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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6 葉祥式 葉松樹、葉樹欉、葉建生、葉阿生、葉芙蓉、黃呈祥、李正夫、李茂森、葉進益、葉萬山、葉萬

榮、葉英興、葉奕伸、葉鎗、葉瑞銘、葉瑞旗、葉元宏、葉美月、葉水利、葉水龍、葉佳昇、葉

佳格、廖溫杶、葉蘭子、葉根智、葉根枝、葉根藤、葉根宗、葉秀隆、葉獻中、葉房、熊葉梅

卿、葉彰師、葉彰廷、葉明吉、葉明耀、葉紀煌英、葉孫秀琴、尤美英、葉庭豪、李陳俶惠、陳

玉燕、葉王秀春、葉勝華、葉勝平、葉勝義、葉婷如、葉育汶、葉麗香、葉芳廷、葉惠美、葉翠

環、葉彰和、邱春櫻、林福盛

FE060000036 淡水鎮 沙崙子段 0131-0000

2036 葉石頭 葉松樹、葉樹欉、葉建生、葉阿生、葉芙蓉、黃呈祥、李正夫、李茂森、葉進益、葉萬山、葉萬

榮、葉英興、葉奕伸、葉鎗、葉瑞銘、葉瑞旗、葉元宏、葉美月、葉水利、葉水龍、葉佳昇、葉

佳格、廖溫杶、葉蘭子、葉根智、葉根枝、葉根藤、葉根宗、葉秀隆、葉獻中、葉房、熊葉梅

卿、葉彰師、葉彰廷、葉明吉、葉明耀、葉紀煌英、葉孫秀琴、尤美英、葉庭豪、李陳俶惠、陳

玉燕、葉王秀春、葉勝華、葉勝平、葉勝義、葉婷如、葉育汶、葉麗香、葉芳廷、葉惠美、葉翠

環、葉彰和、邱春櫻、林福盛

FE060000035 淡水鎮 沙崙子段 0131-0000 2036 葉清江 葉松樹、葉樹欉、葉建生、葉阿生、葉芙蓉、黃呈祥、李正夫、李茂森、葉進益、葉萬山、葉萬

榮、葉英興、葉奕伸、葉鎗、葉瑞銘、葉瑞旗、葉元宏、葉美月、葉水利、葉水龍、葉佳昇、葉

佳格、廖溫杶、葉蘭子、葉根智、葉根枝、葉根藤、葉根宗、葉秀隆、葉獻中、葉房、熊葉梅

卿、葉彰師、葉彰廷、葉明吉、葉明耀、葉紀煌英、葉孫秀琴、尤美英、葉庭豪、李陳俶惠、陳

玉燕、葉王秀春、葉勝華、葉勝平、葉勝義、葉婷如、葉育汶、葉麗香、葉芳廷、葉惠美、葉翠

環、葉彰和、邱春櫻、林福盛

FE060000034 淡水鎮 沙崙子段 0131-0000

269 王麗燕 王俊傑、王明德、王俊乾、財團法人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黃進輝、黃麗卿

FE060000033 淡水鎮 庄子內段 0293-0000 339 洪江 祭祀公業曹勳

FE060000032 淡水鎮 小八里坌子段

樹梅坑小段

0490-0000

269 王麗華 王俊傑、王明德、王俊乾、財團法人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黃進輝、黃麗卿

FE060000031 淡水鎮 小八里坌子段

樹梅坑小段

0490-0000 269 王麗英 王俊傑、王明德、王俊乾、財團法人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黃進輝、黃麗卿

FE060000030 淡水鎮 小八里坌子段

樹梅坑小段

0490-0000

269 王俊乾 王俊傑、王明德、王俊乾、財團法人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黃進輝、黃麗卿

FE060000029 淡水鎮 小八里坌子段

樹梅坑小段

0490-0000 269 王麗玲 王俊傑、王明德、王俊乾、財團法人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黃進輝、黃麗卿

FE060000028 淡水鎮 小八里坌子段

樹梅坑小段

0490-0000

269 王俊傑 王俊傑、王明德、王俊乾、財團法人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黃進輝、黃麗卿

FE060000027 淡水鎮 小八里坌子段

樹梅坑小段

0490-0000 269 王明德 王俊傑、王明德、王俊乾、財團法人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黃進輝、黃麗卿

FE060000026 淡水鎮 小八里坌子段

樹梅坑小段

0490-0000

91 劉圳 江阿匏、江森松

FE060000025 淡水鎮 淡水段元吉小

段

0066-0000 102 李招治 林祥

FE060000024 淡水鎮 淡水段永吉小

段

0045-0000

135 顏元裕 祭祀公業張助

FE060000023 淡水鎮 淡水段永吉小

段

0002-0001 135 陳皆得 祭祀公業張助

FE060000022 淡水鎮 淡水段永吉小

段

0002-0001

120 汪武 李小鼻、李功書

FE060000021 淡水鎮 淡水段三層厝

小段

0005-0000 56 陳阿疋 陳治

FE060000020 淡水鎮 淡水段福興小

段

0008-0000

133 張慾 盧正

FE060000019 淡水鎮 淡水段福興小

段

0002-0001 106 林財元 湯梅圓、吳國禎、吳秋

FE060000018 淡水鎮 淡水段公館口

小段

0004-0000

38 歐陽鳳 歐　乞

FE060000017 淡水鎮 淡水段東興小

段

0112-0000 193 李世裕 王美良子、李忠俊、李忠仁、林李放、林昌之、林金英、黃林金雪、林金蘭、林昌榮、林家正、

李世裕

FE060000016 淡水鎮 淡水段東興小

段

0110-0000

93 施中泉 施國恩

FE060000015 淡水鎮 淡水段東興小

段

0104-0000 39 莊阿土 歐　乞

FE060000014 淡水鎮 淡水段米巿小

段

0027-0000

18 郭新富 陳清傳、林秀勇、陳添福、楊慶郎、柯守仁

FE060000013 淡水鎮 淡水段米巿小

段

0014-0000 164 林伯仁 林樹福、林吉裕、林恒晉、林尚中

FE060000012 淡水鎮 淡水段米巿小

段

0008-0002

18 張洪招君 陳清傳、林秀勇、陳添福、楊慶郎、柯守仁

FE060000011 淡水鎮 淡水段米巿小

段

0008-0002 18 陳勸 陳清傳、林秀勇、陳添福、楊慶郎、柯守仁

FE060000010 淡水鎮 淡水段米巿小

段

0008-0002

131 郭新富 蔡金玉、李余肅閨、陳添福、林秀勇、郭建發、楊慶郎

FE060000009 淡水鎮 淡水段米巿小

段

0008-0002 18 陳梅 陳清傳、林秀勇、陳添福、楊慶郎、柯守仁

FE060000008 淡水鎮 淡水段米巿小

段

0008-0000

131 張洪招君 蔡金玉、李余肅閨、陳添福、林秀勇、郭建發、楊慶郎

FE060000007 淡水鎮 淡水段米巿小

段

0008-0000 131 陳勸 蔡金玉、李余肅閨、陳添福、林秀勇、郭建發、楊慶郎

FE060000006 淡水鎮 淡水段米巿小

段

0008-0000

485 陳黃月雲 龍山寺

FE060000005 淡水鎮 淡水段米巿小

段

0008-0000 131 陳梅 蔡金玉、李余肅閨、陳添福、林秀勇、郭建發、楊慶郎

FE060000004 淡水鎮 淡水段新厝小

段

0051-0000

85 張李招 葉文雄、張武忠、張家誠

FE060000003 淡水鎮 淡水段後街子

小段

0083-0000 43 曾英 王陳馬

FE060000002 淡水鎮 淡水段後街子

小段

0002-0000

24 李魁偉 紀紅頭

台北縣政府清查公告之土地及建物清冊

民國45年12月31日以前登記之未定期限地上權                             單位：平方公尺

編號
土  地/建  物  標  示 登  記  名  義  人 土  地/建  物  所  有  權  人

姓名或名稱

FE060000001 淡水鎮 淡水段暗街子

小段

011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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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縣政府清查公告之土地及建物清冊

民國45年12月31日以前登記之未定期限地上權                             單位：平方公尺

編號
土  地/建  物  標  示 登  記  名  義  人 土  地/建  物  所  有  權  人

姓名或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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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駱樹欉 駱進慶、駱財源、駱忠武、駱四義、駱全富、駱愛珠、駱素貞、駱曼慧、駱博、駱永祥、駱保

