中和區 國華里 20100916 廖昭能

新北市 中和區 宜安里 20100915 劉金吉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安樂里 20100915 呂福來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安和里 20100915 王林阿對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安順里 20100913 陳振益

新北市 中和區 安順里 20100915 李進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安平里 20100916 林芳飾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中安里 20100915 林素媛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泰安里 20100915 葉玉伴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秀山里 20100913 王堯陽

新北市 中和區 秀山里 20100915 林秋宇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秀山里 20100916 吳金泉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秀成里 20100915 吳金松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秀成里 20100915 張合盛

新北市 中和區 秀義里 20100915 盧龍州

新北市 中和區 秀義里 20100917 李嘉玲

新北市 中和區 秀福里 20100915 林江西

新北市 中和區 秀景里 20100916 李淙河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秀明里 20100913 施義男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秀峰里 20100915 周存炎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秀士里 20100915 黃源亮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秀士里 20100915 洪天佑

新北市 中和區 秀水里 20100915 林谷峰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中和區 秀水里 20100916 康金蓮

新北市 中和區 秀仁里 20100915 陳明堂

新北市 中和區 秀仁里 20100916 陳慶章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光復里 20100913 林炳文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網溪里 20100915 滕嘉俊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復興里 20100916 葉斯修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竹林里 20100915 林本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桂林里 20100915 陳映璇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桂林里 20100916 蔡丁吾

新北市 永和區 上林里 20100915 林維楠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福林里 20100916 莊水獅

新北市 永和區 福林里 20100917 劉秋富

新北市 永和區 勵行里 20100915 洪敏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中興里 20100914 林福崙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中興里 20100914 袁江龍

新北市 永和區 永興里 20100917 陳錦松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正興里 20100915 林金發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正興里 20100917 江貴滿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豫溪里 20100916 簡炳南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豫溪里 20100916 任德華

新北市 永和區 光明里 20100916 孫金樑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福和里 20100915 呂昶祺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得和里 20100915 蔡綉花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永貞里 20100913 李瓊瑤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永福里 20100916 陳清香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河濱里 20100916 孫黃秋月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秀和里 20100916 孫啟忠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永元里 20100915 黃榮富

新北市 永和區 永元里 20100915 呂卓春英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民權里 20100916 鄭文昌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民族里 20100913 邱秀蘭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民族里 20100916 呂聯標

新北市 永和區 民族里 20100916 蕭良哲

新北市 永和區 秀朗里 20100916 許丁旺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秀成里 20100913 黃錦洲

新北市 永和區 秀成里 20100913 江煌崑

新北市 永和區 秀成里 20100915 陳進福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秀成里 20100916 周素戀

新北市 永和區 秀成里 20100917 劉枝發

新北市 永和區 秀林里 20100914 関宏達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秀林里 20100916 蔡王阿允

新北市 永和區 秀得里 20100916 高欽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秀元里 20100913 饒金妹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民生里 20100913 賴深明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民生里 20100917 盧燕山

新北市 永和區 民本里 20100913 林山田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民富里 20100916 李宗賢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民樂里 20100916 韓提灶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民治里 20100915 鄭毛川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民治里 20100915 呂篤鄰



新北市 永和區 民治里 20100917 蔡俊民

新北市 永和區 智光里 20100915 趙振丞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潭安里 20100916 游源潭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潭墘里 20100916 阮汪淑華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店街里 20100915 陳茂己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大新里 20100915 楊為志

新北市 永和區 大新里 20100915 朱文燦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永安里 20100915 陳欽宗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永樂里 20100915 黃明壽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永樂里 20100916 汪小龍

新北市 永和區 水源里 20100913 柯義和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協和里 20100915 陳啟宏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雙和里 20100916 黃四海

新北市 永和區 雙和里 20100917 歐本源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安和里 20100913 沈江湖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前溪里 20100915 林太平

新北市 永和區 前溪里 20100915 方金源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前溪里 20100916 許淑華

新北市 永和區 和平里 20100914 柳舒雲

新北市 永和區 和平里 20100916 鄭謝秀玉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和平里 20100916 許國宏

新北市 永和區 保平里 20100915 蕭世釧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中溪里 20100916 林佳慧

新北市 永和區 保安里 20100916 許展榕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保順里 20100915 林葉成

新北市 永和區 保順里 20100916 郭炳南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下溪里 20100915 洪富春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下溪里 20100916 林敏德

新北市 永和區 大同里 20100915 陳健蒼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新生里 20100915 姜金泉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新生里 20100915 郭善福

新北市 永和區 永成里 20100913 尚忠義 親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永成里 20100915 周國良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忠義里 20100915 陳楊玉蘭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忠義里 20100915 羅世明

新北市 永和區 仁愛里 20100915 高仰青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仁愛里 20100915 陳錢秀雲

新北市 永和區 文化里 20100916 陳水上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信義里 20100913 吳正雄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信義里 20100916 許志成

新北市 永和區 後溪里 20100913 莊銘淵

新北市 永和區 後溪里 20100916 黃標樑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上溪里 20100916 陳青森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上溪里 20100916 鄭元龍



新北市 永和區 頂溪里 20100916 林文堅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河堤里 20100913 金志誠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河堤里 20100916 陳功明

新北市 永和區 新里 20100915 陳王綉緞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永和區 新里 20100916 陳裕升

新北市 新莊區 海山里 20100913 張家精

新北市 新莊區 海山里 20100916 童滿金

新北市 新莊區 全安里 20100913 蔡明祥

新北市 新莊區 全泰里 20100916 陳哲郎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莊區 全泰里 20100916 葉秀宜

新北市 新莊區 忠孝里 20100916 林長川

新北市 新莊區 忠孝里 20100917 劉世仁

新北市 新莊區 文衡里 20100915 王慶順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莊區 文衡里 20100915 劉國忠

新北市 新莊區 文聖里 20100913 陳泰榮

新北市 新莊區 文聖里 20100915 蔣添榮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莊區 興漢里 20100913 簡明德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莊區 榮和里 20100915 黃希義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莊區 榮和里 20100916 宋愛芝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莊區 文德里 20100913 陳圓光

新北市 新莊區 文明里 20100913 徐勝男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莊區 文明里 20100915 連建強

新北市 新莊區 文明里 20100916 張魏春花

新北市 新莊區 化成里 20100915 陳林秀花

新北市 新莊區 頭前里 20100916 葉建宏

新北市 新莊區 福基里 20100916 王曜輝

新北市 新莊區 福興里 20100916 羅細明

新北市 新莊區 福興里 20100916 陳宏達

新北市 新莊區 昌平里 20100913 藍玉鳳

新北市 新莊區 昌平里 20100915 陳萬重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新莊區 昌平里 20100915 陳德明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莊區 和平里 20100915 吳凱歆

新北市 新莊區 和平里 20100916 蔡河彬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新莊區 幸福里 20100913 黃稜珽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新莊區 幸福里 20100916 陳炳崑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莊區 昌隆里 20100913 吳能通

新北市 新莊區 信義里 20100916 吳秋桂

新北市 新莊區 信義里 20100917 蔡土發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莊區 昌信里 20100915 柯明啟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莊區 昌信里 20100915 吳麗華

新北市 新莊區 昌明里 20100913 江茂隆

新北市 新莊區 昌明里 20100915 吳秋梅

新北市 新莊區 仁義里 20100913 陳復興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新莊區 仁義里 20100915 黃長福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莊區 仁愛里 20100916 吳俊聲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莊區 自信里 20100913 劉朝康

新北市 新莊區 自立里 20100916 吳東杉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莊區 自強里 20100915 黃榮華

新北市 新莊區 思源里 20100913 沈明耀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新莊區 思源里 20100913 梁淑美

新北市 新莊區 思源里 20100914 陳明良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莊區 思賢里 20100915 卓茂松

新北市 新莊區 中華里 20100916 丁培源

新北市 新莊區 中華里 20100916 陳敬波

新北市 新莊區 中美里 20100915 陳明卿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新莊區 中美里 20100916 楊皆得

新北市 新莊區 恆安里 20100916 陳俊秀

新北市 新莊區 恆安里 20100916 蔡陳恆菊

新北市 新莊區 恆安里 20100917 李魯梅

新北市 新莊區 立人里 20100916 陳秀雄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莊區 立德里 20100913 莊玉雲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莊區 立德里 20100914 林燦堂

新北市 新莊區 立德里 20100917 陳玉章

新北市 新莊區 中和里 20100915 鄭杏種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新莊區 中和里 20100916 林孟鴻

新北市 新莊區 中泰里 20100916 郭樹琳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莊區 中宏里 20100916 洪少欽

新北市 新莊區 中全里 20100916 陳柏廷

新北市 新莊區 立志里 20100915 陳崑祥

新北市 新莊區 立志里 20100915 施美娟

新北市 新莊區 立廷里 20100915 許鴻麟

新北市 新莊區 立基里 20100915 張中貞

新北市 新莊區 立基里 20100916 劉連章

新北市 新莊區 中誠里 20100916 陳薛秀鸞

新北市 新莊區 中誠里 20100916 沈丁子

新北市 新莊區 中港里 20100916 許翠華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莊區 中信里 20100913 林阿元

新北市 新莊區 中平里 20100916 兵宗憲

新北市 新莊區 中平里 20100916 鞏台興

新北市 新莊區 中平里 20100916 林西田

新北市 新莊區 中原里 20100913 吳玉粧

新北市 新莊區 中原里 20100916 蘇文華

新北市 新莊區 中原里 20100916 趙勇成

新北市 新莊區 中隆里 20100917 吳清標

新北市 新莊區 立功里 20100916 紀振順

新北市 新莊區 立功里 20100916 陳易澤

新北市 新莊區 立泰里 20100915 許文章

新北市 新莊區 立泰里 20100915 蔡文祥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莊區 立言里 20100916 劉進益

新北市 新莊區 立言里 20100916 黃茂淵

新北市 新莊區 豐年里 20100913 鄭秀娥

新北市 新莊區 豐年里 20100916 蕭豐裕

新北市 新莊區 豐年里 20100916 廖天賜

新北市 新莊區 豐年里 20100917 盧林阿妹 經審定不合規定

新北市 新莊區 國泰里 20100913 陳金乾

新北市 新莊區 泰豐里 20100915 林玉娟

新北市 新莊區 瓊林里 20100916 蘇東明

新北市 新莊區 瓊林里 20100916 張乾隆

新北市 新莊區 福營里 20100913 廖皇源

新北市 新莊區 營盤里 20100915 徐根在

新北市 新莊區 營盤里 20100916 林宗暉

新北市 新莊區 丹鳳里 20100915 葉俊生

新北市 新莊區 丹鳳里 20100916 林永傑

新北市 新莊區 合鳳里 20100915 盧瑞發

新北市 新莊區 合鳳里 20100916 蔡世峰

新北市 新莊區 祥鳳里 20100915 陳惠恕

新北市 新莊區 祥鳳里 20100915 賴俊良

新北市 新莊區 雙鳳里 20100917 陳專森

新北市 新莊區 龍福里 20100913 江再文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莊區 龍福里 20100916 陳立維

新北市 新莊區 龍鳳里 20100915 廖純

新北市 新莊區 龍鳳里 20100915 吳亮辰

新北市 新莊區 龍鳳里 20100916 蘇情義

新北市 新莊區 裕民里 20100913 林秋福

新北市 新莊區 裕民里 20100917 曾榆期

新北市 新莊區 龍安里 20100915 吳陳阿緞

新北市 新莊區 龍安里 20100916 蔡松田

新北市 新莊區 龍安里 20100916 賴素貞

新北市 新莊區 龍安里 20100917 吳明和

新北市 新莊區 富國里 20100916 莊請

新北市 新莊區 富民里 20100915 陳安益

新北市 新莊區 富民里 20100916 陳清泉

新北市 新莊區 後德里 20100915 劉臺鳳

新北市 新莊區 萬安里 20100916 李新林

新北市 新莊區 萬安里 20100916 張富財

新北市 新莊區 萬安里 20100917 楊熾金

新北市 新莊區 建福里 20100915 劉中立

新北市 新莊區 建福里 20100915 林豐義

新北市 新莊區 建福里 20100916 吳濂泉

新北市 新莊區 後港里 20100913 施明進

新北市 新莊區 四維里 20100913 廖天德

新北市 新莊區 四維里 20100915 劉麗萍



新北市 新莊區 四維里 20100915 王姵樺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新莊區 四維里 20100915 吳瑞發

新北市 新莊區 南港里 20100915 林朝基

新北市 新莊區 建安里 20100916 劉育伯

新北市 新莊區 建安里 20100916 王永華

新北市 新莊區 民全里 20100915 林國治

新北市 新莊區 民全里 20100916 張文興

新北市 新莊區 八德里 20100915 程俊勳

新北市 新莊區 八德里 20100915 丁銀寶

新北市 新莊區 成德里 20100915 王義寬

新北市 新莊區 民安里 20100915 賴聰德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莊區 民有里 20100913 吳建璋

新北市 新莊區 民有里 20100916 賴政源

新北市 新莊區 民有里 20100916 陳肅肅

新北市 新莊區 民有里 20100917 吳子穎

新北市 新莊區 民本里 20100916 陳明傑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莊區 民本里 20100917 陳秋月

新北市 新莊區 光明里 20100914 呂平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莊區 光明里 20100917 黃炳森

新北市 新莊區 光正里 20100916 陳通助

新北市 新莊區 光榮里 20100916 陳枝楠

新北市 新莊區 光和里 20100915 林光燦

新北市 新莊區 光華里 20100915 謝秋梅

新北市 新莊區 光華里 20100916 林大木

新北市 新莊區 光華里 20100916 李合棠

新北市 新莊區 西盛里 20100913 陳金田

新北市 新莊區 西盛里 20100916 張文瑞

新北市 新店區 新店里 20100913 陳文德

新北市 新店區 新店里 20100915 高碧霞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新店區 新店里 20100915 張鄭秋美

新北市 新店區 張南里 20100915 林國榮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國校里 20100913 郭儒鈞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文中里 20100913 劉閔禮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廣明里 20100916 褚裕龍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文明里 20100915 卓振添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文明里 20100915 廖梧城

新北市 新店區 文明里 20100915 莊克華

新北市 新店區 中興里 20100915 張正義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新生里 20100913 黃頌之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新生里 20100917 陳盈旬

新北市 新店區 新德里 20100913 姚淞哲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新德里 20100915 黃兩成

新北市 新店區 張北里 20100915 鄭富濃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張北里 20100916 吳美玉



新北市 新店區 五峰里 20100913 陳淑美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五峰里 20100913 馬志祥

新北市 新店區 長春里 20100913 鄭正雄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長春里 20100915 羅碧鈴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長春里 20100916 李傳傑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新安里 20100913 黃建福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忠誠里 20100915 許浩榛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忠誠里 20100916 陳弘銘

新北市 新店區 忠誠里 20100916 林立人

新北市 新店區 中正里 20100916 辜鳳琴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中華里 20100913 廖明坤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中華里 20100915 邱湘羚

新北市 新店區 仁愛里 20100913 林秀美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建國里 20100915 張碧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建國里 20100916 許淑卿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建國里 20100916 蘇高雪嬌

新北市 新店區 百忍里 20100914 陳建利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百和里 20100915 陳振傑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福德里 20100913 張元亨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福德里 20100915 常萬瑞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百福里 20100915 陳正忠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福民里 20100915 盧浩賢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中山里 20100915 陳文哲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中山里 20100916 潘威志

新北市 新店區 和平里 20100915 吳振輝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和平里 20100915 黃將來

新北市 新店區 中央里 20100915 王志翔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國豐里 20100915 顏榮宏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明德里 20100915 林德明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大豐里 20100913 侯信宏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大同里 20100915 劉天全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江陵里 20100915 劉木清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江陵里 20100916 葉金珠

新北市 新店區 復興里 20100915 劉心中

新北市 新店區 復興里 20100915 龔梅花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寶興里 20100914 陳嘉祥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寶興里 20100915 周宥竣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寶福里 20100915 林清和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寶福里 20100915 魏維權

新北市 新店區 寶福里 20100916 劉東興

新北市 新店區 寶安里 20100915 宋美雪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寶安里 20100915 江文智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信義里 20100915 周翁水

新北市 新店區 信義里 20100915 林木己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忠孝里 20100913 李艾樺

新北市 新店區 忠孝里 20100913 李約祥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大鵬里 20100913 趙素萍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大鵬里 20100917 喬廷彥

新北市 新店區 太平里 20100916 李謝素珍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太平里 20100916 龍美珠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太平里 20100916 張建良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美城里 20100916 翁智冠

新北市 新店區 頂城里 20100913 王明籐

新北市 新店區 下城里 20100916 廖林良玉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柴埕里 20100915 黃金憲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柴埕里 20100917 余秀蘭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安和里 20100913 劉天進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安和里 20100916 郭景隆

新北市 新店區 安和里 20100916 黃菊金

新北市 新店區 永安里 20100914 張朝成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新和里 20100916 仇雅彤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永平里 20100913 游丁旺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公崙里 20100915 游炎嵐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公崙里 20100917 廖榮祺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安昌里 20100915 林煌明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安昌里 20100917 吳永豐

新北市 新店區 德安里 20100913 丁萬貴

新北市 新店區 德安里 20100915 林祈生

新北市 新店區 德安里 20100915 劉秋蘭

新北市 新店區 德安里 20100916 廖福松

新北市 新店區 德安里 20100916 黃炳煌

新北市 新店區 達觀里 20100915 陳昌國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達觀里 20100915 張國強

新北市 新店區 明城里 20100915 楊基生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明城里 20100916 王思瑾

新北市 新店區 小城里 20100916 李海珠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小城里 20100916 黃建春

新北市 新店區 小城里 20100917 蔡中焜

新北市 新店區 雙城里 20100915 朱展志

新北市 新店區 雙城里 20100916 黃燦煌

新北市 新店區 香坡里 20100913 劉文明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香坡里 20100917 黃正雄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日興里 20100913 高志堅

新北市 新店區 日興里 20100915 呂盛文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玫瑰里 20100916 施天賜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吉祥里 20100913 林正恭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吉祥里 20100917 林永輝

新北市 新店區 塗潭里 20100914 呂嘉源



新北市 新店區 塗潭里 20100915 賴明來

新北市 新店區 塗潭里 20100916 邱秀雄

新北市 新店區 華城里 20100915 詹秀霞

新北市 新店區 華城里 20100915 花秋賢

新北市 新店區 青潭里 20100916 黃銘凱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青潭里 20100917 林岑郁

新北市 新店區 美潭里 20100914 黃朝鄰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員潭里 20100913 鄭朝棟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員潭里 20100913 施美女

新北市 新店區 雙坑里 20100915 周興旺

新北市 新店區 粗坑里 20100916 周賢良

新北市 新店區 粗坑里 20100916 謝水樹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屈尺里 20100913 張文奇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新店區 龜山里 20100915 高義良

新北市 新店區 龜山里 20100915 游明進

新北市 新店區 廣興里 20100915 吳進興

新北市 新店區 廣興里 20100916 張永豐

新北市 新店區 直潭里 20100915 王金財

新北市 土城區 祖田里 20100913 黃豊明

新北市 土城區 祖田里 20100916 呂惠美

新北市 土城區 頂新里 20100913 張中良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土城區 頂新里 20100916 王英華

新北市 土城區 頂福里 20100916 廖三旗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土城區 頂埔里 20100913 林忠謀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土城區 沛陂里 20100913 林阿城

新北市 土城區 沛陂里 20100917 王慶讚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土城區 永寧里 20100913 陳明賢

新北市 土城區 永寧里 20100915 呂全福

新北市 土城區 永寧里 20100915 周清芳

新北市 土城區 大安里 20100913 張俊隆

新北市 土城區 員仁里 20100915 童聰欽

新北市 土城區 員仁里 20100917 洪永富

新北市 土城區 埤塘里 20100915 劉麗蘭

新北市 土城區 埤塘里 20100916 邱顯俊

新北市 土城區 土城里 20100913 徐信榮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土城區 土城里 20100916 張隆

新北市 土城區 長風里 20100914 司家駒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土城區 長風里 20100915 石忠利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土城區 長風里 20100916 張暑風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土城區 員信里 20100915 王源龍

新北市 土城區 員信里 20100915 杜萬來

新北市 土城區 員林里 20100915 黃國文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土城區 員林里 20100916 林陳月卿

新北市 土城區 員福里 20100915 粘玉明



新北市 土城區 員福里 20100916 黃崇煒

新北市 土城區 員福里 20100916 朱水興

新北市 土城區 員福里 20100917 黃榮葵

新北市 土城區 日和里 20100916 李成吉

新北市 土城區 日和里 20100917 張煌盛

新北市 土城區 日新里 20100913 李明財

新北市 土城區 日新里 20100915 褚子祿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土城區 裕生里 20100915 凃阿財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土城區 裕生里 20100916 林秀佩

新北市 土城區 裕生里 20100916 楊忠富

新北市 土城區 貨饒里 20100913 許春騰

新北市 土城區 貨饒里 20100915 陳美蓮

新北市 土城區 瑞興里 20100915 陳麗合

新北市 土城區 瑞興里 20100916 蔡萬合

新北市 土城區 瑞興里 20100916 羅廖玉梅

新北市 土城區 復興里 20100915 黃啟東

新北市 土城區 復興里 20100916 李世棟

新北市 土城區 廣福里 20100916 丁科秀

新北市 土城區 學成里 20100915 戴有利

新北市 土城區 學成里 20100915 范發長

新北市 土城區 埤林里 20100913 蔡志紅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土城區 廣興里 20100913 張淑玲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土城區 樂利里 20100914 黃銀片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土城區 樂利里 20100915 李朝雲

新北市 土城區 樂利里 20100917 洪芳怡

新北市 土城區 學府里 20100915 宮敬家

新北市 土城區 學府里 20100916 廖家雄

新北市 土城區 明德里 20100913 呂理民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土城區 學士里 20100913 胡鴻運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土城區 柑林里 20100913 張育誠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土城區 中正里 20100915 呂聰成

新北市 土城區 中正里 20100916 王玉蘭

新北市 土城區 青雲里 20100913 廖特青

新北市 土城區 青雲里 20100913 劉讓德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土城區 清和里 20100915 張源寶

新北市 土城區 清和里 20100917 賴金木

新北市 土城區 清化里 20100916 廖三興

新北市 土城區 清溪里 20100916 許郁煌

新北市 土城區 清溪里 20100916 彭成熒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土城區 青山里 20100915 姚韋華

新北市 土城區 青山里 20100916 張鳳蓮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土城區 清水里 20100915 劉基源

新北市 土城區 清水里 20100916 楊寶猜

新北市 土城區 永豐里 20100915 黃榮沐



新北市 土城區 永豐里 20100915 劉美慧

新北市 土城區 永豐里 20100916 游日本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土城區 永富里 20100913 楊銘德

新北市 土城區 永富里 20100917 吳金聲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土城區 廷寮里 20100913 洪焜猛

新北市 土城區 金城里 20100913 林銘煌

新北市 土城區 金城里 20100915 邱垂明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土城區 金城里 20100917 林雪紅

新北市 土城區 廷里 20100915 林献章

新北市 土城區 延吉里 20100915 楊瑞興

新北市 土城區 延吉里 20100916 黃木泉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土城區 延壽里 20100913 陳俊雄

新北市 土城區 延壽里 20100915 江燦輝

新北市 土城區 延祿里 20100915 吳明炳

新北市 土城區 延祿里 20100915 周婕

新北市 土城區 平和里 20100915 戴文龍

新北市 土城區 平和里 20100915 張台新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土城區 平和里 20100916 宋德威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土城區 安和里 20100915 高美麗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土城區 安和里 20100915 古秋源

新北市 土城區 延和里 20100913 陳新波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土城區 延和里 20100916 王錦全

新北市 土城區 延和里 20100917 黃富源

新北市 蘆洲區 光華里 20100913 林利彥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蘆洲區 光明里 20100915 陳文良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蘆洲區 中路里 20100913 張宗耀

新北市 蘆洲區 永安里 20100913 吳謝阿素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蘆洲區 永安里 20100915 林永富

新北市 蘆洲區 九芎里 20100915 陳振源

新北市 蘆洲區 九芎里 20100915 徐洪麗珠

新北市 蘆洲區 九芎里 20100915 李茂雄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蘆洲區 延平里 20100915 張明德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蘆洲區 中華里 20100913 莊燿

新北市 蘆洲區 中華里 20100915 張錦松

新北市 蘆洲區 中華里 20100915 蔡宜峰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蘆洲區 中華里 20100916 李林寶蓮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蘆洲區 中原里 20100913 郭松宇

新北市 蘆洲區 中原里 20100915 陳國連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蘆洲區 中原里 20100916 陳友義

新北市 蘆洲區 長安里 20100915 王麗真

新北市 蘆洲區 長安里 20100915 丁連進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蘆洲區 忠義里 20100913 林萬益

新北市 蘆洲區 忠義里 20100913 謝函陵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蘆洲區 正義里 20100916 林志修



新北市 蘆洲區 正義里 20100917 盧耀芳

新北市 蘆洲區 南港里 20100915 王珠香

新北市 蘆洲區 永樂里 20100915 李再富

新北市 蘆洲區 成功里 20100913 蕭文福

新北市 蘆洲區 成功里 20100915 林德義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蘆洲區 成功里 20100916 李義福

新北市 蘆洲區 永康里 20100915 黃秋月

新北市 蘆洲區 永德里 20100916 陳宥安

新北市 蘆洲區 永德里 20100916 林有漂

新北市 蘆洲區 樓厝里 20100913 李煒寅

新北市 蘆洲區 信義里 20100913 李有村

新北市 蘆洲區 信義里 20100915 郭騰芳

新北市 蘆洲區 玉清里 20100913 楊敬喜

新北市 蘆洲區 復興里 20100916 李源泉

新北市 蘆洲區 福安里 20100913 李文義

新北市 蘆洲區 鷺江里 20100913 楊筱葉

新北市 蘆洲區 鷺江里 20100916 蔡豐年

新北市 蘆洲區 鷺江里 20100917 李榮吉

新北市 蘆洲區 恆德里 20100913 許倉郎

新北市 蘆洲區 恆德里 20100917 吳大德

新北市 蘆洲區 溪墘里 20100915 李永芳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蘆洲區 溪墘里 20100916 陳蔡銀香

新北市 蘆洲區 溪墘里 20100916 蕭仰真

新北市 蘆洲區 仁復里 20100913 李德勝

新北市 蘆洲區 仁德里 20100913 楊筱微

新北市 蘆洲區 仁德里 20100913 張宏友

新北市 蘆洲區 仁德里 20100913 黃瑞豐

新北市 蘆洲區 仁德里 20100915 李麗玲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蘆洲區 仁義里 20100913 楊書瑜

新北市 蘆洲區 仁義里 20100913 李衍楸

新北市 蘆洲區 仁義里 20100915 吳東燦

新北市 蘆洲區 得勝里 20100916 蔡志選

新北市 蘆洲區 得仁里 20100916 李鳳嬌

新北市 蘆洲區 保和里 20100913 楊總仁

新北市 蘆洲區 樹德里 20100913 李芳龍

新北市 蘆洲區 民和里 20100915 李進誠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蘆洲區 民和里 20100915 杜易輿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蘆洲區 水湳里 20100914 李世田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蘆洲區 水湳里 20100916 吳松標

新北市 蘆洲區 水河里 20100916 李文發

新北市 蘆洲區 仁愛里 20100913 黃太陽

新北市 蘆洲區 仁愛里 20100915 林宏典

新北市 蘆洲區 忠孝里 20100913 詹阿修

新北市 蘆洲區 保佑里 20100916 陳榮華



新北市 蘆洲區 保佑里 20100916 李時春

新北市 蘆洲區 保新里 20100913 蔡棧輝

新北市 汐止區 仁德里 20100913 林佳德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汐止區 仁德里 20100913 吳清連

新北市 汐止區 仁德里 20100915 李汶和

新北市 汐止區 義民里 20100913 黃祖明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汐止區 義民里 20100916 李中偉

新北市 汐止區 義民里 20100916 陳宏昌

新北市 汐止區 禮門里 20100917 李朝發

新北市 汐止區 智慧里 20100913 宋曉之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汐止區 智慧里 20100917 黃智明

新北市 汐止區 大同里 20100913 鄭富源

新北市 汐止區 大同里 20100917 廖春松

新北市 汐止區 信望里 20100913 楊順德

新北市 汐止區 信望里 20100916 陳世杰

新北市 汐止區 新昌里 20100913 朱英源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汐止區 福安里 20100915 顏群宗

新北市 汐止區 福安里 20100915 江麗玉

新北市 汐止區 秀峰里 20100913 蘇樹木

新北市 汐止區 秀山里 20100913 廖炯華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汐止區 復興里 20100916 蕭素真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汐止區 復興里 20100917 曾福吉

新北市 汐止區 復興里 20100917 施永順

新北市 汐止區 自強里 20100915 詹喜子

新北市 汐止區 自強里 20100916 詹田

新北市 汐止區 文化里 20100913 黃國隆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汐止區 文化里 20100916 余寶聰

新北市 汐止區 白雲里 20100915 陳俊地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汐止區 白雲里 20100916 劉雪寬

新北市 汐止區 茄苳里 20100913 葉雅惠

新北市 汐止區 崇德里 20100916 陳玉林

新北市 汐止區 橋東里 20100913 陶威中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汐止區 城中里 20100913 李立人

新北市 汐止區 城中里 20100915 廖福賢

新北市 汐止區 建成里 20100913 林淑琴

新北市 汐止區 建成里 20100916 林長成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汐止區 建成里 20100916 錢同祖

新北市 汐止區 建成里 20100917 黃唐舜

新北市 汐止區 長安里 20100913 余端雪

新北市 汐止區 長安里 20100914 楊清風

新北市 汐止區 保安里 20100915 林金旺

新北市 汐止區 東山里 20100915 林錦定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汐止區 保長里 20100915 余添壽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汐止區 保長里 20100915 蕭玉



新北市 汐止區 保長里 20100916 林忠鏞

新北市 汐止區 保長里 20100917 李振芳

新北市 汐止區 保新里 20100916 賴文昌

新北市 汐止區 保新里 20100916 吳維慶

新北市 汐止區 保新里 20100917 吳明道

新北市 汐止區 鄉長里 20100913 蘇火土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汐止區 鄉長里 20100916 陳志勝

新北市 汐止區 江北里 20100916 謝祚敏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汐止區 江北里 20100916 郭春同

新北市 汐止區 拱北里 20100913 高世國

新北市 汐止區 拱北里 20100915 吳進財

新北市 汐止區 拱北里 20100917 柯正興

新北市 汐止區 烘內里 20100915 蘇三福

新北市 汐止區 烘內里 20100915 魏語徵

新北市 汐止區 烘內里 20100916 許榮華

新北市 汐止區 烘內里 20100917 謝瓊雨

新北市 汐止區 八連里 20100913 李初雄

新北市 汐止區 八連里 20100917 廖修約

新北市 汐止區 長青里 20100915 許榮騰

新北市 汐止區 長青里 20100915 陳建興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汐止區 北峰里 20100914 陳南海

新北市 汐止區 金龍里 20100915 陳美麗

新北市 汐止區 樟樹里 20100915 李家銘

新北市 汐止區 樟樹里 20100915 林有財

新北市 汐止區 忠孝里 20100915 林應欽

新北市 汐止區 忠孝里 20100916 丁彥伶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汐止區 厚德里 20100916 陳有諒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汐止區 厚德里 20100916 謝青峰

新北市 汐止區 山光里 20100915 陳永松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汐止區 山光里 20100916 張進生

新北市 汐止區 中興里 20100913 蔡宗澤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汐止區 中興里 20100915 高辰雨

新北市 汐止區 福德里 20100915 黃國泰

新北市 汐止區 興福里 20100915 陳碧蓮

新北市 汐止區 康福里 20100915 李育成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汐止區 康福里 20100916 劉金城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汐止區 湖光里 20100915 王萬富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汐止區 湖光里 20100915 陳黃彩雲

新北市 汐止區 湖蓮里 20100915 董文燕

新北市 汐止區 湖蓮里 20100916 翁春娟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汐止區 湖興里 20100914 王沛生

新北市 汐止區 湖興里 20100914 鍾順寶

新北市 汐止區 湖興里 20100917 張瓊文

新北市 汐止區 北山里 20100913 林徵熊



新北市 汐止區 北山里 20100915 張新發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汐止區 北山里 20100915 蔡武明

新北市 汐止區 忠山里 20100913 莊樹枝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汐止區 忠山里 20100916 劉瑞燕

新北市 汐止區 環河里 20100913 白添順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汐止區 環河里 20100916 黃世和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汐止區 橫科里 20100915 詹清山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汐止區 橫科里 20100917 張麗雲

新北市 汐止區 福山里 20100915 謝志忠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汐止區 福山里 20100916 楊貴生

新北市 汐止區 宜興里 20100915 陳清溪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汐止區 東勢里 20100913 留有志

新北市 樹林區 三興里 20100913 王永村

新北市 樹林區 三興里 20100916 劉隆盛

新北市 樹林區 三福里 20100915 藍黃秀珍

新北市 樹林區 三福里 20100916 曾張嘉招

新北市 樹林區 三多里 20100915 吳錦龍

新北市 樹林區 三龍里 20100915 鄭昭淡

新北市 樹林區 三龍里 20100915 藍添樹

新北市 樹林區 寮里 20100913 胡隆進

新北市 樹林區 光興里 20100915 陳其銘

新北市 樹林區 光興里 20100917 何明峰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樹林區 金寮里 20100915 楊明華

新北市 樹林區 金寮里 20100915 張祐鐘

新北市 樹林區 潭底里 20100913 嚴添明

新北市 樹林區 潭底里 20100914 許萬來

新北市 樹林區 潭底里 20100915 陳銘文

新北市 樹林區 文林里 20100915 溫蘭鳳

新北市 樹林區 文林里 20100915 甘永昌

新北市 樹林區 保安里 20100915 詹勳坤

新北市 樹林區 保安里 20100915 盧鋒瑋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樹林區 圳安里 20100916 許進旺

新北市 樹林區 圳福里 20100913 蘇益和

新北市 樹林區 圳福里 20100913 呂佩嬬

新北市 樹林區 圳福里 20100915 陳文鐘

新北市 樹林區 圳民里 20100915 王墘

新北市 樹林區 圳生里 20100913 藍進燦

新北市 樹林區 樹德里 20100913 簡長文

新北市 樹林區 樹德里 20100915 黃家政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樹林區 樹德里 20100916 王俊雄

新北市 樹林區 樹福里 20100915 林進賢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樹林區 樹西里 20100915 朱國豐

新北市 樹林區 樹西里 20100916 陳辜金秀

新北市 樹林區 樹西里 20100917 林震洋



新北市 樹林區 樹興里 20100915 詹美齡

新北市 樹林區 樹興里 20100916 陳碧青

新北市 樹林區 樹人里 20100916 林生

新北市 樹林區 樹人里 20100917 黃茂霖

新北市 樹林區 育英里 20100913 黃月香

新北市 樹林區 育英里 20100916 陳印鑑

新北市 樹林區 育英里 20100916 詹順吉

新北市 樹林區 樹南里 20100913 邱垂章

新北市 樹林區 坡內里 20100915 簡坤財

新北市 樹林區 坡內里 20100917 陳譽丰

新北市 樹林區 樹東里 20100913 王吉二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樹林區 樹北里 20100914 林俊明

新北市 樹林區 彭福里 20100915 黃彩蓮

新北市 樹林區 和平里 20100915 洪崑松

新北市 樹林區 和平里 20100915 莊清郎

新北市 樹林區 彭興里 20100915 賴文義

新北市 樹林區 彭厝里 20100914 黃嘉祥

新北市 樹林區 彭厝里 20100916 林明達

新北市 樹林區 大同里 20100915 陳華宗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樹林區 中華里 20100915 張美珠

新北市 樹林區 太順里 20100915 蔣榮井

新北市 樹林區 東昇里 20100916 洪辰祐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樹林區 東昇里 20100917 鄭萬枝

新北市 樹林區 東陽里 20100915 林厚重

新北市 樹林區 東陽里 20100916 徐木

新北市 樹林區 東陽里 20100917 曾永淡

新北市 樹林區 東山里 20100913 高健市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樹林區 山佳里 20100915 許建強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樹林區 中山里 20100915 簡玉春

新北市 樹林區 樂山里 20100915 廖文斌

新北市 樹林區 樂山里 20100915 黃宗益

新北市 樹林區 柑園里 20100915 詹志昌

新北市 樹林區 柑園里 20100916 張錦榕

新北市 樹林區 西園里 20100916 李阿崇

新北市 樹林區 南園里 20100913 鄭秀吉

新北市 樹林區 南園里 20100916 劉雪惠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樹林區 東園里 20100915 陳兩進

新北市 樹林區 東園里 20100916 王儒

新北市 樹林區 北園里 20100915 陳俊青

新北市 樹林區 北園里 20100916 王仲卿

新北市 鶯歌區 建德里 20100915 林真達

新北市 鶯歌區 建德里 20100915 蘇利男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鶯歌區 東鶯里 20100913 陳陸賀

新北市 鶯歌區 東鶯里 20100915 陳君裕



新北市 鶯歌區 北鶯里 20100913 李松進

新北市 鶯歌區 北鶯里 20100916 李文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鶯歌區 西鶯里 20100913 蘇民正

新北市 鶯歌區 中鶯里 20100915 蘇朝明

新北市 鶯歌區 南鶯里 20100915 王明義

新北市 鶯歌區 南鶯里 20100917 許榮舉

新北市 鶯歌區 建國里 20100915 陳尉勇

新北市 鶯歌區 建國里 20100915 林泗海

新北市 鶯歌區 建國里 20100916 林清得

新北市 鶯歌區 二甲里 20100913 施順隆

新北市 鶯歌區 二甲里 20100916 林水土

新北市 鶯歌區 二橋里 20100913 李金量

新北市 鶯歌區 二橋里 20100917 邱創田

新北市 鶯歌區 尖山里 20100916 黃照旭

新北市 鶯歌區 南靖里 20100915 吳金定

新北市 鶯歌區 同慶里 20100915 王福來

新北市 鶯歌區 同慶里 20100916 許泗淮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鶯歌區 同慶里 20100916 王湧杰 中華統一促進黨

新北市 鶯歌區 永昌里 20100915 王朝益

新北市 鶯歌區 永昌里 20100916 游武雄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鶯歌區 永昌里 20100916 詹正同

新北市 鶯歌區 永吉里 20100913 林茂哲

新北市 鶯歌區 永吉里 20100916 曾國進

新北市 鶯歌區 鳳祥里 20100916 吳坤池

新北市 鶯歌區 鳳祥里 20100916 曾勝利

新北市 鶯歌區 鳳鳴里 20100913 邱進松

新北市 鶯歌區 鳳鳴里 20100916 謝文正

新北市 鶯歌區 鳳福里 20100913 呂金山

新北市 鶯歌區 鳳福里 20100915 簡騰源

新北市 鶯歌區 大湖里 20100913 徐文達 中華統一促進黨

新北市 鶯歌區 大湖里 20100913 林進國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鶯歌區 大湖里 20100915 蕭明文