清、福品股份有限公司、駱麗水、駱文智、駱美惠、駱志城、駱錦城、駱謝雪卿、駱照松、駱煌

仁、駱煌章、駱謝菜燕、駱景富、駱景洲、駱麗嬌、駱雅芬、駱雅芳、駱思琳、駱帟瑨、駱家

源、蔡桂琴、駱怡璇、駱怡潔、駱韋錡、駱芃諭、駱潤澤、駱秀鳳、駱木輝、駱潤淵、駱朝欽、

駱朝陽、駱朝琴、駱正宏、駱正達、駱太平、駱順安、楊駱幸惠、駱幸姬、駱幸郁、駱彥亨

FE060000057 淡水鎮 油車口段油車

口小段

0179-0002 512 駱樹欉 駱進慶、駱財源、駱忠武、駱四義、駱全富、駱愛珠、駱素貞、駱曼慧、駱博、駱永祥、駱保

清、福品股份有限公司、駱麗水、駱文智、駱美惠、駱志城、駱錦城、駱謝雪卿、駱照松、駱煌

仁、駱煌章、駱謝菜燕、駱景富、駱景洲、駱麗嬌、駱雅芬、駱雅芳、駱思琳、駱帟瑨、駱家

源、蔡桂琴、駱怡璇、駱怡潔、駱韋錡、駱芃諭、駱潤澤、駱秀鳳、駱木輝、駱潤淵、駱朝欽、

駱朝陽、駱朝琴、駱正宏、駱正達、駱太平、駱順安、楊駱幸惠、駱幸姬、駱幸郁、駱彥亨

FE060000056 淡水鎮 油車口段油車

口小段

0179-0001

5 張木根 何幼蘭

FE060000055 淡水鎮 油車口段油車

口小段

0179-0000 527 駱樹欉 駱進慶、駱財源、駱忠武、駱四義、駱全富、駱愛珠、駱素貞、駱曼慧、駱博、駱永祥、駱保

清、福品股份有限公司、駱麗水、駱文智、駱美惠、駱志城、駱錦城、駱謝雪卿、駱照松、駱煌

仁、駱煌章、駱謝菜燕、駱景富、駱景洲、駱麗嬌、駱雅芬、駱雅芳、駱思琳、駱帟瑨、駱家

源、蔡桂琴、駱怡璇、駱怡潔、駱韋錡、駱芃諭、駱潤澤、駱秀鳳、駱木輝、駱潤淵、駱朝欽、

駱朝陽、駱朝琴、駱正宏、駱正達、駱太平、駱順安、楊駱幸惠、駱幸姬、駱幸郁、駱彥亨

FE060000054 淡水鎮 油車口段油車

口小段

0141-0003

148 張木根 何幼蘭

FE060000053 淡水鎮 油車口段油車

口小段

0141-0002 6 張木根 何幼蘭

FE060000052 淡水鎮 油車口段油車

口小段

0141-0001

198 高查某 忠義宮蘇府王爺廟管理委員會

FE060000051 淡水鎮 油車口段油車

口小段

0141-0000 64 張木根 何幼蘭

FE060000050 淡水鎮 油車口段油車

口小段

0124-0020

65 李元順 忠義宮蘇府王爺廟管理委員會

FE060000049 淡水鎮 油車口段油車

口小段

0124-0019 187 高查某 忠義宮蘇府王爺廟管理委員會

FE060000048 淡水鎮 油車口段油車

口小段

0124-0001

136 鄭仙 盧桂

FE060000047 淡水鎮 油車口段油車

口小段

0124-0000 285 高查某 忠義宮蘇府王爺廟管理委員會

FE060000046 淡水鎮 油車口段油車

口小段

0105-0000

91 葉明吉 葉松樹、葉樹欉、葉阿生、葉芙蓉、黃呈祥、李正夫、李茂森、葉進益、葉萬山、葉萬榮、葉英

興、葉奕伸、葉鎗、葉瑞銘、葉瑞旗、葉元宏、葉美月、葉水利、葉水龍、葉佳昇、葉佳格、廖

溫杶、葉蘭子、葉根智、葉根枝、葉根藤、葉根宗、葉秀隆、葉獻中、葉房、熊葉梅卿、葉建

生、葉彰師、葉彰廷、葉明吉、葉明耀、葉紀煌英、葉東榮、葉庭豪、尤美英、李陳俶惠、陳玉

燕、葉王秀春、葉勝華、葉勝平、葉勝義、葉婷如、葉育汶、葉麗香、葉芳廷、葉惠美、葉翠

環、葉彰和、葉柏士、邱春櫻、林福盛

FE060000045 淡水鎮 沙崙子段 0131-0005 91 葉明耀 葉松樹、葉樹欉、葉阿生、葉芙蓉、黃呈祥、李正夫、李茂森、葉進益、葉萬山、葉萬榮、葉英

興、葉奕伸、葉鎗、葉瑞銘、葉瑞旗、葉元宏、葉美月、葉水利、葉水龍、葉佳昇、葉佳格、廖

溫杶、葉蘭子、葉根智、葉根枝、葉根藤、葉根宗、葉秀隆、葉獻中、葉房、熊葉梅卿、葉建

生、葉彰師、葉彰廷、葉明吉、葉明耀、葉紀煌英、葉東榮、葉庭豪、尤美英、李陳俶惠、陳玉

燕、葉王秀春、葉勝華、葉勝平、葉勝義、葉婷如、葉育汶、葉麗香、葉芳廷、葉惠美、葉翠

環、葉彰和、葉柏士、邱春櫻、林福盛

FE060000044 淡水鎮 沙崙子段 0131-0005

91 葉祥式 葉松樹、葉樹欉、葉阿生、葉芙蓉、黃呈祥、李正夫、李茂森、葉進益、葉萬山、葉萬榮、葉英

興、葉奕伸、葉鎗、葉瑞銘、葉瑞旗、葉元宏、葉美月、葉水利、葉水龍、葉佳昇、葉佳格、廖

溫杶、葉蘭子、葉根智、葉根枝、葉根藤、葉根宗、葉秀隆、葉獻中、葉房、熊葉梅卿、葉建

生、葉彰師、葉彰廷、葉明吉、葉明耀、葉紀煌英、葉東榮、葉庭豪、尤美英、李陳俶惠、陳玉

燕、葉王秀春、葉勝華、葉勝平、葉勝義、葉婷如、葉育汶、葉麗香、葉芳廷、葉惠美、葉翠

環、葉彰和、葉柏士、邱春櫻、林福盛

FE060000043 淡水鎮 沙崙子段 0131-0005 91 葉重信 葉松樹、葉樹欉、葉阿生、葉芙蓉、黃呈祥、李正夫、李茂森、葉進益、葉萬山、葉萬榮、葉英

興、葉奕伸、葉鎗、葉瑞銘、葉瑞旗、葉元宏、葉美月、葉水利、葉水龍、葉佳昇、葉佳格、廖

溫杶、葉蘭子、葉根智、葉根枝、葉根藤、葉根宗、葉秀隆、葉獻中、葉房、熊葉梅卿、葉建

生、葉彰師、葉彰廷、葉明吉、葉明耀、葉紀煌英、葉東榮、葉庭豪、尤美英、李陳俶惠、陳玉

燕、葉王秀春、葉勝華、葉勝平、葉勝義、葉婷如、葉育汶、葉麗香、葉芳廷、葉惠美、葉翠

環、葉彰和、葉柏士、邱春櫻、林福盛

FE060000042 淡水鎮 沙崙子段 0131-0005

91 葉石頭 葉松樹、葉樹欉、葉阿生、葉芙蓉、黃呈祥、李正夫、李茂森、葉進益、葉萬山、葉萬榮、葉英

興、葉奕伸、葉鎗、葉瑞銘、葉瑞旗、葉元宏、葉美月、葉水利、葉水龍、葉佳昇、葉佳格、廖

溫杶、葉蘭子、葉根智、葉根枝、葉根藤、葉根宗、葉秀隆、葉獻中、葉房、熊葉梅卿、葉建

生、葉彰師、葉彰廷、葉明吉、葉明耀、葉紀煌英、葉東榮、葉庭豪、尤美英、李陳俶惠、陳玉

燕、葉王秀春、葉勝華、葉勝平、葉勝義、葉婷如、葉育汶、葉麗香、葉芳廷、葉惠美、葉翠

環、葉彰和、葉柏士、邱春櫻、林福盛

FE060000041 淡水鎮 沙崙子段 0131-0005 91 葉清江 葉松樹、葉樹欉、葉阿生、葉芙蓉、黃呈祥、李正夫、李茂森、葉進益、葉萬山、葉萬榮、葉英

興、葉奕伸、葉鎗、葉瑞銘、葉瑞旗、葉元宏、葉美月、葉水利、葉水龍、葉佳昇、葉佳格、廖

溫杶、葉蘭子、葉根智、葉根枝、葉根藤、葉根宗、葉秀隆、葉獻中、葉房、熊葉梅卿、葉建

生、葉彰師、葉彰廷、葉明吉、葉明耀、葉紀煌英、葉東榮、葉庭豪、尤美英、李陳俶惠、陳玉

燕、葉王秀春、葉勝華、葉勝平、葉勝義、葉婷如、葉育汶、葉麗香、葉芳廷、葉惠美、葉翠

環、葉彰和、葉柏士、邱春櫻、林福盛

FE060000040 淡水鎮 沙崙子段 0131-0005

2036 葉明吉 葉松樹、葉樹欉、葉建生、葉阿生、葉芙蓉、黃呈祥、李正夫、李茂森、葉進益、葉萬山、葉萬

榮、葉英興、葉奕伸、葉鎗、葉瑞銘、葉瑞旗、葉元宏、葉美月、葉水利、葉水龍、葉佳昇、葉

佳格、廖溫杶、葉蘭子、葉根智、葉根枝、葉根藤、葉根宗、葉秀隆、葉獻中、葉房、熊葉梅

卿、葉彰師、葉彰廷、葉明吉、葉明耀、葉紀煌英、葉孫秀琴、尤美英、葉庭豪、李陳俶惠、陳

玉燕、葉王秀春、葉勝華、葉勝平、葉勝義、葉婷如、葉育汶、葉麗香、葉芳廷、葉惠美、葉翠

環、葉彰和、邱春櫻、林福盛

FE060000039 淡水鎮 沙崙子段 0131-0000 2036 葉明耀 葉松樹、葉樹欉、葉建生、葉阿生、葉芙蓉、黃呈祥、李正夫、李茂森、葉進益、葉萬山、葉萬

榮、葉英興、葉奕伸、葉鎗、葉瑞銘、葉瑞旗、葉元宏、葉美月、葉水利、葉水龍、葉佳昇、葉

佳格、廖溫杶、葉蘭子、葉根智、葉根枝、葉根藤、葉根宗、葉秀隆、葉獻中、葉房、熊葉梅

卿、葉彰師、葉彰廷、葉明吉、葉明耀、葉紀煌英、葉孫秀琴、尤美英、葉庭豪、李陳俶惠、陳

玉燕、葉王秀春、葉勝華、葉勝平、葉勝義、葉婷如、葉育汶、葉麗香、葉芳廷、葉惠美、葉翠

環、葉彰和、邱春櫻、林福盛

FE060000038 淡水鎮 沙崙子段 0131-0000

FE060000037 淡水鎮 沙崙子段 0131-0000 2036 葉重信 葉松樹、葉樹欉、葉建生、葉阿生、葉芙蓉、黃呈祥、李正夫、李茂森、葉進益、葉萬山、葉萬

榮、葉英興、葉奕伸、葉鎗、葉瑞銘、葉瑞旗、葉元宏、葉美月、葉水利、葉水龍、葉佳昇、葉

佳格、廖溫杶、葉蘭子、葉根智、葉根枝、葉根藤、葉根宗、葉秀隆、葉獻中、葉房、熊葉梅

卿、葉彰師、葉彰廷、葉明吉、葉明耀、葉紀煌英、葉孫秀琴、尤美英、葉庭豪、李陳俶惠、陳

玉燕、葉王秀春、葉勝華、葉勝平、葉勝義、葉婷如、葉育汶、葉麗香、葉芳廷、葉惠美、葉翠

環、葉彰和、邱春櫻、林福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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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區 段小段 地/建號 面積(平方公尺) 姓名或名稱 權利範圍

台北縣政府清查公告之土地及建物清冊

民國45年12月31日以前登記之未定期限地上權                             單位：平方公尺

編號
土  地/建  物  標  示 登  記  名  義  人 土  地/建  物  所  有  權  人

姓名或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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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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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全部

1/1

1/2

1/2

全部

1/1

1/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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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2

全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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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null/null

null/null

全部

1/1

全部

1/1

1/4

262 郭寶桂 郭添丁、郭睿財、郭明雄、郭福源、郭萬生、郭錦木、郭木枝、郭稻、郭煙、林有田、林有諒、

張卿信、林添盛、郭建義、郭金定、林森男、林阿賢、林溪圳、張寧書、張德、郭許美桂、張萬

全、張楓、林興宗、林添丁、林永富、張利進、張利上、張利順、蔡勝坤、張水有、羅尚武、羅

尚佐、郭智聰、林香、中華民國、林坤欉、林漢慶、張郭玉碧、張鑽新、張慶忠、張春臨、張靖

平、郭聰明、郭文祥、蔡鳳英、郭俊良、郭韻愉、郭學儒、郭春福、許春發、張福松、林徐玉

英、林顯忠、林顯龍、林淑卿、林顯文、王文卿

FE060000083 淡水鎮 樹林口段糞箕

湖小段

0012-0000 262 郭稻 郭添丁、郭睿財、郭明雄、郭福源、郭萬生、郭錦木、郭木枝、郭稻、郭煙、林有田、林有諒、

張卿信、林添盛、郭建義、郭金定、林森男、林阿賢、林溪圳、張寧書、張德、郭許美桂、張萬

全、張楓、林興宗、林添丁、林永富、張利進、張利上、張利順、蔡勝坤、張水有、羅尚武、羅

尚佐、郭智聰、林香、中華民國、林坤欉、林漢慶、張郭玉碧、張鑽新、張慶忠、張春臨、張靖

平、郭聰明、郭文祥、蔡鳳英、郭俊良、郭韻愉、郭學儒、郭春福、許春發、張福松、林徐玉

英、林顯忠、林顯龍、林淑卿、林顯文、王文卿

FE060000082 淡水鎮 樹林口段糞箕

湖小段

0012-0000

291 陳順慶 陳榮聰、陳登賢、陳榮燦、李許月娥、陳根欉、陳泰造、陳水泉、陳宜君、陳嬿嫆、陳睦翔、陳

白金珠、陳楊寶秀、陳宗遠、陳文埕

FE060000081 淡水鎮 樹林口段樹林

口小段

0132-0000 412 陳圳 謝樹根、謝秀、謝傳興、謝麗美、謝永

FE060000080 淡水鎮 樹林口段樹林

口小段

0127-0000

1920 李永端 祭祀公業李協勝公

FE060000079 淡水鎮 樹林口段樹林

口小段

0127-0000 291 陳萬木 陳榮聰、陳登賢、陳榮燦、李許月娥、陳根欉、陳泰造、陳水泉、陳宜君、陳嬿嫆、陳睦翔、陳

白金珠、陳楊寶秀、陳宗遠、陳文埕

FE060000078 淡水鎮 北投子段 0539-0000

470 李水交 李恭、李剛輝、游李素蘭、李魁傑、李姿諍、陳忠立

FE060000077 淡水鎮 北投子段 0539-0000 1920 李永專 祭祀公業李協勝公

FE060000076 淡水鎮 北投子段 0538-0000

1677 鄭對 鄭楚楠、鄭楚彬、張愿來、鄭武忠、鄭老吉、鄭石燈、鄭榮桂、鄭榮智、鄭榮基、鄭榮盛、周鄭

映雪、王鄭秀真、鄭文煥、鄭文炳、鄭文助、李小瓊、鄭宜穆、鄭宜樺、鄭村常、鄭水田、鄭金

泉、鄭錦樹、張麗香

FE060000075 淡水鎮 北投子段 0538-0000 470 李大棟 李恭、李剛輝、游李素蘭、李魁傑、李姿諍、陳忠立

FE060000074 淡水鎮 北投子段 0264-0000

1677 洪金泉 鄭楚楠、鄭楚彬、張愿來、鄭武忠、鄭老吉、鄭石燈、鄭榮桂、鄭榮智、鄭榮基、鄭榮盛、周鄭

映雪、王鄭秀真、鄭文煥、鄭文炳、鄭文助、李小瓊、鄭宜穆、鄭宜樺、鄭村常、鄭水田、鄭金

泉、鄭錦樹、張麗香

FE060000073 淡水鎮 北投子段 0264-0000 1677 陳乾順 鄭楚楠、鄭楚彬、張愿來、鄭武忠、鄭老吉、鄭石燈、鄭榮桂、鄭榮智、鄭榮基、鄭榮盛、周鄭

映雪、王鄭秀真、鄭文煥、鄭文炳、鄭文助、李小瓊、鄭宜穆、鄭宜樺、鄭村常、鄭水田、鄭金

泉、鄭錦樹、張麗香

FE060000072 淡水鎮 北投子段 0264-0000

757 謝秋子 謝清南、謝陳樣、謝國熊、謝國璧、謝蒼明、謝蒼榮、謝鴻銘、謝敏鴻、吳金輝、謝炳坤、謝炳

輝、謝振興、謝振來、謝明志、謝明賜、謝明　、黃秀鶴、楊英美、李謝　、謝康快、謝木松、

謝阿生、王清蘭、謝愛卿、謝慶蓮、謝連慶、謝連春、謝文池、謝佳樺、謝文程、謝健來、謝文

煙、謝阿玉、謝李焟炤、謝秀月、謝佩樺、詹阿蒜、謝漢桐、謝榮壽、謝秋子、謝秋梅

FE060000071 淡水鎮 北投子段 0222-0000 757 謝秋梅 謝清南、謝陳樣、謝國熊、謝國璧、謝蒼明、謝蒼榮、謝鴻銘、謝敏鴻、吳金輝、謝炳坤、謝炳

輝、謝振興、謝振來、謝明志、謝明賜、謝明　、黃秀鶴、楊英美、李謝　、謝康快、謝木松、

謝阿生、王清蘭、謝愛卿、謝慶蓮、謝連慶、謝連春、謝文池、謝佳樺、謝文程、謝健來、謝文

煙、謝阿玉、謝李焟炤、謝秀月、謝佩樺、詹阿蒜、謝漢桐、謝榮壽、謝秋子、謝秋梅

FE060000070 淡水鎮 北投子段 0222-0000

1120 謝秋梅 謝清南、謝陳樣、吳金輝、張　、張柳碧琴、謝秋子、謝秋梅

FE060000069 淡水鎮 北投子段 0210-0000 456 康盛 康鄭蜂、康金金、康萬居、康萬進、康種、康永富、康源興、康源貴、康溪水、陳康清玉、郭麗

珍、洪正衛、高曾鵠、邵建翔、陳康修、康利安

FE060000068 淡水鎮 北投子段 0081-0003

1120 張 謝清南、謝陳樣、吳金輝、張　、張柳碧琴、謝秋子、謝秋梅

FE060000067 淡水鎮 北投子段 0081-0003 1120 謝秋子 謝清南、謝陳樣、吳金輝、張　、張柳碧琴、謝秋子、謝秋梅

FE060000066 淡水鎮 北投子段 0081-0003

621 呂良燈 蕭水生、邱秀城、陳桃、施秋鳳、李永井、李進貴、李輝墀、施徹三、施玲玉、李魁蔓、李魁

益、李和二、李魁杉、李魁榮、施學光、李魁裕、李魁耀、李魁丙、施達德、施達生、施達昌、

施達三、李梁淑卿、李明佳、李名強、李名棋、李名穎、李黃金鳳、李正雄、李永兆、陳榮川、

李魁達、李魁雄、李魁文、李魁相、李魁偉、李聰明、施錦圳、李麗嬌、邵李敏子、蔣坤山

FE060000065 淡水鎮 北投子段 0081-0003 1120 張銅榜 謝清南、謝陳樣、吳金輝、張　、張柳碧琴、謝秋子、謝秋梅

FE060000064 淡水鎮 水碓子段 0220-0002

621 呂赤標 蕭水生、邱秀城、陳桃、施秋鳳、李永井、李進貴、李輝墀、施徹三、施玲玉、李魁蔓、李魁

益、李和二、李魁杉、李魁榮、施學光、李魁裕、李魁耀、李魁丙、施達德、施達生、施達昌、

施達三、李梁淑卿、李明佳、李名強、李名棋、李名穎、李黃金鳳、李正雄、李永兆、陳榮川、

李魁達、李魁雄、李魁文、李魁相、李魁偉、李聰明、施錦圳、李麗嬌、邵李敏子、蔣坤山

FE060000063 淡水鎮 水碓子段 0220-0002 621 呂廷坤 蕭水生、邱秀城、陳桃、施秋鳳、李永井、李進貴、李輝墀、施徹三、施玲玉、李魁蔓、李魁

益、李和二、李魁杉、李魁榮、施學光、李魁裕、李魁耀、李魁丙、施達德、施達生、施達昌、

施達三、李梁淑卿、李明佳、李名強、李名棋、李名穎、李黃金鳳、李正雄、李永兆、陳榮川、

李魁達、李魁雄、李魁文、李魁相、李魁偉、李聰明、施錦圳、李麗嬌、邵李敏子、蔣坤山

FE060000062 淡水鎮 水碓子段 0220-0002

621 呂有 蕭水生、邱秀城、陳桃、施秋鳳、李永井、李進貴、李輝墀、施徹三、施玲玉、李魁蔓、李魁

益、李和二、李魁杉、李魁榮、施學光、李魁裕、李魁耀、李魁丙、施達德、施達生、施達昌、

施達三、李梁淑卿、李明佳、李名強、李名棋、李名穎、李黃金鳳、李正雄、李永兆、陳榮川、

李魁達、李魁雄、李魁文、李魁相、李魁偉、李聰明、施錦圳、李麗嬌、邵李敏子、蔣坤山

FE060000061 淡水鎮 水碓子段 0220-0002 621 呂枋 蕭水生、邱秀城、陳桃、施秋鳳、李永井、李進貴、李輝墀、施徹三、施玲玉、李魁蔓、李魁

益、李和二、李魁杉、李魁榮、施學光、李魁裕、李魁耀、李魁丙、施達德、施達生、施達昌、

施達三、李梁淑卿、李明佳、李名強、李名棋、李名穎、李黃金鳳、李正雄、李永兆、陳榮川、

李魁達、李魁雄、李魁文、李魁相、李魁偉、李聰明、施錦圳、李麗嬌、邵李敏子、蔣坤山

FE060000060 淡水鎮 水碓子段 0220-0002

621 呂中 蕭水生、邱秀城、陳桃、施秋鳳、李永井、李進貴、李輝墀、施徹三、施玲玉、李魁蔓、李魁

益、李和二、李魁杉、李魁榮、施學光、李魁裕、李魁耀、李魁丙、施達德、施達生、施達昌、

施達三、李梁淑卿、李明佳、李名強、李名棋、李名穎、李黃金鳳、李正雄、李永兆、陳榮川、

李魁達、李魁雄、李魁文、李魁相、李魁偉、李聰明、施錦圳、李麗嬌、邵李敏子、蔣坤山

FE060000059 淡水鎮 水碓子段 0220-0002 621 呂論 蕭水生、邱秀城、陳桃、施秋鳳、李永井、李進貴、李輝墀、施徹三、施玲玉、李魁蔓、李魁

益、李和二、李魁杉、李魁榮、施學光、李魁裕、李魁耀、李魁丙、施達德、施達生、施達昌、

施達三、李梁淑卿、李明佳、李名強、李名棋、李名穎、李黃金鳳、李正雄、李永兆、陳榮川、

李魁達、李魁雄、李魁文、李魁相、李魁偉、李聰明、施錦圳、李麗嬌、邵李敏子、蔣坤山

FE060000058 淡水鎮 水碓子段 022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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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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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3