新北市 鶯歌區 中湖里 20100913 陳志強

新北市 鶯歌區 中湖里 20100915 游昭斌

新北市 鶯歌區 東湖里 20100913 呂阿添

新北市 三峽區 三峽里 20100914 蘇錦文

新北市 三峽區 三峽里 20100916 陳瑞穗

新北市 三峽區 三峽里 20100916 黃宗祥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三峽區 秀川里 20100915 王志成

新北市 三峽區 秀川里 20100915 李楷瑞

新北市 三峽區 八張里 20100914 劉陳勇

新北市 三峽區 八張里 20100916 謝麗玲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三峽區 八張里 20100917 吳保寬

新北市 三峽區 中埔里 20100915 李坊良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三峽區 中埔里 20100916 林國兆

新北市 三峽區 弘道里 20100916 陳錦桐

新北市 三峽區 永館里 20100913 鄭兩進

新北市 三峽區 鳶山里 20100916 林金耀

新北市 三峽區 鳶山里 20100917 詹寅椿

新北市 三峽區 龍埔里 20100916 陳志育

新北市 三峽區 龍學里 20100915 王韻婷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三峽區 龍學里 20100916 黃美藝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三峽區 龍學里 20100917 鄭登仁

新北市 三峽區 龍恩里 20100915 蔡小妮

新北市 三峽區 龍恩里 20100917 林富子

新北市 三峽區 龍恩里 20100917 林有文

新北市 三峽區 礁溪里 20100915 陳世強

新北市 三峽區 安溪里 20100915 吳進義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三峽區 安溪里 20100915 王贈勳

新北市 三峽區 介壽里 20100917 王錫川

新北市 三峽區 介壽里 20100917 王福壽

新北市 三峽區 中正里 20100915 陳志泉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三峽區 大埔里 20100916 陳永清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三峽區 大埔里 20100916 欒興華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三峽區 嘉添里 20100915 李萬興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三峽區 嘉添里 20100917 李慶輝

新北市 三峽區 添福里 20100915 陳正龍

新北市 三峽區 添福里 20100916 李文富

新北市 三峽區 添福里 20100916 陳水泉

新北市 三峽區 金圳里 20100913 邱金菊

新北市 三峽區 金圳里 20100917 劉漢業

新北市 三峽區 五寮里 20100915 邱顯童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三峽區 五寮里 20100917 王金生

新北市 三峽區 插角里 20100915 林坤郎

新北市 三峽區 有木里 20100913 尤嘉慶

新北市 三峽區 有木里 20100916 王金木

新北市 三峽區 二鬮里 20100913 洪陳國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三峽區 二鬮里 20100916 周福生

新北市 三峽區 溪南里 20100916 蘇伯聰

新北市 三峽區 溪北里 20100913 林清明

新北市 三峽區 溪北里 20100916 陳慶隆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三峽區 溪東里 20100915 劉錦煌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三峽區 溪東里 20100917 詹嘉慶

新北市 三峽區 成福里 20100915 張首都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三峽區 竹崙里 20100915 顏志峯

新北市 三峽區 竹崙里 20100916 張博勇

新北市 三峽區 安坑里 20100915 李秋維

新北市 三峽區 安坑里 20100917 洪世甫



新北市 三峽區 安坑里 20100917 王谷華

新北市 淡水區 中和里 20100915 王文輝

新北市 淡水區 中和里 20100917 李永祺

新北市 淡水區 屯山里 20100913 李永清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淡水區 賢孝里 20100915 葉振昌

新北市 淡水區 賢孝里 20100917 黃勝男

新北市 淡水區 興仁里 20100916 張良雄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淡水區 蕃薯里 20100913 王壽喜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淡水區 忠山里 20100913 李盛興

新北市 淡水區 忠山里 20100913 潘炳丁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淡水區 義山里 20100916 高木林

新北市 淡水區 義山里 20100916 葉水金

新北市 淡水區 義山里 20100917 蔡綉綾

新北市 淡水區 水源里 20100913 徐榮樹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淡水區 水源里 20100915 張志楨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淡水區 忠寮里 20100913 李鎮榮

新北市 淡水區 忠寮里 20100916 李永典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淡水區 忠寮里 20100916 蔣耿南

新北市 淡水區 樹興里 20100915 許秋芳

新北市 淡水區 樹興里 20100916 許永吉

新北市 淡水區 坪頂里 20100914 許守任

新北市 淡水區 坪頂里 20100915 張天賜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淡水區 福德里 20100915 郭清泉

新北市 淡水區 福德里 20100916 紀興旺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淡水區 竹圍里 20100915 劉柏年

新北市 淡水區 竹圍里 20100915 郭添益

新北市 淡水區 竹圍里 20100917 鄭楊淑玲

新北市 淡水區 民權里 20100913 鄭國禎

新北市 淡水區 民權里 20100916 郭添印

新北市 淡水區 民生里 20100915 陳李明緣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淡水區 八勢里 20100916 沈欽裕

新北市 淡水區 八勢里 20100916 高永良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淡水區 竿蓁里 20100915 湯鴻城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淡水區 竿蓁里 20100916 王信崇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淡水區 崁頂里 20100916 莊建發

新北市 淡水區 崁頂里 20100916 李少華

新北市 淡水區 崁頂里 20100916 李火城

新北市 淡水區 崁頂里 20100917 謝麗玲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淡水區 崁頂里 20100917 盧春安

新北市 淡水區 崁頂里 20100917 林金源

新北市 淡水區 埤島里 20100915 呂鐵城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淡水區 水碓里 20100913 陳健三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淡水區 水碓里 20100915 孫麗明

新北市 淡水區 北新里 20100913 許春榮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淡水區 北新里 20100916 張連榮

新北市 淡水區 正德里 20100915 郭奕賜

新北市 淡水區 正德里 20100916 許淞琿

新北市 淡水區 正德里 20100916 何海杉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淡水區 正德里 20100916 詹秋英

新北市 淡水區 新義里 20100915 盧寶全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淡水區 新義里 20100915 陳木融

新北市 淡水區 新義里 20100916 盧松樹

新北市 淡水區 新興里 20100913 林継賢

新北市 淡水區 新興里 20100916 黃威翔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淡水區 新興里 20100916 許美惠

新北市 淡水區 新興里 20100916 張嘉賢

新北市 淡水區 新春里 20100913 呂流溢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淡水區 新春里 20100916 莊志文

新北市 淡水區 新民里 20100915 林聖傑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淡水區 新民里 20100917 李田水

新北市 淡水區 北投里 20100916 李金城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淡水區 北投里 20100916 林錦豐

新北市 淡水區 幸福里 20100916 李宗燦

新北市 淡水區 鄧公里 20100915 邱美津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淡水區 鄧公里 20100917 楊淑惠

新北市 淡水區 學府里 20100913 黃明堂

新北市 淡水區 學府里 20100915 許德勝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淡水區 學府里 20100916 金飛龍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淡水區 學府里 20100916 林文成

新北市 淡水區 中興里 20100913 江慶發

新北市 淡水區 長庚里 20100916 李建勝

新北市 淡水區 長庚里 20100916 陳崇煌

新北市 淡水區 清文里 20100913 林志忠

新北市 淡水區 清文里 20100916 周文烈

新北市 淡水區 清文里 20100916 許顯勳

新北市 淡水區 草東里 20100914 黃逢晚

新北市 淡水區 協元里 20100913 張根松

新北市 淡水區 協元里 20100915 林勝弘

新北市 淡水區 協元里 20100916 蕭慶和

新北市 淡水區 永吉里 20100916 蔡男

新北市 淡水區 永吉里 20100916 謝安棋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淡水區 永吉里 20100917 張碧娥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淡水區 民安里 20100916 鄭英和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淡水區 民安里 20100917 林崇文

新北市 淡水區 新生里 20100915 洪正宗

新北市 淡水區 新生里 20100916 郭正偉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淡水區 文化里 20100916 胡聖男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淡水區 文化里 20100916 周敬智



新北市 淡水區 油車里 20100915 唐儷樺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淡水區 油車里 20100916 鄭阿財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淡水區 沙崙里 20100915 王麗珠

新北市 淡水區 沙崙里 20100916 陳文仲

新北市 淡水區 大庄里 20100914 黃祥平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淡水區 大庄里 20100916 林建仲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瑞芳區 龍潭里 20100916 陳生南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瑞芳區 龍興里 20100916 黃錫基

新北市 瑞芳區 龍鎮里 20100913 林文義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瑞芳區 龍鎮里 20100916 李有福

新北市 瑞芳區 龍安里 20100916 謝東隆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瑞芳區 龍川里 20100915 李文正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瑞芳區 龍山里 20100913 劉聰德

新北市 瑞芳區 龍山里 20100913 吳謝菊枝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瑞芳區 爪里 20100915 李金忠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瑞芳區 爪里 20100916 吳蔡寶春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瑞芳區 新峰里 20100916 簡國年

新北市 瑞芳區 新峰里 20100916 黃連秀英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瑞芳區 東和里 20100916 周樹木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瑞芳區 柑坪里 20100915 許朝明

新北市 瑞芳區 柑坪里 20100916 邱金生

新北市 瑞芳區 弓橋里 20100917 溫曉瑩

新北市 瑞芳區 弓橋里 20100917 瀋政信

新北市 瑞芳區 猴硐里 20100915 趙木

新北市 瑞芳區 猴硐里 20100916 楊志德

新北市 瑞芳區 光復里 20100913 鄭萬清

新北市 瑞芳區 光復里 20100915 周晉億

新北市 瑞芳區 碩仁里 20100913 林富萬

新北市 瑞芳區 碩仁里 20100915 石雅瑄

新北市 瑞芳區 吉慶里 20100913 李玉南

新北市 瑞芳區 吉慶里 20100915 黃添登

新北市 瑞芳區 吉慶里 20100915 林健發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瑞芳區 吉安里 20100915 謝永昌

新北市 瑞芳區 吉安里 20100916 黃光輝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瑞芳區 上天里 20100917 林瑞明

新北市 瑞芳區 傑魚里 20100913 潘天賜

新北市 瑞芳區 傑魚里 20100915 林貞敏

新北市 瑞芳區 基山里 20100915 石智能

新北市 瑞芳區 永慶里 20100915 王添來

新北市 瑞芳區 崇文里 20100915 江李美女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瑞芳區 福住里 20100915 蘇進益

新北市 瑞芳區 頌德里 20100913 謝榮壽

新北市 瑞芳區 瓜山里 20100913 陳子玉

新北市 瑞芳區 瓜山里 20100916 張英傑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瑞芳區 銅山里 20100913 陳嶽生

新北市 瑞芳區 新山里 20100915 李仁林

新北市 瑞芳區 石山里 20100915 吳乾正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瑞芳區 濂洞里 20100913 許麗玲

新北市 瑞芳區 濂洞里 20100915 陳美杏

新北市 瑞芳區 濂新里 20100913 黃金盛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瑞芳區 濂新里 20100917 張富盛

新北市 瑞芳區 南雅里 20100915 吳顯煌

新北市 瑞芳區 鼻頭里 20100915 王坤吉

新北市 瑞芳區 海濱里 20100916 鄧麗華

新北市 瑞芳區 瑞濱里 20100915 杜清讚 經審定不合規定

新北市 瑞芳區 瑞濱里 20100917 黃金富

新北市 瑞芳區 瑞濱里 20100917 邱陳素琴

新北市 瑞芳區 深澳里 20100913 曾素貞

新北市 五股區 興珍里 20100916 鄭國榮

新北市 五股區 更寮里 20100916 陳朝枝

新北市 五股區 集福里 20100915 葉雲丙

新北市 五股區 集福里 20100916 陳木村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五股區 集賢里 20100913 陳文賓

新北市 五股區 觀音里 20100913 陳金全

新北市 五股區 成州里 20100914 洪海清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五股區 成州里 20100916 陳林益

新北市 五股區 成德里 20100915 陳次芬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五股區 成德里 20100916 林陳素梅

新北市 五股區 成德里 20100916 陳寶真

新北市 五股區 成功里 20100916 楊水龍

新北市 五股區 成功里 20100917 陳大吉

新北市 五股區 成泰里 20100915 潘明宏

新北市 五股區 成泰里 20100916 吳國全

新北市 五股區 五龍里 20100915 陳火

新北市 五股區 五龍里 20100917 陳燕山

新北市 五股區 五福里 20100915 任玉蘭

新北市 五股區 五福里 20100916 張仲文

新北市 五股區 六福里 20100916 郭嘉模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五股區 五股里 20100916 陳義銓

新北市 五股區 五股里 20100916 李秀芬

新北市 五股區 民義里 20100913 陳添福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五股區 民義里 20100917 陳柏樺

新北市 五股區 德音里 20100913 洪金龍

新北市 五股區 水碓里 20100915 邱江永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五股區 水碓里 20100917 張玉玲

新北市 五股區 德泰里 20100915 陳阿綿

新北市 五股區 德泰里 20100915 許國良

新北市 五股區 福德里 20100915 吳永村



新北市 五股區 貿商里 20100913 戴相熙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五股區 貿商里 20100915 陳嘉生

新北市 五股區 陸一里 20100916 王進和

新北市 五股區 陸一里 20100916 艾國紹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泰山區 大科里 20100915 黃金進

新北市 泰山區 大科里 20100916 許正偉

新北市 泰山區 黎明里 20100915 王耀豊

新北市 泰山區 山腳里 20100913 王國超

新北市 泰山區 山腳里 20100914 林添福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泰山區 福泰里 20100913 柳建福

新北市 泰山區 福興里 20100916 張玉琴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泰山區 福興里 20100916 許宗茂

新北市 泰山區 福興里 20100917 陳明貴

新北市 泰山區 楓樹里 20100915 林大筆

新北市 泰山區 同榮里 20100914 李中和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泰山區 同榮里 20100915 唐秋金

新北市 泰山區 同榮里 20100916 古清輝

新北市 泰山區 同興里 20100915 許均池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泰山區 全興里 20100915 王鵬程

新北市 泰山區 全興里 20100916 趙木山

新北市 泰山區 義學里 20100915 陳和榮

新北市 泰山區 義仁里 20100916 鄧正明

新北市 泰山區 義仁里 20100916 許火炎

新北市 泰山區 明志里 20100914 陳春祈

新北市 泰山區 明志里 20100917 李樹

新北市 泰山區 泰友里 20100916 溫來居

新北市 泰山區 泰友里 20100916 陳光榮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泰山區 新明里 20100915 陳壬貴

新北市 泰山區 新明里 20100915 李國裕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泰山區 新明里 20100916 吳李阿專

新北市 泰山區 貴子里 20100913 戴聯樹

新北市 泰山區 貴子里 20100916 吳旺齊

新北市 泰山區 貴賢里 20100915 翁福德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泰山區 貴和里 20100913 盧東和

新北市 泰山區 貴和里 20100916 游博勝

新北市 林口區 東林里 20100915 陳洪賓

新北市 林口區 林口里 20100915 蘇夏宗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林口區 西林里 20100915 王國華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林口區 菁湖里 20100915 詹文生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林口區 中湖里 20100915 周桂英

新北市 林口區 中湖里 20100915 陳國珍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林口區 中湖里 20100916 余春益

新北市 林口區 湖北里 20100916 張文清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林口區 湖南里 20100913 林楊盛



新北市 林口區 湖南里 20100916 洪福祿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林口區 湖南里 20100916 洪明福

新北市 林口區 南勢里 20100915 陳國烝

新北市 林口區 南勢里 20100917 楊世定

新北市 林口區 仁愛里 20100916 孫桂英

新北市 林口區 仁愛里 20100917 劉鴻橋

新北市 林口區 麗林里 20100913 薛純良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林口區 麗林里 20100915 林政毅

新北市 林口區 東勢里 20100916 羅傳勳

新北市 林口區 東勢里 20100916 李文基

新北市 林口區 東勢里 20100917 郭建志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林口區 麗園里 20100915 黃兼明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林口區 麗園里 20100917 陳彬笙

新北市 林口區 頂福里 20100915 蘇源和

新北市 林口區 下福里 20100915 李美玉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林口區 嘉寶里 20100915 黃呈祥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林口區 嘉寶里 20100916 凌三郎

新北市 林口區 嘉寶里 20100916 黃進中

新北市 林口區 瑞平里 20100915 賴阿忠

新北市 林口區 瑞平里 20100915 駱阿標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林口區 太平里 20100915 謝玉祥

新北市 林口區 太平里 20100916 陳炳煌

新北市 深坑區 萬順里 20100913 楊文得

新北市 深坑區 萬福里 20100915 許添丁

新北市 深坑區 萬福里 20100916 鄭宗良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深坑區 土庫里 20100916 高太郎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深坑區 賴仲里 20100915 王秀真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深坑區 賴仲里 20100916 黃世德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深坑區 深坑里 20100913 林明郎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深坑區 深坑里 20100915 黃建強

新北市 深坑區 深坑里 20100916 林松柏

新北市 深坑區 深坑里 20100916 高椅楠

新北市 深坑區 埔新里 20100913 高蔡桂英

新北市 深坑區 昇高里 20100916 吳大偉

新北市 深坑區 昇高里 20100916 李傳震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深坑區 阿柔里 20100913 鄭守雄

新北市 深坑區 阿柔里 20100916 羅定國

新北市 深坑區 阿柔里 20100917 謝連壽

新北市 石碇區 石碇里 20100913 王銘勇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石碇區 石碇里 20100915 高振榮

新北市 石碇區 潭邊里 20100913 王萬紫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石碇區 潭邊里 20100916 高立卿

新北市 石碇區 烏塗里 20100913 高錐華

新北市 石碇區 烏塗里 20100915 林却



新北市 石碇區 彭山里 20100916 許煉文

新北市 石碇區 豐田里 20100915 黃種居

新北市 石碇區 隆盛里 20100914 謝根林

新北市 石碇區 豐林里 20100914 高進壽

新北市 石碇區 豐林里 20100916 李煌義

新北市 石碇區 中民里 20100916 郭滄樑

新北市 石碇區 中民里 20100916 林冬祥

新北市 石碇區 永定里 20100913 陳德旺

新北市 石碇區 永定里 20100913 王勝男

新北市 石碇區 光明里 20100913 黃福雄

新北市 石碇區 光明里 20100915 楊萬益

新北市 石碇區 永安里 20100913 羅招治

新北市 石碇區 永安里 20100916 高炳煌

新北市 石碇區 格頭里 20100913 陳秀蓉

新北市 坪林區 坪林里 20100916 王潮富

新北市 坪林區 坪林里 20100916 陳進來

新北市 坪林區 坪林里 20100917 陳仁德

新北市 坪林區 水德里 20100916 陳文慶

新北市 坪林區 大林里 20100916 花雲雄

新北市 坪林區 大林里 20100917 鄭東榮

新北市 坪林區 石里 20100913 張秀霞

新北市 坪林區 粗窟里 20100917 王成意

新北市 坪林區 粗窟里 20100917 鄭文生

新北市 坪林區 上德里 20100916 梁金富

新北市 坪林區 漁光里 20100916 陳進發

新北市 坪林區 漁光里 20100916 白明堂

新北市 三芝區 八賢里 20100915 楊振蜂

新北市 三芝區 八賢里 20100915 洪慶章

新北市 三芝區 埔頭里 20100915 簡錦隆

新北市 三芝區 古庄里 20100913 鐘萬

新北市 三芝區 古庄里 20100915 葉樹枝

新北市 三芝區 新庄里 20100915 林文章

新北市 三芝區 新庄里 20100915 江慶崇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三芝區 埔坪里 20100913 盧錦鐘

新北市 三芝區 埔坪里 20100916 曾玉珍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三芝區 茂長里 20100913 林進興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三芝區 茂長里 20100913 林雙喜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三芝區 茂長里 20100915 李清泉

新北市 三芝區 橫山里 20100913 余萬得

新北市 三芝區 橫山里 20100915 江憲明

新北市 三芝區 橫山里 20100917 楊文石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三芝區 錫板里 20100915 陳燕國

新北市 三芝區 後厝里 20100913 楊秀彥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三芝區 福德里 20100913 郭萬和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三芝區 圓山里 20100913 葉泓志

新北市 三芝區 店子里 20100916 盧政忠

新北市 三芝區 店子里 20100917 陳佩琛

新北市 三芝區 興華里 20100913 杜國偵

新北市 三芝區 興華里 20100916 郭文杰

新北市 三芝區 興華里 20100916 姚文山

新北市 石門區 德茂里 20100915 花文發

新北市 石門區 德茂里 20100916 沈素梅

新北市 石門區 富基里 20100915 林茂森

新北市 石門區 富基里 20100916 江添富

新北市 石門區 老梅里 20100915 許寶祿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石門區 老梅里 20100915 鄭庚申

新北市 石門區 山溪里 20100915 許阿煌

新北市 石門區 石門里 20100913 劉啟祥

新北市 石門區 石門里 20100915 施宗南

新北市 石門區 尖鹿里 20100916 呂金樹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石門區 乾華里 20100915 曾清松

新北市 石門區 茂林里 20100913 林彩虹

新北市 石門區 茂林里 20100915 練瑞旺

新北市 石門區 茂林里 20100916 潘清山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石門區 草里里 20100916 江正忠

新北市 石門區 草里里 20100916 李金寶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八里區 龍源里 20100915 鄭輝煌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八里區 米倉里 20100916 王秋玲

新北市 八里區 米倉里 20100916 徐偉勛

新北市 八里區 大崁里 20100914 林秀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八里區 埤頭里 20100915 張淑玲

新北市 八里區 埤頭里 20100916 楊志南

新北市 八里區 頂罟里 20100915 洪志成

新北市 八里區 頂罟里 20100916 黃林發

新北市 八里區 舊城里 20100915 陳天發

新北市 八里區 舊城里 20100916 傅鳳琴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八里區 訊塘里 20100915 張金貴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八里區 荖阡里 20100915 陳盛男

新北市 八里區 長坑里 20100915 洪啟誠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八里區 長坑里 20100917 蔡文慶

新北市 八里區 下罟里 20100916 汪金傳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平溪區 薯榔里 20100916 王新全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平溪區 薯榔里 20100917 潘隆裕

新北市 平溪區 菁桐里 20100913 楊明仁

新北市 平溪區 白石里 20100913 賴明焜

新北市 平溪區 白石里 20100916 程惠燕

新北市 平溪區 石底里 20100915 王志賢

新北市 平溪區 平溪里 20100913 王文貴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平溪區 平溪里 20100916 林慶賢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平溪區 嶺腳里 20100913 陳建發

新北市 平溪區 嶺腳里 20100917 林瑞祺

新北市 平溪區 東勢里 20100915 謝明田

新北市 平溪區 東勢里 20100916 李明宏

新北市 平溪區 東勢里 20100916 郭獎

新北市 平溪區 十分里 20100913 余金成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平溪區 十分里 20100917 鍾榮富

新北市 平溪區 望古里 20100915 林寶玫

新北市 平溪區 南山里 20100913 林再來

新北市 平溪區 新寮里 20100917 張美齡

新北市 平溪區 平湖里 20100915 周聰華

新北市 雙溪區 雙溪里 20100913 盧燈煌

新北市 雙溪區 新基里 20100913 連松輝

新北市 雙溪區 三港里 20100913 陳國興

新北市 雙溪區 三港里 20100915 葉俊郎

新北市 雙溪區 牡丹里 20100913 張焜銘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雙溪區 牡丹里 20100916 沈儒益

新北市 雙溪區 三貂里 20100916 連建昌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雙溪區 三貂里 20100917 何林城

新北市 雙溪區 平林里 20100913 黃添松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雙溪區 上林里 20100915 林啟明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雙溪區 上林里 20100916 簡德福

新北市 雙溪區 外柑里 20100914 賴明賢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雙溪區 長源里 20100916 陳資郎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雙溪區 共和里 20100915 李蓁芳

新北市 雙溪區 共和里 20100915 魏双傳

新北市 雙溪區 魚行里 20100913 詹武郎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雙溪區 魚行里 20100915 曹拯民

新北市 雙溪區 泰平里 20100916 吳南洋

新北市 雙溪區 泰平里 20100916 方敏珍 中國國民黨 經審定不合規定

新北市 雙溪區 泰平里 20100917 方敏惠

新北市 貢寮區 貢寮里 20100915 楊石

新北市 貢寮區 貢寮里 20100916 林重治

新北市 貢寮區 龍崗里 20100913 吳美珠

新北市 貢寮區 吉林里 20100914 蕭金木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貢寮區 雙玉里 20100916 林昭宇

新北市 貢寮區 雙玉里 20100917 吳永彬

新北市 貢寮區 福連里 20100916 吳寬仁

新北市 貢寮區 福連里 20100917 吳文益

新北市 貢寮區 福隆里 20100913 吳憲彰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貢寮區 福隆里 20100916 王坤海

新北市 貢寮區 龍門里 20100913 吳世揚

新北市 貢寮區 龍門里 20100916 李朝宗



新北市 貢寮區 真理里 20100915 趙瑞昌

新北市 貢寮區 真理里 20100917 簡澄洋

新北市 貢寮區 仁里里 20100916 吳勝福

新北市 貢寮區 仁里里 20100916 吳山

新北市 貢寮區 美豐里 20100915 蕭水同

新北市 貢寮區 美豐里 20100915 周貝芳

新北市 貢寮區 和美里 20100913 黃清標

新北市 貢寮區 和美里 20100913 吳忠明

新北市 貢寮區 和美里 20100917 吳金發

新北市 金山區 和平里 20100916 張文輝

新北市 金山區 大同里 20100915 許振煌

新北市 金山區 豐漁里 20100913 許吉興

新北市 金山區 磺港里 20100916 王清泉

新北市 金山區 美田里 20100913 王炳煌

新北市 金山區 美田里 20100915 黃賜福

新北市 金山區 金美里 20100913 蔡龍豪

新北市 金山區 五湖里 20100915 李進發

新北市 金山區 五湖里 20100916 李清財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金山區 五湖里 20100917 蔡榮貴

新北市 金山區 重和里 20100915 賴蔡標

新北市 金山區 重和里 20100916 洪明

新北市 金山區 兩湖里 20100915 張金根

新北市 金山區 兩湖里 20100916 徐燈煌

新北市 金山區 六股里 20100913 許信行

新北市 金山區 六股里 20100915 蔡朝楊

新北市 金山區 六股里 20100916 鐘鼎平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金山區 三界里 20100916 許添坤

新北市 金山區 三界里 20100916 李金龍

新北市 金山區 三界里 20100916 盧銘芳

新北市 金山區 清泉里 20100916 陳麗蘭

新北市 金山區 西湖里 20100913 李德虎

新北市 金山區 西湖里 20100916 賴春男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金山區 萬壽里 20100915 劉正行

新北市 金山區 萬壽里 20100915 黃振銘

新北市 金山區 永興里 20100915 李國昌

新北市 金山區 永興里 20100915 許瑞林

新北市 金山區 永興里 20100917 翁文賓

新北市 萬里區 萬里里 20100915 黃克家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萬里區 萬里里 20100916 蔡濬宇 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 萬里區 萬里里 20100916 李建才

新北市 萬里區 北基里 20100915 鄧月嬌

新北市 萬里區 北基里 20100916 吳勝國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萬里區 龜吼里 20100916 曾基成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萬里區 野柳里 20100913 陳進財



新北市 萬里區 野柳里 20100913 林建國

新北市 萬里區 大鵬里 20100916 李崇敬

新北市 萬里區 大鵬里 20100916 李文進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萬里區 磺潭里 20100916 張宗基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萬里區 雙興里 20100915 余宗仁

新北市 萬里區 雙興里 20100917 郭鄧發

新北市 萬里區 溪底里 20100913 吳連財

新北市 萬里區 溪底里 20100915 張文成

新北市 萬里區 溪底里 20100915 許鄒錦隆

新北市 萬里區 崁腳里 20100913 吳秋香

新北市 萬里區 崁腳里 20100916 童朝宗

新北市 萬里區 崁腳里 20100917 黃玉雲

新北市 萬里區 中幅里 20100913 古文章

新北市 萬里區 中幅里 20100913 謝嘉陽

新北市 烏來區 忠治里 20100916 余遠源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烏來區 忠治里 20100917 林阿勉

新北市 烏來區 忠治里 20100917 謝東勳

新北市 烏來區 烏來里 20100916 朱鴻益

新北市 烏來區 烏來里 20100916 施清文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烏來區 烏來里 20100917 林春雄

新北市 烏來區 烏來里 20100917 簡建成

新北市 烏來區 孝義里 20100915 呂永豐

新北市 烏來區 孝義里 20100916 吳承翰

新北市 烏來區 信賢里 20100915 簡木勝

新北市 烏來區 信賢里 20100917 高施誠

新北市 烏來區 信賢里 20100917 黃清坡

新北市 烏來區 福山里 20100913 阮吉雄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 烏來區 福山里 20100916 陳春櫻

臺中市 大甲區 大甲里 20100913 黃勝裕

臺中市 大甲區 大甲里 20100917 羅重凱

臺中市 大甲區 中山里 20100913 邱美雪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大甲區 中山里 20100915 廖嘉佐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大甲區 太白里 20100917 曾進財

臺中市 大甲區 太白里 20100917 張福來

臺中市 大甲區 孔門里 20100913 蔡憲龍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大甲區 文曲里 20100915 林寶彩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大甲區 文武里 20100913 何文進

臺中市 大甲區 文武里 20100913 葉淑惠 民主進步黨

臺中市 大甲區 文武里 20100915 詹江蔭

臺中市 大甲區 文武里 20100916 余里花

臺中市 大甲區 日南里 20100916 陳俊榮

臺中市 大甲區 日南里 20100916 曾子容

臺中市 大甲區 平安里 20100915 高富雄

臺中市 大甲區 平安里 20100916 周寶惜



臺中市 大甲區 江南里 20100913 李文登

臺中市 大甲區 江南里 20100915 陳柳村

臺中市 大甲區 西岐里 20100915 羅永宗

臺中市 大甲區 西岐里 20100915 劉聰賢

臺中市 大甲區 奉化里 20100913 陳添桂

臺中市 大甲區 奉化里 20100917 白見發

臺中市 大甲區 孟春里 20100915 郭居安

臺中市 大甲區 孟春里 20100916 王心美

臺中市 大甲區 岷山里 20100916 林文笔

臺中市 大甲區 岷山里 20100916 林清良

臺中市 大甲區 幸福里 20100915 林申雄

臺中市 大甲區 幸福里 20100915 陳榮乾

臺中市 大甲區 幸福里 20100916 葉劍棋

臺中市 大甲區 武曲里 20100913 黃銘德

臺中市 大甲區 武曲里 20100916 廖温恭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大甲區 武陵里 20100913 王雄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大甲區 南陽里 20100915 黃火塗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大甲區 建興里 20100913 蔡明河

臺中市 大甲區 建興里 20100917 郭榮達

臺中市 大甲區 頂店里 20100916 梁福昌

臺中市 大甲區 頂店里 20100916 林土

臺中市 大甲區 朝陽里 20100913 陳崇禧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大甲區 朝陽里 20100915 王福吉

臺中市 大甲區 順天里 20100916 陳林玉緣

臺中市 大甲區 順天里 20100917 陳振原

臺中市 大甲區 新美里 20100915 董君義

臺中市 大甲區 新美里 20100915 林正義

臺中市 大甲區 義和里 20100915 洪清波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大甲區 義和里 20100915 王啟明

臺中市 大甲區 福德里 20100915 李安順

臺中市 大甲區 福德里 20100916 黃旭標

臺中市 大甲區 福德里 20100917 繆燕清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大甲區 銅安里 20100916 林玉生

臺中市 大甲區 德化里 20100915 蔡宗霖

臺中市 大甲區 德化里 20100916 徐文彬

臺中市 大甲區 龍泉里 20100913 周田村

臺中市 大甲區 龍泉里 20100915 賴亭宇

臺中市 大甲區 龍泉里 20100915 吳貴花

臺中市 大甲區 龍泉里 20100915 陳廷旺

臺中市 大甲區 龍泉里 20100916 葉李碧端

臺中市 大甲區 薰風里 20100916 王清彥

臺中市 大甲區 薰風里 20100917 陳神章 民主進步黨

臺中市 大甲區 庄美里 20100913 魏李嫌

臺中市 大甲區 庄美里 20100917 李秉森



臺中市 大安區 中庄里 20100915 莊明堯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大安區 中庄里 20100917 陳勝全

臺中市 大安區 永安里 20100913 卓江山

臺中市 大安區 永安里 20100916 謝綢

臺中市 大安區 西安里 20100915 紀木淵

臺中市 大安區 西安里 20100916 呂慶村

臺中市 大安區 東安里 20100913 黃為德

臺中市 大安區 松雅里 20100913 張松男

臺中市 大安區 松雅里 20100916 陳富國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大安區 南埔里 20100915 林恭

臺中市 大安區 南庄里 20100916 李天生

臺中市 大安區 海墘里 20100913 王勝宗

臺中市 大安區 海墘里 20100915 李坤源

臺中市 大安區 頂安里 20100913 何富川

臺中市 大安區 頂安里 20100915 林靖淵

臺中市 大安區 頂安里 20100915 陳麗涓

臺中市 大安區 頂安里 20100917 易昭男

臺中市 大安區 福住里 20100915 陳金隆

臺中市 大安區 福住里 20100916 吳水木

臺中市 大安區 福興里 20100913 陳春旺

臺中市 大安區 福興里 20100913 張鈴玉

臺中市 大安區 龜村 20100913 洪正義

臺中市 大安區 龜村 20100913 余連銓 民主進步黨

臺中市 外埔區 三崁里 20100915 蘇次郎

臺中市 外埔區 三崁里 20100915 紀良章

臺中市 外埔區 土城里 20100916 劉進來

臺中市 外埔區 大同里 20100915 黃碧玉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外埔區 大同里 20100915 林秀緞

臺中市 外埔區 大同里 20100915 傅定旺

臺中市 外埔區 大同里 20100917 邱志勇

臺中市 外埔區 大東里 20100916 黃正忠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外埔區 大東里 20100917 郭煌彬

臺中市 外埔區 中山里 20100913 賴景輝

臺中市 外埔區 六分里 20100915 劉黃碧霞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外埔區 水美里 20100913 李東欣

臺中市 外埔區 水美里 20100914 陳俊樑

臺中市 外埔區 永豐里 20100915 洪俊義

臺中市 外埔區 永豐里 20100917 李雅芳

臺中市 外埔區 馬鳴里 20100913 陳火塗

臺中市 外埔區 馬鳴里 20100915 柯敦章

臺中市 外埔區 鐵山里 20100913 劉圳

臺中市 外埔區 子里 20100916 陳再福

臺中市 清水區 下湳里 20100915 李王玉蘭

臺中市 清水區 下湳里 20100916 王文松



臺中市 清水區 中社里 20100915 李鴻樑

臺中市 清水區 中社里 20100916 王瑜蘭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清水區 中興里 20100915 蔡興達

臺中市 清水區 文昌里 20100913 楊介猶

臺中市 清水區 文昌里 20100916 楊泰全

臺中市 清水區 北寧里 20100916 紀文來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清水區 田寮里 20100913 王振竹

臺中市 清水區 田寮里 20100915 許進興

臺中市 清水區 西社里 20100915 楊茂雄

臺中市 清水區 西寧里 20100915 王慶源

臺中市 清水區 西寧里 20100916 蔡金峰

臺中市 清水區 吳厝里 20100917  吳水通

臺中市 清水區 秀水里 20100913 陳月娟

臺中市 清水區 秀水里 20100917 楊裕端

臺中市 清水區 東山里 20100916 呂俊定

臺中市 清水區 東山里 20100917 王坤民

臺中市 清水區 東山里 20100917 陳文欽

臺中市 清水區 武鹿里 20100913 蔡壽明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清水區 南社里 20100915 顏朝雄

臺中市 清水區 南寧里 20100914 李文忠

臺中市 清水區 南寧里 20100916 陳春鏵

臺中市 清水區 海風里 20100913 黃裕敏

臺中市 清水區 海風里 20100913 葉文雄

臺中市 清水區 海風里 20100916 蔡進發

臺中市 清水區 海風里 20100916 黃堉睿

臺中市 清水區 海濱里 20100913 周清全

臺中市 清水區 海濱里 20100913 蔡錫堂

臺中市 清水區 高北里 20100913 白銀堂

臺中市 清水區 高西里 20100913 陳培欽

臺中市 清水區 高西里 20100917 卓炳榮

臺中市 清水區 高東里 20100913 陳永春

臺中市 清水區 高東里 20100915 陳永潭

臺中市 清水區 高南里 20100913 楊慶賀

臺中市 清水區 高南里 20100916 楊忠銘

臺中市 清水區 高美里 20100913 林永芳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清水區 國姓里 20100913 劉福榮

臺中市 清水區 國姓里 20100913 吳傳枝

臺中市 清水區 清水里 20100913 陳安吉

臺中市 清水區 清水里 20100916 顏武雄

臺中市 清水區 頂湳里 20100916 黃淵三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清水區 菁埔里 20100913 梁炳欽

臺中市 清水區 楊厝里 20100916 曾文利

臺中市 清水區 楊厝里 20100917 韋添成

臺中市 清水區 裕嘉里 20100916 王森川



臺中市 清水區 裕嘉里 20100916 洪金石

臺中市 清水區 榔里 20100913 洪水家

臺中市 清水區 榔里 20100913 林年富

臺中市 清水區 橋頭里 20100913 劉國川

臺中市 清水區 橋頭里 20100917 陳俊松

臺中市 清水區 臨江里 20100915 洪敏哲

臺中市 清水區 鰲峰里 20100915 蔡文雄

臺中市 清水區 鰲峰里 20100916 黃金裕

臺中市 清水區 靈泉里 20100913 白蔡秀美

臺中市 清水區 靈泉里 20100915 蘇清

臺中市 梧棲區 下寮里 20100913 楊清塗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梧棲區 下寮里 20100917 許福順

臺中市 梧棲區 下寮里 20100917 李木村

臺中市 梧棲區 下寮里 20100917 黃淑卿

臺中市 梧棲區 大村里 20100915 陳昆廷

臺中市 梧棲區 大村里 20100917 林慶旺

臺中市 梧棲區 大庄里 20100916 紀宗培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梧棲區 中正里 20100915 林祝女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梧棲區 中和里 20100915 林淑貞

臺中市 梧棲區 文化里 20100916 蔡傳枝

臺中市 梧棲區 文化里 20100917 王金選

臺中市 梧棲區 永安里 20100916 王炎清

臺中市 梧棲區 永寧里 20100915 李皆得

臺中市 梧棲區 永寧里 20100915 童國保

臺中市 梧棲區 安仁里 20100915 薛義雄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梧棲區 南簡里 20100913 蔡榮華

臺中市 梧棲區 南簡里 20100917 蔡耕南

臺中市 梧棲區 草湳里 20100913 林槐庭

臺中市 梧棲區 草湳里 20100916 卓平吉

臺中市 梧棲區 頂寮里 20100913 鐘金水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梧棲區 福德里 20100915 王培枝

臺中市 梧棲區 福德里 20100917 黃瀞儀

臺中市 梧棲區 興農里 20100915 陳起益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沙鹿區 三鹿里 20100913 顏清通

臺中市 沙鹿區 興安里 20100913 白來清

臺中市 沙鹿區 興安里 20100917 陳俊明

臺中市 沙鹿區 興安里 20100917 蕭雪香

臺中市 沙鹿區 西勢里 20100913 許寶盞

臺中市 沙鹿區 西勢里 20100915 蔡坤地

臺中市 沙鹿區 清泉里 20100917 蔡國欣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沙鹿區 公明里 20100915 蔡水松