1/9

1/9

1/9

388 郭樹枝 郭玉蘭、郭添丁、郭睿財、郭明雄、郭福源、郭萬生、郭錦木、郭木枝、郭稻、郭煙、林有田、

林有諒、張卿信、張卿義、林添盛、郭建義、林森男、林阿賢、林溪圳、張寧書、張德、郭許美

桂、張萬全、張楓、林興宗、林添丁、林永富、張利進、張利上、張利順、張水有、羅尚武、羅

尚佐、蔡勝旭、郭智聰、郭生、郭樹枝、郭情、林香、郭豈綸、鄭國興、中華民國、林坤欉、林

漢慶、張郭玉碧、張慶忠、張春臨、張靖平、郭聰明、郭文祥、蔡鳳英、郭俊良、郭韻愉、郭學

儒、郭春福、許春發、張献、張福松、張金助、張銘聰、張銘華、張銘貴、林徐玉英、林顯忠、

林顯龍、林淑卿、林顯文、王文卿

FE060000097 淡水鎮 樹林口段糞箕

湖小段

0012-0001 388 郭情 郭玉蘭、郭添丁、郭睿財、郭明雄、郭福源、郭萬生、郭錦木、郭木枝、郭稻、郭煙、林有田、

林有諒、張卿信、張卿義、林添盛、郭建義、林森男、林阿賢、林溪圳、張寧書、張德、郭許美

桂、張萬全、張楓、林興宗、林添丁、林永富、張利進、張利上、張利順、張水有、羅尚武、羅

尚佐、蔡勝旭、郭智聰、郭生、郭樹枝、郭情、林香、郭豈綸、鄭國興、中華民國、林坤欉、林

漢慶、張郭玉碧、張慶忠、張春臨、張靖平、郭聰明、郭文祥、蔡鳳英、郭俊良、郭韻愉、郭學

儒、郭春福、許春發、張献、張福松、張金助、張銘聰、張銘華、張銘貴、林徐玉英、林顯忠、

林顯龍、林淑卿、林顯文、王文卿

FE060000096 淡水鎮 樹林口段糞箕

湖小段

0012-0001

388 郭玉蘭 郭玉蘭、郭添丁、郭睿財、郭明雄、郭福源、郭萬生、郭錦木、郭木枝、郭稻、郭煙、林有田、

林有諒、張卿信、張卿義、林添盛、郭建義、林森男、林阿賢、林溪圳、張寧書、張德、郭許美

桂、張萬全、張楓、林興宗、林添丁、林永富、張利進、張利上、張利順、張水有、羅尚武、羅

尚佐、蔡勝旭、郭智聰、郭生、郭樹枝、郭情、林香、郭豈綸、鄭國興、中華民國、林坤欉、林

漢慶、張郭玉碧、張慶忠、張春臨、張靖平、郭聰明、郭文祥、蔡鳳英、郭俊良、郭韻愉、郭學

儒、郭春福、許春發、張献、張福松、張金助、張銘聰、張銘華、張銘貴、林徐玉英、林顯忠、

林顯龍、林淑卿、林顯文、王文卿

FE060000095 淡水鎮 樹林口段糞箕

湖小段

0012-0001 388 郭生 郭玉蘭、郭添丁、郭睿財、郭明雄、郭福源、郭萬生、郭錦木、郭木枝、郭稻、郭煙、林有田、

林有諒、張卿信、張卿義、林添盛、郭建義、林森男、林阿賢、林溪圳、張寧書、張德、郭許美

桂、張萬全、張楓、林興宗、林添丁、林永富、張利進、張利上、張利順、張水有、羅尚武、羅

尚佐、蔡勝旭、郭智聰、郭生、郭樹枝、郭情、林香、郭豈綸、鄭國興、中華民國、林坤欉、林

漢慶、張郭玉碧、張慶忠、張春臨、張靖平、郭聰明、郭文祥、蔡鳳英、郭俊良、郭韻愉、郭學

儒、郭春福、許春發、張献、張福松、張金助、張銘聰、張銘華、張銘貴、林徐玉英、林顯忠、

林顯龍、林淑卿、林顯文、王文卿

FE060000094 淡水鎮 樹林口段糞箕

湖小段

0012-0001

262 郭學儒 郭添丁、郭睿財、郭明雄、郭福源、郭萬生、郭錦木、郭木枝、郭稻、郭煙、林有田、林有諒、

張卿信、林添盛、郭建義、郭金定、林森男、林阿賢、林溪圳、張寧書、張德、郭許美桂、張萬

全、張楓、林興宗、林添丁、林永富、張利進、張利上、張利順、蔡勝坤、張水有、羅尚武、羅

尚佐、郭智聰、林香、中華民國、林坤欉、林漢慶、張郭玉碧、張鑽新、張慶忠、張春臨、張靖

平、郭聰明、郭文祥、蔡鳳英、郭俊良、郭韻愉、郭學儒、郭春福、許春發、張福松、林徐玉

英、林顯忠、林顯龍、林淑卿、林顯文、王文卿

FE060000093 淡水鎮 樹林口段糞箕

湖小段

0012-0001 388 郭清江 郭玉蘭、郭添丁、郭睿財、郭明雄、郭福源、郭萬生、郭錦木、郭木枝、郭稻、郭煙、林有田、

林有諒、張卿信、張卿義、林添盛、郭建義、林森男、林阿賢、林溪圳、張寧書、張德、郭許美

桂、張萬全、張楓、林興宗、林添丁、林永富、張利進、張利上、張利順、張水有、羅尚武、羅

尚佐、蔡勝旭、郭智聰、郭生、郭樹枝、郭情、林香、郭豈綸、鄭國興、中華民國、林坤欉、林

漢慶、張郭玉碧、張慶忠、張春臨、張靖平、郭聰明、郭文祥、蔡鳳英、郭俊良、郭韻愉、郭學

儒、郭春福、許春發、張献、張福松、張金助、張銘聰、張銘華、張銘貴、林徐玉英、林顯忠、

林顯龍、林淑卿、林顯文、王文卿

FE060000092 淡水鎮 樹林口段糞箕

湖小段

0012-0000

262 郭俊良 郭添丁、郭睿財、郭明雄、郭福源、郭萬生、郭錦木、郭木枝、郭稻、郭煙、林有田、林有諒、

張卿信、林添盛、郭建義、郭金定、林森男、林阿賢、林溪圳、張寧書、張德、郭許美桂、張萬

全、張楓、林興宗、林添丁、林永富、張利進、張利上、張利順、蔡勝坤、張水有、羅尚武、羅

尚佐、郭智聰、林香、中華民國、林坤欉、林漢慶、張郭玉碧、張鑽新、張慶忠、張春臨、張靖

平、郭聰明、郭文祥、蔡鳳英、郭俊良、郭韻愉、郭學儒、郭春福、許春發、張福松、林徐玉

英、林顯忠、林顯龍、林淑卿、林顯文、王文卿

FE060000091 淡水鎮 樹林口段糞箕

湖小段

0012-0000 262 郭韻愉 郭添丁、郭睿財、郭明雄、郭福源、郭萬生、郭錦木、郭木枝、郭稻、郭煙、林有田、林有諒、

張卿信、林添盛、郭建義、郭金定、林森男、林阿賢、林溪圳、張寧書、張德、郭許美桂、張萬

全、張楓、林興宗、林添丁、林永富、張利進、張利上、張利順、蔡勝坤、張水有、羅尚武、羅

尚佐、郭智聰、林香、中華民國、林坤欉、林漢慶、張郭玉碧、張鑽新、張慶忠、張春臨、張靖

平、郭聰明、郭文祥、蔡鳳英、郭俊良、郭韻愉、郭學儒、郭春福、許春發、張福松、林徐玉

英、林顯忠、林顯龍、林淑卿、林顯文、王文卿

FE060000090 淡水鎮 樹林口段糞箕

湖小段

0012-0000

262 郭文祥 郭添丁、郭睿財、郭明雄、郭福源、郭萬生、郭錦木、郭木枝、郭稻、郭煙、林有田、林有諒、

張卿信、林添盛、郭建義、郭金定、林森男、林阿賢、林溪圳、張寧書、張德、郭許美桂、張萬

全、張楓、林興宗、林添丁、林永富、張利進、張利上、張利順、蔡勝坤、張水有、羅尚武、羅

尚佐、郭智聰、林香、中華民國、林坤欉、林漢慶、張郭玉碧、張鑽新、張慶忠、張春臨、張靖

平、郭聰明、郭文祥、蔡鳳英、郭俊良、郭韻愉、郭學儒、郭春福、許春發、張福松、林徐玉

英、林顯忠、林顯龍、林淑卿、林顯文、王文卿

FE060000089 淡水鎮 樹林口段糞箕

湖小段

0012-0000 262 蔡鳳英 郭添丁、郭睿財、郭明雄、郭福源、郭萬生、郭錦木、郭木枝、郭稻、郭煙、林有田、林有諒、

張卿信、林添盛、郭建義、郭金定、林森男、林阿賢、林溪圳、張寧書、張德、郭許美桂、張萬

全、張楓、林興宗、林添丁、林永富、張利進、張利上、張利順、蔡勝坤、張水有、羅尚武、羅

尚佐、郭智聰、林香、中華民國、林坤欉、林漢慶、張郭玉碧、張鑽新、張慶忠、張春臨、張靖

平、郭聰明、郭文祥、蔡鳳英、郭俊良、郭韻愉、郭學儒、郭春福、許春發、張福松、林徐玉

英、林顯忠、林顯龍、林淑卿、林顯文、王文卿

FE060000088 淡水鎮 樹林口段糞箕

湖小段

0012-0000

262 郭許美桂 郭添丁、郭睿財、郭明雄、郭福源、郭萬生、郭錦木、郭木枝、郭稻、郭煙、林有田、林有諒、

張卿信、林添盛、郭建義、郭金定、林森男、林阿賢、林溪圳、張寧書、張德、郭許美桂、張萬

全、張楓、林興宗、林添丁、林永富、張利進、張利上、張利順、蔡勝坤、張水有、羅尚武、羅

尚佐、郭智聰、林香、中華民國、林坤欉、林漢慶、張郭玉碧、張鑽新、張慶忠、張春臨、張靖

平、郭聰明、郭文祥、蔡鳳英、郭俊良、郭韻愉、郭學儒、郭春福、許春發、張福松、林徐玉

英、林顯忠、林顯龍、林淑卿、林顯文、王文卿

FE060000087 淡水鎮 樹林口段糞箕

湖小段

0012-0000 262 郭聰明 郭添丁、郭睿財、郭明雄、郭福源、郭萬生、郭錦木、郭木枝、郭稻、郭煙、林有田、林有諒、

張卿信、林添盛、郭建義、郭金定、林森男、林阿賢、林溪圳、張寧書、張德、郭許美桂、張萬

全、張楓、林興宗、林添丁、林永富、張利進、張利上、張利順、蔡勝坤、張水有、羅尚武、羅

尚佐、郭智聰、林香、中華民國、林坤欉、林漢慶、張郭玉碧、張鑽新、張慶忠、張春臨、張靖

平、郭聰明、郭文祥、蔡鳳英、郭俊良、郭韻愉、郭學儒、郭春福、許春發、張福松、林徐玉

英、林顯忠、林顯龍、林淑卿、林顯文、王文卿

FE060000086 淡水鎮 樹林口段糞箕

湖小段

0012-0000

262 郭煙 郭添丁、郭睿財、郭明雄、郭福源、郭萬生、郭錦木、郭木枝、郭稻、郭煙、林有田、林有諒、

張卿信、林添盛、郭建義、郭金定、林森男、林阿賢、林溪圳、張寧書、張德、郭許美桂、張萬

全、張楓、林興宗、林添丁、林永富、張利進、張利上、張利順、蔡勝坤、張水有、羅尚武、羅

尚佐、郭智聰、林香、中華民國、林坤欉、林漢慶、張郭玉碧、張鑽新、張慶忠、張春臨、張靖

平、郭聰明、郭文祥、蔡鳳英、郭俊良、郭韻愉、郭學儒、郭春福、許春發、張福松、林徐玉

英、林顯忠、林顯龍、林淑卿、林顯文、王文卿

FE060000085 淡水鎮 樹林口段糞箕

湖小段

0012-0000 262 郭建義 郭添丁、郭睿財、郭明雄、郭福源、郭萬生、郭錦木、郭木枝、郭稻、郭煙、林有田、林有諒、

張卿信、林添盛、郭建義、郭金定、林森男、林阿賢、林溪圳、張寧書、張德、郭許美桂、張萬

全、張楓、林興宗、林添丁、林永富、張利進、張利上、張利順、蔡勝坤、張水有、羅尚武、羅

尚佐、郭智聰、林香、中華民國、林坤欉、林漢慶、張郭玉碧、張鑽新、張慶忠、張春臨、張靖

平、郭聰明、郭文祥、蔡鳳英、郭俊良、郭韻愉、郭學儒、郭春福、許春發、張福松、林徐玉

英、林顯忠、林顯龍、林淑卿、林顯文、王文卿

FE060000084 淡水鎮 樹林口段糞箕

湖小段

00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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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區 段小段 地/建號 面積(平方公尺) 姓名或名稱 權利範圍

台北縣政府清查公告之土地及建物清冊

民國45年12月31日以前登記之未定期限地上權                             單位：平方公尺

編號
土  地/建  物  標  示 登  記  名  義  人 土  地/建  物  所  有  權  人

姓名或名稱

全部

1/1

1/3

1/3

1/3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null/null

null/null

null/null

1/2

1/8

1/8

1/12

1/12

1/12

全部

1/1

全部

1/1

1/3

1/3

1/3

全部

1/1

1/3

1/3

1/3

全部

1/1

1/2

1/2

全部

1/1

全部

1/1

0272-0000

FE060000104 淡水鎮 小坪頂段

FE060000105 淡水鎮 小坪頂段

0153-0000

359 林石榴 林有田、林有諒、林添盛、林森男、林阿賢、林溪圳、林興宗、林添丁、林永富、林香、林坤

欉、林漢慶、林徐玉英、林顯忠、林顯龍、林淑卿、林顯文

FE060000103 淡水鎮 樹林口段糞箕

湖小段

0020-0000

276 張金水 祭祀公業張有廣公

FE060000102 淡水鎮 樹林口段糞箕

湖小段

0020-0000 359 林清山 林有田、林有諒、林添盛、林森男、林阿賢、林溪圳、林興宗、林添丁、林永富、林香、林坤

欉、林漢慶、林徐玉英、林顯忠、林顯龍、林淑卿、林顯文

325 蔡順源 蔡炳祥、蔡鴻禧、蔡鴻鈞、蔡鴻輝、蔡鴻基、蔡王寶勤、蔡榮壽、蔡岳宏、蔡榮義、蔡榮村、蔡

榮宗

FE060000101 淡水鎮 樹林口段糞箕

湖小段

0019-0000 325 蔡義助 蔡炳祥、蔡鴻禧、蔡鴻鈞、蔡鴻輝、蔡鴻基、蔡王寶勤、蔡榮壽、蔡岳宏、蔡榮義、蔡榮村、蔡

榮宗

FE060000100 淡水鎮 樹林口段糞箕

湖小段

0019-0000

543 高真 楊吻、楊順

FE060000099 淡水鎮 樹林口段糞箕

湖小段

0019-0000 325 蔡順興 蔡炳祥、蔡鴻禧、蔡鴻鈞、蔡鴻輝、蔡鴻基、蔡王寶勤、蔡榮壽、蔡岳宏、蔡榮義、蔡榮村、蔡

榮宗

FE060000098 淡水鎮 樹林口段糞箕

湖小段

0018-0000

7056 張清明 祭祀公業張文鳳

FE060000106 淡水鎮 小坪頂段 0272-0000 7056 張財氣 祭祀公業張文鳳

FE060000107 淡水鎮 小坪頂段 0272-0000 7056 張樹愿 祭祀公業張文鳳

FE060000108 淡水鎮 小坪頂段 0272-0000 7056 張輝煌 祭祀公業張文鳳

FE060000109 淡水鎮 小坪頂段 0272-0000 7056 張進福 祭祀公業張文鳳

FE060000110 淡水鎮 小坪頂段 0276-0000 6576 蘇埤 祭祀公業張文鳳

FE060000111 淡水鎮 小坪頂段 0276-0000 6576 張南海 祭祀公業張文鳳

FE060000112 淡水鎮 小坪頂段 0276-0000 6576 張烏永 祭祀公業張文鳳

FE060000113 淡水鎮 小坪頂段 0276-0000 6576 張石柳 祭祀公業張文鳳

FE060000114 淡水鎮 小坪頂段 0276-0000 6576 張金樹 祭祀公業張文鳳

FE060000115 淡水鎮 小坪頂段 0276-0000 6576 張中書 祭祀公業張文鳳

FE060000116 淡水鎮 小坪頂段 0276-0000 6576 張中良 祭祀公業張文鳳

FE060000117 淡水鎮 小坪頂段 0276-0000 6576 張中堅 祭祀公業張文鳳

FE060000118 淡水鎮 小坪頂段 0276-0000 6576 張中順 祭祀公業張文鳳

FE060000119 淡水鎮 小坪頂段 0276-0000 6576 張健榕 祭祀公業張文鳳

FE060000120 淡水鎮 小坪頂段 0276-0000 6576 張麥通 祭祀公業張文鳳

FE060000121 淡水鎮 小坪頂段 0276-0000 6576 張振桂 祭祀公業張文鳳

FE060000122 淡水鎮 小坪頂段 0276-0000 6576 張仲 祭祀公業張文鳳

FE060000123 淡水鎮 小坪頂段 0276-0000 6576 張滿 祭祀公業張文鳳

FE060000124 淡水鎮 小坪頂段 0276-0000 6576 張阿益 祭祀公業張文鳳

FE060000125 淡水鎮 小坪頂段 0276-0010 3429 張倣 祭祀公業張文鳳

FE060000126 淡水鎮 小坪頂段 0298-0000 863 王泰丁 王泰丁、王海烔、王水生

FE060000127 淡水鎮 小坪頂段 0298-0000 863 王海烔 王泰丁、王海烔、王水生

FE060000128 淡水鎮 小坪頂段 0298-0000 863 王水生 王泰丁、王海烔、王水生

FE060000129 淡水鎮 小坪頂段 0309-0001 1149 張水生 許有木、許順原、林國昌、林國裕、許正南、郭許美桂、許美雲、黃麗玲、黃俊哲、張金泰、張

金平、張淑美、張金勇、許正雄、許銀河、張立朋、張傳正、張煌章、張庭瑋、張雲琴、林寶玉

FE060000130 淡水鎮 興福寮段 0059-0000 1591 張根養 張英、張水中、張日、張清溪、李張水中、姚國泰、張添盛、張丁瑞、張新郎、張智能、張

籃、張重夫、張世明、張世章、張三元、張飛龍、張賢德、張嘉峰、張澯騰、張吉雄、張能得、

張焜榕、張焜成、張麗枝、張黃月娥、張銘鴻、張銘輝、張銘熟、張淑華、張銘池、張淑真、俞

喜、張鉅鑫、張根養、張坤地、張文和、張曾銀、張松、陳弘陞、沈錦城、張錦興、張錦彬、張

正、張立群、張家銘、張阿生、張進芳、張戎和、張明德、張明祥、張明順、張明益、張明聯、

張明聰、張敏雄、張炳松、張淑嬌、俞玉芬

FE060000131 淡水鎮 興福寮段 0059-0000 1591 張坤地 張英、張水中、張日、張清溪、李張水中、姚國泰、張添盛、張丁瑞、張新郎、張智能、張

籃、張重夫、張世明、張世章、張三元、張飛龍、張賢德、張嘉峰、張澯騰、張吉雄、張能得、

張焜榕、張焜成、張麗枝、張黃月娥、張銘鴻、張銘輝、張銘熟、張淑華、張銘池、張淑真、俞

喜、張鉅鑫、張根養、張坤地、張文和、張曾銀、張松、陳弘陞、沈錦城、張錦興、張錦彬、張

正、張立群、張家銘、張阿生、張進芳、張戎和、張明德、張明祥、張明順、張明益、張明聯、

張明聰、張敏雄、張炳松、張淑嬌、俞玉芬

FE060000132 淡水鎮 興福寮段 0060-0000 698 李香 張英、張水中、張日、張清溪、李香、姚國泰、張添盛、張丁瑞、張清吉、張新郎、張智能、

張籃、張重夫、張世明、張世章、張三元、張飛龍、張賢德、張嘉峰、張澯騰、張吉雄、張能

得、張焜榕、張焜成、張麗枝、張黃月娥、張銘鴻、張銘輝、張銘熟、張淑華、張銘池、張淑

真、喜、張鉅鑫、張根養、張坤地、張連順、張智欽、張文和、張曾銀、陳弘陞、沈錦城、張

錦興、張錦彬、張正、張立群、張家銘、張阿生、張進芳、張戎和、張明德、張明祥、張明順、

張明益、張明聯、張明聰、張阿文、張炳松、張淑嬌、俞玉芬

FE060000133 淡水鎮 興福寮段 0065-0000 587 張洪抱治 張東生、張東芳、張東福、張陳芽、張陳金好、楊張寶足、張聰華、張聰貴、張雅銘、張雅輝、

張麗齡、張東興、張朝坪、張朝仁、王張薇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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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區 段小段 地/建號 面積(平方公尺) 姓名或名稱 權利範圍