臺中市 沙鹿區 公明里 20100916 紀太平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沙鹿區 埔子里 20100915 蔡伶青

臺中市 沙鹿區 南勢里 20100915 陳國樑



臺中市 沙鹿區 南勢里 20100915 陳朝生

臺中市 沙鹿區 六路里 20100913 黃瑤桐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沙鹿區 六路里 20100917 王金樹

臺中市 沙鹿區 六路里 20100917 陳鶴

臺中市 沙鹿區 晉江里 20100913 李瑞珍

臺中市 沙鹿區 晉江里 20100915 顏石南

臺中市 沙鹿區 福興里 20100916 吳莓

臺中市 沙鹿區 福興里 20100917 陳炳同

臺中市 沙鹿區 北勢里 20100915 陳祈安

臺中市 沙鹿區 北勢里 20100916 謝森慶

臺中市 沙鹿區 北勢里 20100916 陳國寶

臺中市 沙鹿區 北勢里 20100917 周有福

臺中市 沙鹿區 犁分里 20100916 蘇問路

臺中市 沙鹿區 犁分里 20100916 陳文宜

臺中市 沙鹿區 竹林里 20100916 童進發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沙鹿區 竹林里 20100916 陳吉成

臺中市 沙鹿區 鹿寮里 20100913 陳晴雄

臺中市 沙鹿區 鹿寮里 20100915 陳伯聰

臺中市 沙鹿區 鹿峰里 20100913 林添財

臺中市 沙鹿區 鹿峰里 20100915 白明煌

臺中市 沙鹿區 斗抵里 20100913 何杏

臺中市 沙鹿區 斗抵里 20100916 王宏書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沙鹿區 興仁里 20100913 劉宗育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沙鹿區 美仁里 20100913 陳建良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沙鹿區 沙鹿里 20100916 陳榮輝

臺中市 沙鹿區 洛泉里 20100916 黃金

臺中市 沙鹿區 居仁里 20100915 黃月兒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龍井區 竹坑里 20100913 許麗珠

臺中市 龍井區 龍東里 20100917 陳翰儀

臺中市 龍井區 龍東里 20100917 陳朝進

臺中市 龍井區 龍西里 20100913 劉定芳

臺中市 龍井區 田中里 20100913 張文慶

臺中市 龍井區 田中里 20100913 陳森源

臺中市 龍井區 福田里 20100913 歐錦墩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龍井區 福田里 20100917 陳銘鏞 經審定不合規定

臺中市 龍井區 麗水里 20100915 歐玉美

臺中市 龍井區 麗水里 20100916 王世勳

臺中市 龍井區 龍津里 20100913 張坤雄

臺中市 龍井區 龍津里 20100915 黃敏慧

臺中市 龍井區 三德里 20100913 陳春木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龍井區 三德里 20100917 蔡明琴

臺中市 龍井區 忠和里 20100913 林聰海

臺中市 龍井區 山腳里 20100913 林麗珠

臺中市 龍井區 山腳里 20100915 何金龍



臺中市 龍井區 山腳里 20100916 謝健鏞

臺中市 龍井區 龍泉里 20100915 陳深波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龍井區 龍崗里 20100915 林朝清

臺中市 龍井區 龍崗里 20100916 紀黃秀雲

臺中市 龍井區 新庄里 20100913 陳進爵

臺中市 龍井區 新庄里 20100915 鄭春香

臺中市 龍井區 南寮里 20100914 謝竹綠

臺中市 龍井區 南寮里 20100916 林源隆

臺中市 龍井區 新東里 20100913 沈炳煌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龍井區 新東里 20100916 蔡義湖

臺中市 龍井區 東海里 20100915 陳浚獻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大肚區 磺溪里 20100916 趙武雄

臺中市 大肚區 營埔里 20100913 劉金漢

臺中市 大肚區 營埔里 20100916 林文東

臺中市 大肚區 蔗里 20100915 童麗香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大肚區 蔗里 20100916 林水欽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大肚區 福山里 20100915 劉博豐

臺中市 大肚區 福山里 20100915 盧桂森

臺中市 大肚區 瑞井里 20100915 洪金標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大肚區 瑞井里 20100915 李世榮

臺中市 大肚區 瑞井里 20100917 林銀河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大肚區 新興里 20100915 林忠森

臺中市 大肚區 新興里 20100916 林華龍

臺中市 大肚區 頂街里 20100916 林水旺

臺中市 大肚區 頂街里 20100916 陳武徹

臺中市 大肚區 社腳里 20100914 張浚峯

臺中市 大肚區 社腳里 20100915 陳芳久

臺中市 大肚區 社腳里 20100916 許直勝

臺中市 大肚區 自強里 20100916 林榮璽

臺中市 大肚區 自強里 20100916 周志一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大肚區 成功里 20100915 陳春池

臺中市 大肚區 成功里 20100916 陳新座

臺中市 大肚區 永順里 20100913 陳秋益

臺中市 大肚區 永和里 20100916 趙良朋

臺中市 大肚區 永和里 20100917 王乙全

臺中市 大肚區 王田里 20100915 楊水金

臺中市 大肚區 王田里 20100916 童家勝

臺中市 大肚區 中和里 20100915 林利良

臺中市 大肚區 中和里 20100916 林耀煌

臺中市 大肚區 山陽里 20100915 陳富吉

臺中市 大肚區 山陽里 20100916 陳建智

臺中市 大肚區 大東里 20100916 趙能華

臺中市 大肚區 大肚里 20100915 張定章

臺中市 大肚區 大肚里 20100916 陳銘潭



臺中市 烏日區 九德里 20100915 謝汝琴

臺中市 烏日區 九德里 20100916 廖阿發

臺中市 烏日區 九德里 20100917 林明輝

臺中市 烏日區 三和里 20100915 曾清意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烏日區 三和里 20100917 何松田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烏日區 五光里 20100913 林榮源

臺中市 烏日區 仁德里 20100915 林慶珍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烏日區 仁德里 20100916 洪炳煌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烏日區 北里里 20100913 魏周森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烏日區 光明里 20100913 葉良春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烏日區 光明里 20100915 陳仕木

臺中市 烏日區 光明里 20100916 賴信忠

臺中市 烏日區 東園里 20100915 陳秋霖

臺中市 烏日區 東園里 20100916 陳春在

臺中市 烏日區 東園里 20100916 黃阿祥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烏日區 東園里 20100916 張有城

臺中市 烏日區 前竹里 20100916 林東潭

臺中市 烏日區 南里里 20100915 蔡敏陽

臺中市 烏日區 南里里 20100917 林萬來

臺中市 烏日區 烏日里 20100913 張秀峰

臺中市 烏日區 烏日里 20100913 廖福

臺中市 烏日區 湖日里 20100915 劉瑞吉

臺中市 烏日區 湖日里 20100917 楊炳輝

臺中市 烏日區 溪尾里 20100915 顏寶玉

臺中市 烏日區 溪尾里 20100916 謝丁來

臺中市 烏日區 溪埧里 20100913 楊瑞桐

臺中市 烏日區 溪埧里 20100915 陳登正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烏日區 榮泉里 20100915 楊本容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烏日區 學田里 20100915 蕭正義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烏日區 學田里 20100915 劉枝銓

臺中市 烏日區 學田里 20100915 陳耀南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烏日區 螺潭里 20100915 盧獎陸

臺中市 烏日區 螺潭里 20100917 林英傑

臺中市 后里區 中和里 20100915 陳明裕

臺中市 后里區 中和里 20100917 陳志先 民主進步黨

臺中市 后里區 仁里里 20100915 鐘基文

臺中市 后里區 公館里 20100915 馮詠淮

臺中市 后里區 太平里 20100915 陳紹周

臺中市 后里區 太平里 20100916 吳秀合

臺中市 后里區 太平里 20100917 陳進益

臺中市 后里區 月眉里 20100913 張欽桐

臺中市 后里區 后里里 20100915 莊志斌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后里區 后里里 20100916 陳武進

臺中市 后里區 厚里里 20100913 柯進丁



臺中市 后里區 厚里里 20100913 黃龒輑

臺中市 后里區 厚里里 20100915 黃金益

臺中市 后里區 厚里里 20100916 張麗美

臺中市 后里區 厚里里 20100917 王信正

臺中市 后里區 眉山里 20100915 張富發

臺中市 后里區 眉山里 20100916 潘錦致

臺中市 后里區 泰安里 20100916 李華龍

臺中市 后里區 泰安里 20100916 江慶南

臺中市 后里區 義里里 20100913 饒靖雄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后里區 義里里 20100913 吳益萬

臺中市 后里區 義里里 20100915 葉進龍

臺中市 后里區 義德里 20100913 林清松

臺中市 后里區 義德里 20100916 謝榮慶

臺中市 后里區 墩北里 20100916 謝瑞德

臺中市 后里區 墩北里 20100916 李雨庭

臺中市 后里區 墩西里 20100913 紀廷芳

臺中市 后里區 墩西里 20100916 林佩均

臺中市 后里區 墩東里 20100914 陳文財

臺中市 后里區 墩東里 20100916 郭振宗

臺中市 后里區 墩東里 20100917 蔡秀珍

臺中市 后里區 墩南里 20100913 李俊茂

臺中市 后里區 墩南里 20100915 劉清州

臺中市 后里區 廣福里 20100916 徐綠

臺中市 后里區 廣福里 20100916 郭明洲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后里區 廣福里 20100917 張忠雄

臺中市 后里區 聯合里 20100915 陳查某

臺中市 后里區 聯合里 20100917 陳薯金

臺中市 后里區 舊社里 20100915 林有盛

臺中市 后里區 舊社里 20100916 陳水金

臺中市 豐原區 三村里 20100913 許全木

臺中市 豐原區 三村里 20100913 李樹森

臺中市 豐原區 三村里 20100916 蕭金井

臺中市 豐原區 下街里 20100913 羅秋英 經審定不合規定

臺中市 豐原區 下街里 20100915 林貴榮

臺中市 豐原區 下街里 20100917 陳建三

臺中市 豐原區 大湳里 20100913 吳彰

臺中市 豐原區 中山里 20100913 劉加藤

臺中市 豐原區 中山里 20100915 林榮一

臺中市 豐原區 中陽里 20100915 李瑞彬

臺中市 豐原區 中陽里 20100916 黃英瑜

臺中市 豐原區 中興里 20100913 陳惠良

臺中市 豐原區 中興里 20100913 魏丞章

臺中市 豐原區 北陽里 20100915 謝電柱

臺中市 豐原區 北陽里 20100916 林清水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豐原區 北湳里 20100915 陳順池

臺中市 豐原區 北湳里 20100916 張明宗

臺中市 豐原區 北湳里 20100917 黃文亮

臺中市 豐原區 民生里 20100913 陳金標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豐原區 民生里 20100917 吳昀錡

臺中市 豐原區 田心里 20100916 謝春綢

臺中市 豐原區 田心里 20100916 丁敏倉 民主進步黨

臺中市 豐原區 田心里 20100917 林麗玉

臺中市 豐原區 圳寮里 20100915 戴清泉

臺中市 豐原區 朴子里 20100915 邱德晁

臺中市 豐原區 朴子里 20100916 黃茂忠

臺中市 豐原區 西安里 20100915 羅茂榮

臺中市 豐原區 西安里 20100916 李根和

臺中市 豐原區 西安里 20100916 劉裕盛

臺中市 豐原區 西勢里 20100915 林淑真

臺中市 豐原區 西勢里 20100915 張重雄

臺中市 豐原區 西勢里 20100915 曾章福

臺中市 豐原區 西湳里 20100915 羅瑞旺

臺中市 豐原區 東陽里 20100915 張德勲

臺中市 豐原區 東勢里 20100915 張昭雄

臺中市 豐原區 東勢里 20100917 劉俊發

臺中市 豐原區 東湳里 20100913 陳煥欽

臺中市 豐原區 東湳里 20100915 唐志勇

臺中市 豐原區 社皮里 20100915 張基雄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豐原區 社皮里 20100916 林淑娥

臺中市 豐原區 南田里 20100915 劉醇志 民主進步黨

臺中市 豐原區 南田里 20100916 劉南村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豐原區 南村里 20100915 謝見忠

臺中市 豐原區 南村里 20100915 林炎煌

臺中市 豐原區 南村里 20100916 張弘岳

臺中市 豐原區 南村里 20100917 吳啟添 民主進步黨

臺中市 豐原區 南陽里 20100913 郭萬福 民主進步黨

臺中市 豐原區 南陽里 20100915 黃國貞

臺中市 豐原區 南陽里 20100915 陳文彬

臺中市 豐原區 南陽里 20100916 陳茂全

臺中市 豐原區 南陽里 20100916 賴得利

臺中市 豐原區 南嵩里 20100915 尤利一 民主進步黨

臺中市 豐原區 南嵩里 20100916 林玟男

臺中市 豐原區 翁子里 20100916 連佳振

臺中市 豐原區 翁子里 20100917 林紹宗

臺中市 豐原區 翁子里 20100917 林永興

臺中市 豐原區 翁子里 20100917 連阿金

臺中市 豐原區 翁明里 20100913 張王秀鸞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豐原區 翁明里 20100915 張昭智



臺中市 豐原區 翁明里 20100915 張樹福

臺中市 豐原區 翁社里 20100915 連清偉

臺中市 豐原區 翁社里 20100915 周進盛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豐原區 頂街里 20100915 吳令儀 民主進步黨

臺中市 豐原區 頂街里 20100915 江正臣

臺中市 豐原區 富春里 20100916 陳麗鳳

臺中市 豐原區 富春里 20100917 宋信一

臺中市 豐原區 陽明里 20100913 陳世明 民主進步黨

臺中市 豐原區 陽明里 20100916 魏明標

臺中市 豐原區 葫蘆里 20100913 吳大川 民主進步黨

臺中市 豐原區 葫蘆里 20100915 楊政芳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豐原區 豐田里 20100913 吳貞富 民主進步黨

臺中市 豐原區 豐田里 20100913 林萬結

臺中市 豐原區 豐田里 20100915 劉瑞銓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豐原區 豐圳里 20100915 鄭文鑫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豐原區 豐西里 20100916 張英隆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豐原區 豐原里 20100915 洪獻堂

臺中市 豐原區 豐榮里 20100916 林金玉

臺中市 豐原區 鎌村里 20100915 林隆源

臺中市 豐原區 鎌村里 20100915 林清坤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豐原區 鎌村里 20100917 林肇源

臺中市 神岡區 山皮里 20100913 陳火炎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神岡區 山皮里 20100913 王鴻進

臺中市 神岡區 北庄里 20100913 林瑞輝

臺中市 神岡區 北庄里 20100915 王秋生

臺中市 神岡區 北庄里 20100917 紀阿鐘

臺中市 神岡區 圳前里 20100915 王錦川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神岡區 圳前里 20100916 陳木生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神岡區 圳堵里 20100916 王丕添

臺中市 神岡區 圳堵里 20100916 林榮

臺中市 神岡區 岸裡里 20100915 謝繼潭

臺中市 神岡區 社口里 20100915 陳金地

臺中市 神岡區 社口里 20100915 劉隨隆

臺中市 神岡區 社口里 20100916 賴忠宏

臺中市 神岡區 社南里 20100913 藍耀庭

臺中市 神岡區 社南里 20100915 李春賢

臺中市 神岡區 社南里 20100916 張金雄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神岡區 神岡里 20100915 王百瀛

臺中市 神岡區 神洲里 20100913 劉醇應

臺中市 神岡區 神洲里 20100913 陳德月

臺中市 神岡區 新庄里 20100915 王正堯

臺中市 神岡區 溪洲里 20100913 王敏雄

臺中市 神岡區 豐洲里 20100913 劉定國

臺中市 神岡區 豐洲里 20100915 王文松 民主進步黨



臺中市 神岡區 豐洲里 20100917 葉茂宗

臺中市 神岡區 三角里 20100916 江炳煌

臺中市 神岡區 大社里 20100915 柯晉傑

臺中市 神岡區 大社里 20100916 高元平

臺中市 神岡區 庄前里 20100913 紀經堂

臺中市 神岡區 庄前里 20100915 陳義宗

臺中市 神岡區 庄後里 20100915 林枝泉

臺中市 神岡區 庄後里 20100916 紀財雄

臺中市 大雅區 二和里 20100916 張昆河

臺中市 大雅區 二和里 20100916 陳明村

臺中市 大雅區 三和里 20100913 廖顯彬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大雅區 上雅里 20100914 石俊男

臺中市 大雅區 上雅里 20100915 李森茂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大雅區 上楓里 20100913 蔡金樹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大雅區 上楓里 20100916 鄧兆堂

臺中市 大雅區 大雅里 20100913 李慶宗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大雅區 大雅里 20100913 李玲珍

臺中市 大雅區 大楓里 20100913 楊瓊珍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大雅區 大楓里 20100914 蔡界地

臺中市 大雅區 六寶里 20100916 陳明德

臺中市 大雅區 六寶里 20100916 步佔鐘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大雅區 文雅里 20100917 林麗美

臺中市 大雅區 文雅里 20100917 黃松林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大雅區 文雅里 20100917 吳天發

臺中市 大雅區 四德里 20100916 張金發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大雅區 四德里 20100916 呂啟勳

臺中市 大雅區 西寶里 20100915 廖德化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大雅區 西寶里 20100915 林永錐

臺中市 大雅區 西寶里 20100916 張愛却

臺中市 大雅區 西寶里 20100917 蕭宇呈

臺中市 大雅區 秀山里 20100913 蔡錦瑭

臺中市 大雅區 忠義里 20100913 劉公展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大雅區 忠義里 20100915 林義木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大雅區 忠義里 20100915 孫玉鳳

臺中市 大雅區 員林里 20100913 蔣政要

臺中市 大雅區 員林里 20100914 張文炎

臺中市 大雅區 員林里 20100916 蕭詠錄

臺中市 大雅區 雅楓里 20100913 張東開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大雅區 橫山里 20100913 陳連生

臺中市 大雅區 橫山里 20100916 張聖河

臺中市 潭子區 大富里 20100915 林啟彬

臺中市 潭子區 大豐里 20100916 鍾昌龍

臺中市 潭子區 大豐里 20100916 林定宏

臺中市 潭子區 大豐里 20100916 廖張玉梅



臺中市 潭子區 大豐里 20100916 莊士誠

臺中市 潭子區 甘蔗里 20100913 黃忠榮

臺中市 潭子區 甘蔗里 20100914 蕭倍豐

臺中市 潭子區 甘蔗里 20100915 林進福

臺中市 潭子區 甘蔗里 20100916 林敏敏

臺中市 潭子區 甘蔗里 20100917 黃正堯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潭子區 東寶里 20100915 林秀梅 民主進步黨

臺中市 潭子區 東寶里 20100915 謝定廉

臺中市 潭子區 東寶里 20100916 廖啟忠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潭子區 家福里 20100913 林裕民

臺中市 潭子區 家福里 20100915 張文中

臺中市 潭子區 家福里 20100915 劉美秀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潭子區 家興里 20100913 莊世雄

臺中市 潭子區 家興里 20100916 翁和義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潭子區 栗林里 20100915 詹正慈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潭子區 栗林里 20100915 簡順雄

臺中市 潭子區 新田里 20100913 吳政潭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潭子區 嘉仁里 20100913 林瑞文

臺中市 潭子區 福仁里 20100916 游豐瑋

臺中市 潭子區 福仁里 20100916 游瑞標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潭子區 聚興里 20100914 廖登和

臺中市 潭子區 聚興里 20100915 林信士

臺中市 潭子區 潭北里 20100915 林俊堂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潭子區 潭北里 20100915 郭志成

臺中市 潭子區 潭秀里 20100916 楊明智

臺中市 潭子區 潭陽里 20100915 李進源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潭子區 潭陽里 20100916 林柏齡

臺中市 潭子區 頭家里 20100915 黃聖明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潭子區 頭家里 20100916 朱美娥

臺中市 潭子區 頭家東里 20100913 戴文華

臺中市 潭子區 頭家東里 20100916 劉進福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屯區 上石里 20100915 廖年新

臺中市 西屯區 上安里 20100913 賴耀熙

臺中市 西屯區 上安里 20100916 吳志誠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屯區 上德里 20100915 廖上木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屯區 上德里 20100915 林其永

臺中市 西屯區 大石里 20100913 王珠浩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屯區 大石里 20100916 吳忠華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屯區 大石里 20100916 黃萬勇

臺中市 西屯區 大河里 20100916 陳資源 民主進步黨

臺中市 西屯區 大河里 20100916 劉明宗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屯區 大福里 20100915 吳立群

臺中市 西屯區 大福里 20100915 吳忠勇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屯區 大鵬里 20100915 邱清涼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屯區 大鵬里 20100915 賴金堂

臺中市 西屯區 永安里 20100913 王世明

臺中市 西屯區 永安里 20100914 吉春華

臺中市 西屯區 永安里 20100915 張阿淑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屯區 永安里 20100916 何明嘉

臺中市 西屯區 至善里 20100916 鄭文昌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屯區 至善里 20100916 周瑞英

臺中市 西屯區 西平里 20100915 廖建森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屯區 西平里 20100916 石義龍

臺中市 西屯區 西安里 20100916 賴德榮

臺中市 西屯區 西安里 20100916 徐文電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屯區 西墩里 20100915 張長瑞

臺中市 西屯區 西墩里 20100916 溫士禎

臺中市 西屯區 西墩里 20100916 張貴勤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屯區 何仁里 20100915 游志明 民主進步黨

臺中市 西屯區 何仁里 20100916 何榮洲

臺中市 西屯區 何仁里 20100916 何永銓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屯區 何安里 20100915 何唐文鈴

臺中市 西屯區 何安里 20100916 何惠燕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屯區 何成里 20100915 田貴玉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屯區 何成里 20100915 張語全

臺中市 西屯區 何成里 20100916 楊秀蘭

臺中市 西屯區 何明里 20100914 趙淑妙

臺中市 西屯區 何南里 20100913 曹豐洋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屯區 何南里 20100915 江李如玉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屯區 何南里 20100915 趙石輝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屯區 何厝里 20100913 何茂進

臺中市 西屯區 何厝里 20100916 涂淑惠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屯區 何源里 20100915 彭琴安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屯區 何源里 20100916 黃建登

臺中市 西屯區 何福里 20100913 何淑玲 民主進步黨

臺中市 西屯區 何福里 20100913 趙守井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屯區 何福里 20100915 易旺德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屯區 何德里 20100916 洪文興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屯區 何德里 20100917 林志雄

臺中市 西屯區 協和里 20100915 馮長山

臺中市 西屯區 協和里 20100916 吳瓊花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屯區 林厝里 20100915 余進卿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屯區 林厝里 20100915 呂宗吉

臺中市 西屯區 林厝里 20100915 張天輝

臺中市 西屯區 逢甲里 20100916 廖子頡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屯區 逢甲里 20100916 廖婉菁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屯區 逢甲里 20100916 廖英財

臺中市 西屯區 逢福里 20100916 廖萬得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屯區 逢福里 20100916 張文平

臺中市 西屯區 惠來里 20100913 楊智仁

臺中市 西屯區 惠來里 20100915 廖宜璋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屯區 惠來里 20100915 廖慶麟

臺中市 西屯區 港尾里 20100915 楊忠義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屯區 港尾里 20100916 廖學志 民主進步黨

臺中市 西屯區 港尾里 20100917 廖本亨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屯區 福中里 20100915 張文雄

臺中市 西屯區 福中里 20100915 李經緯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屯區 福中里 20100916 張金財

臺中市 西屯區 福中里 20100916 江儒軒

臺中市 西屯區 福安里 20100913 張清和

臺中市 西屯區 福和里 20100915 李鳳珍 民主進步黨

臺中市 西屯區 福和里 20100916 張柏勳

臺中市 西屯區 福和里 20100916 嚴榮發

臺中市 西屯區 福林里 20100916 楊坤賜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屯區 福林里 20100917 張瑞宗

臺中市 西屯區 福恩里 20100916 陳桂香

臺中市 西屯區 福雅里 20100913 王明興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屯區 福雅里 20100915 張明聰

臺中市 西屯區 福瑞里 20100913 林詩堯

臺中市 西屯區 福瑞里 20100915 林添憶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屯區 福聯里 20100915 陳丕典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屯區 福聯里 20100916 馮進通

臺中市 西屯區 廣福里 20100915 廖福二

臺中市 西屯區 廣福里 20100915 吳棟財 民主進步黨

臺中市 西屯區 潮洋里 20100915 林正雄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屯區 龍潭里 20100913 張清文

臺中市 西屯區 龍潭里 20100916 紀美任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屯區 龍潭里 20100916 廖祿城

臺中市 西屯區 鵬程里 20100915 陳文聿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屯區 鵬程里 20100916 郭健然

臺中市 西屯區 鵬程里 20100916 翟永明

臺中市 南屯區 三和里 20100913 廖元湖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南屯區 三厝里 20100915 林鑑銘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南屯區 三厝里 20100917 黃俊銘

臺中市 南屯區 三義里 20100915 陳惠鈴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南屯區 三義里 20100916 陳旭峰

臺中市 南屯區 大同里 20100915 游月珠

臺中市 南屯區 大同里 20100916 賴森崑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南屯區 大業里 20100917 賴樹杉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南屯區 大業里 20100917 王定霖

臺中市 南屯區 大誠里 20100916 賴清福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南屯區 大興里 20100915 李富堂



臺中市 南屯區 大興里 20100916 謝金財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南屯區 中和里 20100913 王明頌

臺中市 南屯區 中和里 20100917 蔡德勇

臺中市 南屯區 文山里 20100913 黃美玉

臺中市 南屯區 文心里 20100916 王國在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南屯區 永定里 20100915 陳榮祥

臺中市 南屯區 永定里 20100916 黃安盛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南屯區 永定里 20100916 張美鶯

臺中市 南屯區 永定里 20100917 張鼎盛

臺中市 南屯區 田心里 20100915 吳碧珣

臺中市 南屯區 田心里 20100916 楊麗卿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南屯區 同心里 20100913 陳樹林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南屯區 同心里 20100916 蕭福仁

臺中市 南屯區 向心里 20100913 洪慶賢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南屯區 向心里 20100916 劉佳芬

臺中市 南屯區 南屯里 20100913 陳金水

臺中市 南屯區 南屯里 20100916 張趙秀玉

臺中市 南屯區 南屯里 20100916 林秋潭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南屯區 春安里 20100913 顏慶義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南屯區 春安里 20100916 陳松根

臺中市 南屯區 春安里 20100916 賀永華

臺中市 南屯區 春社里 20100913 廖泰吉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南屯區 春社里 20100917 陳金樹

臺中市 南屯區 惠中里 20100915 曾善

臺中市 南屯區 新生里 20100913 盧坤炳

臺中市 南屯區 新生里 20100917 劉慶文

臺中市 南屯區 楓樹里 20100913 陳志通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南屯區 溝墘里 20100913 郭錦興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南屯區 溝墘里 20100915 江銅洲

臺中市 南屯區 黎明里 20100913 廖福田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南屯區 黎明里 20100913 林茂生

臺中市 南屯區 黎明里 20100915 徐榮祥

臺中市 南屯區 豐樂里 20100916 簡坤榮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南屯區 鎮平里 20100916 張國薰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南屯區 鎮平里 20100917 廖秀麗

臺中市 南屯區 寶山里 20100913 廖振源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屯區 三光里 20100913 蔡水羅 民主進步黨

臺中市 北屯區 三光里 20100915 林瑞芳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屯區 三和里 20100916 吳美蓁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屯區 三和里 20100917 蔡慶荻

臺中市 北屯區 大坑里 20100916 曾朝煌

臺中市 北屯區 大德里 20100915 林木林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屯區 大德里 20100916 李必勝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屯區 仁和里 20100915 林進義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屯區 仁和里 20100917 張炯春

臺中市 北屯區 仁美里 20100913 吳阿喜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屯區 仁美里 20100915 張煥陽

臺中市 北屯區 仁美里 20100916 朱清華

臺中市 北屯區 仁愛里 20100916 張耀祖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屯區 水景里 20100915 何明坤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屯區 水湳里 20100913 許寬錦

臺中市 北屯區 水湳里 20100913 劉春財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屯區 北屯里 20100915 張惠英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屯區 北京里 20100915 陳秋三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屯區 北京里 20100917 何金江

臺中市 北屯區 北興里 20100915 曾文松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屯區 北興里 20100917 陳長勳

臺中市 北屯區 四民里 20100915 江麗慧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屯區 平心里 20100915 陳文欽

臺中市 北屯區 平心里 20100916 張建誠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屯區 平田里 20100913 林昭弘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屯區 平田里 20100917 陳麗鶯

臺中市 北屯區 平安里 20100916 賴國村

臺中市 北屯區 平安里 20100917 賴豐原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屯區 平和里 20100915 林煜舜

臺中市 北屯區 平和里 20100916 王尚鏞

臺中市 北屯區 平和里 20100916 林秀春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屯區 平和里 20100916 楊月華

臺中市 北屯區 平和里 20100917 張明言

臺中市 北屯區 平昌里 20100917 劉慶雲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屯區 平昌里 20100917 陳嚴櫻花

臺中市 北屯區 平陽里 20100916 張連進

臺中市 北屯區 平陽里 20100917 賴榮聰

臺中市 北屯區 平順里 20100915 賴錫鏗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屯區 平順里 20100915 施朝來

臺中市 北屯區 平福里 20100916 張振治

臺中市 北屯區 平福里 20100916 王訓民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屯區 平德里 20100916 歐志隆

臺中市 北屯區 平德里 20100916 郭陽欽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屯區 平興里 20100915 廖茂盛

臺中市 北屯區 平興里 20100917 林聲家

臺中市 北屯區 民政里 20100916 黃明華

臺中市 北屯區 民德里 20100915 王朝永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屯區 民德里 20100916 黃榮昌

臺中市 北屯區 同榮里 20100913 黃麗娟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屯區 同榮里 20100915 蔡明山

臺中市 北屯區 同榮里 20100916 江水旺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屯區 同榮里 20100916 江國 民主進步黨



臺中市 北屯區 后庄里 20100913 江靜堅

臺中市 北屯區 后庄里 20100914 許淑玫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屯區 后庄里 20100915 江溪潭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屯區 和平里 20100916 林標權

臺中市 北屯區 忠平里 20100913 許秀蓉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屯區 東山里 20100916 邱財源 民主進步黨

臺中市 北屯區 東山里 20100917 何吉祥

臺中市 北屯區 東光里 20100916 賴文章

臺中市 北屯區 東光里 20100917 林伍城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屯區 松安里 20100913 葉添獎

臺中市 北屯區 松安里 20100915 魏天財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屯區 松安里 20100915 賴以文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屯區 松竹里 20100915 洪進喜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屯區 松和里 20100916 賴天權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屯區 松勇里 20100913 鄭世彬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屯區 松勇里 20100916 張桂榮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屯區 松茂里 20100913 何志恆

臺中市 北屯區 松茂里 20100915 王榮雄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屯區 松茂里 20100916 侯志君

臺中市 北屯區 松強里 20100915 魏清鏘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屯區 軍功里 20100915 黃銘河

臺中市 北屯區 軍功里 20100916 黃水松

臺中市 北屯區 陳平里 20100915 白柯碧花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屯區 陳平里 20100917 李紀秀杏

臺中市 北屯區 新平里 20100915 林添丁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屯區 舊社里 20100916 趙俊安

臺中市 北屯區 舊社里 20100916 蘇振輝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屯區 子里 20100915 董銘成

臺中市 北屯區 子里 20100915 陳賢忠

臺中市 北區 錦洲里 20100915 吳昌隆

臺中市 北區 錦洲里 20100917 陳新亭

臺中市 北區 錦祥里 20100915 賴榮華

臺中市 北區 錦祥里 20100915 林美玉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區 大湖里 20100917 紀國華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區 中正里 20100913 張桂松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區 中正里 20100915 陳其財 民主進步黨

臺中市 北區 中正里 20100916 何岳峰

臺中市 北區 中達里 20100915 林清福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區 中達里 20100916 林臨

臺中市 北區 五常里 20100915 林玉惠

臺中市 北區 五常里 20100916 鄭文堡

臺中市 北區 五常里 20100916 許志斌

臺中市 北區 六合里 20100913 施永芳

臺中市 北區 六合里 20100916 陳豐誠 民主進步黨



臺中市 北區 文莊里 20100913 黃添進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區 文莊里 20100913 劉継勇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區 立人里 20100913 黃韻化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區 光大里 20100917 朱瑞珠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區 育德里 20100915 黃志銘

臺中市 北區 育德里 20100916 陳永松

臺中市 北區 明新里 20100913 楊孟潔 民主進步黨

臺中市 北區 明新里 20100915 黃進向

臺中市 北區 明德里 20100915 林麗芬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區 邱厝里 20100915 賴再發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區 邱厝里 20100916 陳慶源

臺中市 北區 金華里 20100915 蘇福安

臺中市 北區 金龍里 20100913 陳由新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區 金龍里 20100913 姚士偉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區 金龍里 20100916 謝宗憲

臺中市 北區 長青里 20100915 蔡成發

臺中市 北區 長青里 20100916 林裕賜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區 建成里 20100915 林文吉

臺中市 北區 建成里 20100917 何美純

臺中市 北區 建德里 20100915 李清華

臺中市 北區 建德里 20100917 鄭凱鶴

臺中市 北區 建興里 20100915 王平河

臺中市 北區 建興里 20100916 蔡楊日賀

臺中市 北區 健行里 20100913 賴富雄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區 健行里 20100915 賴登雄

臺中市 北區 健行里 20100916 何文宏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區 崇德里 20100916 呂理宗

臺中市 北區 崇德里 20100916 呂成地

臺中市 北區 梅川里 20100916 賴家增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區 梅川里 20100916 林光雄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區 淡溝里 20100915 賴茂雄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區 淡溝里 20100916 呂金助 民主進步黨

臺中市 北區 淡溝里 20100916 嚴淑香

臺中市 北區 頂厝里 20100916 呂陳麗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區 頂厝里 20100916 李宜璋 民主進步黨

臺中市 北區 新北里 20100913 陳信志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區 新北里 20100917 王友良

臺中市 北區 新興里 20100915 曹中萍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區 樂英里 20100914 梁成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區 樂英里 20100915 陳芬蘭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區 賴村里 20100915 鄧福財

臺中市 北區 賴村里 20100916 賴金水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區 賴旺里 20100915 廖三慶

臺中市 北區 賴旺里 20100915 黃振忠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區 賴明里 20100913 賴茂庭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區 賴厝里 20100916 賴福明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區 賴福里 20100915 黃灑晴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區 賴興里 20100916 盧冬松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區 錦平里 20100913 林銀森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北區 錦平里 20100915 游金隆 民主進步黨

臺中市 北區 錦村里 20100916 陳金波

臺中市 北區 錦村里 20100916 吳榮益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中區 繼光里 20100913 李建國 民主進步黨

臺中市 中區 繼光里 20100913 吳禎耀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中區 繼光里 20100916 鄭瓊怡

臺中市 中區 繼光里 20100916 賴炎輝

臺中市 中區 綠川里 20100913 楊文宏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中區 柳川里 20100916 蔡翠碧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中區 光復里 20100913 張義松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中區 公園里 20100915 沈素玉

臺中市 中區 公園里 20100916 林幸杰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中區 中華里 20100913 廖榮中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中區 大墩里 20100913 張文華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中區 大誠里 20100915 林長源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區 三民里 20100913 廖賢三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區 土庫里 20100915 粟藍倩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區 土庫里 20100916 陳燕輝 民主進步黨

臺中市 西區 大忠里 20100915 張妙齡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區 大忠里 20100916 陳浻福

臺中市 西區 中興里 20100913 何富保 民主進步黨 臺中市西區中興里

臺中市 西區 中興里 20100915 湯哲誠 中國國民黨 99.10.07發布停止選舉公告

臺中市 西區 公平里 20100913 陳駿霖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區 公平里 20100915 曾登章 民主進步黨

臺中市 西區 公正里 20100913 林哲雄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區 公民里 20100916 林孝哲

臺中市 西區 公益里 20100913 劉興峰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區 公德里 20100913 楊博文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區 公德里 20100913 詹穎政 民主進步黨

臺中市 西區 公德里 20100917 龔家森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區 公館里 20100915 謝錫宏

臺中市 西區 公館里 20100917 江欣勇

臺中市 西區 平和里 20100913 蔡侑龍 民主進步黨

臺中市 西區 平和里 20100915 張洪惠雪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區 民生里 20100916 黃文濱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區 民龍里 20100913 吳國楨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區 民龍里 20100914 張銀城

臺中市 西區 吉龍里 20100913 沈哲正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區 吉龍里 20100915 李國禎 民主進步黨



臺中市 西區 安龍里 20100916 賴梁松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區 利民里 20100913 陳敏祥

臺中市 西區 利民里 20100915 卓林透絹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區 利民里 20100916 郭東選

臺中市 西區 和龍里 20100914 蔡張淑粧

臺中市 西區 和龍里 20100915 黃伯

臺中市 西區 忠明里 20100915 賴正祥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區 忠明里 20100916 賴瑞滄

臺中市 西區 忠誠里 20100913 賴文隆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區 忠誠里 20100915 田玉蓮 民主進步黨

臺中市 西區 昇平里 20100916 黃賢德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區 東昇里 20100915 徐耀鍾

臺中市 西區 東昇里 20100917 李鄭麗芬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區 後龍里 20100916 郭耀泉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區 廣民里 20100913 袁倍崇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區 廣民里 20100915 彭文和

臺中市 西區 藍興里 20100916 蔡垂峰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西區 藍興里 20100916 吳瑞德

臺中市 西區 龍里 20100913 林坤泉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東區 十甲里 20100913 林昑照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東區 十甲里 20100915 施進標

臺中市 東區 干城里 20100916 陳重雄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東區 干城里 20100916 張碧芝 民主進步黨

臺中市 東區 合作里 20100916 曾建成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東區 旱溪里 20100916 郭松益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東區 東門里 20100916 莊錦聰

臺中市 東區 東門里 20100917 李明宗

臺中市 東區 東信里 20100915 謝春池

臺中市 東區 東信里 20100916 李偉政

臺中市 東區 東南里 20100916 王瑞發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東區 東英里 20100916 林文仲

臺中市 東區 東英里 20100916 林瑞義

臺中市 東區 東英里 20100916 李仁和

臺中市 東區 東勢里 20100915 張財良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東區 東橋里 20100915 何演朔

臺中市 東區 東橋里 20100916 邱森春

臺中市 東區 東興里 20100913 陳淑玲

臺中市 東區 東興里 20100915 宋茂榮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東區 東興里 20100917 林武錫

臺中市 東區 泉源里 20100916 何朝西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東區 振興里 20100916 吳秋適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東區 振興里 20100917 黃淑峯

臺中市 東區 振興里 20100917 劉作文

臺中市 東區 富仁里 20100916 施文海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東區 富台里 20100914 程孝忠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東區 新庄里 20100915 許良吉

臺中市 東區 樂成里 20100913 柯富章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南區 工學里 20100916 徐淑勤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南區 工學里 20100916 周阿筆 民主進步黨

臺中市 南區 平和里 20100915 柯瑞洲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南區 平和里 20100917 廖上元

臺中市 南區 永和里 20100917 吳瑞祺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南區 永興里 20100915 陳松鶴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南區 永興里 20100917 鍾明龍

臺中市 南區 江川里 20100915 劉瑞滄

臺中市 南區 江川里 20100916 江洪美梅

臺中市 南區 江川里 20100917 王利成

臺中市 南區 江川里 20100917 吳淑惠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南區 西川里 20100916 葉家宏

臺中市 南區 和平里 20100915 楊廣文

臺中市 南區 和平里 20100916 魏栢滄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南區 長春里 20100917 王瑞榮 民主進步黨

臺中市 南區 長春里 20100917 梁何碧嬌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南區 長春里 20100917 林秋雄

臺中市 南區 南門里 20100917 吳永文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南區 長榮里 20100915 林政蒼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南區 長榮里 20100916 李世昌

臺中市 南區 城隍里 20100916 林炳儀

臺中市 南區 國光里 20100915 陳仁榮 民主進步黨

臺中市 南區 國光里 20100917 簡瑞瓶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南區 南和里 20100915 蕭良材

臺中市 南區 南和里 20100915 陳惠圭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南區 崇倫里 20100913 蔡鎮吉

臺中市 南區 崇倫里 20100915 謝玲蘭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南區 崇倫里 20100916 曾素貞 民主進步黨

臺中市 南區 新榮里 20100916 洪明芳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南區 新榮里 20100916 陳張鶴

臺中市 南區 福順里 20100913 莊茂得

臺中市 南區 福平里 20100916 吳建明

臺中市 南區 福平里 20100916 張啟龍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南區 福興里 20100916 賴宗義

臺中市 南區 福興里 20100916 林葉蕉妹

臺中市 南區 德義里 20100913 林來興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南區 樹義里 20100915 廖國銘

臺中市 南區 樹義里 20100915 翁俊楠

臺中市 南區 樹德里 20100914 凃國棟

臺中市 南區 樹德里 20100915 徐文隆

臺中市 南區 樹德里 20100915 余銘記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南區 積善里 20100916 黃連泉

臺中市 太平區 大興里 20100917 鄭金川

臺中市 太平區 中山里 20100915 閻泰利

臺中市 太平區 中山里 20100916 邱仕松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太平區 中平里 20100915 林春榮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太平區 中平里 20100917 賴仁凱

臺中市 太平區 中政里 20100915 林錦堂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太平區 中興里 20100915 林阿爐

臺中市 太平區 中興里 20100916 蔡林碧雲

臺中市 太平區 太平里 20100913 陳中和

臺中市 太平區 平安里 20100916 施秀彩

臺中市 太平區 永平里 20100915 賴義

臺中市 太平區 永平里 20100916 陳和

臺中市 太平區 永成里 20100915 林文源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太平區 永成里 20100916 曹永詩

臺中市 太平區 永隆里 20100913 林德松

臺中市 太平區 永隆里 20100914 詹進郎 民主進步黨

臺中市 太平區 永隆里 20100915 連保欽

臺中市 太平區 光明里 20100913 胥樹文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太平區 光華里 20100915 黃鐵騫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太平區 光華里 20100917 陳錄琳

臺中市 太平區 光隆里 20100913 黃秋勇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太平區 成功里 20100915 黃文生

臺中市 太平區 成功里 20100916 洪志煌

臺中市 太平區 坪林里 20100913 何金生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太平區 宜佳里 20100915 張麗真

臺中市 太平區 宜佳里 20100915 凃聰賢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太平區 宜佳里 20100915 蔡清芳

臺中市 太平區 宜佳里 20100916 許月鳯

臺中市 太平區 宜昌里 20100916 陳俊銘

臺中市 太平區 宜昌里 20100916 林進發 民主進步黨

臺中市 太平區 宜欣里 20100916 楊登圳

臺中市 太平區 宜欣里 20100916 王鳯珠

臺中市 太平區 東平里 20100913 林以齊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太平區 東平里 20100915 温錦昌

臺中市 太平區 東汴里 20100915 湯振喜

臺中市 太平區 東和里 20100915 江清石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太平區 東和里 20100916 賴來旺

臺中市 太平區 長億里 20100915 何秀鳯

臺中市 太平區 長億里 20100915 林泳鰡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太平區 建國里 20100917 江德海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太平區 建國里 20100917 施素琴

臺中市 太平區 建興里 20100915 詹宏欽

臺中市 太平區 建興里 20100915 徐嘉蓮



臺中市 太平區 建興里 20100915 胡長志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太平區 建興里 20100915 江秋旺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太平區 建興里 20100916 余澤欽

臺中市 太平區 建興里 20100916 尤春地 民主進步黨

臺中市 太平區 黃竹里 20100915 劉和純

臺中市 太平區 黃竹里 20100917 劉詳益

臺中市 太平區 勤益里 20100916 洪瑞彬

臺中市 太平區 勤益里 20100916 馮耀祖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太平區 勤益里 20100917 劉壁堅

臺中市 太平區 新光里 20100915 林嘉祥 民主進步黨

臺中市 太平區 新光里 20100915 游癸龍

臺中市 太平區 新吉里 20100913 蔡新褔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太平區 新吉里 20100916 蔡水欽

臺中市 太平區 新吉里 20100916 邱秀惠

臺中市 太平區 新坪里 20100913 紀進豐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太平區 新坪里 20100915 黃臻苡

臺中市 太平區 新坪里 20100917 詹榮芫

臺中市 太平區 新城里 20100916 胡錩宏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太平區 新高里 20100916 江姿樺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太平區 新福里 20100916 賴長正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太平區 新福里 20100916 顏錦華

臺中市 太平區 新福里 20100917 姚貴女

臺中市 太平區 新興里 20100915 李明淦

臺中市 太平區 新興里 20100915 鄭慧鋒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太平區 聖和里 20100915 劉朝東

臺中市 太平區 聖和里 20100915 王龍文

臺中市 太平區 福隆里 20100916 陳朝木 民主進步黨

臺中市 太平區 福隆里 20100916 陳長庚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太平區 德隆里 20100916 吳燕明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太平區 興隆里 20100916 官靜英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太平區 頭汴里 20100913 張阿却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太平區 頭汴里 20100915 謝扶憲 民主進步黨

臺中市 太平區 頭汴里 20100916 江思涵

臺中市 太平區 豐年里 20100916 劉魏美智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太平區 豐年里 20100916 簡茂己

臺中市 太平區 豐年里 20100916 謝森榮

臺中市 太平區 豐年里 20100917 林錦輝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太平區 豐年里 20100917 葉信長

臺中市 大里區 大元里 20100915 林乾正

臺中市 大里區 大里里 20100913 周水波

臺中市 大里區 大明里 20100915 黃顯堂

臺中市 大里區 大明里 20100915 林瑞琬

臺中市 大里區 大明里 20100916 林正忠

臺中市 大里區 中新里 20100915 張崇宜



臺中市 大里區 中新里 20100916 林水源

臺中市 大里區 仁化里 20100913 蕭文欽

臺中市 大里區 仁化里 20100915 陳宗興

臺中市 大里區 仁化里 20100916 張明德

臺中市 大里區 仁德里 20100915 林龍水

臺中市 大里區 仁德里 20100916 陳明義

臺中市 大里區 內新里 20100915 林淑香

臺中市 大里區 內新里 20100915 李榮裕

臺中市 大里區 內新里 20100916 林清池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大里區 日新里 20100913 朱福田

臺中市 大里區 日新里 20100916 王來成

臺中市 大里區 永隆里 20100913 林士元

臺中市 大里區 永隆里 20100913 方志航

臺中市 大里區 永隆里 20100917 王順彬

臺中市 大里區 立仁里 20100915 范植汴 民主進步黨

臺中市 大里區 立仁里 20100916 陳慶元

臺中市 大里區 立德里 20100915 葉清秀

臺中市 大里區 立德里 20100915 謝海珍 民主進步黨

臺中市 大里區 立德里 20100916 游阿腰

臺中市 大里區 西湖里 20100915 林益生

臺中市 大里區 西湖里 20100916 林碧鋒

臺中市 大里區 西榮里 20100916 詹武典

臺中市 大里區 西榮里 20100917 蔡尚諭

臺中市 大里區 東昇里 20100913 陳進發

臺中市 大里區 東湖里 20100913 賴樹清

臺中市 大里區 東湖里 20100915 曾德源

臺中市 大里區 東湖里 20100916 林敬喜

臺中市 大里區 東興里 20100915 張清福

臺中市 大里區 東興里 20100916 陳進生

臺中市 大里區 金城里 20100914 林培基

臺中市 大里區 金城里 20100915 潘國琦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大里區 長榮里 20100915 李文雄

臺中市 大里區 長榮里 20100917 張耀輝

臺中市 大里區 夏田里 20100913 江芳源

臺中市 大里區 夏田里 20100916 黃寬

臺中市 大里區 夏田里 20100916 胡金鍊

臺中市 大里區 健民里 20100916 楊進祿

臺中市 大里區 國光里 20100913 陳素勤

臺中市 大里區 國光里 20100916 魏益川

臺中市 大里區 祥興里 20100913 黃春海

臺中市 大里區 祥興里 20100915 廖倚宏 民主進步黨

臺中市 大里區 塗城里 20100913 謝烱明

臺中市 大里區 塗城里 20100913 王允鍾

臺中市 大里區 塗城里 20100915 王斗星



臺中市 大里區 塗城里 20100915 楊登俊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大里區 塗城里 20100916 黃仁耀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大里區 塗城里 20100916 廖奕鑫

臺中市 大里區 新仁里 20100915 張豐明

臺中市 大里區 新仁里 20100916 陳正恭

臺中市 大里區 新仁里 20100917 鄭培基

臺中市 大里區 新里里 20100915 何世琦

臺中市 大里區 新里里 20100915 何朝明

臺中市 大里區 瑞城里 20100916 陳清標

臺中市 大里區 瑞城里 20100916 蔡昭奮

臺中市 大里區 樹王里 20100916 蘇孟乾

臺中市 大里區 樹王里 20100916 石炳南

臺中市 大里區 樹王里 20100917 陳信男

臺中市 霧峰區 丁台里 20100915 林正亮

臺中市 霧峰區 丁台里 20100917 洪耀南

臺中市 霧峰區 中正里 20100913 林進生

臺中市 霧峰區 中正里 20100916 楊連雄

臺中市 霧峰區 五福里 20100914 陳岳彬

臺中市 霧峰區 五福里 20100916 王忠星

臺中市 霧峰區 六股里 20100913 林水欽

臺中市 霧峰區 北柳里 20100913 陳宗旺

臺中市 霧峰區 北柳里 20100915 黃南輝

臺中市 霧峰區 北勢里 20100916 蘇麗紅

臺中市 霧峰區 北勢里 20100917 李明章

臺中市 霧峰區 四德里 20100915 林清峰

臺中市 霧峰區 四德里 20100917 林素玉

臺中市 霧峰區 本堂里 20100913 曾元志

臺中市 霧峰區 本鄉里 20100915 林月霜

臺中市 霧峰區 本鄉里 20100916 林榮輝

臺中市 霧峰區 本鄉里 20100917 曾元宏

臺中市 霧峰區 甲寅里 20100915 徐培原

臺中市 霧峰區 甲寅里 20100915 李明忠

臺中市 霧峰區 甲寅里 20100916 林文卿

臺中市 霧峰區 吉峰里 20100915 劉孟弦

臺中市 霧峰區 坑口里 20100915 蔡銓樑 民主進步黨

臺中市 霧峰區 坑口里 20100916 王中興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霧峰區 坑口里 20100916 林益夫

臺中市 霧峰區 坑口里 20100916 曾桔龍

臺中市 霧峰區 南柳里 20100913 楊國忠

臺中市 霧峰區 南柳里 20100916 陳清溪

臺中市 霧峰區 南勢里 20100913 張碧丹

臺中市 霧峰區 南勢里 20100915 陳錫卿

臺中市 霧峰區 南勢里 20100917 林連松

臺中市 霧峰區 南勢里 20100917 張清巧



臺中市 霧峰區 南勢里 20100917 賴崑芳

臺中市 霧峰區 峰谷里 20100914 林清富

臺中市 霧峰區 峰谷里 20100915 林平源

臺中市 霧峰區 峰谷里 20100916 黃錦昌

臺中市 霧峰區 峰谷里 20100916 林芊逸

臺中市 霧峰區 峰谷里 20100917 江炎山

臺中市 霧峰區 峰谷里 20100917 林秋煌

臺中市 霧峰區 桐林里 20100915 呂玉山

臺中市 霧峰區 桐林里 20100916 陳鳳陣 民主進步黨

臺中市 霧峰區 萊園里 20100916 林國男

臺中市 霧峰區 萊園里 20100917 李瑞堂

臺中市 霧峰區 萬豐里 20100915 劉採圓

臺中市 霧峰區 萬豐里 20100916 林麗真

臺中市 霧峰區 錦榮里 20100916 江漢德

臺中市 霧峰區 舊正里 20100915 張國財

臺中市 東勢區 下城里 20100913 劉威宗

臺中市 東勢區 下城里 20100916 陳勝年

臺中市 東勢區 下城里 20100916 朱楊月燕

臺中市 東勢區 下新里 20100916 劉發現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東勢區 下新里 20100916 張明華

臺中市 東勢區 下新里 20100916 賴振治

臺中市 東勢區 上城里 20100913 詹前石

臺中市 東勢區 上城里 20100915 李子華

臺中市 東勢區 上新里 20100915 張運松

臺中市 東勢區 上新里 20100916 王綉滿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東勢區 中寧里 20100915 廖秀峰

臺中市 東勢區 中寧里 20100916 許省本

臺中市 東勢區 中嵙里 20100915 羅德昌

臺中市 東勢區 北興里 20100913 郭永麟

臺中市 東勢區 延平里 20100913 吳文龍

臺中市 東勢區 延平里 20100917 朱進益

臺中市 東勢區 明正里 20100915 徐錦立

臺中市 東勢區 明正里 20100916 張銳瑞

臺中市 東勢區 東安里 20100916 楊嘉裕

臺中市 東勢區 東安里 20100916 劉貞亮

臺中市 東勢區 東新里 20100915 余運來

臺中市 東勢區 東新里 20100915 劉清沐

臺中市 東勢區 東新里 20100916 王俊弘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東勢區 東新里 20100916 涂豐鑛

臺中市 東勢區 南平里 20100915 王廖銘相

臺中市 東勢區 茂興里 20100913 黃政乾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東勢區 茂興里 20100915 吳仁文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東勢區 泰昌里 20100913 劉衡松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東勢區 泰昌里 20100913 張愛新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東勢區 泰昌里 20100913 林秀雄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東勢區 泰興里 20100915 劉昌維

臺中市 東勢區 埤頭里 20100915 林宗寰

臺中市 東勢區 隆興里 20100913 蘇樹琳

臺中市 東勢區 隆興里 20100915 蘇清泉

臺中市 東勢區 隆興里 20100917 呂明洋

臺中市 東勢區 新盛里 20100915 吳進聰

臺中市 東勢區 新盛里 20100916 魏耀宗

臺中市 東勢區 新盛里 20100917 林美英

臺中市 東勢區 粵寧里 20100915 詹添財

臺中市 東勢區 粵寧里 20100916 邱裕明

臺中市 東勢區 福隆里 20100913 吳振嘉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東勢區 福隆里 20100915 張溪鶴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東勢區 廣興里 20100915 廖紫台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東勢區 慶東里 20100915 黃國修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東勢區 慶東里 20100915 鄧秀松

臺中市 東勢區 慶東里 20100915 羅阡容

臺中市 東勢區 慶東里 20100915 邱民雄

臺中市 東勢區 慶東里 20100916 羅東全

臺中市 東勢區 慶福里 20100914 傅福全

臺中市 東勢區 慶福里 20100916 劉明

臺中市 東勢區 慶福里 20100916 劉禮先

臺中市 東勢區 興隆里 20100913 徐華麒

臺中市 東勢區 興隆里 20100915 鄭冬蘭

臺中市 東勢區 詒福里 20100913 賴崑森

臺中市 東勢區 詒福里 20100916 劉志明

臺中市 東勢區 詒福里 20100917 郭丞漢

臺中市 石岡區 石岡里 20100913 黃朝志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石岡區 萬安里 20100915 李茂盛

臺中市 石岡區 九房里 20100915 盧美穎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石岡區 九房里 20100916 張鴻斌

臺中市 石岡區 金星里 20100915 張朝漢

臺中市 石岡區 金星里 20100916 張令譽

臺中市 石岡區 龍興里 20100913 黃清標

臺中市 石岡區 萬興里 20100915 唐家政

臺中市 石岡區 萬興里 20100916 林美玉

臺中市 石岡區 梅子里 20100913 郭光勇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石岡區 梅子里 20100915 劉共祥

臺中市 石岡區 土牛里 20100913 黃三榮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石岡區 土牛里 20100915 陳奕仁

臺中市 石岡區 土牛里 20100915 鄭正發

臺中市 石岡區 德興里 20100913 劉紀雄

臺中市 石岡區 德興里 20100915 連詩

臺中市 石岡區 德興里 20100916 連春興



臺中市 石岡區 和盛里 20100913 何賴財桂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石岡區 和盛里 20100916 邱素樺

臺中市 新社區 大南里 20100917 廖國泰

臺中市 新社區 大南里 20100917 劉昌浪

臺中市 新社區 中正里 20100916 張鳳梅

臺中市 新社區 中正里 20100917 羅名維

臺中市 新社區 中和里 20100913 黃春德

臺中市 新社區 中和里 20100916 廖明通

臺中市 新社區 中和里 20100916 張武樑

臺中市 新社區 中興里 20100915 徐俊秀

臺中市 新社區 中興里 20100916 李劉秀雲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新社區 月湖里 20100915 江榮貴

臺中市 新社區 月湖里 20100916 詹武崈

臺中市 新社區 月湖里 20100916 胡信義

臺中市 新社區 永源里 20100913 蘇東波

臺中市 新社區 永源里 20100913 黃武昭

臺中市 新社區 永源里 20100917 劉進成

臺中市 新社區 永源里 20100917 徐應欽

臺中市 新社區 協成里 20100916 李全年

臺中市 新社區 東興里 20100913 何光枝

臺中市 新社區 東興里 20100917 黃淼清

臺中市 新社區 東興里 20100917 林祥

臺中市 新社區 崑山里 20100915 陳俊陸

臺中市 新社區 崑山里 20100916 廖乾成

臺中市 新社區 崑山里 20100916 羅進昌

臺中市 新社區 復盛里 20100915 陳慶源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新社區 復盛里 20100916 魏任郁

臺中市 新社區 新社里 20100915 邱秋香

臺中市 新社區 新社里 20100915 劉福榮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新社區 新社里 20100916 黃正光

臺中市 新社區 福興里 20100913 劉春財

臺中市 新社區 慶西里 20100913 王清鴻

臺中市 新社區 慶西里 20100915 周紅塗

臺中市 新社區 慶西里 20100916 許瑞乾

臺中市 和平區 中坑里 20100913 李明毅

臺中市 和平區 天輪里 20100913 劉興水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和平區 天輪里 20100915 謝福興

臺中市 和平區 平等里 20100913 詹森

臺中市 和平區 平等里 20100916 林鶴年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和平區 自由里 20100913 張慶輝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和平區 自由里 20100913 陳茂井

臺中市 和平區 自由里 20100916 吳振福

臺中市 和平區 自由里 20100916 吳萬福

臺中市 和平區 自由里 20100917 吳國情



臺中市 和平區 南勢里 20100913 劉舉亮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和平區 南勢里 20100914 蔡金火

臺中市 和平區 梨山里 20100914 陳政福

臺中市 和平區 梨山里 20100915 賴盛功

臺中市 和平區 博愛里 20100915 范忠文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和平區 達觀里 20100913 劉台生 中國國民黨

臺中市 和平區 達觀里 20100915 廖上奇

臺中市 和平區 達觀里 20100916 羅清輝

臺南市 東區 崇信里 20100913 呂俊杰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東區 崇信里 20100915 葉洋佐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東區 崇信里 20100917 蘇皇維

臺南市 東區 崇學里 20100913 陳長提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東區 崇學里 20100915 王銘偉

臺南市 東區 崇學里 20100915 巫世仁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東區 崇學里 20100916 蔡逸忠

臺南市 東區 崇德里 20100913 陳福來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東區 崇善里 20100913 黃榮裕

臺南市 東區 崇成里 20100913 陳文進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東區 崇文里 20100913 陳明芬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東區 東智里 20100916 陳素芳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東區 大智里 20100913 黃日新

臺南市 東區 大智里 20100915 江隆發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東區 大智里 20100915 陳朝榮

臺南市 東區 德高里 20100915 陳逢祥

臺南市 東區 德高里 20100915 陳盈月

臺南市 東區 仁和里 20100915 丁素禎

臺南市 東區 仁和里 20100915 王六呎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東區 和平里 20100914 陳春財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東區 和平里 20100917 洪榮俊

臺南市 東區 和平里 20100917 楊原福

臺南市 東區 虎尾里 20100913 羅雪香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東區 虎尾里 20100916 李明道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東區 裕聖里 20100915 王慧萍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東區 裕聖里 20100915 戴崇熙

臺南市 東區 裕聖里 20100915 陳運興

臺南市 東區 復興里 20100915 蔡順吉

臺南市 東區 復興里 20100915 陳郭玉指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東區 自強里 20100914 蕭智隆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東區 自強里 20100917 鍾連嘉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東區 東聖里 20100913 陳正雄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東區 東聖里 20100913 黃季琳

臺南市 東區 關聖里 20100915 許明財

臺南市 東區 關聖里 20100916 周瑩琪

臺南市 東區 關聖里 20100916 劉文景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東區 南聖里 20100916 周翊庭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東區 南聖里 20100916 張德進

臺南市 東區 文聖里 20100915 黃耿昭

臺南市 東區 文聖里 20100916 鄭峯鳴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東區 後甲里 20100913 王南寶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東區 後甲里 20100916 陳綺雯

臺南市 東區 後甲里 20100916 許萬枝

臺南市 東區 後甲里 20100916 郭銀來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東區 後甲里 20100917 張仁鼎

臺南市 東區 東光里 20100913 林再旺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東區 東明里 20100913 郭秀琴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東區 東明里 20100916 林清朝

臺南市 東區 莊敬里 20100913 林榮德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東區 小東里 20100913 王吉長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東區 小東里 20100915 郭高春月

臺南市 東區 小東里 20100915 黃正忠

臺南市 東區 小東里 20100915 黃貫中

臺南市 東區 大學里 20100913 許俊雄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東區 成大里 20100914 謝台發

臺南市 東區 成大里 20100915 涂飛鵬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東區 東門里 20100913 陳憲明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東區 圍下里 20100913 趙再添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東區 中西里 20100916 陳世安

臺南市 東區 東安里 20100914 施進賢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東區 東安里 20100916 江三益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東區 新東里 20100915 江坤山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東區 新東里 20100917 王林貴香

臺南市 東區 崇誨里 20100913 衡志明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東區 崇誨里 20100915 黃良英

臺南市 東區 崇誨里 20100915 趙洪芝

臺南市 東區 崇誨里 20100916 周明瑋

臺南市 東區 衛國里 20100915 陳盈良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東區 衛國里 20100915 徐孝顯

臺南市 東區 衛國里 20100916 張傳富

臺南市 東區 裕農里 20100917 陳良濱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東區 富強里 20100914 洪瑋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東區 富強里 20100916 李寶猜

臺南市 東區 富裕里 20100913 董進龍

臺南市 東區 富裕里 20100915 林長雄 經審定不合規定

臺南市 東區 忠孝里 20100913 吳中華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東區 忠孝里 20100915 蔡孟葦

臺南市 東區 忠孝里 20100917 張文治

臺南市 東區 崇明里 20100913 李仁慈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東區 大福里 20100913 蔡泓其



臺南市 東區 大福里 20100915 林玉環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東區 大福里 20100915 陳錦秀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東區 大德里 20100915 洪茂東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東區 路東里 20100913 楊華珍

臺南市 東區 路東里 20100917 陳英忠

臺南市 東區 大同里 20100913 謝明魁

臺南市 東區 大同里 20100916 卓慶垟

臺南市 東區 泉南里 20100913 李舜琦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東區 泉南里 20100913 洪孟甫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東區 龍山里 20100913 許福銘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東區 龍山里 20100915 陳威佐

臺南市 東區 德光里 20100915 曾國全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東區 德光里 20100916 鄭勝明

臺南市 東區 德光里 20100917 王信憲

臺南市 北區 開元里 20100915 翁明樹

臺南市 北區 開元里 20100915 劉嚴雀珍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北區 元寶里 20100915 王世宏

臺南市 北區 元寶里 20100916 李文豪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北區 國興里 20100915 吳承芳

臺南市 北區 華興里 20100915 傅富源

臺南市 北區 華興里 20100916 周新章

臺南市 北區 華興里 20100916 謝昌成

臺南市 北區 力行里 20100915 林水龍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北區 力行里 20100917 鄭昆福

臺南市 北區 重興里 20100913 鄭瑞豊

臺南市 北區 重興里 20100916 郭玲惠

臺南市 北區 東興里 20100916 王泉尚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北區 新勝里 20100915 李金定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北區 長榮里 20100913 潘美純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北區 振興里 20100915 姜豊田

臺南市 北區 振興里 20100916 鄭光復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北區 仁愛里 20100913 王文良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北區 仁愛里 20100915 吳棟旺

臺南市 北區 勝安里 20100915 吳素娥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北區 中樓里 20100916 楊政衡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北區 永祥里 20100915 高凱旋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北區 小康里 20100915 許至川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北區 小康里 20100915 陳萬居

臺南市 北區 實踐里 20100915 石志齡

臺南市 北區 實踐里 20100916 郭繼明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北區 光武里 20100916 高全治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北區 光武里 20100916 廖克中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北區 大道里 20100913 劉秋勇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北區 大仁里 20100916 閻文正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北區 大山里 20100913 柯惠君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北區 興北里 20100913 洪進生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北區 公園里 20100915 吳佳璋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北區 公園里 20100915 徐獻謙

臺南市 北區 公園里 20100917 張淑雲

臺南市 北區 公園里 20100917 朱明光

臺南市 北區 正風里 20100913 吳吉林

臺南市 北區 正風里 20100914 陳雍明

臺南市 北區 延平里 20100913 吳坤福

臺南市 北區 延平里 20100917 吳湧智

臺南市 北區 延平里 20100917 陳惜華

臺南市 北區 興南里 20100916 陳大川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北區 興南里 20100916 徐德興

臺南市 北區 玉皇里 20100913 王許麗雲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北區 玉皇里 20100915 鄭竣元

臺南市 北區 正覺里 20100914 黃瑞欣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北區 正覺里 20100915 吳銅吉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北區 六甲里 20100915 苗海成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北區 國姓里 20100915 曾銀德

臺南市 北區 國姓里 20100915 莊金胞

臺南市 北區 長德里 20100915 李茂德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北區 長德里 20100916 吳世允

臺南市 北區 三德里 20100913 蘇福全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北區 三德里 20100915 王黃春子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北區 三德里 20100916 曾宗偉

臺南市 北區 五福里 20100915 陳印斌

臺南市 北區 成功里 20100914 鄭景元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北區 成功里 20100915 黃江海

臺南市 北區 成功里 20100916 吳明智

臺南市 北區 成德里 20100913 施秀美

臺南市 北區 成德里 20100915 王三保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北區 成德里 20100915 翁榮一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北區 和順里 20100914 王三保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北區 安民里 20100916 陳正武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北區 文元里 20100914 晁誠成

臺南市 北區 文元里 20100915 許榮期

臺南市 北區 文元里 20100916 楊錫恩

臺南市 北區 文元里 20100916 鄭純娟

臺南市 北區 文成里 20100913 王清鈺

臺南市 北區 文成里 20100914 黃永安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北區 文成里 20100915 蘇來椿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北區 裕民里 20100915 蔡武林

臺南市 北區 裕民里 20100915 謝良

臺南市 北區 大和里 20100913 陳美惠



臺南市 北區 大和里 20100915 黃建智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北區 大港里 20100916 陳惠鈴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北區 大豐里 20100913 陳政常

臺南市 北區 大豐里 20100915 余禮南

臺南市 北區 賢北里 20100915 周清銓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北區 賢北里 20100915 楊雪蓁

臺南市 北區 賢北里 20100916 黃富得

臺南市 中西區 小西里 20100916 王重堅

臺南市 中西區 大南里 20100915 陳俊傑

臺南市 中西區 大南里 20100916 王春菊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中西區 銀同里 20100913 李建忠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中西區 銀同里 20100916 鄭雀燕

臺南市 中西區 五妃里 20100915 陳建宇

臺南市 中西區 五妃里 20100915 龎東浦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中西區 郡王里 20100913 楊明憲

臺南市 中西區 郡王里 20100915 王秀華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中西區 仙草里 20100913 曾俊仁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中西區 仙草里 20100916 林辰男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中西區 法華里 20100913 吳益輝

臺南市 中西區 福安里 20100913 李源榮

臺南市 中西區 福安里 20100915 杜佳益

臺南市 中西區 進學里 20100915 何仁榮

臺南市 中西區 進學里 20100916 蘇雅子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中西區 建國里 20100913 陳英俊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中西區 建國里 20100917 蘇再德

臺南市 中西區 青年里 20100915 呂建毅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中西區 青年里 20100916 葉煌杰

臺南市 中西區 永福里 20100915 曾朝欽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中西區 永華里 20100917 黃文龍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中西區 天后里 20100913 王長春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中西區 天后里 20100915 卓志峰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中西區 三民里 20100913 張瑞娥

臺南市 中西區 三民里 20100913 陳弘烈

臺南市 中西區 赤嵌里 20100915 黃偉展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中西區 赤嵌里 20100916 吳松村

臺南市 中西區 公正里 20100916 曾景亮

臺南市 中西區 公正里 20100917 張安壽

臺南市 中西區 萬昌里 20100913 許文生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中西區 萬昌里 20100915 郭天祥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中西區 開山里 20100913 呂基正

臺南市 中西區 開山里 20100916 吳明兒

臺南市 中西區 開山里 20100917 吳淑貞

臺南市 中西區 西賢里 20100916 郭得銘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中西區 西賢里 20100916 蘇金聲



臺南市 中西區 西賢里 20100916 陳清佳

臺南市 中西區 西湖里 20100913 柯茂全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中西區 西湖里 20100915 陳中海

臺南市 中西區 西湖里 20100916 蘇泰安

臺南市 中西區 光賢里 20100913 王茂生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中西區 光賢里 20100915 郭金石

臺南市 中西區 文賢里 20100914 陳見利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中西區 文賢里 20100915 王春燕

臺南市 中西區 協和里 20100915 洪安壽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中西區 協和里 20100917 陳友志

臺南市 中西區 三合里 20100916 曾雅志

臺南市 中西區 普濟里 20100915 邱永祥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中西區 水仙里 20100915 沈廉哲

臺南市 中西區 水仙里 20100916 陳明賢

臺南市 中西區 民權里 20100915 鄭榮霖

臺南市 中西區 藥王里 20100913 邱彌文

臺南市 中西區 藥王里 20100913 黃俊堯

臺南市 中西區 協進里 20100915 方德源

臺南市 中西區 協進里 20100916 高文江

臺南市 中西區 中正里 20100913 李青和

臺南市 中西區 中正里 20100916 楊玉鴦

臺南市 中西區 安海里 20100913 徐孝臣

臺南市 中西區 安海里 20100915 賴民意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中西區 大涼里 20100913 戴玉蘭

臺南市 中西區 大涼里 20100913 王秀玉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中西區 大涼里 20100915 李進義

臺南市 中西區 民主里 20100915 劉錦融

臺南市 中西區 民主里 20100916 陳水吉

臺南市 中西區 保安里 20100915 蔡宗明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中西區 郡西里 20100916 陳榮太

臺南市 中西區 民生里 20100915 陳錦源

臺南市 中西區 民生里 20100915 蔡銘順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中西區 元安里 20100915 林綉華

臺南市 安平區 平安里 20100914 黃江山

臺南市 安平區 平安里 20100916 蔡陳阿麗

臺南市 安平區 石門里 20100913 陳清山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安平區 石門里 20100915 蘇逸明

臺南市 安平區 港仔里 20100913 周明財

臺南市 安平區 海頭里 20100913 陳文龍

臺南市 安平區 西門里 20100913 謝聰洲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安平區 西門里 20100916 吳雅永

臺南市 安平區 金城里 20100913 黃俊策

臺南市 安平區 漁光里 20100913 李茂松

臺南市 安平區 漁光里 20100915 魏進原



臺南市 安平區 億載里 20100913 鄭聰維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安平區 億載里 20100915 李育田

臺南市 安平區 億載里 20100915 詹林美玉

臺南市 安平區 平通里 20100913 黃順興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安平區 平通里 20100914 李秀珀

臺南市 安平區 平通里 20100916 劉啟仲

臺南市 安平區 育平里 20100913 王國信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安平區 育平里 20100915 吳建邦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安平區 育平里 20100916 歐東林

臺南市 安平區 華平里 20100915 李文江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安平區 華平里 20100915 陳政華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安平區 華平里 20100917 劉榮文

臺南市 安平區 怡平里 20100913 蔡錦庭

臺南市 安平區 國平里 20100913 蔡明宏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安平區 國平里 20100915 許原哲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安平區 國平里 20100916 黃幸良

臺南市 安平區 建平里 20100915 李福奮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安平區 建平里 20100915 傅建峰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安平區 文平里 20100913 李瑞福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安南區 東和里 20100913 林通富

臺南市 安南區 塭南里 20100913 陳金田

臺南市 安南區 塭南里 20100915 尤泰榮

臺南市 安南區 塭南里 20100915 許銀貴

臺南市 安南區 州南里 20100913 邱鏡清

臺南市 安南區 州南里 20100916 涂文財

臺南市 安南區 安順里 20100913 曾世雄

臺南市 安南區 安順里 20100913 陳進明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安南區 州北里 20100916 戴廣

臺南市 安南區 新順里 20100915 陳文祥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安南區 新順里 20100915 陳賈

臺南市 安南區 新順里 20100915 楊萬祥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安南區 新順里 20100916 盧蕙淨

臺南市 安南區 頂安里 20100913 周平

臺南市 安南區 安慶里 20100913 蕭振隆

臺南市 安南區 安慶里 20100915 吳清林

臺南市 安南區 溪北里 20100915 陳秋美

臺南市 安南區 溪北里 20100915 盧華谷

臺南市 安南區 安和里 20100913 吳武當

臺南市 安南區 安和里 20100915 郭榮珍

臺南市 安南區 安西里 20100915 黃文沛

臺南市 安南區 安西里 20100916 劉昆河

臺南市 安南區 溪頂里 20100914 李信憲

臺南市 安南區 溪頂里 20100915 陳財旺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安南區 安東里 20100915 吳金城



臺南市 安南區 安東里 20100915 郭周築

臺南市 安南區 鳳凰里 20100913 吳順興

臺南市 安南區 鳳凰里 20100914 張云

臺南市 安南區 鳳凰里 20100916 吳湧輝

臺南市 安南區 梅花里 20100915 林張春花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安南區 梅花里 20100916 蔡和豐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安南區 理想里 20100915 鄭順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安南區 理想里 20100915 吳宗仁

臺南市 安南區 大安里 20100913 陳瑞賀

臺南市 安南區 大安里 20100915 黃豐榮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安南區 原佃里 20100913 何秀華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安南區 原佃里 20100916 莊燦源

臺南市 安南區 長安里 20100916 鄭豊村

臺南市 安南區 公親里 20100913 王金樹

臺南市 安南區 公親里 20100917 鄭正忠

臺南市 安南區 布袋里 20100913 黃重安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安南區 總頭里 20100913 蔡忠明

臺南市 安南區 南興里 20100913 黃錦章

臺南市 安南區 南興里 20100915 黃豐村

臺南市 安南區 南興里 20100917 施柏男

臺南市 安南區 學東里 20100915 黃南忠

臺南市 安南區 學東里 20100915 高玉巧

臺南市 安南區 學東里 20100917 黃樵桐

臺南市 安南區 公塭里 20100915 楊淑惠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安南區 公塭里 20100917 黃清由

臺南市 安南區 佃東里 20100913 高庭偉

臺南市 安南區 佃東里 20100915 程全祿

臺南市 安南區 佃西里 20100913 吳滿雄

臺南市 安南區 佃西里 20100913 高進見

臺南市 安南區 淵西里 20100913 周竹抱

臺南市 安南區 淵西里 20100915 黃鈺閔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安南區 淵西里 20100917 顏天鎮

臺南市 安南區 海西里 20100913 吳欽郎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安南區 海西里 20100916 吳燦林

臺南市 安南區 海東里 20100913 吳榮坤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安南區 海東里 20100915 謝健昌

臺南市 安南區 海東里 20100917 楊立興

臺南市 安南區 溪心里 20100913 黃招榮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安南區 溪心里 20100916 劉澤民

臺南市 安南區 淵東里 20100913 楊燕惠

臺南市 安南區 淵東里 20100915 黃旺根

臺南市 安南區 淵中里 20100914 黃峙斌

臺南市 安南區 淵中里 20100915 吳孟忠

臺南市 安南區 溪墘里 20100915 許義雄



臺南市 安南區 溪墘里 20100917 曹喻閔

臺南市 安南區 海佃里 20100913 邱信榮

臺南市 安南區 海佃里 20100916 李又盛

臺南市 安南區 國安里 20100915 温伯文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安南區 國安里 20100916 鄭榮宗

臺南市 安南區 國安里 20100916 吳清標

臺南市 安南區 溪東里 20100915 吳富義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安南區 溪東里 20100916 蘇益信

臺南市 安南區 安富里 20100915 吳財國

臺南市 安南區 安富里 20100915 李炎山

臺南市 安南區 安富里 20100917 莊月美

臺南市 安南區 幸福里 20100915 謝炳雄

臺南市 安南區 幸福里 20100916 許金海

臺南市 安南區 海南里 20100915 陳金魚

臺南市 安南區 城東里 20100913 郭峻民

臺南市 安南區 城南里 20100915 蔡和太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安南區 城南里 20100915 蔡炳輝

臺南市 安南區 青草里 20100913 郭萬山

臺南市 安南區 城西里 20100915 嚴文正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安南區 城西里 20100915 郭清福

臺南市 安南區 城北里 20100916 郭昆財

臺南市 安南區 城中里 20100913 王德利

臺南市 安南區 城中里 20100913 王山發

臺南市 安南區 砂崙里 20100913 王文德

臺南市 安南區 砂崙里 20100915 陳清海

臺南市 安南區 顯宮里 20100915 林顯中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安南區 顯宮里 20100917 林進成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安南區 顯宮里 20100917 林志英

臺南市 安南區 鹿耳里 20100915 蕭平和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安南區 四草里 20100913 王佐雄

臺南市 安南區 四草里 20100915 周坤生

臺南市 安南區 四草里 20100917 蔡進財

臺南市 安南區 田里 20100915 吳宜新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安南區 田里 20100915 廖秉銓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安南區 田里 20100916 涂和慶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安南區 田里 20100916 王正德

臺南市 安南區 田里 20100917 陳聰巧

臺南市 南區 大恩里 20100913 楊趙金緞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南區 大恩里 20100915 郭王秋霞