台北縣政府清查公告之土地及建物清冊

民國45年12月31日以前登記之未定期限地上權                             單位：平方公尺

編號
土  地/建  物  標  示 登  記  名  義  人 土  地/建  物  所  有  權  人

姓名或名稱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1/2

1/2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null/null

null/null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null/null

null/null

全部

1/1

1/2

1/2

1/2

1/2

FE060000134 淡水鎮 興福寮段 0076-0000 330 張心匏 張英、張水中、張日、張清溪、李張水中、姚國泰、張添盛、張丁瑞、張老萬、張清吉、張新

郎、張智能、張籃、張重夫、張世明、張世章、張三元、張飛龍、張賢德、張嘉峰、張澯騰、張

吉雄、張能得、張焜榕、張焜成、張麗枝、張黃月娥、張銘鴻、張銘輝、張銘熟、張淑華、張銘

池、張淑真、俞喜、張鉅鑫、張根養、張坤地、張連順、張智欽、張曾銀、陳弘陞、沈錦城、張

錦興、張錦彬、張正、張立群、張家銘、張阿生、張進芳、張戎和、張明德、張明祥、張明順、

張明益、張明聯、張明聰、蕭慶和、張炳松、張淑嬌、俞玉芬

FE060000135 淡水鎮 興福寮段 0080-0000 335 張亢龍 張錦洲、張有諒、張亢龍、林張香、張蕃薯

FE060000136 淡水鎮 興福寮段 0081-0000 703 張蕃薯 張錦洲、張有諒、張亢龍、林張香、張蕃薯

FE060000137 淡水鎮 興福寮段 0087-0000 398 張金釵 張勤不、張碧湖、張榮輝、張德雄、張水中、張麗雄、張泰山、張忠明、張伯勳、李張翠玉

FE060000138 淡水鎮 興福寮段 0087-0000 398 張石心 張勤不、張碧湖、張榮輝、張德雄、張水中、張麗雄、張泰山、張忠明、張伯勳、李張翠玉

FE060000139 淡水鎮 興福寮段 0087-0000 398 張萬清 張勤不、張碧湖、張榮輝、張德雄、張水中、張麗雄、張泰山、張忠明、張伯勳、李張翠玉

FE060000140 淡水鎮 水梘頭段百六

戛小段

0028-0000 664 陳財源 陳敏 、陳敏和、陳敏霖

FE060000141 淡水鎮 水梘頭段社厝

坑小段

0016-0002 726 張登 李梓樹、張錦坤、鄭欽元、鄭正國、張啓達、張李麗鄉、張萬生

FE060000142 淡水鎮 水梘頭段社厝

坑小段

0016-0003 31 張登 李梓樹、黃清松、鄭欽元、鄭正國、呂聰富、呂保雄、呂茂雄、呂炳煌、林呂玉梅

FE060000143 淡水鎮 水梘頭段社厝

坑小段

0141-0000 1034 李永佗 李添進、李啟明、陳玉雲

FE060000144 淡水鎮 水梘頭段社厝

坑小段

0141-0000 1034 李永志 李添進、李啟明、陳玉雲

FE060000145 淡水鎮 水梘頭段社厝

坑小段

0141-0001 649 李永佗 李添進、李啟明、陳玉雲

FE060000146 淡水鎮 水梘頭段社厝

坑小段

0141-0001 649 李永志 李添進、李啟明、陳玉雲

FE060000147 淡水鎮 水梘頭段瓦

坑小段

0024-0001 170 康萬居 康勝美、康鍾文、康東海

FE060000148 淡水鎮 水梘頭段山子

頂小段

0120-0001 664 呂和泰 呂佳、呂永和、呂雲亭、呂維凱、呂文凱、呂仲凱、呂永男、呂永全、呂永炳、呂信弘、呂王

市、呂順良、呂健榮、呂順發、呂章、王呂美惠、呂美玲

FE060000149 淡水鎮 水梘頭段山子

頂小段

0120-0001 664 呂有生 呂佳、呂永和、呂雲亭、呂維凱、呂文凱、呂仲凱、呂永男、呂永全、呂永炳、呂信弘、呂王

市、呂順良、呂健榮、呂順發、呂章、王呂美惠、呂美玲

FE060000150 淡水鎮 水梘頭段山子

邊小段

0018-0000 245 陳燈城 財團法人台灣省台北縣淡水無極天元宮

FE060000151 淡水鎮 水梘頭段山子

邊小段

0018-0000 245 王興 財團法人台灣省台北縣淡水無極天元宮

FE060000152 淡水鎮 水梘頭段山子

邊小段

0018-0001 134 陳燈城 陳紹麟

FE060000153 淡水鎮 水梘頭段山子

邊小段

0018-0001 134 王興 陳紹麟

FE060000154 淡水鎮 水梘頭段山子

邊小段

0067-0002 277 鄭家和 鄭阿滿、許登源、李振隆、鄭家和、鄭呂敏、鄭勝吉、鄭文雄、中華民國

FE060000155 淡水鎮 水梘頭段楓樹

湖小段

0010-0000 306 陳進財 陳萬居、陳會、陳添丁、陳心匏、陳天送、陳天慶、陳蓮付、蔡填治、蔡金造、蔡忠信、陳水

長、陳萬華、陳竹村、陳德源、李金蓮、陳聰、陳永田、陳永波、陳永同、陳金德、陳慶章、顏

陳盆、陳子隆、陳子和、陳文理、陳文進、陳文章、陳美麗、陳孟和、高陳孟姐、陳孟永、陳孟

源、許阿條、林陳雪梅、吳陳招琴、陳素霞、蔡旻潔、陳林菜、陳舜平、蔡筆涵、李進清、李進

益、陳登子、鄭春雪、陳振榮、陳重憲、陳重勝、陳重雄、陳麗鳳、陳玉文、王銘、王幸齡、王

淑玲、王佳慧、王雅琪

FE060000156 淡水鎮 水梘頭段南勢

埔小段

0049-0002 58 張煙 張萬生

FE060000157 淡水鎮 水梘頭段南勢

埔小段

0049-0006 112 張煙 張萬生

FE060000158 淡水鎮 水梘頭段南勢

埔小段

0116-0000 941 張王 張興旺、張興發、張献、張木生、趙鎮伯、王賢書、張志書、王麟書、張李厚子、張明輝、張明

聰、張長、張守、趙張素美、張文明

FE060000159 淡水鎮 水梘頭段南勢

埔小段

0116-0000 941 張文男 張興旺、張興發、張献、張木生、趙鎮伯、王賢書、張志書、王麟書、張李厚子、張明輝、張明

聰、張長、張守、趙張素美、張文明

FE060000160 淡水鎮 水梘頭段南勢

埔小段

0126-0000 480 張水永 張鏗銳、張樂洪、張堡基、張堡林、張炯梵、張麗香、張洪菊、張淑美

FE060000161 淡水鎮 水梘頭段南勢

埔小段

0137-0000 892 莊昔 張弘彥、張惟焜、張宏仁、張宏揚、王莊菜、張塗坤、高立達、張璟榮、張文德、李張彩霞、張

義政、張賴鳳

FE060000162 淡水鎮 水梘頭段南勢

埔小段

0237-0000 703 張進興 張武典、張黃碧珠、張姚冬子

FE060000163 淡水鎮 水梘頭段白石

腳小段

0043-0000 165 許水旺 許旺、許長江、許信其、許信昌、許信卿、許忠、郭三男、許文、許正義、許正吉、郭義禮、郭

義程、郭義傳、許居、許萬春、許進春、許錦守、許金蓮、許正雄、許清松、陳文良、陳文坤、

陳麗琴、陳麗燕、王美鈴、王元富、王志容、王美惠、王志鴻、王美雅、王美娟、郭錦郎、郭怡

清、許湧明、黃清泉、許添成、許進益、許榮良、郭垣巖、許國治

FE060000164 淡水鎮 水梘頭段埔子

頂小段

0040-0000 446 陳錦籌 張杉泉、許張碧娥、張信雄、張金城、張金誠、張永輝

FE060000165 淡水鎮 水梘頭段埔子

頂小段

0040-0000 446 陳塗根 張杉泉、許張碧娥、張信雄、張金城、張金誠、張永輝

FE060000166 淡水鎮 中田寮段後寮

小段

0009-0000 4268 李菁松 洪銘盤、李永愈、李如燠、李允恭、李硯湖、李明來、李宇宙、李明換、蔡金蘭、蔡盛光、洪陳

寶彩、洪遠南、洪世佑、洪世祥、康林秀英、康麗淑、康家扶、康玉霞、康麗芳、康曉　、康家

興、康圳逸

FE060000167 淡水鎮 中田寮段桂花

樹小段

0033-0000 2958 李瑞璧 李宗敦、李硯池、李培堉、李培洽、李載福、李有春、李復興、李潤銘、李永坤、李文助、李自

然、李錦城、李錦涯、李正治、李啟發、李啟權、李炳其、李炳煌、李炳銘、李炳漳、李永貹、

李永溪、李永鑫、李永鍊、李克邦、李克熙、李嘉叁、洪李英連、王李綠枝、郭淑儀、郭淑珍、

郭淑玲、郭維達、李永鑣、李永讚、李天煌、李清雲、李瑞璧、李瑞聯、李魁明、李永焜

FE060000168 淡水鎮 中田寮段桂花

樹小段

0033-0000 2958 李瑞聯 李宗敦、李硯池、李培堉、李培洽、李載福、李有春、李復興、李潤銘、李永坤、李文助、李自

然、李錦城、李錦涯、李正治、李啟發、李啟權、李炳其、李炳煌、李炳銘、李炳漳、李永貹、

李永溪、李永鑫、李永鍊、李克邦、李克熙、李嘉叁、洪李英連、王李綠枝、郭淑儀、郭淑珍、

郭淑玲、郭維達、李永鑣、李永讚、李天煌、李清雲、李瑞璧、李瑞聯、李魁明、李永焜

FE060000169 淡水鎮 中田寮段演戲

埔腳小段

0046-0000 524 李水木 陳招治、黃崑、李田、黃清松、吳潔、黃養、李水木、李金土、中華民國、李阿滿、連明山、李

木順、黃蔡碧娥、蔡幸、張詠薇、張逸、張逸青

FE060000170 淡水鎮 中田寮段演戲

埔腳小段

0046-0000 524 李金土 陳招治、黃崑、李田、黃清松、吳潔、黃養、李水木、李金土、中華民國、李阿滿、連明山、李

木順、黃蔡碧娥、蔡幸、張詠薇、張逸、張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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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區 段小段 地/建號 面積(平方公尺) 姓名或名稱 權利範圍

台北縣政府清查公告之土地及建物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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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土  地/建  物  標  示 登  記  名  義  人 土  地/建  物  所  有  權  人