臺南市 南區 大恩里 20100916 林景裕

臺南市 南區 大恩里 20100916 施國熙

臺南市 南區 大林里 20100913 謝崑山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南區 大忠里 20100915 吳清得

臺南市 南區 大忠里 20100916 韓四郎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南區 新生里 20100913 趙宋世英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南區 新生里 20100915 王安國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南區 竹溪里 20100915 周新春

臺南市 南區 竹溪里 20100916 王璟瑞

臺南市 南區 竹溪里 20100917 紀智介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南區 明德里 20100916 陳瑞華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南區 荔宅里 20100914 張英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南區 荔宅里 20100917 周勲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南區 大成里 20100913 朱明湖

臺南市 南區 大成里 20100915 葉東璋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南區 田寮里 20100915 黃國隆

臺南市 南區 田寮里 20100915 鄭文龍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南區 田寮里 20100915 王能波

臺南市 南區 新興里 20100913 邱藝滿

臺南市 南區 新興里 20100915 葉正國

臺南市 南區 新興里 20100916 邱志初

臺南市 南區 再興里 20100913 蘇清和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南區 再興里 20100915 蕭宇翔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南區 廣州里 20100915 許林麗玉

臺南市 南區 新昌里 20100916 馬高正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南區 文華里 20100915 林秋芳

臺南市 南區 文華里 20100916 許亭然

臺南市 南區 文南里 20100913 陳清泉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南區 金華里 20100915 柯崑城

臺南市 南區 國宅里 20100913 郭鐵樹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南區 國宅里 20100915 史進財

臺南市 南區 日新里 20100915 王文坤

臺南市 南區 日新里 20100916 張金派

臺南市 南區 光明里 20100913 王林素敏

臺南市 南區 光明里 20100915 林忠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南區 光明里 20100915 邱鈺洲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南區 白雪里 20100913 許鎮貴

臺南市 南區 白雪里 20100915 洪博隆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南區 明亮里 20100915 蘇三柱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南區 明亮里 20100915 王月美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南區 明亮里 20100917 陳土水

臺南市 南區 府南里 20100915 薛添福

臺南市 南區 明興里 20100913 王俊生

臺南市 南區 郡南里 20100915 王全益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南區 郡南里 20100916 楊燈煙

臺南市 南區 建南里 20100915 洪金龍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南區 建南里 20100915 江勝雄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南區 建南里 20100915 陳寶碧

臺南市 南區 南都里 20100913 陳鴻銘



臺南市 南區 南都里 20100913 王秋鑾

臺南市 南區 南都里 20100916 陳俊良

臺南市 南區 南華里 20100913 林月卿

臺南市 南區 南華里 20100916 陳秀子

臺南市 南區 開南里 20100913 盧得華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南區 開南里 20100913 姚錫銘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南區 開南里 20100916 應宏忠

臺南市 南區 彰南里 20100916 蘇正南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南區 鯤鯓里 20100915 陳添平

臺南市 南區 鯤鯓里 20100915 陳金江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南區 喜北里 20100915 莫政勲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南區 喜北里 20100915 林鴻儒

臺南市 南區 喜南里 20100913 曹和田

臺南市 南區 喜南里 20100915 蔡旺祥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南區 喜南里 20100916 鄭土成

臺南市 南區 喜東里 20100916 蔡祠重

臺南市 南區 省躬里 20100915 杜枝文

臺南市 南區 永寧里 20100917 王育貞

臺南市 南區 松安里 20100915 黃高能

臺南市 南區 佛壇里 20100913 葉繁弘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南區 佛壇里 20100917 謝忠智

臺南市 南區 同安里 20100915 林茂發

臺南市 南區 同安里 20100915 林良文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南區 興農里 20100915 蔡炎樹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南區 興農里 20100915 蕭妙珍

臺南市 後壁區 後壁里 20100915 黃素慧

臺南市 後壁區 後壁里 20100917 黃健昇

臺南市 後壁區 侯伯里 20100915 廖瑞益

臺南市 後壁區 侯伯里 20100916 黃宿塵

臺南市 後壁區 嘉苳里 20100915 廖金鳳

臺南市 後壁區 嘉苳里 20100915 林虔彪

臺南市 後壁區 土溝里 20100913 林永崙

臺南市 後壁區 土溝里 20100913 王林圍

臺南市 後壁區 土溝里 20100915 張佳惠

臺南市 後壁區 嘉田里 20100913 林順福

臺南市 後壁區 嘉民里 20100913 賴榮荃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後壁區 嘉民里 20100913 黃崑茂

臺南市 後壁區 嘉民里 20100916 賴基民

臺南市 後壁區 菁豊里 20100913 楊玉年

臺南市 後壁區 崁頂里 20100913 莊碧珠

臺南市 後壁區 崁頂里 20100913 謝藏伍

臺南市 後壁區 後里 20100915 黃正雄

臺南市 後壁區 後里 20100917 陳敏彥

臺南市 後壁區 墨林里 20100917 殷政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後壁區 菁寮里 20100913 楊端立

臺南市 後壁區 新嘉里 20100913 張細雲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後壁區 新嘉里 20100917 蕭清楚

臺南市 後壁區 頂長里 20100913 蕭國瑞

臺南市 後壁區 平安里 20100913 廖春旗

臺南市 後壁區 仕安里 20100913 廖育諒

臺南市 後壁區 仕安里 20100915 周玉堂

臺南市 後壁區 仕安里 20100916 林祈良

臺南市 後壁區 竹新里 20100913 王虎雄

臺南市 後壁區 竹新里 20100915 余路發

臺南市 後壁區 新東里 20100913 吳慶男

臺南市 後壁區 頂安里 20100915 李紹顧

臺南市 後壁區 頂安里 20100916 廖勝斌

臺南市 後壁區 長安里 20100915 林登財

臺南市 後壁區 長安里 20100916 林分油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後壁區 福安里 20100915 廖國龍

臺南市 後壁區 福安里 20100915 林添壽

臺南市 後壁區 烏樹里 20100913 詹國鐘

臺南市 後壁區 烏樹里 20100915 吳淑惠

臺南市 白河區 白河里 20100913 林英才

臺南市 白河區 白河里 20100915 林光輝

臺南市 白河區 永安里 20100915 葉辛芳

臺南市 白河區 永安里 20100915 黃輝虎

臺南市 白河區 外角里 20100913 蘇朱麗真

臺南市 白河區 外角里 20100915 盛偉崇

臺南市 白河區 庄內里 20100913 張茂山

臺南市 白河區 庄內里 20100915 張水弘

臺南市 白河區 庄內里 20100916 林皆亨

臺南市 白河區 秀祐里 20100915 吳建瑩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白河區 秀祐里 20100916 楊順興

臺南市 白河區 河東里 20100915 劉朝仁

臺南市 白河區 河東里 20100917 吳進財

臺南市 白河區 虎山里 20100916 林再祿

臺南市 白河區 虎山里 20100917 吳國梁

臺南市 白河區 大林里 20100915 吳木容

臺南市 白河區 大林里 20100916 吳進丁

臺南市 白河區 崁頭里 20100913 陳惠君

臺南市 白河區 崁頭里 20100915 王建億

臺南市 白河區 六溪里 20100915 卓有川

臺南市 白河區 六溪里 20100916 張峰旗

臺南市 白河區 關嶺里 20100915 楊和男

臺南市 白河區 關嶺里 20100915 吳文圍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白河區 仙草里 20100914 林介仁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白河區 玉豐里 20100913 詹海寶



臺南市 白河區 玉豐里 20100915 陳清枝

臺南市 白河區 玉豐里 20100915 張興華

臺南市 白河區 大竹里 20100914 張秀雁

臺南市 白河區 詔安里 20100915 徐福裕

臺南市 白河區 廣安里 20100913 包永松

臺南市 白河區 廣安里 20100913 莊錦龍

臺南市 白河區 蓮潭里 20100917 賴建臣

臺南市 白河區 竹門里 20100915 陳新店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白河區 竹門里 20100916 魏慶凉

臺南市 白河區 崎內里 20100915 黃登志

臺南市 白河區 昇安里 20100913 薛春桃

臺南市 白河區 昇安里 20100913 翟志勛

臺南市 白河區 汴頭里 20100915 吳瑞成

臺南市 白河區 內角里 20100915 魏豊順

臺南市 白河區 內角里 20100916 魏豊勝

臺南市 白河區 內角里 20100916 魏從明

臺南市 白河區 草店里 20100913 黃文勇

臺南市 白河區 草店里 20100915 袁捷雄

臺南市 白河區 草店里 20100915 袁王珠

臺南市 白河區 甘宅里 20100915 鄭文賢

臺南市 東山區 東山里 20100913 張石遜

臺南市 東山區 東山里 20100915 陳榮津

臺南市 東山區 東中里 20100913 李振煌

臺南市 東山區 東正里 20100916 蘇松

臺南市 東山區 大客里 20100915 劉清木

臺南市 東山區 大客里 20100916 朱朝文

臺南市 東山區 三榮里 20100913 蘇林碧娥

臺南市 東山區 三榮里 20100915 白進德

臺南市 東山區 科里里 20100915 洪昆全

臺南市 東山區 科里里 20100916 何悉榮

臺南市 東山區 科里里 20100916 王復到

臺南市 東山區 東河里 20100915 段敬祿

臺南市 東山區 東河里 20100916 吳火生

臺南市 東山區 聖賢里 20100913 林文瑞

臺南市 東山區 聖賢里 20100914 吳水源

臺南市 東山區 聖賢里 20100916 王文慶

臺南市 東山區 南溪里 20100916 洪志忠

臺南市 東山區 水雲里 20100913 陳福松

臺南市 東山區 水雲里 20100913 黃水木

臺南市 東山區 林安里 20100916 楊春男

臺南市 東山區 東原里 20100916 葉孟亮

臺南市 東山區 東原里 20100916 丘武賢

臺南市 東山區 嶺南里 20100916 陳顯茂

臺南市 東山區 南勢里 20100913 呂鴻誌



臺南市 東山區 南勢里 20100913 賴英宏

臺南市 東山區 青山里 20100913 李正才

臺南市 東山區 高原里 20100913 陳水連

臺南市 東山區 高原里 20100913 鄭進森

臺南市 鹽水區 水秀里 20100915 顏秀盆

臺南市 鹽水區 福得里 20100916 鄭清山

臺南市 鹽水區 三生里 20100913 柯永茂

臺南市 鹽水區 三生里 20100916 蕭碧玉

臺南市 鹽水區 武廟里 20100915 楊秀菊

臺南市 鹽水區 中境里 20100915 白春桐

臺南市 鹽水區 水仙里 20100915 李景星

臺南市 鹽水區 水仙里 20100915 廖敏滄

臺南市 鹽水區 水正里 20100914 蘇禎村

臺南市 鹽水區 水正里 20100917 吳廬生

臺南市 鹽水區 橋南里 20100913 鄭時雨

臺南市 鹽水區 橋南里 20100913 林火木

臺南市 鹽水區 舊營里 20100913 謝清和

臺南市 鹽水區 汫水里 20100913 郭武勇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鹽水區 岸內里 20100913 黃育洧

臺南市 鹽水區 岸內里 20100915 賴秀桃

臺南市 鹽水區 義稠里 20100913 陳續賢

臺南市 鹽水區 下中里 20100916 楊石瀨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鹽水區 下中里 20100916 徐吉明

臺南市 鹽水區 歡雅里 20100915 趙榮其

臺南市 鹽水區 歡雅里 20100916 趙收

臺南市 鹽水區 歡雅里 20100916 魏榮枝

臺南市 鹽水區 大莊里 20100913 余義雄

臺南市 鹽水區 大莊里 20100913 趙世國

臺南市 鹽水區 桐寮里 20100916 趙添成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鹽水區 桐寮里 20100916 陳盈利

臺南市 鹽水區 後宅里 20100915 張三福

臺南市 鹽水區 後宅里 20100915 黃明雄

臺南市 鹽水區 後宅里 20100915 楊元一

臺南市 鹽水區 孫厝里 20100913 洪豊成

臺南市 鹽水區 孫厝里 20100916 張淑齡

臺南市 鹽水區 竹埔里 20100913 王志峯

臺南市 鹽水區 竹埔里 20100916 魏明傑

臺南市 鹽水區 下林里 20100913 王明進

臺南市 鹽水區 下林里 20100915 陳榮顯

臺南市 鹽水區 田寮里 20100916 張魏枝花

臺南市 鹽水區 田寮里 20100916 林榮泰

臺南市 鹽水區 大豐里 20100913 洪德全

臺南市 鹽水區 大豐里 20100915 洪上仁

臺南市 鹽水區 飯店里 20100916 許明在



臺南市 鹽水區 河南里 20100913 張榮二

臺南市 鹽水區 河南里 20100916 李太郎

臺南市 鹽水區 南港里 20100913 陳森山

臺南市 鹽水區 南港里 20100916 趙德風

臺南市 新營區 忠政里 20100914 黃衍智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新營區 民權里 20100916 沈俊銘

臺南市 新營區 民權里 20100917 顏政雄

臺南市 新營區 三仙里 20100913 黃正一

臺南市 新營區 三仙里 20100913 何國禎

臺南市 新營區 好平里 20100915 沈金文

臺南市 新營區 好平里 20100915 沈鈺麒

臺南市 新營區 延平里 20100915 蘇科全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新營區 延平里 20100915 李宗林

臺南市 新營區 永生里 20100915 陳國安

臺南市 新營區 大宏里 20100913 蔡崇名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新營區 王公里 20100913 蔡明勳

臺南市 新營區 王公里 20100915 王春生

臺南市 新營區 新東里 20100914 朱茂誠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新營區 新東里 20100915 盧素香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新營區 中營里 20100915 蔡福來

臺南市 新營區 中營里 20100916 蔡牧謙

臺南市 新營區 土庫里 20100913 林旭清

臺南市 新營區 土庫里 20100915 張添旺

臺南市 新營區 興安里 20100913 王道正

臺南市 新營區 興安里 20100916 沈盟卿

臺南市 新營區 南興里 20100915 林聰輝

臺南市 新營區 興業里 20100916 蔡利和

臺南市 新營區 民生里 20100915 張深慧

臺南市 新營區 民生里 20100916 蘇明占

臺南市 新營區 新北里 20100913 沈振南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新營區 新北里 20100913 陳登山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新營區 新北里 20100913 陳嘉寶

臺南市 新營區 新北里 20100915 沈家鳳

臺南市 新營區 新南里 20100916 沈崑寶

臺南市 新營區 民榮里 20100913 沈同雄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新營區 民榮里 20100915 賴明池

臺南市 新營區 埤寮里 20100913 劉陸泉

臺南市 新營區 埤寮里 20100915 林枝安

臺南市 新營區 埤寮里 20100916 陳啟昌

臺南市 新營區 埤寮里 20100917 沈献文

臺南市 新營區 護鎮里 20100915 陳添龍

臺南市 新營區 護鎮里 20100917 洪國保

臺南市 新營區 護鎮里 20100917 洪志昌

臺南市 新營區 太南里 20100915 余秋宗



臺南市 新營區 太南里 20100915 李裕銘

臺南市 新營區 太北里 20100916 王献彰

臺南市 新營區 南紙里 20100915 郭崑德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新營區 南紙里 20100915 王信雄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新營區 嘉芳里 20100915 陳慶章

臺南市 新營區 舊里 20100913 李覇王

臺南市 新營區 舊里 20100917 蔡芳南

臺南市 新營區 角帶里 20100916 邱文清

臺南市 新營區 鐵線里 20100915 趙元雄

臺南市 新營區 鐵線里 20100915 沈志宸

臺南市 新營區 五興里 20100916 郭茂松

臺南市 新營區 姑爺里 20100913 黃朝錶

臺南市 新營區 姑爺里 20100917 陳欣賞

臺南市 柳營區 士林里 20100913 吳添丁

臺南市 柳營區 士林里 20100913 蔡金生

臺南市 柳營區 光福里 20100916 蕭明利

臺南市 柳營區 光福里 20100916 黃啟峰

臺南市 柳營區 中埕里 20100913 王天河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柳營區 東昇里 20100916 歐宗和

臺南市 柳營區 東昇里 20100916 楊清風

臺南市 柳營區 八翁里 20100913 林靜芳

臺南市 柳營區 人和里 20100915 施明朝

臺南市 柳營區 太康里 20100915 王洪城

臺南市 柳營區 太康里 20100916 林國明

臺南市 柳營區 重溪里 20100915 蔡明宏

臺南市 柳營區 重溪里 20100916 林清田

臺南市 柳營區 重溪里 20100917 鄭徐美娥

臺南市 柳營區 篤農里 20100915 陳献堂

臺南市 柳營區 大農里 20100913 吳銀來

臺南市 柳營區 大農里 20100915 陳文雄

臺南市 柳營區 神農里 20100913 陳清林

臺南市 柳營區 神農里 20100915 張輝明

臺南市 柳營區 果毅里 20100916 劉登泉

臺南市 柳營區 果毅里 20100917 張順士

臺南市 柳營區 旭山里 20100916 黃竹亞

臺南市 北門區 北門里 20100913 洪光敏

臺南市 北門區 北門里 20100913 王旺

臺南市 北門區 北門里 20100916 凃天賜

臺南市 北門區 永隆里 20100915 潘江益

臺南市 北門區 永華里 20100913 王蔡滿

臺南市 北門區 玉港里 20100913 吳添丁

臺南市 北門區 玉港里 20100916 吳三連

臺南市 北門區 玉港里 20100917 王清榮

臺南市 北門區 保吉里 20100915 凃耀明



臺南市 北門區 保吉里 20100916 蘇偉凱

臺南市 北門區 東壁里 20100913 洪松茂

臺南市 北門區 鯤江里 20100915 林妙文

臺南市 北門區 鯤江里 20100916 王俊銘

臺南市 北門區 雙春里 20100913 李連興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北門區 錦湖里 20100913 郭添貴

臺南市 北門區 錦湖里 20100915 郭錦樹

臺南市 北門區 錦湖里 20100915 郭蓄

臺南市 北門區 慈安里 20100915 陳錦文

臺南市 北門區 慈安里 20100917 林雨欽

臺南市 北門區 三光里 20100913 曾宗泰

臺南市 北門區 三光里 20100916 曾進祥

臺南市 北門區 中樞里 20100913 陳厚任

臺南市 北門區 中樞里 20100916 吳清敏

臺南市 北門區 仁里里 20100915 侯淞山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北門區 仁里里 20100917 侯益正

臺南市 學甲區 秀昌里 20100915 謝金雀

臺南市 學甲區 明宜里 20100915 凃志宏

臺南市 學甲區 明宜里 20100916 謝樹人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學甲區 明宜里 20100916 陳三泰

臺南市 學甲區 慈福里 20100913 李財令

臺南市 學甲區 慈福里 20100913 李新進

臺南市 學甲區 慈福里 20100915 李榮華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學甲區 慈福里 20100915 李保

臺南市 學甲區 仁得里 20100915 謝明芍

臺南市 學甲區 仁得里 20100915 林明善

臺南市 學甲區 新達里 20100913 葉增成

臺南市 學甲區 新達里 20100915 陳敏男

臺南市 學甲區 新達里 20100915 鄭美金

臺南市 學甲區 新榮里 20100915 張明德

臺南市 學甲區 新榮里 20100917 王東盛

臺南市 學甲區 大灣里 20100913 王三紘

臺南市 學甲區 大灣里 20100916 王有文

臺南市 學甲區 豐和里 20100913 賴清田

臺南市 學甲區 中洲里 20100913 謝同林

臺南市 學甲區 中洲里 20100915 陳榮文

臺南市 學甲區 中洲里 20100917 林清發

臺南市 學甲區 光華里 20100916 邱益在

臺南市 學甲區 宅港里 20100914 李怡叡

臺南市 學甲區 宅港里 20100916 洪健三

臺南市 學甲區 宅港里 20100916 李建彰

臺南市 學甲區 平和里 20100913 陳學先

臺南市 學甲區 平和里 20100913 周其南

臺南市 學甲區 三慶里 20100914 李坤明



臺南市 學甲區 三慶里 20100915 郭永程

臺南市 將軍區 長榮里 20100915 謝杉

臺南市 將軍區 長榮里 20100917 林松茂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將軍區 西華里 20100915 林斐文

臺南市 將軍區 西和里 20100915 戴林春菊

臺南市 將軍區 西和里 20100916 戴榮恭

臺南市 將軍區 忠興里 20100913 黃隆盛

臺南市 將軍區 忠興里 20100917 黃聰惠

臺南市 將軍區 嘉昌里 20100913 何火生 臺南市將軍區嘉昌里

臺南市 將軍區 嘉昌里 20100915 李田量 99.10.14發布停止選舉公告

臺南市 將軍區 保源里 20100913 黃文旦

臺南市 將軍區 苓和里 20100915 黃銀澤

臺南市 將軍區 仁和里 20100913 李敏惠

臺南市 將軍區 仁和里 20100917 蔡秀珠

臺南市 將軍區 仁和里 20100917 洪金鳳

臺南市 將軍區 北埔里 20100915 吳秋源

臺南市 將軍區 北埔里 20100916 吳武宗

臺南市 將軍區 將富里 20100913 陳清榮

臺南市 將軍區 將富里 20100915 吳龍珠

臺南市 將軍區 將貴里 20100915 吳儒益

臺南市 將軍區 三吉里 20100914 許明輝

臺南市 將軍區 玉山里 20100915 陳富全

臺南市 將軍區 廣山里 20100915 吳泰源

臺南市 將軍區 廣山里 20100915 翁瑞

臺南市 將軍區 長沙里 20100915 陳明泰

臺南市 將軍區 平沙里 20100915 吳國樑

臺南市 將軍區 鯤鯓里 20100913 周益東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將軍區 鯤鯓里 20100915 王燕宗

臺南市 將軍區 鯤溟里 20100915 王素娥

臺南市 下營區 下營里 20100915 姜協成

臺南市 下營區 仁里里 20100915 楊銀發

臺南市 下營區 仁里里 20100916 楊坤楠

臺南市 下營區 宅內里 20100913 曾進發

臺南市 下營區 後街里 20100916 沈龍

臺南市 下營區 後街里 20100916 沈丁財

臺南市 下營區 後街里 20100917 洪榮隆

臺南市 下營區 新興里 20100916 陳榮鴻

臺南市 下營區 營前里 20100913 姜德楠

臺南市 下營區 大屯里 20100913 沈金獅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下營區 大屯里 20100916 洪清吉

臺南市 下營區 大埤里 20100916 陳欲南

臺南市 下營區 茅港里 20100913 馮俊德

臺南市 下營區 茅港里 20100915 馮朝義

臺南市 下營區 中營里 20100913 郭鍾樞



臺南市 下營區 開化里 20100915 楊進忠

臺南市 下營區 開化里 20100915 王清得

臺南市 下營區 開化里 20100915 馮文平

臺南市 下營區 西連里 20100915 林文祥

臺南市 下營區 西連里 20100915 王明山

臺南市 下營區 賀建里 20100915 柯玉堂

臺南市 下營區 賀建里 20100916 顏榮茂

臺南市 下營區 甲中里 20100915 顏壽晋

臺南市 下營區 甲中里 20100915 顏財福

臺南市 下營區 紅厝里 20100915 顏榮泰

臺南市 六甲區 六甲里 20100913 楊獻龍

臺南市 六甲區 甲東里 20100916 顏党春

臺南市 六甲區 甲南里 20100916 劉國賢

臺南市 六甲區 龍湖里 20100915 黃進丁

臺南市 六甲區 七甲里 20100915 陳哲雄

臺南市 六甲區 七甲里 20100916 蔡淵湶

臺南市 六甲區 二甲里 20100913 林英慧

臺南市 六甲區 水林里 20100916 王南

臺南市 六甲區 水林里 20100916 陳富榕

臺南市 六甲區 中社里 20100916 李黃阿鳳

臺南市 六甲區 中社里 20100916 陳林金

臺南市 六甲區 龜港里 20100913 許蘇美華

臺南市 六甲區 龜港里 20100916 劉家明

臺南市 六甲區 龜港里 20100916 許拯慶

臺南市 六甲區 菁埔里 20100915 姜林振德

臺南市 六甲區 菁埔里 20100915 蔡清吉

臺南市 六甲區 王爺里 20100915 湯清泉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六甲區 王爺里 20100915 許峯榮

臺南市 六甲區 大丘里 20100913 李金村

臺南市 麻豆區 穀興里 20100915 楊鴻鳴

臺南市 麻豆區 保安里 20100913 郭丙火

臺南市 麻豆區 東角里 20100913 林釗洧

臺南市 麻豆區 東角里 20100916 吳秀娥

臺南市 麻豆區 晉江里 20100916 榮志強

臺南市 麻豆區 巷口里 20100915 林丙樹

臺南市 麻豆區 巷口里 20100916 莊信哲

臺南市 麻豆區 中興里 20100915 駱和子

臺南市 麻豆區 中興里 20100915 周金堂

臺南市 麻豆區 興農里 20100915 吳木央

臺南市 麻豆區 興農里 20100916 施千斤

臺南市 麻豆區 新建里 20100916 王新添

臺南市 麻豆區 油車里 20100913 施福春

臺南市 麻豆區 北勢里 20100916 陳朝枝

臺南市 麻豆區 大埕里 20100913 陳金旺



臺南市 麻豆區 大埕里 20100915 陳秋雲

臺南市 麻豆區 總榮里 20100916 黃美珠

臺南市 麻豆區 總榮里 20100917 李良寶

臺南市 麻豆區 龍泉里 20100915 王乙組

臺南市 麻豆區 南勢里 20100913 沈國發

臺南市 麻豆區 寮里 20100915 澎忠川

臺南市 麻豆區 寮里 20100915 陳發強

臺南市 麻豆區 小埤里 20100913 徐聖賢

臺南市 麻豆區 小埤里 20100917 劉信成

臺南市 麻豆區 埤頭里 20100915 陳秋勳

臺南市 麻豆區 埤頭里 20100916 李總明

臺南市 麻豆區 大山里 20100913 張錦煌

臺南市 麻豆區 海埔里 20100915 孫連添

臺南市 麻豆區 海埔里 20100916 張瑞蓮

臺南市 麻豆區 海埔里 20100916 盧榮海

臺南市 麻豆區 海埔里 20100917 盧文波

臺南市 麻豆區 莊禮里 20100913 莊其益

臺南市 麻豆區 莊禮里 20100916 陳王華

臺南市 麻豆區 港尾里 20100915 莊書禮

臺南市 麻豆區 港尾里 20100915 蔡淑綢

臺南市 麻豆區 麻口里 20100915 陳明燦

臺南市 麻豆區 麻口里 20100916 許瑞發

臺南市 麻豆區 安東里 20100913 吳建霖

臺南市 麻豆區 安東里 20100917 李進發

臺南市 麻豆區 安業里 20100913 李永達

臺南市 麻豆區 安業里 20100916 李光雄

臺南市 麻豆區 安西里 20100915 李士博

臺南市 麻豆區 謝安里 20100913 謝明君

臺南市 麻豆區 謝安里 20100915 謝德道

臺南市 麻豆區 謝安里 20100916 章麗美

臺南市 麻豆區 謝安里 20100917 陳宣允

臺南市 麻豆區 中民里 20100915 江茂晟

臺南市 麻豆區 中民里 20100915 謝武政

臺南市 麻豆區 安正里 20100913 黃章

臺南市 麻豆區 磚井里 20100915 陳育輝

臺南市 官田區 官田里 20100915 黃進添

臺南市 官田區 官田里 20100915 林茂春

臺南市 官田區 官田里 20100916 陳明煌

臺南市 官田區 二鎮里 20100916 陳清榮

臺南市 官田區 湖山里 20100913 黃良南

臺南市 官田區 湖山里 20100915 胡宏孟

臺南市 官田區 嘉南里 20100913 黃進枝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官田區 大崎里 20100915 陳延海

臺南市 官田區 大崎里 20100916 陳丁田



臺南市 官田區 隆田里 20100915 王同寶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官田區 隆本里 20100916 葉燈燦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官田區 隆本里 20100917 陳郁夫

臺南市 官田區 南里 20100917 林登源

臺南市 官田區 南里 20100917 廖政興

臺南市 官田區 東庄里 20100913 胡漢榮

臺南市 官田區 東庄里 20100915 余東波

臺南市 官田區 西庄里 20100913 王德聰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官田區 西庄里 20100917 陳水榮

臺南市 官田區 拔林里 20100915 謝金章

臺南市 官田區 拔林里 20100915 林金和

臺南市 官田區 渡頭里 20100915 胡義全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官田區 渡頭里 20100916 賴永財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官田區 社子里 20100916 湯全璧

臺南市 官田區 社子里 20100917 陳福來

臺南市 七股區 後港里 20100916 黃福得

臺南市 七股區 後港里 20100917 林榮裕

臺南市 七股區 大潭里 20100913 許謝素琴

臺南市 七股區 大潭里 20100916 許清輝

臺南市 七股區 城內里 20100913 蘇龍標

臺南市 七股區 篤加里 20100915 邱明佐

臺南市 七股區 篤加里 20100917 邱秩明

臺南市 七股區 頂山里 20100913 鐘風騰

臺南市 七股區 頂山里 20100914 陳俊德

臺南市 七股區 頂山里 20100915 陳正慧

臺南市 七股區 西寮里 20100913 陳銀謀

臺南市 七股區 埕里 20100913 李財教

臺南市 七股區 埕里 20100915 洪嘉模

臺南市 七股區 埕里 20100915 陳連條

臺南市 七股區 中寮里 20100915 許全田

臺南市 七股區 中寮里 20100917 陳全生

臺南市 七股區 龍山里 20100913 王文財

臺南市 七股區 龍山里 20100916 許明男

臺南市 七股區 溪南里 20100916 黃榮輝

臺南市 七股區 七股里 20100916 黃旗明

臺南市 七股區 七股里 20100917 黃進士

臺南市 七股區 玉成里 20100917 陳國慶

臺南市 七股區 大埕里 20100915 吳榮華

臺南市 七股區 大寮里 20100913 汪慧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七股區 看坪里 20100915 張智祥

臺南市 七股區 樹林里 20100915 黃寶田

臺南市 七股區 樹林里 20100915 黃福嬌

臺南市 七股區 竹港里 20100913 郭仲義

臺南市 七股區 竹橋里 20100915 張靜堯



臺南市 七股區 義合里 20100913 黃文乾

臺南市 七股區 榔里 20100914 陳滿榮

臺南市 七股區 榔里 20100916 楊松原

臺南市 七股區 永吉里 20100915 莊廣田

臺南市 七股區 永吉里 20100916 莊弘松

臺南市 七股區 三股里 20100915 黃仙立

臺南市 七股區 三股里 20100915 黃進學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七股區 十份里 20100915 黃嘉豊

臺南市 七股區 十份里 20100915 陳加和

臺南市 七股區 十份里 20100917 張水金

臺南市 佳里區 東寧里 20100913 陳福全

臺南市 佳里區 東寧里 20100915 林育如

臺南市 佳里區 忠仁里 20100915 楊林錦鴦

臺南市 佳里區 忠仁里 20100916 蘇緯俊

臺南市 佳里區 鎮山里 20100913 林振鈷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佳里區 建南里 20100915 吳榮山

臺南市 佳里區 建南里 20100917 陳芳庭

臺南市 佳里區 安西里 20100915 林國賓

臺南市 佳里區 安西里 20100915 陳雅慧

臺南市 佳里區 六安里 20100915 陳忠政

臺南市 佳里區 六安里 20100915 林佩玲

臺南市 佳里區 佳化里 20100913 許榮二

臺南市 佳里區 佳化里 20100915 許永順

臺南市 佳里區 禮化里 20100913 陳清興

臺南市 佳里區 禮化里 20100913 曾健助

臺南市 佳里區 興化里 20100913 黃施玉蘭

臺南市 佳里區 興化里 20100915 林黃秋香

臺南市 佳里區 營頂里 20100916 莊仁生

臺南市 佳里區 營頂里 20100916 莊順治

臺南市 佳里區 溪州里 20100915 陳進源

臺南市 佳里區 溪州里 20100915 陳財富

臺南市 佳里區 海澄里 20100913 楊瑞義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佳里區 海澄里 20100913 謝文賓

臺南市 佳里區 海澄里 20100915 楊定昌

臺南市 佳里區 漳洲里 20100913 楊舜宗

臺南市 佳里區 漳洲里 20100915 楊旺朝

臺南市 佳里區 漳洲里 20100917 蘇順政

臺南市 佳里區 頂里 20100915 柳明宏

臺南市 佳里區 嘉福里 20100915 林秉達

臺南市 佳里區 嘉福里 20100917 吳崑龍

臺南市 佳里區 通興里 20100913 葉阿林

臺南市 佳里區 通興里 20100915 葉鴻彬

臺南市 佳里區 蚶寮里 20100913 林子昆

臺南市 佳里區 龍安里 20100913 黃南進



臺南市 佳里區 龍安里 20100914 黃榮燦

臺南市 佳里區 龍安里 20100915 黃盈豪

臺南市 佳里區 民安里 20100913 鄭廣男

臺南市 佳里區 民安里 20100916 周天財

臺南市 佳里區 子龍里 20100916 謝清安

臺南市 佳里區 子龍里 20100916 陳煥明

臺南市 佳里區 三協里 20100913 黃水川

臺南市 西港區 西港里 20100913 吳景盛

臺南市 西港區 西港里 20100917 徐宏奇

臺南市 西港區 慶安里 20100913 吳明欽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西港區 南海里 20100913 黃光暉

臺南市 西港區 港東里 20100913 方郭秀雲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西港區 檨林里 20100913 謝文賢

臺南市 西港區 後營里 20100913 方隆民

臺南市 西港區 後營里 20100917 蔡敏雄

臺南市 西港區 營西里 20100913 方世雄

臺南市 西港區 金砂里 20100913 康崇仁

臺南市 西港區 劉厝里 20100913 劉盈洲

臺南市 西港區 劉厝里 20100915 劉榮宗

臺南市 西港區 竹林里 20100913 郭慶郎

臺南市 西港區 竹林里 20100913 郭高興

臺南市 西港區 永樂里 20100913 郭宏魁

臺南市 西港區 永樂里 20100915 郭金和

臺南市 西港區 新復里 20100915 黃國文

臺南市 西港區 新復里 20100915 劉盈良

臺南市 善化區 東關里 20100915 張芳瑞

臺南市 善化區 坐駕里 20100916 林怡珊

臺南市 善化區 光文里 20100915 蔡振德

臺南市 善化區 光文里 20100915 黃順成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善化區 光文里 20100916 王羅粉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善化區 光文里 20100916 楊國龍

臺南市 善化區 文昌里 20100913 李立先

臺南市 善化區 南關里 20100916 許義方

臺南市 善化區 南關里 20100916 陳俊廷

臺南市 善化區 西關里 20100913 蘇坤欣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善化區 西關里 20100913 周竹根

臺南市 善化區 北關里 20100916 洪秉鴻

臺南市 善化區 文正里 20100914 胡志賢

臺南市 善化區 胡家里 20100915 丁水明

臺南市 善化區 胡厝里 20100916 陳順隆

臺南市 善化區 胡厝里 20100917 胡志宗

臺南市 善化區 什乃里 20100913 李武村

臺南市 善化區 什乃里 20100914 廖慶章

臺南市 善化區 溪美里 20100916 王勝躍



臺南市 善化區 溪美里 20100917 李逸雄

臺南市 善化區 六分里 20100913 尤政雄

臺南市 善化區 六分里 20100916 楊竹林

臺南市 善化區 六德里 20100916 鄭宗枝

臺南市 善化區 田寮里 20100913 林天數

臺南市 善化區 田寮里 20100916 楊柳塘

臺南市 善化區 田寮里 20100916 胡瑤琦

臺南市 善化區 東隆里 20100913 蘇朝來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善化區 東隆里 20100915 蘇陳秀琴

臺南市 善化區 東昌里 20100913 蘇火全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善化區 東昌里 20100915 蘇俊榮

臺南市 善化區 東昌里 20100917 楊金燕

臺南市 善化區 牛庄里 20100915 蘇榮昌

臺南市 善化區 牛庄里 20100916 蘇坤修

臺南市 善化區 嘉北里 20100913 胡茂元

臺南市 善化區 嘉北里 20100917 關世真

臺南市 善化區 嘉南里 20100915 林李秋桂

臺南市 善化區 嘉南里 20100916 林文晴

臺南市 善化區 嘉南里 20100917 陳昭盈

臺南市 善化區 小新里 20100916 李榮周

臺南市 善化區 小新里 20100916 黃瑞芳

臺南市 安定區 蘇林里 20100913 王同域

臺南市 安定區 蘇林里 20100913 謝福水

臺南市 安定區 蘇厝里 20100913 王增嚞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安定區 安定里 20100913 王清齊

臺南市 安定區 安定里 20100915 王朝旺

臺南市 安定區 安定里 20100917 詹明容

臺南市 安定區 安加里 20100915 王邱春梅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安定區 保西里 20100915 丁主亮

臺南市 安定區 保西里 20100917 陳振祥

臺南市 安定區 港尾里 20100913 石明宏

臺南市 安定區 港尾里 20100916 陳欽次

臺南市 安定區 港尾里 20100917 鄭道隆

臺南市 安定區 中榮里 20100913 翁添壽

臺南市 安定區 港口里 20100915 林進興

臺南市 安定區 港口里 20100915 王國春

臺南市 安定區 港南里 20100915 王成章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安定區 大同里 20100916 葉進丁

臺南市 安定區 大同里 20100916 吳朝水

臺南市 安定區 六嘉里 20100915 王文章

臺南市 安定區 六嘉里 20100915 徐炎山

臺南市 安定區 中沙里 20100913 王猷欽

臺南市 安定區 新吉里 20100913 陳保后

臺南市 安定區 新吉里 20100913 戴正芳



臺南市 安定區 海寮里 20100913 方明鶴

臺南市 安定區 海寮里 20100913 王昭彬

臺南市 安定區 海寮里 20100915 方清福

臺南市 安定區 管寮里 20100913 吳南憲

臺南市 安定區 管寮里 20100915 吳瑞鴻

臺南市 安定區 管寮里 20100917 郭清江

臺南市 安定區 南安里 20100913 王國如

臺南市 大內區 石湖里 20100913 楊榮樛

臺南市 大內區 石湖里 20100917 陳燕姿

臺南市 大內區 石林里 20100913 楊享壽

臺南市 大內區 石林里 20100913 楊文章

臺南市 大內區 石城里 20100916 楊聰進

臺南市 大內區 內江里 20100913 江文得

臺南市 大內區 內江里 20100916 林水山

臺南市 大內區 內江里 20100916 田振坤

臺南市 大內區 大內里 20100913 沈毓萃

臺南市 大內區 大內里 20100915 楊憲宗

臺南市 大內區 大內里 20100916 王蜜

臺南市 大內區 內郭里 20100913 蘇淑華

臺南市 大內區 內郭里 20100913 楊筱琪

臺南市 大內區 頭社里 20100916 羅文宗

臺南市 大內區 頭社里 20100917 邱清

臺南市 大內區 環湖里 20100915 王財興

臺南市 大內區 環湖里 20100916 李承中

臺南市 大內區 二溪里 20100913 謝清賢

臺南市 大內區 二溪里 20100916 葉榮州

臺南市 大內區 曲溪里 20100913 楊春寶

臺南市 大內區 曲溪里 20100916 葉春福

臺南市 山上區 明和里 20100915 田財益

臺南市 山上區 南洲里 20100915 李振家

臺南市 山上區 山上里 20100913 郭文仁

臺南市 山上區 山上里 20100915 余文豐

臺南市 山上區 新莊里 20100913 鄭明賢

臺南市 山上區 新莊里 20100913 陳朝家

臺南市 山上區 玉里 20100913 陳啟瑞

臺南市 山上區 玉里 20100916 張德厚

臺南市 山上區 平陽里 20100913 董振錫

臺南市 山上區 平陽里 20100917 曾春發

臺南市 山上區 豐德里 20100913 郭青峯

臺南市 山上區 豐德里 20100917 李明良

臺南市 新化區 武安里 20100915 鄭維超

臺南市 新化區 武安里 20100916 林保全

臺南市 新化區 東榮里 20100913 蔡榮太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新化區 東榮里 20100917 林進福



臺南市 新化區 護國里 20100915 許傳茂

臺南市 新化區 太平里 20100913 李朝勝

臺南市 新化區 太平里 20100915 楊世名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新化區 中央里 20100913 姚振源

臺南市 新化區 觀音里 20100915 陳榮銘

臺南市 新化區 觀音里 20100916 王麗芬

臺南市 新化區 觀音里 20100917 許滄淵

臺南市 新化區 竹林里 20100913 李振義

臺南市 新化區 清水里 20100913 王其中

臺南市 新化區 清水里 20100915 徐明和

臺南市 新化區 清水里 20100916 姚順良

臺南市 新化區 協興里 20100913 李國泰

臺南市 新化區 協興里 20100915 李明郎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新化區 唪口里 20100914 林再春

臺南市 新化區 唪口里 20100915 蔡金益

臺南市 新化區 北勢里 20100915 鄭國正

臺南市 新化區 北勢里 20100916 謝福連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新化區 豐榮里 20100915 楊水泉

臺南市 新化區 全興里 20100915 黃彥璋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新化區 崙頂里 20100913 林水鮫

臺南市 新化區 知義里 20100915 吳武德

臺南市 新化區 山里 20100913 林和村

臺南市 新化區 山里 20100915 林丁癸

臺南市 新化區 大坑里 20100913 何明珠

臺南市 新化區 大坑里 20100916 王錦泰

臺南市 新化區 拔里 20100913 李瑞雄

臺南市 新化區 羊林里 20100915 蔡永松

臺南市 新化區 羊林里 20100916 呂福盈

臺南市 新化區 礁坑里 20100913 鄭榮欽

臺南市 楠西區 楠西里 20100916 陳江仙珠

臺南市 楠西區 楠西里 20100917 劉富誠

臺南市 楠西區 灣丘里 20100915 蘇木傳

臺南市 楠西區 灣丘里 20100915 王輝林

臺南市 楠西區 密枝里 20100913 黃忠鑫

臺南市 楠西區 密枝里 20100917 江文從

臺南市 楠西區 照興里 20100916 施燕珠

臺南市 楠西區 鹿田里 20100913 江戊寅

臺南市 楠西區 鹿田里 20100915 胡文杰

臺南市 楠西區 龜丹里 20100914 林茂松

臺南市 楠西區 東勢里 20100913 李忠壽

臺南市 楠西區 東勢里 20100916 張事民

臺南市 楠西區 東勢里 20100917 張勝榮

臺南市 南化區 南化里 20100913 余俊輝

臺南市 南化區 南化里 20100915 洪春梅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南化區 小崙里 20100913 王泰山

臺南市 南化區 小崙里 20100915 王金塗

臺南市 南化區 東和里 20100915 林志明

臺南市 南化區 東和里 20100915 卓士將

臺南市 南化區 中坑里 20100916 葉仁長

臺南市 南化區 中坑里 20100916 余玉糸

臺南市 南化區 北平里 20100913 呂合良

臺南市 南化區 西埔里 20100913 余國禎

臺南市 南化區 西埔里 20100916 廖大宇

臺南市 南化區 北寮里 20100915 林金蒼

臺南市 南化區 北寮里 20100916 林銀樹

臺南市 南化區 玉山里 20100915 張水旺

臺南市 南化區 玉山里 20100915 吳新

臺南市 南化區 玉山里 20100916 邱永霖

臺南市 南化區 關山里 20100915 謝國男

臺南市 南化區 關山里 20100915 張輝振

臺南市 南化區 關山里 20100916 張有議

臺南市 玉井區 玉井里 20100913 張耀清

臺南市 玉井區 玉井里 20100915 楊嘉男

臺南市 玉井區 玉井里 20100915 江德淞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玉井區 玉田里 20100914 郭茂林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玉井區 玉田里 20100915 王清政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玉井區 玉田里 20100915 陳國忠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玉井區 中正里 20100915 王秀渙

臺南市 玉井區 中正里 20100915 鄭錦堂

臺南市 玉井區 竹圍里 20100915 劉木圍

臺南市 玉井區 竹圍里 20100916 陳盈儒

臺南市 玉井區 沙田里 20100916 邱文化

臺南市 玉井區 三埔里 20100915 王清源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玉井區 三和里 20100915 劉土龍

臺南市 玉井區 三和里 20100917 賴文賓

臺南市 玉井區 望明里 20100915 楊來福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玉井區 望明里 20100915 温金城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玉井區 望明里 20100916 林進能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玉井區 層林里 20100915 嚴福春

臺南市 玉井區 豐里里 20100914 賴吉榮

臺南市 玉井區 豐里里 20100914 陳耀哲

臺南市 玉井區 豐里里 20100915 林振和

臺南市 左鎮區 光和里 20100913 余慶源

臺南市 左鎮區 光和里 20100915 余國良

臺南市 左鎮區 光和里 20100917 張國和

臺南市 左鎮區 榮和里 20100913 邱國輝

臺南市 左鎮區 榮和里 20100913 王金義

臺南市 左鎮區 左鎮里 20100913 林谷芳



臺南市 左鎮區 左鎮里 20100917 簡飛虎

臺南市 左鎮區 中正里 20100913 簡炳煌

臺南市 左鎮區 中正里 20100916 王福三

臺南市 左鎮區 睦光里 20100915 郭進德

臺南市 左鎮區 內庄里 20100913 謝龍泉

臺南市 左鎮區 內庄里 20100915 謝火容

臺南市 左鎮區 岡林里 20100913 李伯仁

臺南市 左鎮區 岡林里 20100917 黃百祿

臺南市 左鎮區 草山里 20100915 車世傳

臺南市 左鎮區 草山里 20100916 車福耀

臺南市 左鎮區 草山里 20100917 林昇東

臺南市 左鎮區 二寮里 20100915 楊來枝

臺南市 左鎮區 澄山里 20100915 穆宏男

臺南市 新市區 新市里 20100913 王國平

臺南市 新市區 新和里 20100914 盧榮貴

臺南市 新市區 新和里 20100916 朱進國

臺南市 新市區 新和里 20100916 李富文

臺南市 新市區 社內里 20100916 鄭鳴宗

臺南市 新市區 大洲里 20100913 許明裕

臺南市 新市區 大洲里 20100913 陳實吉

臺南市 新市區 大洲里 20100914 郭清森

臺南市 新市區 豐華里 20100913 黃俊榮

臺南市 新市區 豐華里 20100917 陳樹傳

臺南市 新市區 三舍里 20100916 林華郎

臺南市 新市區 大營里 20100913 邱石福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新市區 大營里 20100916 朱宗奮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新市區 大社里 20100913 李清發

臺南市 新市區 大社里 20100916 陳忠庸

臺南市 新市區 潭頂里 20100914 董育堂

臺南市 新市區 潭頂里 20100916 周賜耀

臺南市 新市區 港墘里 20100916 周春林

臺南市 新市區 永就里 20100913 曾水生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新市區 永就里 20100917 蔡聰連

臺南市 永康區 五王里 20100913 蔡仁坑

臺南市 永康區 五王里 20100913 李福祥

臺南市 永康區 五王里 20100915 吳燕霖

臺南市 永康區 三合里 20100916 朱水發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永康區 三合里 20100917 王燕定

臺南市 永康區 六合里 20100915 鄭勝安

臺南市 永康區 六合里 20100916 廖瑞卿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永康區 網寮里 20100913 張道雄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永康區 二王里 20100916 謝文奇

臺南市 永康區 二王里 20100917 陳正德

臺南市 永康區 二王里 20100917 嚴建川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永康區 二王里 20100917 李榮欽

臺南市 永康區 永康里 20100914 林信全

臺南市 永康區 永康里 20100915 程俊哲

臺南市 永康區 永康里 20100915 陳瑞祥

臺南市 永康區 永康里 20100916 張明傑

臺南市 永康區 埔園里 20100915 王宗敏

臺南市 永康區 埔園里 20100915 鍾日勇

臺南市 永康區 埔園里 20100917 呂忠信

臺南市 永康區 正強里 20100915 吳燕義

臺南市 永康區 大橋里 20100916 梁峯楠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永康區 大橋里 20100917 李建志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永康區 東橋里 20100916 陳振安

臺南市 永康區 東橋里 20100917 徐德曜

臺南市 永康區 西橋里 20100914 黃明同

臺南市 永康區 西橋里 20100915 方克強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永康區 安康里 20100913 王君哲

臺南市 永康區 安康里 20100916 鄭順鴻

臺南市 永康區 安康里 20100917 李趙美月

臺南市 永康區 蔦松里 20100916 鄭安全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永康區 三民里 20100915 陳河得

臺南市 永康區 三民里 20100917 曾齊家

臺南市 永康區 鹽行里 20100913 盧文良

臺南市 永康區 鹽洲里 20100913 毛三宝

臺南市 永康區 甲頂里 20100915 李明勝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永康區 尚頂里 20100916 吳和祥

臺南市 永康區 尚頂里 20100917 周三貴

臺南市 永康區 龍潭里 20100915 陳舒奕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永康區 龍潭里 20100915 陳丁發

臺南市 永康區 龍潭里 20100916 李益合

臺南市 永康區 王行里 20100915 楊鏡澄

臺南市 永康區 王行里 20100916 陳水川

臺南市 永康區 烏竹里 20100913 陳壬子

臺南市 永康區 烏竹里 20100915 沈育濃

臺南市 永康區 西勢里 20100913 陳素珍

臺南市 永康區 西勢里 20100917 陳進益

臺南市 永康區 新樹里 20100913 黃明來

臺南市 永康區 新樹里 20100913 陳日祥

臺南市 永康區 大灣里 20100915 鄭文義

臺南市 永康區 大灣里 20100916 汪榮二

臺南市 永康區 大灣里 20100916 李承龍

臺南市 永康區 大灣里 20100916 謝錫旻

臺南市 永康區 東灣里 20100915 李明權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永康區 東灣里 20100916 李福吉

臺南市 永康區 西灣里 20100913 李忠信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永康區 西灣里 20100913 李元慶

臺南市 永康區 南灣里 20100913 李山田

臺南市 永康區 南灣里 20100915 詹瑞美

臺南市 永康區 崑山里 20100915 李忠信

臺南市 永康區 崑山里 20100915 陳富厚

臺南市 永康區 北灣里 20100916 鄭瑞益

臺南市 永康區 北灣里 20100917 黃木枝

臺南市 永康區 北灣里 20100917 王李善

臺南市 永康區 復興里 20100916 李鎮國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永康區 光復里 20100915 左文屏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永康區 建國里 20100913 鍾國寶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永康區 建國里 20100915 周明健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永康區 建國里 20100916 潘台建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永康區 建國里 20100916 周一梅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永康區 建國里 20100916 陳國華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永康區 復國里 20100915 許建國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永康區 復國里 20100916 劉海樹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永康區 復國里 20100916 林水池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永康區 復華里 20100913 陳麗娟

臺南市 永康區 復華里 20100915 王燦林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永康區 神洲里 20100915 歐煌崇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永康區 神洲里 20100916 董靜祺

臺南市 永康區 成功里 20100913 呂東興

臺南市 永康區 成功里 20100915 金冠宏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永康區 成功里 20100917 翟榮彥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永康區 中華里 20100916 林義泰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永康區 中華里 20100917 江文雄

臺南市 永康區 中興里 20100916 楊森斌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永康區 勝利里 20100915 卓進鏞

臺南市 永康區 勝利里 20100916 黃省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仁德區 太子里 20100913 徐徽梁

臺南市 仁德區 土庫里 20100913 黃富建

臺南市 仁德區 一甲里 20100913 蔡正德

臺南市 仁德區 仁德里 20100913 王文道

臺南市 仁德區 仁德里 20100917 吳中清

臺南市 仁德區 仁義里 20100913 蔡榮安

臺南市 仁德區 新田里 20100913 邱掬

臺南市 仁德區 新田里 20100913 童義全

臺南市 仁德區 新田里 20100916 王姝慧

臺南市 仁德區 後壁里 20100913 許連發

臺南市 仁德區 後壁里 20100917 劉結慶

臺南市 仁德區 上崙里 20100913 劉太源

臺南市 仁德區 上崙里 20100915 李月眞

臺南市 仁德區 田厝里 20100913 林江溪



臺南市 仁德區 三甲里 20100913 陳金水

臺南市 仁德區 保安里 20100913 顏榮城

臺南市 仁德區 成功里 20100915 鄭晴而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仁德區 成功里 20100915 吳薛秀鳳

臺南市 仁德區 成功里 20100915 顏石城

臺南市 仁德區 成功里 20100916 楊雅婷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仁德區 成功里 20100916 楊勝發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仁德區 成功里 20100917 黃朝俊

臺南市 仁德區 成功里 20100917 方富正

臺南市 仁德區 仁和里 20100916 張長壽

臺南市 仁德區 仁愛里 20100913 盧玉廣

臺南市 仁德區 仁愛里 20100913 張台昇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仁德區 仁愛里 20100916 張育嘉

臺南市 仁德區 仁愛里 20100917 賈景華

臺南市 仁德區 二行里 20100913 宋金樹

臺南市 仁德區 二行里 20100915 吳忠慶

臺南市 仁德區 大甲里 20100913 王陳阿珠

臺南市 仁德區 大甲里 20100917 吳金寶

臺南市 仁德區 中洲里 20100913 張文育

臺南市 仁德區 中洲里 20100917 張榮文

臺南市 仁德區 中生里 20100913 黃

臺南市 仁德區 中生里 20100916 蕭志誠

臺南市 仁德區 中生里 20100917 黃源明

臺南市 歸仁區 南保里 20100913 陳土生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歸仁區 南保里 20100913 劉源祥

臺南市 歸仁區 南保里 20100915 黃良生

臺南市 歸仁區 南興里 20100914 黃耀盛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歸仁區 南興里 20100915 朱璟漢

臺南市 歸仁區 六甲里 20100913 林石象

臺南市 歸仁區 歸南里 20100916 吳忠霖

臺南市 歸仁區 後市里 20100916 張文義

臺南市 歸仁區 文化里 20100913 張太平

臺南市 歸仁區 文化里 20100915 劉三吉

臺南市 歸仁區 辜厝里 20100915 陳朝騫

臺南市 歸仁區 辜厝里 20100916 許寶桂

臺南市 歸仁區 新厝里 20100913 林文斌

臺南市 歸仁區 新厝里 20100917 徐金川

臺南市 歸仁區 許厝里 20100913 陳素鸞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歸仁區 許厝里 20100913 王明德

臺南市 歸仁區 看西里 20100915 林進平

臺南市 歸仁區 看西里 20100915 楊專成

臺南市 歸仁區 看東里 20100916 楊億樂

臺南市 歸仁區 崙頂里 20100915 楊宗禮

臺南市 歸仁區 崙頂里 20100915 徐進德



臺南市 歸仁區 沙崙里 20100915 吳進松

臺南市 歸仁區 沙崙里 20100916 林月嬌

臺南市 歸仁區 大潭里 20100915 林文鍠

臺南市 歸仁區 大潭里 20100915 黃振祥

臺南市 歸仁區 武東里 20100913 鄭炳耀

臺南市 歸仁區 武東里 20100916 葉平賢

臺南市 歸仁區 歸仁里 20100913 張楊文淑

臺南市 歸仁區 歸仁里 20100915 劉允堯

臺南市 歸仁區 八甲里 20100913 楊進聰

臺南市 歸仁區 七甲里 20100915 郭振豐

臺南市 歸仁區 七甲里 20100917 郭克忠

臺南市 歸仁區 媽廟里 20100916 林李幸

臺南市 歸仁區 媽廟里 20100916 張宏志

臺南市 歸仁區 西埔里 20100913 施孟宗

臺南市 歸仁區 西埔里 20100915 簡美珍

臺南市 歸仁區 大廟里 20100913 陳黃素卿

臺南市 關廟區 關廟里 20100915 戴德和

臺南市 關廟區 關廟里 20100915 汪忠政

臺南市 關廟區 山西里 20100915 楊啟賢

臺南市 關廟區 山西里 20100916 葉清耀

臺南市 關廟區 山西里 20100916 蔡錦通

臺南市 關廟區 香洋里 20100913 盧添登

臺南市 關廟區 香洋里 20100915 張順發

臺南市 關廟區 北勢里 20100913 李朝義

臺南市 關廟區 新埔里 20100913 張敬仁

臺南市 關廟區 新埔里 20100916 張久義

臺南市 關廟區 新光里 20100915 黃瑞池

臺南市 關廟區 新光里 20100916 林慶祥

臺南市 關廟區 五甲里 20100913 蔡明松

臺南市 關廟區 五甲里 20100915 盧振良

臺南市 關廟區 東勢里 20100913 蔡清河

臺南市 關廟區 東勢里 20100915 楊文瑞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關廟區 東勢里 20100915 郭忠信

臺南市 關廟區 松腳里 20100913 楊進春

臺南市 關廟區 松腳里 20100915 李文良

臺南市 關廟區 南花里 20100913 劉禾田

臺南市 關廟區 北花里 20100915 郭春堂

臺南市 關廟區 北花里 20100915 楊國真 民主進步黨

臺南市 關廟區 北花里 20100917 黃朝琴

臺南市 關廟區 深坑里 20100913 吳明哲

臺南市 關廟區 深坑里 20100917 吳義發

臺南市 關廟區 布袋里 20100915 陳龍目

臺南市 關廟區 布袋里 20100915 林銀來

臺南市 關廟區 布袋里 20100916 游騰富



臺南市 關廟區 田中里 20100915 雙文傾

臺南市 關廟區 龜洞里 20100913 王澤源

臺南市 關廟區 埤頭里 20100915 許文進

臺南市 關廟區 埤頭里 20100916 徐德義

臺南市 關廟區 下湖里 20100913 陳照明

臺南市 關廟區 下湖里 20100916 李正峯

臺南市 龍崎區 崎頂里 20100913 黃昭祥

臺南市 龍崎區 土崎里 20100916 王義成

臺南市 龍崎區 中坑里 20100913 陳茂全

臺南市 龍崎區 中坑里 20100914 楊明賢

臺南市 龍崎區 楠坑里 20100913 洪榮和

臺南市 龍崎區 牛埔里 20100915 陳正印

臺南市 龍崎區 牛埔里 20100915 陳文達 經審定不合規定

臺南市 龍崎區 大坪里 20100915 余文生

臺南市 龍崎區 大坪里 20100915 林景文

臺南市 龍崎區 龍船里 20100913 謝天雄

臺南市 龍崎區 龍船里 20100916 洪財發

臺南市 龍崎區 石里 20100913 陳石遠 中國國民黨

臺南市 龍崎區 石里 20100917 戴石柱

高雄市 桃源區 桃源里 20100915 顏文雄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桃源區 桃源里 20100916 高德雄

高雄市 桃源區 寶山里 20100913 陳良輝

高雄市 桃源區 寶山里 20100916 陳光成

高雄市 桃源區 寶山里 20100916 陳英敏

高雄市 桃源區 寶山里 20100917 陳秀雲

高雄市 桃源區 寶山里 20100917 陳清富

高雄市 桃源區 寶山里 20100917 陳林彩秀

高雄市 桃源區 建山里 20100916 陳武松

高雄市 桃源區 建山里 20100917 杜章

高雄市 桃源區 建山里 20100917 陳煒文

高雄市 桃源區 建山里 20100917 杜瑞成

高雄市 桃源區 高中里 20100914 洪虎傑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桃源區 高中里 20100915 余猛

高雄市 桃源區 高中里 20100917 賴文德

高雄市 桃源區 勤和里 20100913 高正勇

高雄市 桃源區 復興里 20100914 高華德

高雄市 桃源區 復興里 20100915 江維明

高雄市 桃源區 復興里 20100917 謝文慶

高雄市 桃源區 復興里 20100917 江進寶

高雄市 桃源區 拉芙蘭里 20100915 謝文明

高雄市 桃源區 拉芙蘭里 20100915 謝德宗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桃源區 拉芙蘭里 20100917 吳志強

高雄市 桃源區 梅山里 20100913 呂江玉英

高雄市 桃源區 梅山里 20100915 吳進松



高雄市 那瑪夏區 達卡努瓦里20100913 孔平

高雄市 那瑪夏區 達卡努瓦里20100917 林和生

高雄市 那瑪夏區 瑪雅里 20100916 林義山

高雄市 那瑪夏區 瑪雅里 20100917 鍾榮發

高雄市 那瑪夏區 南沙魯里 20100916 劉政兼

高雄市 那瑪夏區 南沙魯里 20100917 張輝政

高雄市 那瑪夏區 南沙魯里 20100917 李惠民

高雄市 甲仙區 東安里 20100915 游新儀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甲仙區 西安里 20100915 曾智明

高雄市 甲仙區 西安里 20100916 范姮枝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甲仙區 和安里 20100915 李新福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甲仙區 大田里 20100915 蘇太川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甲仙區 寶隆里 20100913 葉特曜

高雄市 甲仙區 寶隆里 20100916 賴金聰

高雄市 甲仙區 關山里 20100915 陳吉成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甲仙區 關山里 20100916 李清義

高雄市 甲仙區 關山里 20100917 林世忠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甲仙區 小林里 20100913 邦龍景

高雄市 甲仙區 小林里 20100916 鄧登貴

高雄市 甲仙區 小林里 20100916 潘建庭

高雄市 甲仙區 小林里 20100916 周枝讚

高雄市 六龜區 新威里 20100917 邱國治

高雄市 六龜區 新威里 20100917 邱政雄

高雄市 六龜區 新興里 20100913 邱瑞明

高雄市 六龜區 新寮里 20100915 朱玉雲

高雄市 六龜區 新寮里 20100917 江紹英

高雄市 六龜區 新寮里 20100917 邱宏隆

高雄市 六龜區 新發里 20100913 李進賢

高雄市 六龜區 新發里 20100914 劉俊麟

高雄市 六龜區 荖濃里 20100915 陳俊福

高雄市 六龜區 荖濃里 20100916 董武慶

高雄市 六龜區 荖濃里 20100917 王建灃

高雄市 六龜區 荖濃里 20100917 徐永忠

高雄市 六龜區 荖濃里 20100917 謝美鳳

高雄市 六龜區 荖濃里 20100917 王壽祿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六龜區 六龜里 20100915 劉建鵬

高雄市 六龜區 六龜里 20100915 邱國輝

高雄市 六龜區 義寶里 20100913 鍾啟鴻

高雄市 六龜區 義寶里 20100915 陳政吉

高雄市 六龜區 興龍里 20100913 鍾委伶

高雄市 六龜區 興龍里 20100915 林國樑

高雄市 六龜區 興龍里 20100916 張榮華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六龜區 中興里 20100915 郭明聰

高雄市 六龜區 中興里 20100915 陳信景



高雄市 六龜區 中興里 20100916 尹立中

高雄市 六龜區 中興里 20100916 賴東山

高雄市 六龜區 寶來里 20100913 沈振楊

高雄市 六龜區 寶來里 20100917 李婉玲

高雄市 六龜區 文武里 20100913 郭羅招金

高雄市 六龜區 文武里 20100913 林江東

高雄市 六龜區 文武里 20100915 陳富彬

高雄市 六龜區 文武里 20100916 葉國昌

高雄市 六龜區 文武里 20100916 陳添郎

高雄市 六龜區 大津里 20100915 李淑華

高雄市 六龜區 大津里 20100916 施錦結

高雄市 六龜區 大津里 20100916 江見喜

高雄市 杉林區 杉林里 20100913 陳成祥

高雄市 杉林區 杉林里 20100916 江明成

高雄市 杉林區 木梓里 20100915 方馬俊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杉林區 木梓里 20100916 林文同

高雄市 杉林區 集來里 20100913 陳源龍

高雄市 杉林區 集來里 20100916 張天助

高雄市 杉林區 新庄里 20100916 陳勤招

高雄市 杉林區 上平里 20100913 邱添財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杉林區 上平里 20100913 張福松

高雄市 杉林區 上平里 20100913 邱贀琴

高雄市 杉林區 月眉里 20100913 黃文星

高雄市 杉林區 月眉里 20100913 黃賴美緣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杉林區 月眉里 20100915 古秀琴

高雄市 杉林區 月美里 20100913 劉逢亮

高雄市 杉林區 月美里 20100913 張仁昌

高雄市 內門區 溝坪里 20100916 謝振明

高雄市 內門區 金竹里 20100913 謝見草

高雄市 內門區 金竹里 20100915 林熾杉

高雄市 內門區 永富里 20100913 杜春田

高雄市 內門區 永富里 20100915 郭肇全

高雄市 內門區 永富里 20100915 蒙勝南

高雄市 內門區 永吉里 20100913 潘宗恩

高雄市 內門區 永吉里 20100916 許洪月華

高雄市 內門區 永興里 20100915 陳順良

高雄市 內門區 石坑里 20100913 湯卿炉

高雄市 內門區 石坑里 20100917 吳淑玲

高雄市 內門區 內門里 20100913 余崇圭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內門區 內門里 20100915 蔡瓊鳳

高雄市 內門區 內豊里 20100913 卓保泉

高雄市 內門區 觀亭里 20100916 鄭吉宗

高雄市 內門區 觀亭里 20100916 劉守正

高雄市 內門區 中埔里 20100915 薛有慶



高雄市 內門區 中埔里 20100916 鄭榮崇

高雄市 內門區 內東里 20100916 陳价臣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內門區 內東里 20100917 林阿元

高雄市 內門區 內南里 20100916 沈芳昌

高雄市 內門區 內南里 20100917 吳主琯

高雄市 內門區 東埔里 20100915 薛炎林

高雄市 內門區 東埔里 20100916 陳新忠

高雄市 內門區 東埔里 20100916 張錦泉

高雄市 內門區 三平里 20100913 洪生業

高雄市 內門區 木柵里 20100913 郭存典

高雄市 內門區 木柵里 20100916 沃玉梅

高雄市 內門區 內興里 20100913 羅清旗

高雄市 內門區 內興里 20100916 温東崑

高雄市 內門區 瑞山里 20100916 謝振城

高雄市 內門區 光興里 20100913 陳端

高雄市 內門區 光興里 20100915 林忠順

高雄市 內門區 瑞山村 20100913 林秀雄

高雄市 旗山區 太平里 20100916 鄭明成

高雄市 旗山區 太平里 20100916 林玉琴

高雄市 旗山區 大德里 20100913 陳丙丁

高雄市 旗山區 大德里 20100916 周德田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旗山區 湄洲里 20100913 林夏秋

高雄市 旗山區 湄洲里 20100915 柯文俊

高雄市 旗山區 圓富里 20100913 歐忠更

高雄市 旗山區 中正里 20100913 葛永生

高雄市 旗山區 中正里 20100915 郭舜明

高雄市 旗山區 大林里 20100914 余敬喜

高雄市 旗山區 大林里 20100917 月美

高雄市 旗山區 上洲里 20100915 柯和輝

高雄市 旗山區 上洲里 20100916 柯瑞芳

高雄市 旗山區 新光里 20100913 王茂盛

高雄市 旗山區 南勝里 20100915 蘇國泰

高雄市 旗山區 南勝里 20100917 黃耿嘉

高雄市 旗山區 中寮里 20100913 洪萬祥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旗山區 中寮里 20100914 林武鎮

高雄市 旗山區 東平里 20100913 石正忠

高雄市 旗山區 東昌里 20100913 邱凡誠

高雄市 旗山區 東昌里 20100915 陳東甫

高雄市 旗山區 東昌里 20100916 羅富隆

高雄市 旗山區 竹峰里 20100915 林太平

高雄市 旗山區 竹峰里 20100917 許榮樺

高雄市 旗山區 瑞吉里 20100913 游俊樺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旗山區 瑞吉里 20100915 杜進益

高雄市 旗山區 永和里 20100913 林良達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旗山區 永和里 20100915 鄭榮貴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旗山區 三協里 20100913 黃清境

高雄市 旗山區 三協里 20100916 張進豐

高雄市 旗山區 鯤洲里 20100913 柯文進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旗山區 鯤洲里 20100916 柯文化

高雄市 旗山區 大山里 20100915 柯飛虎

高雄市 旗山區 中洲里 20100913 羅昱晴

高雄市 旗山區 南洲里 20100915 陳順鄉

高雄市 旗山區 廣福里 20100913 蒲順君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美濃區 福安里 20100913 黃來清

高雄市 美濃區 福安里 20100913 劉黃運娣

高雄市 美濃區 福安里 20100915 鍾銘安

高雄市 美濃區 合和里 20100913 李進貴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美濃區 合和里 20100915 林作松

高雄市 美濃區 祿興里 20100915 楊國源

高雄市 美濃區 祿興里 20100916 劉竭欽

高雄市 美濃區 祿興里 20100916 李兆祥

高雄市 美濃區 中壇里 20100913 張貴琦

高雄市 美濃區 中壇里 20100915 劉金水

高雄市 美濃區 德興里 20100913 李潤發

高雄市 美濃區 德興里 20100916 陳源祥

高雄市 美濃區 德興里 20100916 黃建雄

高雄市 美濃區 龍山里 20100913 鍾通祥

高雄市 美濃區 獅山里 20100913 鍾明福

高雄市 美濃區 獅山里 20100913 溫增良

高雄市 美濃區 龍肚里 20100913 黃亮生

高雄市 美濃區 龍肚里 20100915 朱耀昌

高雄市 美濃區 廣德里 20100915 楊寶坤

高雄市 美濃區 廣德里 20100915 吳其生

高雄市 美濃區 興隆里 20100915 陳勝興

高雄市 美濃區 興隆里 20100916 鍾達貴

高雄市 美濃區 中圳里 20100915 黃其添

高雄市 美濃區 中圳里 20100915 林榮喜

高雄市 美濃區 中圳里 20100916 曾海清

高雄市 美濃區 東門里 20100915 黃錦松

高雄市 美濃區 東門里 20100915 劉芹桂

高雄市 美濃區 泰安里 20100913 劉國松

高雄市 美濃區 泰安里 20100915 林享禎

高雄市 美濃區 泰安里 20100916 邱松生

高雄市 美濃區 瀰濃里 20100913 林永光

高雄市 美濃區 瀰濃里 20100915 鍾振豐

高雄市 美濃區 清水里 20100915 張金發

高雄市 美濃區 清水里 20100916 黃德祥

高雄市 美濃區 吉洋里 20100914 邱純芳



高雄市 美濃區 吉洋里 20100915 曾月飛

高雄市 美濃區 吉洋里 20100915 曾順昌

高雄市 美濃區 吉洋里 20100915 邱錦源

高雄市 美濃區 吉和里 20100915 古能祥

高雄市 美濃區 吉和里 20100915 劉富麒

高雄市 美濃區 吉東里 20100913 羅祥雲

高雄市 美濃區 吉東里 20100916 曾新

高雄市 美濃區 廣林里 20100915 溫永彬

高雄市 美濃區 廣林里 20100917 鍾佐誠

高雄市 茂林區 茂林里 20100916 羅貴春

高雄市 茂林區 茂林里 20100916 李武雄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茂林區 萬山里 20100917 鄭善雄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茂林區 多納里 20100915 江魯金雲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茂林區 多納里 20100916 賴銀柳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茂林區 多納里 20100917 羅正

高雄市 茄萣區 福德里 20100913 郭木村

高雄市 茄萣區 福德里 20100915 陳茂生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茄萣區 萬福里 20100915 蘇永南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茄萣區 萬福里 20100917 李柏融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茄萣區 白雲里 20100916 郭麗華

高雄市 茄萣區 白雲里 20100917 吳金暉

高雄市 茄萣區 嘉賜里 20100913 蘇玉川

高雄市 茄萣區 嘉賜里 20100915 郭信仁

高雄市 茄萣區 嘉賜里 20100917 林李金雲

高雄市 茄萣區 嘉安里 20100915 林陳麗雯

高雄市 茄萣區 嘉安里 20100917 林丁來

高雄市 茄萣區 嘉定里 20100913 歐清信

高雄市 茄萣區 嘉定里 20100916 林江吉

高雄市 茄萣區 保定里 20100913 顏江漢

高雄市 茄萣區 保定里 20100913 郭淑芬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茄萣區 保定里 20100917 陳琮信

高雄市 茄萣區 光定里 20100915 林義郎

高雄市 茄萣區 大定里 20100913 薛金成

高雄市 茄萣區 吉定里 20100913 薛進南

高雄市 茄萣區 吉定里 20100915 薛賢成

高雄市 茄萣區 嘉樂里 20100913 曾泰平

高雄市 茄萣區 嘉泰里 20100913 鄭君男

高雄市 茄萣區 嘉泰里 20100916 鄭志成

高雄市 茄萣區 嘉福里 20100916 鄭詠荃

高雄市 茄萣區 嘉福里 20100917 吳明安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茄萣區 和協里 20100913 吳進發

高雄市 茄萣區 崎漏里 20100913 邱元福

高雄市 茄萣區 崎漏里 20100913 邱美麗

高雄市 茄萣區 崎漏里 20100913 林見成



高雄市 茄萣區 崎漏里 20100917 劉天明

高雄市 湖內區 海山里 20100913 劉寶霞

高雄市 湖內區 海山里 20100917 劉和源

高雄市 湖內區 劉家里 20100913 劉宏添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湖內區 劉家里 20100915 劉武雄

高雄市 湖內區 太爺里 20100913 蘇宗傑

高雄市 湖內區 公里 20100913 張阿和

高雄市 湖內區 公里 20100915 林蘇麗雲

高雄市 湖內區 葉厝里 20100915 林水欽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湖內區 大湖里 20100915 顏志靖

高雄市 湖內區 大湖里 20100916 洪添謀

高雄市 湖內區 大湖里 20100916 林耀煌

高雄市 湖內區 田尾里 20100915 謝秋影

高雄市 湖內區 田尾里 20100915 林瑞霖

高雄市 湖內區 湖內里 20100913 葉清

高雄市 湖內區 湖內里 20100916 阮憲堂

高雄市 湖內區 湖內里 20100917 林志聰

高雄市 湖內區 海埔里 20100913 鄭啟華

高雄市 湖內區 海埔里 20100916 葉明悉

高雄市 湖內區 海埔里 20100916 李進興

高雄市 湖內區 文賢里 20100913 莊耀宗

高雄市 湖內區 文賢里 20100917 林日昇

高雄市 湖內區 中賢里 20100913 王阮寶雲

高雄市 湖內區 中賢里 20100917 曾金印

高雄市 湖內區 逸賢里 20100915 吳文騫

高雄市 湖內區 逸賢里 20100917 吳建誼

高雄市 湖內區 忠興里 20100913 蔡春財

高雄市 湖內區 湖東里 20100916 黃太平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路竹區 竹滬里 20100915 劉崑芳

高雄市 路竹區 竹滬里 20100916  盧志賢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路竹區 竹滬里 20100916 孫淑

高雄市 路竹區 竹滬里 20100916 黃陳秀緞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路竹區 頂寮里 20100913 黃居賢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路竹區 新達里 20100913 黃耀昌

高雄市 路竹區 新達里 20100913  蘇龍賜

高雄市 路竹區 新達里 20100915 蔡桐滿

高雄市 路竹區 後鄉里 20100913 蔡國輝

高雄市 路竹區 後鄉里 20100916 王進興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路竹區 北嶺里 20100913 黃松德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路竹區 北嶺里 20100916 蘇金標

高雄市 路竹區 社西里 20100913 蔡玉春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路竹區 社西里 20100913 蘇睦堅

高雄市 路竹區 甲北里 20100915 王文粱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路竹區 甲北里 20100917 王蔡月琴



高雄市 路竹區 甲南里 20100913 王謙照

高雄市 路竹區 甲南里 20100915 黃吉松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路竹區 下坑里 20100915 趙信忠

高雄市 路竹區 下坑里 20100916 王金水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路竹區 竹園里 20100915 辛瑞賢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路竹區 竹園里 20100917 謝正添

高雄市 路竹區 竹東里 20100916 蘇榮吉

高雄市 路竹區 竹西里 20100913 林景星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路竹區 竹西里 20100916 程建誌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路竹區 竹西里 20100916 林達成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路竹區 文北里 20100916 陳國強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路竹區 文北里 20100917 洪忠順

高雄市 路竹區 文南里 20100913 洪進生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路竹區 文南里 20100916 洪仲禎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路竹區 三爺里 20100915 顏壽琯

高雄市 路竹區 三爺里 20100916 王清溪

高雄市 路竹區 鴨寮里 20100915 蘇朝蒼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路竹區 鴨寮里 20100915 蘇繁雄

高雄市 路竹區 鴨寮里 20100916 蘇添生

高雄市 路竹區 社東里 20100913 鐘天財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路竹區 社東里 20100913 張榮源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路竹區 社中里 20100915 魏林寶菊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路竹區 社中里 20100915 蘇煌璋

高雄市 路竹區 竹南里 20100913 高月英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路竹區 社南里 20100913 魏錢愛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路竹區 社南里 20100915 陳榮華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阿蓮區 石安里 20100913 李德仁

高雄市 阿蓮區 石安里 20100913 莊心美

高雄市 阿蓮區 石安里 20100916 沈勝次

高雄市 阿蓮區 中路里 20100913 蔡榮周

高雄市 阿蓮區 中路里 20100914 吳富吉

高雄市 阿蓮區 中路里 20100915 鄭中泰

高雄市 阿蓮區 山里 20100915 曹定男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阿蓮區 山里 20100915 陳欲

高雄市 阿蓮區 港後里 20100916 陳同進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阿蓮區 崗山里 20100913 吳直 經審定不合規定

高雄市 阿蓮區 崗山里 20100917 戴順發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阿蓮區 阿蓮里 20100913 潘朝雄

高雄市 阿蓮區 阿蓮里 20100915 陳儀鳳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阿蓮區 清蓮里 20100915 黃正安

高雄市 阿蓮區 清蓮里 20100915 林建興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阿蓮區 和蓮里 20100915 朱建祐

高雄市 阿蓮區 和蓮里 20100917 陳秀裡

高雄市 阿蓮區 青旗里 20100913 陳文曉



高雄市 阿蓮區 復安里 20100916 何榮華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阿蓮區 復安里 20100917 邱玉慧

高雄市 阿蓮區 復安里 20100917 黃鵬輝

高雄市 阿蓮區 玉庫里 20100915 黃進吉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阿蓮區 南蓮里 20100913 陳和男