姓名或名稱

null/null

null/null

null/null

null/null

null/null

null/null

null/null

null/null

1/3

1/3

1/3

全部

1/1

1/3

1/6

1/6

1/9

1/9

1/9

全部

1/1

全部

1/1

null/null

1/2

1/2

null/null

全部

1/1

1/2

1/2

全部

1/1

全部

1/1

1/3

1/3

1/3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FE060000171 淡水鎮 中田寮段大埤

頭小段

0055-0000 1494 王盛弘 王春、王木魚、王斌林、楊環、王幼、王金性、王柱棟、王城基、盧朝進、王叔銘、王盛弘、王

勝平、王學賢、王德裕、王耀輝、王淑媛、王櫻蘭

FE060000172 淡水鎮 中田寮段大埤

頭小段

0055-0000 1494 王勝平 王春、王木魚、王斌林、楊環、王幼、王金性、王柱棟、王城基、盧朝進、王叔銘、王盛弘、王

勝平、王學賢、王德裕、王耀輝、王淑媛、王櫻蘭

FE060000173 淡水鎮 中田寮段大埤

頭小段

0055-0000 1494 王學賢 王春、王木魚、王斌林、楊環、王幼、王金性、王柱棟、王城基、盧朝進、王叔銘、王盛弘、王

勝平、王學賢、王德裕、王耀輝、王淑媛、王櫻蘭

FE060000174 淡水鎮 中田寮段大埤

頭小段

0055-0000 1494 王叔銘 王春、王木魚、王斌林、楊環、王幼、王金性、王柱棟、王城基、盧朝進、王叔銘、王盛弘、王

勝平、王學賢、王德裕、王耀輝、王淑媛、王櫻蘭

FE060000175 淡水鎮 中田寮段大埤

頭小段

0055-0000 1494 王德裕 王春、王木魚、王斌林、楊環、王幼、王金性、王柱棟、王城基、盧朝進、王叔銘、王盛弘、王

勝平、王學賢、王德裕、王耀輝、王淑媛、王櫻蘭

FE060000176 淡水鎮 中田寮段大埤

頭小段

0055-0000 1494 王耀輝 王春、王木魚、王斌林、楊環、王幼、王金性、王柱棟、王城基、盧朝進、王叔銘、王盛弘、王

勝平、王學賢、王德裕、王耀輝、王淑媛、王櫻蘭

FE060000177 淡水鎮 中田寮段大埤

頭小段

0055-0000 1494 王淑媛 王春、王木魚、王斌林、楊環、王幼、王金性、王柱棟、王城基、盧朝進、王叔銘、王盛弘、王

勝平、王學賢、王德裕、王耀輝、王淑媛、王櫻蘭

FE060000178 淡水鎮 中田寮段大埤

頭小段

0055-0000 1494 王櫻蘭 王春、王木魚、王斌林、楊環、王幼、王金性、王柱棟、王城基、盧朝進、王叔銘、王盛弘、王

勝平、王學賢、王德裕、王耀輝、王淑媛、王櫻蘭

FE060000179 淡水鎮 中田寮段大埤

頭小段

0055-0000 1494 王斌林 王春、王木魚、王斌林、楊環、王幼、王金性、王柱棟、王城基、盧朝進、王叔銘、王盛弘、王

勝平、王學賢、王德裕、王耀輝、王淑媛、王櫻蘭

FE060000180 淡水鎮 中田寮段大埤

頭小段

0055-0000 1494 王柱棟 王春、王木魚、王斌林、楊環、王幼、王金性、王柱棟、王城基、盧朝進、王叔銘、王盛弘、王

勝平、王學賢、王德裕、王耀輝、王淑媛、王櫻蘭

FE060000181 淡水鎮 中田寮段大埤

頭小段

0055-0000 1494 王城基 王春、王木魚、王斌林、楊環、王幼、王金性、王柱棟、王城基、盧朝進、王叔銘、王盛弘、王

勝平、王學賢、王德裕、王耀輝、王淑媛、王櫻蘭

FE060000182 淡水鎮 中田寮段大埤

頭小段

0095-0000 3409 李清 張萬金、黃秀麗、李國雄、李司元、李聿雁、李聿盈、李宗卓、李秋雄、李文雄、李世雄、李信

雄、歐玉鳳

FE060000183 淡水鎮 中田寮段竹圍

子小段

0015-0000 1348 陳有順 周榜、陳水埤、陳錦鐘、陳全吉、周福林、陳慶禧、陳慶成、周銘智、周正雄、陳杉、周金

藏、周明健、陳鳳修、陳福勝、陳福利、陳福建、周秋章

FE060000184 淡水鎮 中田寮段竹圍

子小段

0015-0000 1348 陳慶禧 周榜、陳水埤、陳錦鐘、陳全吉、周福林、陳慶禧、陳慶成、周銘智、周正雄、陳杉、周金

藏、周明健、陳鳳修、陳福勝、陳福利、陳福建、周秋章

FE060000185 淡水鎮 中田寮段竹圍

子小段

0015-0000 1348 陳慶成 周榜、陳水埤、陳錦鐘、陳全吉、周福林、陳慶禧、陳慶成、周銘智、周正雄、陳杉、周金

藏、周明健、陳鳳修、陳福勝、陳福利、陳福建、周秋章

FE060000186 淡水鎮 中田寮段竹圍

子小段

0015-0000 1348 陳福勝 周榜、陳水埤、陳錦鐘、陳全吉、周福林、陳慶禧、陳慶成、周銘智、周正雄、陳杉、周金

藏、周明健、陳鳳修、陳福勝、陳福利、陳福建、周秋章

FE060000187 淡水鎮 中田寮段竹圍

子小段

0015-0000 1348 陳福利 周榜、陳水埤、陳錦鐘、陳全吉、周福林、陳慶禧、陳慶成、周銘智、周正雄、陳杉、周金

藏、周明健、陳鳳修、陳福勝、陳福利、陳福建、周秋章

FE060000188 淡水鎮 中田寮段竹圍

子小段

0015-0000 1348 陳福建 周榜、陳水埤、陳錦鐘、陳全吉、周福林、陳慶禧、陳慶成、周銘智、周正雄、陳杉、周金

藏、周明健、陳鳳修、陳福勝、陳福利、陳福建、周秋章

FE060000189 淡水鎮 中田寮段竹圍

子小段

0015-0000 1348 周靟 周榜、陳水埤、陳錦鐘、陳全吉、周福林、陳慶禧、陳慶成、周銘智、周正雄、陳杉、周金

藏、周明健、陳鳳修、陳福勝、陳福利、陳福建、周秋章

FE060000190 淡水鎮 中田寮段竹圍

子小段

0015-0000 1348 周金藏 周榜、陳水埤、陳錦鐘、陳全吉、周福林、陳慶禧、陳慶成、周銘智、周正雄、陳杉、周金

藏、周明健、陳鳳修、陳福勝、陳福利、陳福建、周秋章

FE060000191 淡水鎮 中田寮段泉州

厝小段

0132-0000 421 蔣鑽燧 陳炳根、高茂盛、洪我爵、李濟南、洪祖澤、李介勝、李汶蓮、蔡張秀美、李嘉福、張永清、張

富雄、周清華、李碧珠、李檉賢、李東州、李東彬、陳李雪蓉、鄭高雪娥、吳玉梅、吳灼灼

FE060000192 淡水鎮 中田寮段泉州

厝小段

0132-0000 421 林英 陳炳根、高茂盛、洪我爵、李濟南、洪祖澤、李介勝、李汶蓮、蔡張秀美、李嘉福、張永清、張

富雄、周清華、李碧珠、李檉賢、李東州、李東彬、陳李雪蓉、鄭高雪娥、吳玉梅、吳灼灼

FE060000193 淡水鎮 中田寮段泉州

厝小段

0132-0000 421 林郭銀 陳炳根、高茂盛、洪我爵、李濟南、洪祖澤、李介勝、李汶蓮、蔡張秀美、李嘉福、張永清、張

富雄、周清華、李碧珠、李檉賢、李東州、李東彬、陳李雪蓉、鄭高雪娥、吳玉梅、吳灼灼

FE060000194 淡水鎮 中田寮段泉州

厝小段

0132-0000 421 蔣宏文 陳炳根、高茂盛、洪我爵、李濟南、洪祖澤、李介勝、李汶蓮、蔡張秀美、李嘉福、張永清、張

富雄、周清華、李碧珠、李檉賢、李東州、李東彬、陳李雪蓉、鄭高雪娥、吳玉梅、吳灼灼

FE060000195 淡水鎮 中田寮段泉州

厝小段

0132-0000 421 李濟南 陳炳根、高茂盛、洪我爵、李濟南、洪祖澤、李介勝、李汶蓮、蔡張秀美、李嘉福、張永清、張

富雄、周清華、李碧珠、李檉賢、李東州、李東彬、陳李雪蓉、鄭高雪娥、吳玉梅、吳灼灼

FE060000196 淡水鎮 中田寮段泉州

厝小段

0142-0001 179 鄭興 鄭王、鄭波、鄭洞、鄭碧、鄭添財、鄭粘、鄭漳州、鄭府、鄭土墻、鄭余北、鄭木松、鄭成發、

鄭萬得、黃清松、張武典、鄭光輝、鄭足富、鄭孔義、鄭有進、鄭萬居、李振隆、李松岩、鄭武

山、鄭武林、鄭月雲、陳瑋文、鄭春涼、黃李嬌娥、鄭銘傑

FE060000197 淡水鎮 中田寮段泉州

厝小段

0142-0001 179 鄭萬居 鄭王、鄭波、鄭洞、鄭碧、鄭添財、鄭粘、鄭漳州、鄭府、鄭土墻、鄭余北、鄭木松、鄭成發、

鄭萬得、黃清松、張武典、鄭光輝、鄭足富、鄭孔義、鄭有進、鄭萬居、李振隆、李松岩、鄭武

山、鄭武林、鄭月雲、陳瑋文、鄭春涼、黃李嬌娥、鄭銘傑

FE060000198 淡水鎮 頂圭柔山段三

塊厝小段

0046-0000 1667 張龜 張烏頭、張自生、張新崇、張閔晉、張新運、張其珠、張熒珠、張健行、張純美、張慧美、盧春

長、張水田、張進勇、張盧葉、張智韋、張溪章、張萬士、張勝治、張萬益、張淑綿、張蔡錯

玉、張文章、張林彩雲、張世彬、張淑芬、張淑媛、張淑如、張淑敏、張淑芳

FE060000199 淡水鎮 頂圭柔山段三

塊厝小段

0046-0001 1805 張龜 張烏頭、張自生、張新崇、張閔晉、張新運、張其珠、張健行、張熒珠、張純美、張慧美、盧王

美雲、張水田、張進勇、張盧葉、張智韋、張溪章、張萬士、張勝治、張萬益、張淑綿、張蔡錯

玉、張文章、張林彩雲、張世彬、張淑芬、張淑媛、張淑如、張淑敏、張淑芳

FE060000200 淡水鎮 頂圭柔山段三

塊厝小段

0049-0000 1251 張良雄 張其珠、張熒珠、張健行、張自生、張閔晉、張新崇、張新運、黃春發、張李文瑤、盧春長、張

傳益、張傳、張盧葉、張智韋、張林彩雲、張世彬、張淑芬、張淑媛、張淑如、張淑敏、張淑

芳
FE060000201 淡水鎮 頂圭柔山段三

塊厝小段

0049-0000 1251 張民雄 張其珠、張熒珠、張健行、張自生、張閔晉、張新崇、張新運、黃春發、張李文瑤、盧春長、張

傳益、張傳、張盧葉、張智韋、張林彩雲、張世彬、張淑芬、張淑媛、張淑如、張淑敏、張淑

芳
FE060000202 淡水鎮 頂圭柔山段三

塊厝小段

0049-0000 1251 張燃煌 張其珠、張熒珠、張健行、張自生、張閔晉、張新崇、張新運、黃春發、張李文瑤、盧春長、張

傳益、張傳、張盧葉、張智韋、張林彩雲、張世彬、張淑芬、張淑媛、張淑如、張淑敏、張淑

芳
FE060000203 淡水鎮 頂圭柔山段番

子厝小段

0003-0000 878 盧樹格 李篤生、李柔生、李明忠、王淨子、丁淑女、臺水、王財福、王財坤、張進義、張進中、王儷

憲、王偉權

FE060000204 淡水鎮 頂圭柔山段番

子厝小段

0009-0000 601 陳碧雲 陳和尚、陳氆、陳青雲、陳宥嘉、陳思穎、陳良吉、陳良溪、陳良財

FE060000205 淡水鎮 頂圭柔山段水

汴頭小段

0011-0000 131 李永坦 洪清茂、洪盛雄

FE060000206 淡水鎮 頂圭柔山段水

汴頭小段

0045-0001 2037 盧張阿女 張獅、李篤生、李柔生、張廣心、李明忠、張栖村、張濱田、張永杉、盧張阿女、周莊秀英、林

莊珠、周文盛、詹玉媛、林麗棉、盧郭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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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ll/null

全部

1/1

1/3

1/3

1/3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1/2

1/2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公同共有

null/null

公同共有

null/null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null/null

null/null

null/null

FE060000207 淡水鎮 蕃薯寮段安子

內小段

0051-0000 941 洪興旺 洪城、洪木樹、洪陳鳳、洪興旺、許月春、洪宗利、洪栖村、白福義、洪發進、洪志中、洪金

童、洪明宗

FE060000208 淡水鎮 蕃薯寮段安子

內小段

0069-0001 398 張清山 張秋金、張青南、張武志、張元枝、楊張寶興、張金枝、張和田、張慶忠、張照子、張萬居、張

紹宏、余木根、余木霖、張明義、張明郎、張堯雄、張清芳、張清輝、洪燦煌、葉蘇寶、葉民

泰、張清河

FE060000209 淡水鎮 草埔尾段崙頂

小段

0031-0001 647 羅秋桂 蔡水田、蔡清標、蔡振潤、呂金財、蔡金水、蔡文禮、蔡文義、李錦堂、李錦洲、李錦清

FE060000210 淡水鎮 草埔尾段崙頂

小段

0031-0001 647 羅漢 蔡水田、蔡清標、蔡振潤、呂金財、蔡金水、蔡文禮、蔡文義、李錦堂、李錦洲、李錦清

FE060000211 淡水鎮 草埔尾段崙頂

小段

0031-0001 647 羅藤勳 蔡水田、蔡清標、蔡振潤、呂金財、蔡金水、蔡文禮、蔡文義、李錦堂、李錦洲、李錦清

FE060000212 淡水鎮 草埔尾段南平

小段

0095-0000 815 潘水根 潘湯埤、潘堯坤、潘金岸、潘丁全、潘明通、潘永順、潘金川、潘金火、潘石、潘錦和、潘龍、

潘有土、潘文、潘鏗、潘添、潘興進、潘國良、潘中吉、潘江海、潘煌、潘朝、潘南、陳勉如、

潘炳丁、李萌莉、潘仁傑、潘春志

FE060000213 淡水鎮 林子段 0225-0000 1904 黃鄧阿平 莊家榮、莊長雄、林火發、林有土、李陳儉、莊宏男、莊宏華、莊宏信、莊家聲、洪傳德、洪傳

修、張順風、吳明珠、郭溫玉蘭、蕭炤燃、莊明義、張鈺琳

FE060000214 淡水鎮 林子段 0225-0000 1904 洪　女 莊家榮、莊長雄、林火發、林有土、李陳儉、莊宏男、莊宏華、莊宏信、莊家聲、洪傳德、洪傳

修、張順風、吳明珠、郭溫玉蘭、蕭炤燃、莊明義、張鈺琳

FE060000215 淡水鎮 林子段 0225-0002 566 黃鄧阿平 莊家榮、莊長雄、林有土、李陳儉、莊宏男、莊宏華、莊宏信、莊家聲、洪傳德、洪傳修、張順

風、吳明珠、郭溫玉蘭、蕭炤燃、莊明義、林漢傑、張鈺琳、黃憲文、黃明煌

FE060000216 淡水鎮 林子段 0225-0002 566 洪　女 莊家榮、莊長雄、林有土、李陳儉、莊宏男、莊宏華、莊宏信、莊家聲、洪傳德、洪傳修、張順

風、吳明珠、郭溫玉蘭、蕭炤燃、莊明義、林漢傑、張鈺琳、黃憲文、黃明煌

FE060000217 淡水鎮 林子段 0225-0003 603 黃鄧阿平 莊家榮、莊長雄、林有土、林火發、李陳儉、莊宏男、莊宏華、莊宏信、莊家聲、洪傳德、洪傳

修、張順風、吳明珠、郭溫玉蘭、蕭炤燃、莊明義、張鈺琳

FE060000218 淡水鎮 林子段 0225-0003 603 洪　女 莊家榮、莊長雄、林有土、林火發、李陳儉、莊宏男、莊宏華、莊宏信、莊家聲、洪傳德、洪傳

修、張順風、吳明珠、郭溫玉蘭、蕭炤燃、莊明義、張鈺琳

FE060000219 淡水鎮 林子段 0472-0001 1029 周心匏 周銘德、張圳田、周義雄、周義龍、張義財、周順、周清河、許榮華、朱麗玲、朱麗千、朱錦

華、朱俊榮、朱俊傑、張雅婷、李麗珠、張炳煌、張燈清、張世華、張嘉中

FE060000220 淡水鎮 林子段 0591-0000 16 李水金 張素琴、孫世雄、張展華、張水源、張清盛、張清政

FE060000221 淡水鎮 林子段 0591-0000 16 李靜枝 張素琴、孫世雄、張展華、張水源、張清盛、張清政

FE060000222 淡水鎮 林子段 0591-0000 16 徐水生 張素琴、孫世雄、張展華、張水源、張清盛、張清政

FE060000223 淡水鎮 林子段 0591-0000 16 莊長 張素琴、孫世雄、張展華、張水源、張清盛、張清政

FE060000224 淡水鎮 林子段 0591-0000 16 周有儀 張素琴、孫世雄、張展華、張水源、張清盛、張清政

FE060000225 淡水鎮 林子段 0658-0000 457 徐李衡 徐好山

FE060000226 淡水鎮 林子段 0658-0001 518 徐李衡 徐生傳、徐田、徐萬籐

FE060000227 淡水鎮 林子段 0740-0000 1368 王儀 王德、王永、王惡九、王波、王中、王吉、王漢、王先、王東樹、王邦輔、王明輔、王顯輔、王

少輔、王茲成、王茲統、王木坤

FE060000228 淡水鎮 林子段 0752-0000 312 王禮樂 王九英、王　英、王　、王生傳

FE060000229 淡水鎮 林子段 0843-0000 480 康泉 吳振興、吳金隆、吳宗武、吳光輝、吳啟榮、邱金貴、邱金順、吳清標、吳金棟

FE060000230 淡水鎮 林子段 0870-0000 161 林靖 林昌、林爵祿、張明揚、陳賢立、林鴻滾、林浩、林毅一、林繼起、林劉明珠、林世時、林鴻

麟

FE060000231 淡水鎮 林子段 0870-0000 161 林昌 林昌、林爵祿、張明揚、陳賢立、林鴻滾、林浩、林毅一、林繼起、林劉明珠、林世時、林鴻

麟

FE060000232 淡水鎮 林子段 0939-0000 917 許金露 莊燃煜、莊添和、莊秋錦、莊武中、莊根松、莊根雄

FE060000233 淡水鎮 林子段 1098-0000 1528 林思等四人 林體胖、林行然、林水生、林金、林金鍊、林澄清、林水地、林興旺、林陳昔、吳福泉、羅

定、李江河、林金定、林金土、林春、林巖、林當、林清河、林鑑桐、林秀雄、林正典、林文

彬、林世諒、林章林、林水成、林瓚添、林阿標、林阿興、林丁旺、林丁順、林蓆卿、林美子、

林興、林秋芬、林料、林桂花、黃滿、林金木、林金木、林金德、林德和、林竹森、林月雲、林

耀火、林朝鑫、林元吉

FE060000234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78-0001 252 許泉水 吳登樹、張霖華、葉輝恭、張梓、張金火、葉順隆、張加藤、張建興、張義雄、張義隆、張志

元、張龍文、張長壽、張春福、張春田、張春生、張美溫、張勝美、張義楠、張天賜、陳鳳珠、

陳張玉珠、郭國榮、張永豐、王麗嬌、張偉文、呂子郎、呂子松、葉榮璨、葉榮泰、葉榮昌、葉

榮振、張進義、張進中、張雪、張義輝、褚茂榮、林木雄、張志偉、張志發、張宏益、張謝源、

張謝南、楊兩成、張正義、楊明華

FE060000235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1-0000 1072 張年生 吳登樹、張霖華、葉輝恭、張梓、張金火、張加藤、張建興、張義雄、張義隆、黃固榮、張志