高雄市 阿蓮區 南蓮里 20100915 林于清

高雄市 阿蓮區 南蓮里 20100916 林首相

高雄市 田寮區 鹿埔里 20100913 石瑞豊

高雄市 田寮區 鹿埔里 20100913 劉和隆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田寮區 南安里 20100913 高萬能

高雄市 田寮區 南安里 20100916 黃文曲

高雄市 田寮區 大同里 20100913 林文旗

高雄市 田寮區 大同里 20100916 劉安重

高雄市 田寮區 田寮里 20100915 何岳錤

高雄市 田寮區 田寮里 20100916 連新丁

高雄市 田寮區 七星里 20100916 呂革明

高雄市 田寮區 崇德里 20100913 鄭坤連

高雄市 田寮區 崇德里 20100913 陳金城

高雄市 田寮區 西德里 20100913 黃萬春

高雄市 田寮區 三和里 20100913 林正春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田寮區 古亭里 20100915 林明春

高雄市 田寮區 新興里 20100913 盧政平

高雄市 田寮區 新興里 20100916 包常成

高雄市 永安區 永安里 20100917 郭憲明

高雄市 永安區 永華里 20100913 蘇舜遠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永安區 永華里 20100915 林明春

高雄市 永安區 新港里 20100913 何武祥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永安區新港里

高雄市 永安區 新港里 20100915 蘇仙明 99.10.25發布停止選舉公告

高雄市 永安區 鹽田里 20100913 陳賢民

高雄市 永安區 鹽田里 20100915 黃福來

高雄市 永安區 保寧里 20100913 莊守義

高雄市 永安區 維新里 20100915 蔣福山

高雄市 永安區 維新里 20100917 黃溪水

高雄市 岡山區 平安里 20100915 劉登榮

高雄市 岡山區 平安里 20100916 劉天賦

高雄市 岡山區 岡山里 20100915 黃順利

高雄市 岡山區 壽天里 20100913 葉成喜

高雄市 岡山區 壽天里 20100915 莊証州

高雄市 岡山區 維仁里 20100916 戴清福

高雄市 岡山區 後紅里 20100916 石駿杰

高雄市 岡山區 後紅里 20100916 郭平田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岡山區 後紅里 20100916 蔡瑛綺

高雄市 岡山區 大遼里 20100913 楊勝安

高雄市 岡山區 大遼里 20100913 許世峯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岡山區 忠孝里 20100915 許敬昇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岡山區 忠孝里 20100915 江國華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岡山區 忠孝里 20100916 黃世堯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岡山區 忠孝里 20100916 袁振新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岡山區 忠孝里 20100916 屈竹林

高雄市 岡山區 和平里 20100913 吳鑫濃

高雄市 岡山區 和平里 20100915 葉春蘭

高雄市 岡山區 和平里 20100916 李羅淑珍

高雄市 岡山區 前峰里 20100916 蔡和山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岡山區 劉厝里 20100913 劉松森

高雄市 岡山區 劉厝里 20100916 劉和田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岡山區 協和里 20100915 呂煌龍

高雄市 岡山區 後協里 20100915 劉榮彪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岡山區 後協里 20100915 聞水池

高雄市 岡山區 後協里 20100915 宋寶堂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岡山區 後協里 20100917 宋呂美貴

高雄市 岡山區 信義里 20100913 范雄偉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岡山區 信義里 20100917 蔡紹榮

高雄市 岡山區 潭底里 20100913 唐茂昌

高雄市 岡山區 潭底里 20100915 陳勝傑

高雄市 岡山區 三和里 20100913 陳泰龍

高雄市 岡山區 三和里 20100916 郭淵深

高雄市 岡山區 仁壽里 20100913 鄭福安

高雄市 岡山區 仁壽里 20100914 廖國興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岡山區 碧紅里 20100915 李有財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岡山區 碧紅里 20100915 黃艷聆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岡山區 碧紅里 20100917 余瑞民

高雄市 岡山區 程香里 20100913 張朝評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岡山區 竹圍里 20100914 黃繹仲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岡山區 竹圍里 20100915 何榮裕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岡山區 台上里 20100913 董連添

高雄市 岡山區 台上里 20100914 李金本

高雄市 岡山區 灣裡里 20100913 林國泰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岡山區 灣裡里 20100915 林仁傑

高雄市 岡山區 白米里 20100913 王登凱

高雄市 岡山區 白米里 20100916 蔡登溪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岡山區 石潭里 20100916 廖壹正

高雄市 岡山區 福興里 20100913 何進柱

高雄市 岡山區 本洲里 20100913 陳永成

高雄市 岡山區 嘉興里 20100913 黃富藏

高雄市 岡山區 嘉峰里 20100915 高瑞天

高雄市 岡山區 華崗里 20100913 許瑞敏

高雄市 岡山區 大莊里 20100915 蔡仙佑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岡山區 大莊里 20100916 吳金福



高雄市 岡山區 協榮里 20100913 楊明峰

高雄市 岡山區 協榮里 20100917 盧萬隆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岡山區 為隨里 20100913 曾斌

高雄市 岡山區 為隨里 20100915 曾三祈

高雄市 岡山區 壽峰里 20100913 李美麗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岡山區 仁義里 20100916 陶金苗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岡山區 仁義里 20100916 周春芳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岡山區 仁義里 20100916 李又玲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燕巢區 尖山里 20100915 周振祐

高雄市 燕巢區 尖山里 20100916 陳明課

高雄市 燕巢區 瓊林里 20100915 楊進基

高雄市 燕巢區 瓊林里 20100916 張建龍

高雄市 燕巢區 安招里 20100915 李金福

高雄市 燕巢區 安招里 20100916 鄭三源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燕巢區 角宿里 20100915 莊坤仁

高雄市 燕巢區 鳳雄里 20100913 陳明發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燕巢區 鳳雄里 20100915 楊竟成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燕巢區 鳳雄里 20100915 孫文鴻

高雄市 燕巢區 金山里 20100913 林順輔

高雄市 燕巢區 東燕里 20100917 陳美玲

高雄市 燕巢區 南燕里 20100915 高慈剛

高雄市 燕巢區 南燕里 20100916 王文水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燕巢區 西燕里 20100913 李秀英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燕巢區 西燕里 20100915 許世新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燕巢區 橫山里 20100915 陳孟宜

高雄市 燕巢區 深水里 20100915 林明雄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彌陀區 光和里 20100913 林清火

高雄市 彌陀區 光和里 20100916 莊國誠

高雄市 彌陀區 彌靖里 20100915 謝天補

高雄市 彌陀區 彌靖里 20100916 吳敏旭

高雄市 彌陀區 彌仁里 20100916 陳玉利

高雄市 彌陀區 彌壽里 20100913 陳夏禹

高雄市 彌陀區 彌陀里 20100913 李明傳

高雄市 彌陀區 舊港里 20100913 吳芳南

高雄市 彌陀區 舊港里 20100917 高文

高雄市 彌陀區 文安里 20100913 李泰山

高雄市 彌陀區 文安里 20100915 劉文勝

高雄市 彌陀區 鹽埕里 20100913 謝明上

高雄市 彌陀區 鹽埕里 20100916 張連勝

高雄市 彌陀區 過港里 20100917 李茂松

高雄市 彌陀區 海尾里 20100913 宋清標

高雄市 彌陀區 漯底里 20100913 孫萬賜

高雄市 彌陀區 南寮里 20100913 林明居

高雄市 梓官區 梓信里 20100913 蘇上火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梓官區 梓義里 20100913 吳沈貴美

高雄市 梓官區 梓義里 20100916 陳榮富

高雄市 梓官區 梓和里 20100913 陳金榮

高雄市 梓官區 梓和里 20100916 宋盧秀治

高雄市 梓官區 梓平里 20100916 黃常吉

高雄市 梓官區 中崙里 20100915 歐樹發

高雄市 梓官區 中崙里 20100916 歐金源

高雄市 梓官區 赤崁里 20100915 蔡良鑑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梓官區 禮蚵里 20100913 蔡瑞太

高雄市 梓官區 禮蚵里 20100916 蔡武憐

高雄市 梓官區 智蚵里 20100915 黃文讚

高雄市 梓官區 智蚵里 20100917 蔡麗琴

高雄市 梓官區 信蚵里 20100913 黃新長

高雄市 梓官區 信蚵里 20100917 蔡明輝

高雄市 梓官區 信蚵里 20100917 李金美

高雄市 梓官區 同安里 20100913 蔣文隆

高雄市 梓官區 同安里 20100915 蔣榮三

高雄市 梓官區 大舍里 20100913 歐安治

高雄市 梓官區 赤東里 20100913 劉秋山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梓官區 赤西里 20100915 郭喜良

高雄市 梓官區 赤西里 20100916 高再傳

高雄市 梓官區 赤西里 20100917 洪坤森

高雄市 梓官區 茄苳里 20100913 劉德南

高雄市 梓官區 茄苳里 20100914 蔡政雄

高雄市 梓官區 典寶里 20100916 朱泰政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梓官區 典寶里 20100916 蔡楊金界

高雄市 橋頭區 橋頭里 20100915 余美蓮

高雄市 橋頭區 橋南里 20100915 林伯政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橋頭區 橋南里 20100916 楊秀足

高雄市 橋頭區 仕隆里 20100913 陳楊吻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橋頭區 仕隆里 20100915 鍾鄭美惠

高雄市 橋頭區 仕隆里 20100916 馬輝記

高雄市 橋頭區 仕豐里 20100913 陳素珠

高雄市 橋頭區 仕豐里 20100915 周忠雄

高雄市 橋頭區 芋寮里 20100913 凌德林

高雄市 橋頭區 芋寮里 20100915 凌文松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橋頭區 芋寮里 20100916 凌清溪

高雄市 橋頭區 東林里 20100915 黃百

高雄市 橋頭區 西林里 20100913 張淑蓮

高雄市 橋頭區 西林里 20100915 吳建豐

高雄市 橋頭區 白樹里 20100915 戴同因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橋頭區 筆秀里 20100915 詹嘉郁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橋頭區 筆秀里 20100917 陳三寶

高雄市 橋頭區 新莊里 20100913 鄭啟復



高雄市 橋頭區 新莊里 20100915 許同意

高雄市 橋頭區 甲北里 20100913 李林足素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橋頭區 甲南里 20100913 方明賢

高雄市 橋頭區 甲南里 20100915 徐荒雄

高雄市 橋頭區 頂鹽里 20100915 許美華

高雄市 橋頭區 頂鹽里 20100917 顏家進

高雄市 橋頭區 中崎里 20100913 林進吉

高雄市 橋頭區 中崎里 20100917 沈志輝

高雄市 橋頭區 仕和里 20100915 許郡

高雄市 橋頭區 仕和里 20100916 許茂雄

高雄市 橋頭區 德松里 20100915 陳文凱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橋頭區 德松里 20100917 王秀霞

高雄市 橋頭區 三德里 20100913 柯明泉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楠梓區 清豐里 20100916 李琨祥

高雄市 楠梓區 清豐里 20100916 戴朝鵬

高雄市 楠梓區 東寧里 20100917 蘇吳錦秀

高雄市 楠梓區 東寧里 20100917 張秀英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楠梓區 五常里 20100914 曾榮璋

高雄市 楠梓區 五常里 20100915 蘇平祥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楠梓區 五常里 20100917 曾進國

高雄市 楠梓區 享平里 20100915 蕭素梅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楠梓區 享平里 20100915 許林麗貞

高雄市 楠梓區 中陽里 20100913 李添發

高雄市 楠梓區 中陽里 20100915 蘇林堂

高雄市 楠梓區 惠楠里 20100915 李錦章

高雄市 楠梓區 惠民里 20100914 洪良敏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楠梓區 惠民里 20100917 謝明月

高雄市 楠梓區 惠豐里 20100915 王能春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楠梓區 錦屏里 20100915 蔡甲庚

高雄市 楠梓區 錦屏里 20100916 邱聰明

高雄市 楠梓區 玉屏里 20100913 吳清雲

高雄市 楠梓區 玉屏里 20100914 邱進川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楠梓區 金田里 20100914 葉盈春

高雄市 楠梓區 金田里 20100916 梁璧岸

高雄市 楠梓區 金田里 20100917 蔡金爐

高雄市 楠梓區 金田里 20100917 歐金龍

高雄市 楠梓區 稔田里 20100915 陳瑞輅

高雄市 楠梓區 瑞屏里 20100915 郭進和

高雄市 楠梓區 瑞屏里 20100917 陳淑貞

高雄市 楠梓區 翠屏里 20100913 陳文治

高雄市 楠梓區 翠屏里 20100914 黃群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楠梓區 翠屏里 20100916 黃燕德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楠梓區 宏南里 20100913 張夢麒

高雄市 楠梓區 宏南里 20100915 林宗洋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楠梓區 宏毅里 20100914 黃惠照

高雄市 楠梓區 宏毅里 20100915 馮靖絨

高雄市 楠梓區 宏榮里 20100917 李重雄

高雄市 楠梓區 廣昌里 20100915 陳清喜

高雄市 楠梓區 久昌里 20100915 林秀華

高雄市 楠梓區 久昌里 20100917 辜清桐

高雄市 楠梓區 大昌里 20100915 邱金月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楠梓區 福昌里 20100914 蔡宗儒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楠梓區 福昌里 20100916 林春富

高雄市 楠梓區 盛昌里 20100915 李再生

高雄市 楠梓區 盛昌里 20100916 侯廷貴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楠梓區 盛昌里 20100916 吳振義

高雄市 楠梓區 泰昌里 20100916 鄭嘉平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楠梓區 興昌里 20100916 陳善慧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楠梓區 建昌里 20100915 曾義展

高雄市 楠梓區 建昌里 20100915 曾讚義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楠梓區 宏昌里 20100914 原秉良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楠梓區 宏昌里 20100915 劉秀桃

高雄市 楠梓區 和昌里 20100915 林雍熙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楠梓區 和昌里 20100916 周海玲

高雄市 楠梓區 慶昌里 20100917 陳玉梅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楠梓區 隆昌里 20100916 蔡淑貞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楠梓區 隆昌里 20100916 徐愛琳

高雄市 楠梓區 秀昌里 20100916 張明全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楠梓區 裕昌里 20100915 郭明勲

高雄市 楠梓區 國昌里 20100916 王瑞章

高雄市 楠梓區 國昌里 20100917 陳柏安

高雄市 楠梓區 加昌里 20100916 劉秀英

高雄市 楠梓區 仁昌里 20100915 王永坤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楠梓區 藍田里 20100915 張春美

高雄市 楠梓區 藍田里 20100915 林文佑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楠梓區 中興里 20100913 陳柏村

高雄市 楠梓區 中興里 20100916 蔡定

高雄市 楠梓區 中和里 20100915 李宏德

高雄市 左營區 進學里 20100913 康明義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左營區 進學里 20100914 曹順雄

高雄市 左營區 進學里 20100916 柯茂雄

高雄市 左營區 尾西里 20100913 郭錦彬

高雄市 左營區 頂北里 20100915 吳正東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左營區 頂北里 20100916 詹正國

高雄市 左營區 中北里 20100916 謝信發

高雄市 左營區 中北里 20100916 謝瑞真

高雄市 左營區 中北里 20100916 謝天助

高雄市 左營區 中南里 20100916 李再興



高雄市 左營區 廟東里 20100913 謝惠娟

高雄市 左營區 廟北里 20100913 蘇進雄

高雄市 左營區 尾南里 20100916 余仕興

高雄市 左營區 尾南里 20100916 余國安

高雄市 左營區 尾南里 20100917 余勝忠

高雄市 左營區 尾北里 20100913 柯錦德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左營區 尾北里 20100917 李賴安嬌

高雄市 左營區 尾北里 20100917 詹吳玉麗

高雄市 左營區 屏山里 20100915 吳榮秀

高雄市 左營區 屏山里 20100916 洪林淑芬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左營區 祥和里 20100913 劉德文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左營區 永清里 20100913 郭鎮國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左營區 永清里 20100915 章玉城

高雄市 左營區 復興里 20100913 宋文有

高雄市 左營區 復興里 20100913 靳天駿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左營區 莒光里 20100913 李本剛

高雄市 左營區 光輝里 20100916 濮懿範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左營區 合群里 20100915 江甲欣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左營區 合群里 20100917 宋廣智

高雄市 左營區 合群里 20100917 孫龍年

高雄市 左營區 明建里 20100915 劉東海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左營區 明建里 20100916 胡復興

高雄市 左營區 頂西里 20100916 吳榮照

高雄市 左營區 聖后里 20100916 裴天成

高雄市 左營區 聖西里 20100913 黃山本

高雄市 左營區 聖南里 20100913 陳勇利

高雄市 左營區 聖南里 20100915 陳義雄

高雄市 左營區 聖南里 20100916 謝秀梅

高雄市 左營區 城南里 20100913 謝金得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左營區 路東里 20100915 黃秀綢

高雄市 左營區 北里 20100915 鄒食仲

高雄市 左營區 北里 20100915 薛朝文

高雄市 左營區 南里 20100915 陳美惠

高雄市 左營區 埤西里 20100913 余清榮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左營區 埤北里 20100913 李玉啟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左營區 埤北里 20100915 李復慶

高雄市 左營區 埤北里 20100915 李慶誠

高雄市 左營區 埤東里 20100916 謝加平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左營區 埤東里 20100916 謝世真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左營區 海勝里 20100915 梁西榮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左營區 海勝里 20100917 鄧思明

高雄市 左營區 海勝里 20100917 吳愛華

高雄市 左營區 崇實里 20100916 陳明瑞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左營區 崇實里 20100917 薛媚



高雄市 左營區 自助里 20100913 吳張小玲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左營區 自助里 20100913 周遷

高雄市 左營區 自助里 20100916 王復興

高雄市 左營區 果貿里 20100914 韓得平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左營區 果惠里 20100916 鄭夙雅

高雄市 左營區 果峰里 20100916 姜忠偉

高雄市 左營區 果峰里 20100916 曾瑞水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左營區 新下里 20100913 黃慶德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左營區 新上里 20100913 陳褔量

高雄市 左營區 新上里 20100914 張明煌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左營區 新上里 20100916 王櫻樺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左營區 新中里 20100914 陳德宇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左營區 新中里 20100915 黃明隆

高雄市 左營區 新光里 20100915 陳永褔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左營區 新光里 20100915 陳恭進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左營區 新光里 20100916 曾正來

高雄市 左營區 菜公里 20100913 王豐和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左營區 菜公里 20100915 洪崇賓

高雄市 左營區 菜公里 20100915 邱啟民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左營區 福山里 20100914 董敏健

高雄市 左營區 福山里 20100916 陳秋霞

高雄市 左營區 福山里 20100916 萬春賢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大社區 嘉誠里 20100916 侯陳秋麗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大社區 嘉誠里 20100917 吳延志

高雄市 大社區 保社里 20100913 許清泉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大社區 大社里 20100913 林英陸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大社區 大社里 20100915 蘇啟滿

高雄市 大社區 翠屏里 20100913 許黃明珠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大社區 三奶里 20100913 許丁春

高雄市 大社區 三奶里 20100915 吳何月英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大社區 觀音里 20100913 張明達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大社區 觀音里 20100917 李育惠

高雄市 大社區 神農里 20100914 葉東火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大社區 中里里 20100913 李旭仁

高雄市 大社區 中里里 20100916 王佐楷

高雄市 大社區 保安里 20100913 林義萬

高雄市 仁武區 大灣里 20100913 黃鍾滿蓮

高雄市 仁武區 大灣里 20100915 吳文財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仁武區 大灣里 20100915 尤梅菱

高雄市 仁武區 大灣里 20100916 謝文王

高雄市 仁武區 大灣里 20100917 陳方寶月

高雄市 仁武區 灣內里 20100915 吳碧安

高雄市 仁武區 灣內里 20100915 許志成

高雄市 仁武區 考潭里 20100913 陳金墻



高雄市 仁武區 考潭里 20100913 曾玉祥

高雄市 仁武區 考潭里 20100915 陳柏年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仁武區 烏林里 20100915 沈佐銘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仁武區 仁福里 20100915 黃張明秀 經審定不合規定

高雄市 仁武區 仁武里 20100915 江瑞鴻

高雄市 仁武區 仁武里 20100917 嚴永吉

高雄市 仁武區 文武里 20100915 劉崑池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仁武區 竹後里 20100913 陳德欽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仁武區 竹後里 20100915 楊文欽

高雄市 仁武區 竹後里 20100915 吳奇倉

高雄市 仁武區 八卦里 20100915 謝秋江

高雄市 仁武區 八卦里 20100915 卓遵聖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仁武區 八卦里 20100915 林洪錦秀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仁武區 高楠里 20100913 邱清水

高雄市 仁武區 高楠里 20100916 李志能

高雄市 仁武區 後安里 20100913 黃榮輝

高雄市 仁武區 後安里 20100917 張國惠

高雄市 仁武區 中華里 20100913 林發成

高雄市 仁武區 中華里 20100916 徐翠嬋

高雄市 仁武區 五和里 20100915 許有長

高雄市 仁武區 仁和里 20100913 秦秀蘭

高雄市 仁武區 仁和里 20100915 吳吉清

高雄市 仁武區 仁和里 20100916 鄭文輝

高雄市 仁武區 仁和里 20100917 曾耀宗

高雄市 仁武區 赤山里 20100916 林田

高雄市 仁武區 赤山里 20100916 黃文寶

高雄市 仁武區 仁慈里 20100913 杜忠山

高雄市 仁武區 仁慈里 20100916 馮塗柱

高雄市 鳥松區 鳥松里 20100915 黃清長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鳥松區 鳥松里 20100915 謝林員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鳥松區 鳥松里 20100917 蔡黃景煌

高雄市 鳥松區 夢裡里 20100913 陳萬丁

高雄市 鳥松區 夢裡里 20100917 杜萬財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鳥松區 大華里 20100913 林志興

高雄市 鳥松區 大華里 20100915 蘇德慶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鳥松區 大華里 20100916 黃明森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鳥松區 埔里 20100915 蔡財旺

高雄市 鳥松區 埔里 20100916 陳耀宗

高雄市 鳥松區 仁美里 20100915 吳恒亮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鳥松區 仁美里 20100915 吳仁守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鳥松區 仁美里 20100915 王清見

高雄市 鳥松區 仁美里 20100916 陳英武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鳥松區 大竹里 20100913 陳志明 經審定不合規定

高雄市 鳥松區 大竹里 20100917 鄭勝利



高雄市 鳥松區 華美里 20100915 楊玉素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鳥松區 華美里 20100916 邱滄來

高雄市 大樹區 竹寮里 20100913 吳秉宏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大樹區 竹寮里 20100916 邱月秀

高雄市 大樹區 九曲里 20100915 陳月治

高雄市 大樹區 九曲里 20100916 祁貴花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大樹區 九曲里 20100916 黃玉萍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大樹區 久堂里 20100915 張勝鋒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大樹區 久堂里 20100915 謝淑慧

高雄市 大樹區 水安里 20100915 張明富

高雄市 大樹區 水安里 20100916 許龍鱗

高雄市 大樹區 水寮里 20100914 吳天保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大樹區 水寮里 20100914 柯文彬

高雄市 大樹區 水寮里 20100915 黃家永

高雄市 大樹區 檨腳里 20100915 孫國憲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大樹區 興山里 20100916 尹平成

高雄市 大樹區 興山里 20100916 傅坤松

高雄市 大樹區 和山里 20100915 黃文賓

高雄市 大樹區 姑山里 20100913 許幸男

高雄市 大樹區 姑山里 20100916 賴志文

高雄市 大樹區 大坑里 20100915 林春恭

高雄市 大樹區 大坑里 20100916 吳進雄

高雄市 大樹區 井腳里 20100916 黃文宮

高雄市 大樹區 小坪里 20100913 黃志堅

高雄市 大樹區 小坪里 20100916 林春吉

高雄市 大樹區 龍目里 20100916 戴文昌

高雄市 大樹區 龍目里 20100916 李登發

高雄市 大樹區 大樹里 20100916 王正宗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大樹區 三和里 20100913 林天賞

高雄市 大樹區 三和里 20100916 林裕國

高雄市 大樹區 溪埔里 20100915 吳建安

高雄市 大樹區 溪埔里 20100916 王永裕

高雄市 大樹區 興田里 20100913 曾金益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大樹區 興田里 20100916 尤惠璋

高雄市 大樹區 統嶺里 20100913 許明鎮

高雄市 鼓山區 鼓峰里 20100915 麥克士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鼓山區 鼓峰里 20100916 劉安娜

高雄市 鼓山區 雄峰里 20100915 呂錦興

高雄市 鼓山區 雄峰里 20100916 陳彩芬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鼓山區 前峰里 20100915 丁風賓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鼓山區 前峰里 20100915 盧明惠

高雄市 鼓山區 前峰里 20100917 劉武智

高雄市 鼓山區 光榮里 20100916 許秀蕊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鼓山區 民族里 20100916 朱春木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鼓山區 內惟里 20100913 林進發

高雄市 鼓山區 內惟里 20100914 王順財

高雄市 鼓山區 建國里 20100913 李仁宗

高雄市 鼓山區 忠正里 20100913 洪吉祥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鼓山區 自強里 20100915 方紹義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鼓山區 自強里 20100916 羅勇雄

高雄市 鼓山區 自強里 20100916 劉自濱

高雄市 鼓山區 龍井里 20100913 杜正國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鼓山區 龍井里 20100915 陳文平

高雄市 鼓山區 正德里 20100915 陳永堅

高雄市 鼓山區 正德里 20100916 朱榮俊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鼓山區 平和里 20100913 郭修江

高雄市 鼓山區 平和里 20100914 陳玉芳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鼓山區 平和里 20100914 陳詠渝

高雄市 鼓山區 平和里 20100916 陳文世

高雄市 鼓山區 民強里 20100913 朱田江

高雄市 鼓山區 民強里 20100913 歐記扶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鼓山區 民強里 20100916 蘇福景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鼓山區 厚生里 20100916 歐瑞清

高雄市 鼓山區 厚生里 20100916 林國泰

高雄市 鼓山區 龍子里 20100913 陳進豐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鼓山區 龍水里 20100915 周金福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鼓山區 龍水里 20100917 魏靜如

高雄市 鼓山區 明誠里 20100913 林來傳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鼓山區 明誠里 20100913 王順進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鼓山區 明誠里 20100915 胡景森

高雄市 鼓山區 明誠里 20100917 葉炳坤

高雄市 鼓山區 華豐里 20100913 黃明洲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鼓山區 華豐里 20100915 張盈棠

高雄市 鼓山區 裕興里 20100915 曾榮發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鼓山區 裕豐里 20100915 黃賜鵬

高雄市 鼓山區 裕豐里 20100916 周恆功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鼓山區 鼓岩里 20100915 方國智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鼓山區 樹德里 20100913 黃武田

高雄市 鼓山區 樹德里 20100915 李明興

高雄市 鼓山區 寶樹里 20100914 王登科

高雄市 鼓山區 寶樹里 20100916 洪義信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鼓山區 興宗里 20100917 倪李碧子

高雄市 鼓山區 光化里 20100913 周國城

高雄市 鼓山區 光化里 20100916 陳詔冠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鼓山區 山下里 20100916 蔡連成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鼓山區 河邊里 20100915 曾茂信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鼓山區 綠川里 20100913 陳春時

高雄市 鼓山區 綠川里 20100913 吳佳龍



高雄市 鼓山區 登山里 20100915 許永堃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鼓山區 峰南里 20100915 王宋金花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鼓山區 麗興里 20100915 王進益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鼓山區 麗興里 20100915 劉鄭却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鼓山區 新民里 20100913 洪宗郁

高雄市 鼓山區 新民里 20100915 薛林秋香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鼓山區 延平里 20100916 洪蔡愛玉

高雄市 鼓山區 延平里 20100916 許林素霞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鼓山區 維生里 20100915 董錦昌

高雄市 鼓山區 維生里 20100916 陳玉龍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鼓山區 惠安里 20100913 王昌英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鼓山區 惠安里 20100915 洪進成

高雄市 鼓山區 壽山里 20100915 陳進興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鼓山區 壽山里 20100916 周郁驊

高雄市 鼓山區 哨船頭里 20100916 郭純如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鼓山區 哨船頭里 20100917 黃曾玉萍

高雄市 鼓山區 哨船頭里 20100917 楊宗正

高雄市 鼓山區 桃源里 20100913 蔡福進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鼓山區 桃源里 20100915 顏有發

高雄市 鹽埕區 藍橋里 20100915 邱進丁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鹽埕區 藍橋里 20100916 黃宗榮

高雄市 鹽埕區 藍橋里 20100917 陳本興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鹽埕區 慈愛里 20100913 陳朝見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鹽埕區 博愛里 20100913 黃強

高雄市 鹽埕區 壽星里 20100915 林鐵樹

高雄市 鹽埕區 中山里 20100915 易明鑫

高雄市 鹽埕區 中山里 20100915 江銘亮

高雄市 鹽埕區 教仁里 20100913 高陳文玲

高雄市 鹽埕區 教仁里 20100915 李汎生

高雄市 鹽埕區 新樂里 20100913 林富田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鹽埕區 中原里 20100915 蔡崇銘

高雄市 鹽埕區 中原里 20100917 王繁雄

高雄市 鹽埕區 光明里 20100916 葛吉雄

高雄市 鹽埕區 育仁里 20100913 葛有力

高雄市 鹽埕區 育仁里 20100915 陳恭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鹽埕區 河濱里 20100915 汪城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鹽埕區 河濱里 20100915 林德松

高雄市 鹽埕區 沙地里 20100915 蔡鎮興

高雄市 鹽埕區 南端里 20100915 陳清標

高雄市 鹽埕區 港都里 20100915 許光璨

高雄市 鹽埕區 港都里 20100915 李正春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鹽埕區 江西里 20100915 鄭錫國

高雄市 鹽埕區 江西里 20100915 莊順強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鹽埕區 新豐里 20100915 蘇金發



高雄市 鹽埕區 府北里 20100915 黃啟輝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鹽埕區 府北里 20100917 林慧婷

高雄市 鹽埕區 陸橋里 20100913 許梅娟

高雄市 鹽埕區 陸橋里 20100916 吳哲民

高雄市 鹽埕區 瀨南里 20100913 許世昌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鹽埕區 瀨南里 20100913 林森林

高雄市 鹽埕區 新化里 20100915 許國榮

高雄市 鹽埕區 江南里 20100913 蔡德龍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鹽埕區 江南里 20100916 任振民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鹽埕區 江南里 20100917 楊曹麗卿

高雄市 旗津區 旗下里 20100915 杜枝億

高雄市 旗津區 旗下里 20100916 徐漢仁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旗津區 永安里 20100916 黃修和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旗津區 振興里 20100915 蔡陳麗月

高雄市 旗津區 振興里 20100917 黃信益

高雄市 旗津區 慈愛里 20100915 夏國明

高雄市 旗津區 慈愛里 20100916 蕭登進

高雄市 旗津區 復興里 20100913 夏秋揚

高雄市 旗津區 中華里 20100915 夏清浪

高雄市 旗津區 中華里 20100915 曾懷恆

高雄市 旗津區 實踐里 20100913 楊台生

高雄市 旗津區 實踐里 20100915 周金富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旗津區 北汕里 20100915 呂啟源

高雄市 旗津區 北汕里 20100915 呂順情

高雄市 旗津區 北汕里 20100916 黃福明

高雄市 旗津區 南汕里 20100915 孫啟芳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旗津區 南汕里 20100915 蔡諒水

高雄市 旗津區 上竹里 20100915 郭資祐

高雄市 旗津區 中洲里 20100913 曾進祥

高雄市 旗津區 中洲里 20100915 葉宗霖

高雄市 旗津區 安順里 20100915 莊武益

高雄市 旗津區 中興里 20100913 葉新益

高雄市 旗津區 中興里 20100914 郭茂盛

高雄市 旗津區 中興里 20100915 黃合發

高雄市 旗津區 中興里 20100917 莊振昌

高雄市 三民區 鼎金里 20100915 梁進全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三民區 鼎金里 20100916 高豐麟

高雄市 三民區 鼎盛里 20100915 曾銘山

高雄市 三民區 鼎盛里 20100915 李德茂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三民區 鼎盛里 20100916 謝有清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三民區 鼎強里 20100915 林國石

高雄市 三民區 鼎強里 20100915 劉貴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三民區 鼎力里 20100915 李德春

高雄市 三民區 鼎力里 20100915 沈巽榮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三民區 鼎西里 20100914 姚素真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三民區 鼎西里 20100915 楊國忠

高雄市 三民區 鼎西里 20100915 梁明川

高雄市 三民區 鼎西里 20100916 林秀英

高雄市 三民區 鼎中里 20100915 李水發

高雄市 三民區 鼎中里 20100917 吳宏男

高雄市 三民區 鼎泰里 20100915 張吉雄

高雄市 三民區 本館里 20100913 李姵樺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三民區 本館里 20100915 簡明

高雄市 三民區 本和里 20100915 林紀美

高雄市 三民區 本和里 20100915 陳相如

高雄市 三民區 本文里 20100913 黃文雅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三民區 本文里 20100915 何桐榮

高雄市 三民區 本文里 20100915 郭和成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三民區 本武里 20100916 吳阿吉

高雄市 三民區 本武里 20100916 吳孟蓉

高雄市 三民區 本元里 20100915 陳瓊璋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三民區 本元里 20100915 劉昭和

高雄市 三民區 本安里 20100913 賴榮忠

高雄市 三民區 本安里 20100916 黃碧珠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三民區 本安里 20100916 林辛福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三民區 本上里 20100915 盧錦信

高雄市 三民區 本上里 20100916 陳連茂

高雄市 三民區 本上里 20100917 邱新煌

高雄市 三民區 本揚里 20100916 蘇永樹

高雄市 三民區 本揚里 20100916 楊景森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三民區 寶獅里 20100913 林昆明

高雄市 三民區 寶德里 20100913 盧錦樹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三民區 寶德里 20100915 潘進派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三民區 寶泰里 20100913 黃正助

高雄市 三民區 寶興里 20100913 廖學乾

高雄市 三民區 寶興里 20100913 許慶銘

高雄市 三民區 寶興里 20100915 張真榮

高雄市 三民區 寶中里 20100916 陳劉碧月

高雄市 三民區 寶華里 20100915 葉護謹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三民區 寶華里 20100917 王瑞成

高雄市 三民區 寶國里 20100913 盧鴻楠

高雄市 三民區 寶民里 20100915 陳詩椿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三民區 寶慶里 20100916 譚天來

高雄市 三民區 寶慶里 20100916 陳昱昌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三民區 寶慶里 20100916 張全仁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三民區 寶業里 20100913 李清吉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三民區 寶業里 20100916 林煥然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三民區 寶盛里 20100915 張金福



高雄市 三民區 寶盛里 20100915 石淑貞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三民區 寶盛里 20100916 吳仁憲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三民區 寶盛里 20100916 任天霸

高雄市 三民區 寶安里 20100916 黃柏澤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三民區 寶安里 20100917 林碧珠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三民區 寶龍里 20100917 黃美琴

高雄市 三民區 寶珠里 20100915 何金城

高雄市 三民區 寶珠里 20100915 陳榮增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三民區 寶珠里 20100916 林鳳山

高雄市 三民區 寶玉里 20100913 任引群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三民區 寶玉里 20100916 黃永富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三民區 灣子里 20100915 吳三榮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三民區 灣子里 20100916 葉建志

高雄市 三民區 灣愛里 20100913 李永貴

高雄市 三民區 灣中里 20100916 楊宏明

高雄市 三民區 灣華里 20100914 蔡坤達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三民區 灣華里 20100916 高素女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三民區 灣勝里 20100913 黃尚豐

高雄市 三民區 灣勝里 20100915 陳金櫃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三民區 灣利里 20100913 莊千慧

高雄市 三民區 灣利里 20100913 李志斌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三民區 灣利里 20100915 顏文一

高雄市 三民區 灣利里 20100915 楊登本

高雄市 三民區 灣利里 20100916 羅武雄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三民區 灣復里 20100915 吳國清

高雄市 三民區 正興里 20100915 黃國龍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三民區 正興里 20100915 洪議宏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三民區 正順里 20100913 張聯豐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三民區 正順里 20100915 鄧立彬

高雄市 三民區 正順里 20100916 黃冠惠

高雄市 三民區 灣興里 20100915 張文青

高雄市 三民區 灣成里 20100913 黃文良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三民區 灣成里 20100916 陳孟富

高雄市 三民區 安康里 20100913 孫啟哲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三民區 安康里 20100916 黃福為

高雄市 三民區 安寧里 20100913 郭海定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三民區 安寧里 20100915 吳衍枝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三民區 安吉里 20100916 林東富

高雄市 三民區 安吉里 20100917 莊源榮

高雄市 三民區 安吉里 20100917 黃展雄

高雄市 三民區 安發里 20100913 蔡明德

高雄市 三民區 安發里 20100916 楊積有

高雄市 三民區 安東里 20100915 羅福成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三民區 安東里 20100915 何明昌



高雄市 三民區 安和里 20100915 傅秋陽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三民區 安和里 20100916 謝玉英

高雄市 三民區 達德里 20100916 許萬福

高雄市 三民區 達明里 20100915 周憲雄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三民區 達明里 20100915 張簡日和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三民區 達仁里 20100915 邱添富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三民區 達仁里 20100916 翁文基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三民區 達勇里 20100913 薛義雄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三民區 達勇里 20100915 翁吳瑞玉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三民區 達勇里 20100915 黃新添

高雄市 三民區 同德里 20100913 許元成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三民區 同德里 20100914 李美華

高雄市 三民區 同德里 20100916 楊金法

高雄市 三民區 德智里 20100915 許哲明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三民區 德智里 20100915 黃素英

高雄市 三民區 德智里 20100916 利純道

高雄市 三民區 德仁里 20100915 白世賢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三民區 德仁里 20100915 陳文恭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三民區 安生里 20100916 周田雪嬌

高雄市 三民區 德東里 20100913 許玉秀

高雄市 三民區 德東里 20100915 吳國雄

高雄市 三民區 德行里 20100913 郭麗香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三民區 德行里 20100917 黃文成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三民區 精華里 20100914 何佳憲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三民區 精華里 20100915 王建一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三民區 精華里 20100915 曾黃秤

高雄市 三民區 民享里 20100913 吳慶東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三民區 民享里 20100916 盛善堅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三民區 安宜里 20100915 吳文獅

高雄市 三民區 安宜里 20100917 王旺子

高雄市 三民區 安泰里 20100915 張正二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三民區 安泰里 20100916 劉高鈿

高雄市 三民區 安邦里 20100915 李坤湖

高雄市 三民區 安邦里 20100917 黃崑山

高雄市 三民區 十全里 20100915 洪能通

高雄市 三民區 十全里 20100915 孫少秋

高雄市 三民區 十全里 20100915 吳明皇

高雄市 三民區 十全里 20100915 陳秀盛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三民區 十美里 20100916 林德隆

高雄市 三民區 十美里 20100917 蔡灯能

高雄市 三民區 德北里 20100915 謝忠正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三民區 德北里 20100915 吳國玄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三民區 立誠里 20100915 陳永進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三民區 立業里 20100913 陳益鍵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三民區 立業里 20100915 陳姵羽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三民區 港東里 20100913 張士賢

高雄市 三民區 港新里 20100915 林崇良

高雄市 三民區 港新里 20100917 林家慶

高雄市 三民區 港西里 20100915 閩興傳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三民區 港西里 20100916 洪錦垣

高雄市 三民區 博愛里 20100916 鍾秋美

高雄市 三民區 博愛里 20100917 黃曾綉琴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三民區 博惠里 20100913 吳坤宏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三民區 博惠里 20100913 黃玉鄰

高雄市 三民區 博惠里 20100913 王慶忠

高雄市 三民區 博惠里 20100916 洪耀斌

高雄市 三民區 長明里 20100915 林練丁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三民區 建東里 20100915 楊學亮

高雄市 三民區 建東里 20100916 陳建藏

高雄市 三民區 興德里 20100914 郭林碧蘭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三民區 興德里 20100915 陳國欽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三民區 鳳南里 20100915 黃慶福

高雄市 三民區 鳳南里 20100915 王進祿

高雄市 三民區 鳳北里 20100915 鄭健村

高雄市 三民區 鳳北里 20100915 陳秀蓮

高雄市 三民區 鳳北里 20100917 劉李鳳美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三民區 德西里 20100915 林財旺

高雄市 三民區 豐裕里 20100915 曾輝石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三民區 豐裕里 20100917 王有福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三民區 川東里 20100915 薛其猛

高雄市 三民區 川東里 20100915 邱永福

高雄市 三民區 川東里 20100915 李宜靜

高雄市 三民區 裕民里 20100915 陳水榮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三民區 力行里 20100916 李水池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三民區 千歲里 20100914 林高興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三民區 立德里 20100915 林平長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三民區 立德里 20100915 陳錦雄

高雄市 三民區 千北里 20100915 葉必陞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三民區 千北里 20100916 黃林麗香

高雄市 三民區 千秋里 20100915 沈登雄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三民區 千秋里 20100915 潘陳月英

高雄市 三民區 千秋里 20100915 蔣勝發

高雄市 前金區 三川里 20100915 林正福

高雄市 前金區 三川里 20100915 楊雅菁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前金區 草江里 20100916 鄭順龍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前金區 草江里 20100916 陳振琦

高雄市 前金區 長城里 20100915 李林春蘭

高雄市 前金區 長城里 20100916 張家榮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前金區 北金里 20100915 黃金生 經審定不合規定

高雄市 前金區 北金里 20100915 林福枝

高雄市 前金區 東金里 20100913 謝明倫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前金區 東金里 20100915 陳張惠真

高雄市 前金區 新生里 20100913 李佳璋

高雄市 前金區 新生里 20100915 吳張惠香

高雄市 前金區 新生里 20100915 張瓊華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前金區 後金里 20100914 施瑞清

高雄市 前金區 後金里 20100915 陳三寶

高雄市 前金區 長興里 20100916 白宗正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前金區 青山里 20100916 歐建志

高雄市 前金區 青山里 20100917 高坤山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前金區 青山里 20100917 江武吉 經審定不合規定

高雄市 前金區 青山里 20100917 黃秀燕

高雄市 前金區 民生里 20100915 張新坤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前金區 民生里 20100915 蕭清海

高雄市 前金區 復元里 20100915 吳金珍

高雄市 前金區 林投里 20100915 李美英

高雄市 前金區 林投里 20100915 趙評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前金區 國民里 20100915 謝明致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前金區 社東里 20100915 高嬿鈞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前金區 社東里 20100915 王明道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前金區 社東里 20100915 劉文聰

高雄市 前金區 社東里 20100916 黃玉英

高雄市 前金區 社西里 20100913 薛寶琴

高雄市 前金區 社西里 20100915 郭宏榮 民主進步黨 經審定不合規定

高雄市 前金區 社西里 20100917 蔡惠美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前金區 博孝里 20100916 李文識

高雄市 前金區 長生里 20100915 陳蔡根針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前金區 榮復里 20100916 李崑富

高雄市 前金區 文西里 20100916 賴勇村

高雄市 前金區 文東里 20100915 黃崑光

高雄市 新興區 浩然里 20100913 張榮源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新興區 浩然里 20100916 李許美曄

高雄市 新興區 振成里 20100915 李源登

高雄市 新興區 振成里 20100916 黃賜國

高雄市 新興區 德生里 20100913 吳三雄

高雄市 新興區 振華里 20100915 吳劍生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新興區 振華里 20100917 葉駿彬

高雄市 新興區 正氣里 20100916 洪煌閔

高雄市 新興區 正氣里 20100917 曾靜美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新興區 德政里 20100917 呂憲忠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新興區 仁聲里 20100915 蕭育霞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新興區 德望里 20100915 林郭麗玉



高雄市 新興區 德望里 20100917 陳素禎

高雄市 新興區 華聲里 20100917 林禮志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新興區 蕉園里 20100913 孫同明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新興區 蕉園里 20100915 陳清連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新興區 永寧里 20100915 施澤民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新興區 永寧里 20100915 劉四郎

高雄市 新興區 永寧里 20100916 吳宏仁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新興區 玉衡里 20100913 蔡瑞彬

高雄市 新興區 順昌里 20100913 林雪卿

高雄市 新興區 順昌里 20100915 林朱堂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新興區 順昌里 20100915 謝洪美花

高雄市 新興區 文昌里 20100913 杜炤烈

高雄市 新興區 文昌里 20100916 易靜國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新興區 光耀里 20100915 張水盛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新興區 光耀里 20100916 吳秀鈴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新興區 興昌里 20100915 蘇準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新興區 興昌里 20100915 黃少嫻

高雄市 新興區 興昌里 20100917 鄭欽煌

高雄市 新興區 開平里 20100915 陳朝居

高雄市 新興區 成功里 20100915 童健良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新興區 新江里 20100915 王金龍

高雄市 新興區 新江里 20100915 楊金龍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新興區 黎明里 20100915 許耀科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新興區 黎明里 20100915 吳鴻彬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新興區 愛平里 20100915 高文龍

高雄市 新興區 愛平里 20100916 陳煥卿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新興區 南港里 20100915 陳福明

高雄市 新興區 中東里 20100916 林明雄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新興區 明莊里 20100915 劉明山

高雄市 新興區 明莊里 20100916 邱文欽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新興區 大明里 20100913 徐慶宗

高雄市 新興區 秋山里 20100915 許吳瑞珍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新興區 秋山里 20100917 洪錦城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新興區 長驛里 20100914 趙良雄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新興區 長驛里 20100915 葉智陽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新興區 建興里 20100913 薛富升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新興區 建興里 20100916 曾聰郎

高雄市 新興區 建華里 20100913 吳文欽

高雄市 新興區 建華里 20100915 謝麗華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新興區 漢民里 20100915 李賢宗

高雄市 新興區 漢民里 20100917 高文鵬

高雄市 新興區 榮治里 20100915 許登周

高雄市 新興區 東坡里 20100915 楊福順

高雄市 苓雅區 博仁里 20100915 陳奇伯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苓雅區 苓洲里 20100913 吳興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苓雅區 苓昇里 20100914 劉景裕

高雄市 苓雅區 苓昇里 20100916 孫光隆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苓雅區 苓中里 20100913 楊振福

高雄市 苓雅區 苓雅里 20100915 周茂雄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苓雅區 苓東里 20100915 陳翌鳳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苓雅區 苓東里 20100916 吳國勇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苓雅區 城北里 20100913 蘇順肆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苓雅區 城北里 20100915 王宏嘉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苓雅區 城北里 20100916 曾謝美慧

高雄市 苓雅區 城西里 20100915 許貴良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苓雅區 城西里 20100915 薛錦綢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苓雅區 城西里 20100915 劉佩玲

高雄市 苓雅區 城東里 20100915 史妮可

高雄市 苓雅區 城東里 20100916 黃貴枝

高雄市 苓雅區 意誠里 20100913 楊建基

高雄市 苓雅區 意誠里 20100914 葉月霞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苓雅區 意誠里 20100915 王福成

高雄市 苓雅區 意誠里 20100916 林梅

高雄市 苓雅區 意誠里 20100916 楊玉鳳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苓雅區 鼓中里 20100915 郭明鴻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苓雅區 鼓中里 20100915 林介臣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苓雅區 田西里 20100916 郭國民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苓雅區 人和里 20100913 林志田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苓雅區 人和里 20100915 鄭旭峰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苓雅區 人和里 20100915 馮建成

高雄市 苓雅區 人和里 20100916 張文安

高雄市 苓雅區 仁政里 20100916 周正榮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苓雅區 廣澤里 20100915 林加和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苓雅區 美田里 20100916 吳金對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苓雅區 華堂里 20100913 林陳玉純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苓雅區 華堂里 20100916 曾興德

高雄市 苓雅區 日中里 20100915 黃浚旂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苓雅區 日中里 20100916 郭福清

高雄市 苓雅區 普照里 20100913 歐明興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苓雅區 和煦里 20100915 郭豐模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苓雅區 和煦里 20100917 謝榮賢

高雄市 苓雅區 晴朗里 20100913 陳銘瑞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苓雅區 晴朗里 20100915 孫永吉

高雄市 苓雅區 普天里 20100913 蘇薛瑞香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苓雅區 普天里 20100915 柳信雄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苓雅區 林富里 20100916 羅賢昌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苓雅區 林圍里 20100915 羅莉萍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苓雅區 林安里 20100915 吳家謙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苓雅區 林安里 20100916 張列綱

高雄市 苓雅區 林安里 20100916 許李梅安

高雄市 苓雅區 光華里 20100915 陳巧勻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苓雅區 光華里 20100915 吳照鉠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苓雅區 林興里 20100916 黃茂森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苓雅區 林興里 20100917 蘇明成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苓雅區 林華里 20100913 林有定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苓雅區 林西里 20100915 方琪麟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苓雅區 林西里 20100915 方伯明

高雄市 苓雅區 林中里 20100915 王江寅

高雄市 苓雅區 林泉里 20100915 翁炯訓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苓雅區 林南里 20100913 劉勝雄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苓雅區 林南里 20100916 黃燦輝

高雄市 苓雅區 中正里 20100915 黃淑美

高雄市 苓雅區 中正里 20100917 胡維成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苓雅區 尚義里 20100913 曾蔡玉燕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苓雅區 同慶里 20100915 王文章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苓雅區 同慶里 20100916 周冠廷

高雄市 苓雅區 同慶里 20100916 李大順

高雄市 苓雅區 凱旋里 20100913 董輝章

高雄市 苓雅區 凱旋里 20100914 潘麗娥

高雄市 苓雅區 凱旋里 20100915 盧萬敏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苓雅區 安祥里 20100916 蔡達諭

高雄市 苓雅區 奏捷里 20100914 林進財

高雄市 苓雅區 奏捷里 20100915 洪麗娟

高雄市 苓雅區 奏捷里 20100916 洪善美

高雄市 苓雅區 奏捷里 20100916 陳輝雄 中國國民黨 經審定不合規定

高雄市 苓雅區 福壽里 20100915 郭寬洲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苓雅區 福壽里 20100915 黃泂田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苓雅區 福南里 20100913 吳成福

高雄市 苓雅區 福南里 20100915 蘇文安

高雄市 苓雅區 五權里 20100915 歐仁彬

高雄市 苓雅區 五權里 20100916 賴清榮

高雄市 苓雅區 民主里 20100913 陳文程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苓雅區 林德里 20100915 翁正財

高雄市 苓雅區 林德里 20100916 陳惠玲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苓雅區 林德里 20100917 蔡優男

高雄市 苓雅區 林貴里 20100916 黃清溪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苓雅區 林榮里 20100915 林水池

高雄市 苓雅區 林榮里 20100915 李攀龍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苓雅區 英明里 20100915 陳國和

高雄市 苓雅區 英明里 20100915 呂順全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苓雅區 林靖里 20100915 許瑞泰

高雄市 苓雅區 林靖里 20100915 黃龍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苓雅區 林靖里 20100917 陳秋發

高雄市 苓雅區 朝陽里 20100916 劉乾舜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苓雅區 朝陽里 20100916 丁文瑞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苓雅區 福隆里 20100915 林寶村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苓雅區 福隆里 20100916 魏勝長

高雄市 苓雅區 福隆里 20100916 賴木振

高雄市 苓雅區 福祥里 20100913 劉榮福

高雄市 苓雅區 福祥里 20100914 吳文隆

高雄市 苓雅區 福祥里 20100915 楊瑞清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苓雅區 福祥里 20100917 洪睿駿

高雄市 苓雅區 福海里 20100915 廖富男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苓雅區 福康里 20100916 陳榮吉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苓雅區 福康里 20100916 侯阿忠

高雄市 苓雅區 福人里 20100915 張文屏

高雄市 苓雅區 福地里 20100915 蘇朝星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苓雅區 福居里 20100915 蔡添財

高雄市 苓雅區 福居里 20100916 吳明憲

高雄市 苓雅區 福東里 20100915 陳清月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苓雅區 福東里 20100917 劉晉富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苓雅區 福東里 20100917 柳富吉

高雄市 苓雅區 福西里 20100913 黃正德

高雄市 苓雅區 永康里 20100913 陳瑛定

高雄市 苓雅區 永康里 20100916 蔡春良

高雄市 苓雅區 永康里 20100916 林文裕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苓雅區 正文里 20100914 戴瑞文

高雄市 苓雅區 正文里 20100916 林光華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苓雅區 正文里 20100917 賴清琪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苓雅區 正言里 20100916 吳鴻明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苓雅區 正言里 20100916 陳守德

高雄市 苓雅區 正言里 20100916 古金川

高雄市 苓雅區 正大里 20100915 黃振隆

高雄市 苓雅區 正大里 20100916 陳文隆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苓雅區 五福里 20100913 朱先鐸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苓雅區 五福里 20100915 許寬智

高雄市 苓雅區 五福里 20100915 謝玲春

高雄市 苓雅區 正心里 20100913 林聰發

高雄市 苓雅區 正心里 20100915 陳顏秋萍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苓雅區 正道里 20100913 李和平

高雄市 苓雅區 正道里 20100915 洪天賜

高雄市 苓雅區 正道里 20100916 楊舜堡

高雄市 苓雅區 正義里 20100913 黃仁維

高雄市 苓雅區 正義里 20100915 劉銀連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苓雅區 正仁里 20100915 康秀麗

高雄市 苓雅區 正仁里 20100916 黃敏捷



高雄市 苓雅區 文昌里 20100915 林碧輝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苓雅區 文昌里 20100917 邱丁枝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苓雅區 建軍里 20100915 魏金美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苓雅區 建軍里 20100915 黃錫聰

高雄市 苓雅區 衛武里 20100916 邱秀迷

高雄市 苓雅區 衛武里 20100916 黃文玲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鳳山區 縣口里 20100916 王秋宗

高雄市 鳳山區 成功里 20100915 鄭美玉

高雄市 鳳山區 光明里 20100916 王丁輝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鳳山區 興中里 20100915 陳萬生

高雄市 鳳山區 南興里 20100913 施三明

高雄市 鳳山區 和德里 20100916 簡光華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鳳山區 和德里 20100917 吳金池

高雄市 鳳山區 鳳崗里 20100915 蔡季芩

高雄市 鳳山區 鳳崗里 20100915 曾子細

高雄市 鳳山區 鳳崗里 20100915 許天淇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鳳山區 鳳崗里 20100916 董錦慧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鳳山區 中和里 20100916 葉同成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鳳山區 中和里 20100916 陳秀霞

高雄市 鳳山區 中和里 20100917 楊世君

高雄市 鳳山區 鎮北里 20100915 邱治田

高雄市 鳳山區 縣衙里 20100916 王村坤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鳳山區 文英里 20100916 鄭昌華

高雄市 鳳山區 文英里 20100916 鄭鴻章

高雄市 鳳山區 鎮西里 20100913 施正壽

高雄市 鳳山區 鎮西里 20100915 趙勝彥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鳳山區 鎮西里 20100916 李陳金治

高雄市 鳳山區 鎮西里 20100916 許進添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鳳山區 鎮東里 20100915 張簡裕芳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鳳山區 埤頂里 20100915 謝順和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鳳山區 埤頂里 20100916 黃文岳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鳳山區 中正里 20100913 申春輝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鳳山區 中正里 20100913 劉德權

高雄市 鳳山區 中正里 20100913 胡孟云

高雄市 鳳山區 中正里 20100915 邱吟梅

高雄市 鳳山區 鎮南里 20100915 楊三吉

高雄市 鳳山區 鎮南里 20100916 鄭良男

高雄市 鳳山區 老爺里 20100915 王連戊

高雄市 鳳山區 瑞竹里 20100916 李美雲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鳳山區 瑞竹里 20100916 王乃曼

高雄市 鳳山區 忠義里 20100917 余榮水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鳳山區 誠義里 20100915 劉啟芳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鳳山區 新興里 20100916 郭傅美金

高雄市 鳳山區 新興里 20100916 蔡澄來



高雄市 鳳山區 海光里 20100915 安豐恕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鳳山區 海光里 20100916 王玉美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鳳山區 海風里 20100915 黃玲華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鳳山區 海風里 20100916 鄒家駿

高雄市 鳳山區 海風里 20100916 丁國文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鳳山區 忠誠里 20100913 陳永壽

高雄市 鳳山區 忠誠里 20100916 趙時慶

高雄市 鳳山區 新甲里 20100913 王海生

高雄市 鳳山區 武漢里 20100915 曾仁懷

高雄市 鳳山區 武漢里 20100915 吳明湶

高雄市 鳳山區 正義里 20100915 鄭曜東

高雄市 鳳山區 正義里 20100917 邱勝男

高雄市 鳳山區 一甲里 20100913 林子淵

高雄市 鳳山區 一甲里 20100916 蔡清招

高雄市 鳳山區 福興里 20100915 鄭陳麗珠

高雄市 鳳山區 福興里 20100915 魏阿四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鳳山區 東門里 20100913 吳同原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鳳山區 瑞興里 20100915 陳榮得

高雄市 鳳山區 瑞興里 20100915 王玉蘭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鳳山區 天興里 20100913 李竹崑

高雄市 鳳山區 新強里 20100915 戴文鴻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鳳山區 新強里 20100915 李得勝

高雄市 鳳山區 國泰里 20100913 黃昭清

高雄市 鳳山區 國泰里 20100915 吳榮宗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鳳山區 國泰里 20100917 池興成

高雄市 鳳山區 鳳東里 20100915 陳清榮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鳳山區 鳳東里 20100916 胡登科

高雄市 鳳山區 新富里 20100913 石連泉

高雄市 鳳山區 新富里 20100913 李金福

高雄市 鳳山區 國光里 20100913 翁振隆

高雄市 鳳山區 國隆里 20100913 黃芷晴

高雄市 鳳山區 文德里 20100915 蔡佳惠

高雄市 鳳山區 文德里 20100916 謝智華

高雄市 鳳山區 文德里 20100917 陳延睿

高雄市 鳳山區 過埤里 20100916 蔡瑞勝

高雄市 鳳山區 曹公里 20100913 翁國忠

高雄市 鳳山區 曹公里 20100917 孫渝翃

高雄市 鳳山區 興仁里 20100915 林曾桂花

高雄市 鳳山區 五福里 20100916 王劉煌

高雄市 鳳山區 忠孝里 20100915 伍再發

高雄市 鳳山區 忠孝里 20100916 蔡美雪

高雄市 鳳山區 生明里 20100913 潘天祐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鳳山區 生明里 20100916 簡富麗

高雄市 鳳山區 和興里 20100915 林永森



高雄市 鳳山區 協和里 20100915 林春勇

高雄市 鳳山區 文山里 20100915 蘇天祺

高雄市 鳳山區 福誠里 20100915 蔡士仁

高雄市 鳳山區 福誠里 20100916 許德發

高雄市 鳳山區 福誠里 20100916 葉青松

高雄市 鳳山區 福誠里 20100916 王文城

高雄市 鳳山區 誠德里 20100915 陳仲和

高雄市 鳳山區 誠德里 20100916 許振興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鳳山區 三民里 20100915 黃榮貴

高雄市 鳳山區 誠正里 20100913 王懷忠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鳳山區 北門里 20100913 章永南

高雄市 鳳山區 富甲里 20100913 王筱銜

高雄市 鳳山區 南成里 20100913 劉世賢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鳳山區 南成里 20100913 李明富

高雄市 鳳山區 文華里 20100913 楊振昌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鳳山區 大德里 20100913 侯俊傑

高雄市 鳳山區 大德里 20100915 曹秀菊

高雄市 鳳山區 武松里 20100913 蔡國榮

高雄市 鳳山區 武松里 20100915 王春枝

高雄市 鳳山區 文衡里 20100913 林信利

高雄市 鳳山區 文衡里 20100917 謝春人

高雄市 鳳山區 文福里 20100915 余勝隆

高雄市 鳳山區 誠信里 20100913 蔡自謄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鳳山區 誠智里 20100915 黃桂花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鳳山區 誠智里 20100916 王鳴豹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鳳山區 誠智里 20100917 黃侯金葉

高雄市 鳳山區 國富里 20100915 陳振沛

高雄市 鳳山區 國富里 20100916 嚴慶瑞

高雄市 鳳山區 武慶里 20100913 葉貴合

高雄市 鳳山區 武慶里 20100915 黃榮興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鳳山區 海洋里 20100916 郭輝坤

高雄市 鳳山區 新武里 20100913 李戊琳

高雄市 鳳山區 新樂里 20100916 李滋宏

高雄市 鳳山區 新樂里 20100916 莊隆昌

高雄市 鳳山區 新樂里 20100917 翁俊鈞

高雄市 鳳山區 新泰里 20100916 郭秀梅

高雄市 鳳山區 新泰里 20100917 林振亮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鳳山區 中崙里 20100915 施竣益

高雄市 鳳山區 中崙里 20100915 何美玲

高雄市 鳳山區 中崙里 20100917 董長正

高雄市 鳳山區 中榮里 20100914 郭政吉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鳳山區 中榮里 20100915 郭振雄

高雄市 鳳山區 中民里 20100915 黃皇室

高雄市 鳳山區 中民里 20100915 謝吉原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鳳山區 中民里 20100915 鍾吉貴

高雄市 鳳山區 二甲里 20100913 方聰記

高雄市 鳳山區 二甲里 20100913 林玉虎

高雄市 鳳山區 龍成里 20100915 陳漢平

高雄市 鳳山區 龍成里 20100915 黃連吉

高雄市 鳳山區 富榮里 20100915 郭登臨

高雄市 鳳山區 善美里 20100915 呂資容

高雄市 鳳山區 善美里 20100916 蔡瑞勲

高雄市 鳳山區 南和里 20100915 蔡心慧

高雄市 鳳山區 福祥里 20100915 李登

高雄市 鳳山區 福祥里 20100916 鄭世昭

高雄市 鳳山區 保安里 20100913 林燈發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鳳山區 保安里 20100915 黃日新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鳳山區 保安里 20100916 洪秉佑

高雄市 前鎮區 草衙里 20100913 鍾碧粉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前鎮區 草衙里 20100914 吳國忠

高雄市 前鎮區 草衙里 20100915 鄭明勝

高雄市 前鎮區 草衙里 20100915 吳原春

高雄市 前鎮區 草衙里 20100916 李忠正

高雄市 前鎮區 明孝里 20100915 羅天屹

高雄市 前鎮區 明孝里 20100917 蕭玩玉

高雄市 前鎮區 明正里 20100913 黃傳旺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前鎮區 明正里 20100917 洪吉祿

高雄市 前鎮區 明義里 20100915 林秋文

高雄市 前鎮區 明義里 20100916 張郁惠

高雄市 前鎮區 仁愛里 20100913 李楊有芬

高雄市 前鎮區 仁愛里 20100914 王萬坤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前鎮區 仁愛里 20100915 楊朝雄

高雄市 前鎮區 德昌里 20100915 李美珍

高雄市 前鎮區 平等里 20100915 施長欽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前鎮區 平昌里 20100913 高琅璋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前鎮區 平昌里 20100916 蘇峯

高雄市 前鎮區 明禮里 20100913 王志文

高雄市 前鎮區 明禮里 20100915 莊志明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前鎮區 明禮里 20100916 周慶堂

高雄市 前鎮區 明禮里 20100916 林麗芬

高雄市 前鎮區 信義里 20100915 趙春明

高雄市 前鎮區 信義里 20100916 陳瀅禎

高雄市 前鎮區 信德里 20100913 洪文彬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前鎮區 信德里 20100915 許正昇

高雄市 前鎮區 明道里 20100913 王進亨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前鎮區 明道里 20100917 林久恭

高雄市 前鎮區 興化里 20100915 朱蘇來蔭

高雄市 前鎮區 興化里 20100915 劉宗佳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前鎮區 興仁里 20100913 張秋敏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前鎮區 興仁里 20100915 蔡清國

高雄市 前鎮區 興仁里 20100917 趙光正

高雄市 前鎮區 前鎮里 20100915 朱至芳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前鎮區 前鎮里 20100917 朱武禮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前鎮區 鎮東里 20100915 蔡川士

高雄市 前鎮區 鎮榮里 20100915 侯澄三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前鎮區 鎮榮里 20100917 李芳有

高雄市 前鎮區 鎮昌里 20100915 賴月梅

高雄市 前鎮區 鎮昌里 20100917 王輝煌

高雄市 前鎮區 鎮海里 20100913 蔡漢章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前鎮區 鎮海里 20100913 蔡國民

高雄市 前鎮區 鎮海里 20100916 謝復全 台灣團結聯盟

高雄市 前鎮區 鎮海里 20100917 宋景弘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前鎮區 鎮陽里 20100916 鄭錫鯤

高雄市 前鎮區 興邦里 20100913 蔡春榮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前鎮區 鎮中里 20100915 楊征男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前鎮區 鎮北里 20100913 許昭福

高雄市 前鎮區 忠純里 20100913 艾台民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前鎮區 忠純里 20100915 李台甫

高雄市 前鎮區 忠純里 20100916 朱建雄

高雄市 前鎮區 忠誠里 20100916 鄭富勝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前鎮區 忠誠里 20100916 陳華海

高雄市 前鎮區 西山里 20100916 陳若翠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前鎮區 西山里 20100916 張彩雲

高雄市 前鎮區 民權里 20100916 楊明凱

高雄市 前鎮區 建隆里 20100915 林得祿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前鎮區 振興里 20100913 徐光華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前鎮區 良和里 20100916 張昭為

高雄市 前鎮區 良和里 20100916 陳瑞銓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前鎮區 西甲里 20100913 潘石誠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前鎮區 西甲里 20100917 趙怡娟

高雄市 前鎮區 盛興里 20100913 陳銀年

高雄市 前鎮區 盛興里 20100913 陳政龍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前鎮區 盛豐里 20100915 王志濱

高雄市 前鎮區 盛豐里 20100916 李錦象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前鎮區 興中里 20100915 狄金山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前鎮區 興東里 20100913 陳建銘

高雄市 前鎮區 興東里 20100915 蔡謹鴻

高雄市 前鎮區 興東里 20100917 葉嘉榮

高雄市 前鎮區 忠孝里 20100916 黃振亨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前鎮區 復國里 20100915 盧朝陽

高雄市 前鎮區 竹內里 20100915 趙永耀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前鎮區 竹內里 20100917 陳進發



高雄市 前鎮區 竹東里 20100917 莊瓊娥

高雄市 前鎮區 竹東里 20100917 李春桂

高雄市 前鎮區 竹南里 20100913 蔡萬春

高雄市 前鎮區 竹南里 20100913 陳毓鴻

高雄市 前鎮區 竹南里 20100915 蔡翠屏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前鎮區 竹北里 20100913 楊吉村

高雄市 前鎮區 竹北里 20100915 陳冠任

高雄市 前鎮區 竹西里 20100915 郭明朝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前鎮區 竹西里 20100916 林金良

高雄市 前鎮區 竹西里 20100916 鍾炳光

高雄市 前鎮區 竹中里 20100915 蕭進興

高雄市 前鎮區 竹中里 20100916 莊茂榮

高雄市 前鎮區 瑞竹里 20100913 呂春源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前鎮區 瑞竹里 20100917 許益彰

高雄市 前鎮區 瑞南里 20100913 翁雅美

高雄市 前鎮區 瑞南里 20100915 張木春

高雄市 前鎮區 瑞豐里 20100916 黃驛茗

高雄市 前鎮區 瑞豐里 20100916 陳翠芬

高雄市 前鎮區 瑞祥里 20100913 黃明經

高雄市 前鎮區 瑞祥里 20100916 劉美華

高雄市 前鎮區 瑞東里 20100915 許振稽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前鎮區 瑞東里 20100916 楊慶堂

高雄市 前鎮區 瑞和里 20100914 陳文人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前鎮區 瑞平里 20100915 陳文樹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前鎮區 瑞平里 20100917 林吳秀里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前鎮區 瑞隆里 20100915 康富雄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前鎮區 瑞北里 20100915 黃秀鳳

高雄市 前鎮區 瑞北里 20100915 陳眞玟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前鎮區 瑞西里 20100915 蘇振成

高雄市 前鎮區 瑞西里 20100916 蔣民茂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前鎮區 瑞西里 20100917 林明山

高雄市 前鎮區 瑞崗里 20100914 王聖仁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前鎮區 瑞崗里 20100917 王福能

高雄市 前鎮區 瑞興里 20100916 黃登科

高雄市 前鎮區 瑞誠里 20100914 林雪娥

高雄市 前鎮區 瑞誠里 20100916 林瑞傑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前鎮區 瑞文里 20100917 葉國雄

高雄市 前鎮區 瑞華里 20100915 蘇榮隆

高雄市 前鎮區 瑞昌里 20100913 李俊生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小港區 小港里 20100915 董瑞財

高雄市 小港區 小港里 20100916 陳慶峰

高雄市 小港區 港口里 20100915 鄧蘇菲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小港區 港口里 20100915 劉興恭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小港區 港口里 20100915 施慶南



高雄市 小港區 港正里 20100915 簡寶珠

高雄市 小港區 港正里 20100916 方林秀娥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小港區 港正里 20100916 林月香

高雄市 小港區 港墘里 20100915 吳文德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小港區 港墘里 20100916 薛順福

高雄市 小港區 港墘里 20100916 林文永

高雄市 小港區 港明里 20100915 李浤群

高雄市 小港區 港明里 20100915 李文正

高雄市 小港區 港明里 20100917 卓玉明

高雄市 小港區 港后里 20100915 柯文世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小港區 港后里 20100916 吳住元

高雄市 小港區 港南里 20100916 王秋宏

高雄市 小港區 港南里 20100917 宋景源

高雄市 小港區 港興里 20100915 陳商山

高雄市 小港區 港興里 20100915 歐慧玲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小港區 港興里 20100916 吳明照

高雄市 小港區 鳳宮里 20100913 曾清全

高雄市 小港區 店鎮里 20100915 楊文良

高雄市 小港區 店鎮里 20100915 林尚慶 民主進步黨 經審定不合規定

高雄市 小港區 店鎮里 20100916 林振明

高雄市 小港區 大苓里 20100915 翁碃晹

高雄市 小港區 大苓里 20100915 柯炫州

高雄市 小港區 大苓里 20100915 歐世緯

高雄市 小港區 二苓里 20100913 黃隆明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小港區 三苓里 20100915 林意誠

高雄市 小港區 三苓里 20100916 吳清祥

高雄市 小港區 正苓里 20100915 吳惠加

高雄市 小港區 正苓里 20100915 黃馨慧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小港區 正苓里 20100917 宋錦興

高雄市 小港區 順苓里 20100913 曾清棋

高雄市 小港區 順苓里 20100915 呂在和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小港區 六苓里 20100913 陳春雄

高雄市 小港區 宏亮里 20100915 宋震寶

高雄市 小港區 宏亮里 20100915 潘素琴

高雄市 小港區 山東里 20100914 楊坤止

高雄市 小港區 山東里 20100915 許萬能

高雄市 小港區 青島里 20100913 胡瑞琪

高雄市 小港區 青島里 20100915 戴又媛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小港區 濟南里 20100915 鍾梅芳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小港區 濟南里 20100916 薛審

高雄市 小港區 泰山里 20100915 郭致恒

高雄市 小港區 泰山里 20100916 李英華

高雄市 小港區 山明里 20100913 洪文斌

高雄市 小港區 山明里 20100915 黃啟宸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小港區 山明里 20100915 陳清風

高雄市 小港區 高松里 20100914 梁志安

高雄市 小港區 高松里 20100915 梁忠進

高雄市 小港區 松金里 20100916 沈添福

高雄市 小港區 松山里 20100913 許安隆

高雄市 小港區 大坪里 20100913 梁正義

高雄市 小港區 大坪里 20100915 梁長成

高雄市 小港區 坪頂里 20100913 吳順安

高雄市 小港區 坪頂里 20100914 梁憲宗

高雄市 小港區 坪頂里 20100915 潘英傑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小港區 孔宅里 20100915 簡權治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小港區 孔宅里 20100915 李斐斌

高雄市 小港區 孔宅里 20100915 簡文煌

高雄市 小港區 廈莊里 20100913 劉豐源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小港區 合作里 20100913 梁基南

高雄市 小港區 合作里 20100915 張寶珍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小港區 合作里 20100916 柯花秀

高雄市 小港區 桂林里 20100915 侯原庭

高雄市 小港區 桂林里 20100915 謝進發

高雄市 小港區 中厝里 20100915 尤三旺

高雄市 小港區 中厝里 20100916 凌東榮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小港區 鳳鳴里 20100915 洪村南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小港區 鳳鳴里 20100916 黃明同

高雄市 小港區 龍鳳里 20100915 龔有財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小港區 龍鳳里 20100915 黃文裕

高雄市 小港區 鳳森里 20100913 陳清水

高雄市 小港區 鳳森里 20100915 王進興

高雄市 小港區 鳳森里 20100915 蕭燕源

高雄市 小港區 鳳林里 20100913 吳天祥

高雄市 小港區 鳳林里 20100915 許再生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小港區 鳳林里 20100916 張洪金花

高雄市 小港區 鳳興里 20100915 張天仁

高雄市 小港區 鳳興里 20100915 吳山竣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小港區 鳳興里 20100916 洪富賢

高雄市 小港區 鳳源里 20100913 張良明

高雄市 大寮區 拷潭里 20100913 簡重吉

高雄市 大寮區 拷潭里 20100913 董鳳松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大寮區 拷潭里 20100915 李玉蘭

高雄市 大寮區 拷潭里 20100915 簡勝美

高雄市 大寮區 拷潭里 20100916 王金龍

高雄市 大寮區 內坑里 20100913 蘇田採珠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大寮區 大寮里 20100913 陳忠慶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大寮區 上寮里 20100915 李明珍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大寮區 上寮里 20100915 李福成



高雄市 大寮區 三隆里 20100913 張簡敏雄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大寮區 三隆里 20100916 林有力

高雄市 大寮區 琉球里 20100914 郭秀品

高雄市 大寮區 琉球里 20100915 黃昭吉

高雄市 大寮區 翁園里 20100913 陳有聰

高雄市 大寮區 翁園里 20100915 蔡安村

高雄市 大寮區 前庄里 20100915 楊明財

高雄市 大寮區 前庄里 20100915 陳金晚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大寮區 前庄里 20100917 陳芳桂

高雄市 大寮區 前庄里 20100917 貢逸興

高雄市 大寮區 中庄里 20100916 吳玉訓

高雄市 大寮區 後庄里 20100913 郭國柱

高雄市 大寮區 後庄里 20100915 黃義荃

高雄市 大寮區 義仁里 20100913 張簡堂山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大寮區 義仁里 20100916 許明得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大寮區 義仁里 20100916 張簡文魁

高雄市 大寮區 新厝里 20100913 林東榮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大寮區 新厝里 20100915 謝天星

高雄市 大寮區 新厝里 20100915 張簡龍星

高雄市 大寮區 過溪里 20100915 陳秀英

高雄市 大寮區 過溪里 20100915 邱佑龍

高雄市 大寮區 潮寮里 20100916 吳致慧 經審定不合規定

高雄市 大寮區 會結里 20100913 林文振

高雄市 大寮區 會結里 20100915 張春看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大寮區 會結里 20100916 翁乙天

高雄市 大寮區 會結里 20100916 蔡金獅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大寮區 會社里 20100915 莊吳月香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大寮區 會社里 20100915 簡鴻儒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大寮區 會社里 20100917 梁坤男

高雄市 大寮區 山頂里 20100916 楊秀花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大寮區 山頂里 20100917 顏明輝

高雄市 大寮區 忠義里 20100915 羅景森

高雄市 大寮區 忠義里 20100915 邴健鵬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大寮區 永芳里 20100915 簡寶麟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大寮區 永芳里 20100916 唐元宗

高雄市 大寮區 義和里 20100913 劉志陽

高雄市 大寮區 溪寮里 20100913 洪溪圳

高雄市 大寮區 江山里 20100915 許世川

高雄市 大寮區 江山里 20100915 黃仁杰

高雄市 大寮區 昭明里 20100916 黃榮文

高雄市 大寮區 昭明里 20100916 張簡助昇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大寮區 光武里 20100913 李亮然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大寮區 光武里 20100916 趙正平

高雄市 大寮區 中興里 20100915 蘇建明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大寮區 中興里 20100916 石銳智

高雄市 林園區 東林里 20100915 黃素娥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林園區 東林里 20100916 林寶祥

高雄市 林園區 林園里 20100915 黃瑩欽

高雄市 林園區 溪州里 20100915 黃國輝

高雄市 林園區 溪州里 20100915 劉進發

高雄市 林園區 溪州里 20100917 張志成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 林園區 潭頭里 20100916 劉朝茂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林園區 中厝里 20100916 劉誌華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林園區 中厝里 20100916 劉錦池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林園區 中門里 20100913 李國輝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林園區 中門里 20100913 林石得

高雄市 林園區 中門里 20100915 林本源

高雄市 林園區 頂厝里 20100913 黃天麟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林園區 頂厝里 20100917 黃金生

高雄市 林園區 港埔里 20100915 吳石南

高雄市 林園區 西溪里 20100914 李文通

高雄市 林園區 西溪里 20100915 黃永

高雄市 林園區 港嘴里 20100915 蔡明興

高雄市 林園區 港嘴里 20100916 鄭天蔭

高雄市 林園區 北汕里 20100914 陳登

高雄市 林園區 北汕里 20100915 何進丁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林園區 北汕里 20100917 黃劉鳳子

高雄市 林園區 林內里 20100915 劉真文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林園區 林內里 20100915 劉轉福

高雄市 林園區 林內里 20100917 黃清景

高雄市 林園區 王公里 20100915 黃建秋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林園區 林家里 20100913 林明田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林園區 龔厝里 20100915 黃秋堂

高雄市 林園區 鳳芸里 20100915 黃正忠

高雄市 林園區 鳳芸里 20100915 李茂嘉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林園區 中芸里 20100915 陳文協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林園區 東汕里 20100916 王福成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林園區 西汕里 20100915 邱鐘城

高雄市 林園區 仁愛里 20100915 黃嘉載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林園區 文賢里 20100915 陳志強

高雄市 林園區 廣應里 20100915 謝平成 中國國民黨

高雄市 林園區 五福里 20100915 黃揚文

高雄市 林園區 五福里 20100917 李進和

高雄市 林園區 中汕里 20100917 李進宗









































































































































































發布停止選舉公告























































臺南市將軍區嘉昌里

發布停止選舉公告















































高雄市永安區新港里

發布停止選舉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