元、張龍文、張長壽、張木火、張木源、張春福、張春田、張春生、張美溫、張勝美、張義楠、

張隆亮、張隆興、張隆熙、張天賜、陳鳳珠、陳張玉珠、郭國榮、張永豐、張正和、張武夫、王

麗嬌、張偉祺、葉榮璨、葉榮泰、葉榮昌、葉榮振、張進義、張進中、張雪、張義輝、褚茂榮、

林木雄、張志偉、張志發、張宏益、張謝源、張謝南、楊兩成、張正義、楊明華、張沈美津

FE060000236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1-0000 1072 張金火 吳登樹、張霖華、葉輝恭、張梓、張金火、張加藤、張建興、張義雄、張義隆、黃固榮、張志

元、張龍文、張長壽、張木火、張木源、張春福、張春田、張春生、張美溫、張勝美、張義楠、

張隆亮、張隆興、張隆熙、張天賜、陳鳳珠、陳張玉珠、郭國榮、張永豐、張正和、張武夫、王

麗嬌、張偉祺、葉榮璨、葉榮泰、葉榮昌、葉榮振、張進義、張進中、張雪、張義輝、褚茂榮、

林木雄、張志偉、張志發、張宏益、張謝源、張謝南、楊兩成、張正義、楊明華、張沈美津

FE060000237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1-0000 1072 葉萬興 吳登樹、張霖華、葉輝恭、張梓、張金火、張加藤、張建興、張義雄、張義隆、黃固榮、張志

元、張龍文、張長壽、張木火、張木源、張春福、張春田、張春生、張美溫、張勝美、張義楠、

張隆亮、張隆興、張隆熙、張天賜、陳鳳珠、陳張玉珠、郭國榮、張永豐、張正和、張武夫、王

麗嬌、張偉祺、葉榮璨、葉榮泰、葉榮昌、葉榮振、張進義、張進中、張雪、張義輝、褚茂榮、

林木雄、張志偉、張志發、張宏益、張謝源、張謝南、楊兩成、張正義、楊明華、張沈美津

FE060000238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1-0000 1072 葉塗城 吳登樹、張霖華、葉輝恭、張梓、張金火、張加藤、張建興、張義雄、張義隆、黃固榮、張志

元、張龍文、張長壽、張木火、張木源、張春福、張春田、張春生、張美溫、張勝美、張義楠、

張隆亮、張隆興、張隆熙、張天賜、陳鳳珠、陳張玉珠、郭國榮、張永豐、張正和、張武夫、王

麗嬌、張偉祺、葉榮璨、葉榮泰、葉榮昌、葉榮振、張進義、張進中、張雪、張義輝、褚茂榮、

林木雄、張志偉、張志發、張宏益、張謝源、張謝南、楊兩成、張正義、楊明華、張沈美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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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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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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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060000239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1-0000 1072 張籠 吳登樹、張霖華、葉輝恭、張梓、張金火、張加藤、張建興、張義雄、張義隆、黃固榮、張志

元、張龍文、張長壽、張木火、張木源、張春福、張春田、張春生、張美溫、張勝美、張義楠、

張隆亮、張隆興、張隆熙、張天賜、陳鳳珠、陳張玉珠、郭國榮、張永豐、張正和、張武夫、王

麗嬌、張偉祺、葉榮璨、葉榮泰、葉榮昌、葉榮振、張進義、張進中、張雪、張義輝、褚茂榮、

林木雄、張志偉、張志發、張宏益、張謝源、張謝南、楊兩成、張正義、楊明華、張沈美津

FE060000240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01 79 郭加添 吳元祥、吳登樹、吳根傳、吳元吉、吳元次、吳輝宗、吳敏楷、吳村男、吳春雄、吳富雄、洪吳

雪、張李碧雲、吳碧霞、吳阿月、吳素卿、吳榮達、吳榮發、蘇國川、吳建銘、吳建裕、吳建

鐙、王吳素銀、葉吳素緞、吳素娟、吳陳呅

FE060000241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01 79 盧有生 吳元祥、吳登樹、吳根傳、吳元吉、吳元次、吳輝宗、吳敏楷、吳村男、吳春雄、吳富雄、洪吳

雪、張李碧雲、吳碧霞、吳阿月、吳素卿、吳榮達、吳榮發、蘇國川、吳建銘、吳建裕、吳建

鐙、王吳素銀、葉吳素緞、吳素娟、吳陳呅

FE060000242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01 79 呂栳 吳元祥、吳登樹、吳根傳、吳元吉、吳元次、吳輝宗、吳敏楷、吳村男、吳春雄、吳富雄、洪吳

雪、張李碧雲、吳碧霞、吳阿月、吳素卿、吳榮達、吳榮發、蘇國川、吳建銘、吳建裕、吳建

鐙、王吳素銀、葉吳素緞、吳素娟、吳陳呅

FE060000243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01 79 許派 吳元祥、吳登樹、吳根傳、吳元吉、吳元次、吳輝宗、吳敏楷、吳村男、吳春雄、吳富雄、洪吳

雪、張李碧雲、吳碧霞、吳阿月、吳素卿、吳榮達、吳榮發、蘇國川、吳建銘、吳建裕、吳建

鐙、王吳素銀、葉吳素緞、吳素娟、吳陳呅

FE060000244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02 45 林 張健治、高淑貞

FE060000245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02 45 李水路 張健治、高淑貞

FE060000246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02 45 林火旺 張健治、高淑貞

FE060000247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02 45 林鴻宇 張健治、高淑貞

FE060000248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03 207 王有生 林玉枝、林碧珠、林淑純、林淑珍、林淑、林怡雯、林鴻宇

FE060000249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03 207 郭金旺 林玉枝、林碧珠、林淑純、林淑珍、林淑、林怡雯、林鴻宇

FE060000250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07 59 郭加添 吳登樹、吳元祥、吳元次、吳元吉、吳根傳、吳輝宗、吳敏鈺、吳村男、吳春雄、吳富雄、洪吳

雪、張李碧雲、吳碧霞、吳阿月、吳素卿、吳榮達、吳榮發、蘇國川、吳建銘、吳建裕、吳建

鐙、王吳素銀、葉吳素緞、吳素娟、吳陳呅

FE060000251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07 59 盧有生 吳登樹、吳元祥、吳元次、吳元吉、吳根傳、吳輝宗、吳敏鈺、吳村男、吳春雄、吳富雄、洪吳

雪、張李碧雲、吳碧霞、吳阿月、吳素卿、吳榮達、吳榮發、蘇國川、吳建銘、吳建裕、吳建

鐙、王吳素銀、葉吳素緞、吳素娟、吳陳呅

FE060000252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07 59 呂栳 吳登樹、吳元祥、吳元次、吳元吉、吳根傳、吳輝宗、吳敏鈺、吳村男、吳春雄、吳富雄、洪吳

雪、張李碧雲、吳碧霞、吳阿月、吳素卿、吳榮達、吳榮發、蘇國川、吳建銘、吳建裕、吳建

鐙、王吳素銀、葉吳素緞、吳素娟、吳陳呅

FE060000253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07 59 許派 吳登樹、吳元祥、吳元次、吳元吉、吳根傳、吳輝宗、吳敏鈺、吳村男、吳春雄、吳富雄、洪吳

雪、張李碧雲、吳碧霞、吳阿月、吳素卿、吳榮達、吳榮發、蘇國川、吳建銘、吳建裕、吳建

鐙、王吳素銀、葉吳素緞、吳素娟、吳陳呅

FE060000254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08 97 郭加添 吳登樹、吳元祥、吳元次、吳元吉、吳根傳、吳輝宗、吳敏華、吳村男、吳春雄、吳富雄、洪吳

雪、張李碧雲、吳碧霞、吳阿月、吳素卿、吳榮達、吳榮發、蘇國川、吳建銘、吳建裕、吳建

鐙、王吳素銀、葉吳素緞、吳素娟、吳陳呅

FE060000255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08 97 盧有生 吳登樹、吳元祥、吳元次、吳元吉、吳根傳、吳輝宗、吳敏華、吳村男、吳春雄、吳富雄、洪吳

雪、張李碧雲、吳碧霞、吳阿月、吳素卿、吳榮達、吳榮發、蘇國川、吳建銘、吳建裕、吳建

鐙、王吳素銀、葉吳素緞、吳素娟、吳陳呅

FE060000256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08 97 呂栳 吳登樹、吳元祥、吳元次、吳元吉、吳根傳、吳輝宗、吳敏華、吳村男、吳春雄、吳富雄、洪吳

雪、張李碧雲、吳碧霞、吳阿月、吳素卿、吳榮達、吳榮發、蘇國川、吳建銘、吳建裕、吳建

鐙、王吳素銀、葉吳素緞、吳素娟、吳陳呅

FE060000257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08 97 許派 吳登樹、吳元祥、吳元次、吳元吉、吳根傳、吳輝宗、吳敏華、吳村男、吳春雄、吳富雄、洪吳

雪、張李碧雲、吳碧霞、吳阿月、吳素卿、吳榮達、吳榮發、蘇國川、吳建銘、吳建裕、吳建

鐙、王吳素銀、葉吳素緞、吳素娟、吳陳呅

FE060000258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09 42 郭加添 張健治、高淑貞

FE060000259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09 42 盧有生 張健治、高淑貞

FE060000260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09 42 呂栳 張健治、高淑貞

FE060000261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09 42 許派 張健治、高淑貞

FE060000262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13 72 林 吳登樹、吳元祥、吳元次、吳元吉、吳根傳、吳輝宗、吳敏鈺、吳村男、吳春雄、吳富雄、洪吳

雪、張李碧雲、吳碧霞、吳阿月、吳素卿、吳榮達、吳榮發、蘇國川、吳建銘、吳建裕、吳建

鐙、王吳素銀、葉吳素緞、吳素娟、吳陳呅

FE060000263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13 72 李水路 吳登樹、吳元祥、吳元次、吳元吉、吳根傳、吳輝宗、吳敏鈺、吳村男、吳春雄、吳富雄、洪吳

雪、張李碧雲、吳碧霞、吳阿月、吳素卿、吳榮達、吳榮發、蘇國川、吳建銘、吳建裕、吳建

鐙、王吳素銀、葉吳素緞、吳素娟、吳陳呅

FE060000264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13 72 林火旺 吳登樹、吳元祥、吳元次、吳元吉、吳根傳、吳輝宗、吳敏鈺、吳村男、吳春雄、吳富雄、洪吳

雪、張李碧雲、吳碧霞、吳阿月、吳素卿、吳榮達、吳榮發、蘇國川、吳建銘、吳建裕、吳建

鐙、王吳素銀、葉吳素緞、吳素娟、吳陳呅

FE060000265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13 72 林鴻宇 吳登樹、吳元祥、吳元次、吳元吉、吳根傳、吳輝宗、吳敏鈺、吳村男、吳春雄、吳富雄、洪吳

雪、張李碧雲、吳碧霞、吳阿月、吳素卿、吳榮達、吳榮發、蘇國川、吳建銘、吳建裕、吳建

鐙、王吳素銀、葉吳素緞、吳素娟、吳陳呅

FE060000266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14 62 林 楊金樹

FE060000267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14 62 李水路 楊金樹

FE060000268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14 62 林火旺 楊金樹

FE060000269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14 62 林鴻宇 楊金樹

FE060000270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15 66 林 吳登樹、吳元祥、吳元次、吳元吉、吳根傳、吳輝宗、吳敏煌、吳村男、吳春雄、吳富雄、洪吳

雪、張李碧雲、吳碧霞、吳阿月、吳素卿、吳榮達、吳榮發、蘇國川、吳建銘、吳建裕、吳建

鐙、王吳素銀、葉吳素緞、吳素娟、吳陳呅

FE060000271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15 66 李水路 吳登樹、吳元祥、吳元次、吳元吉、吳根傳、吳輝宗、吳敏煌、吳村男、吳春雄、吳富雄、洪吳

雪、張李碧雲、吳碧霞、吳阿月、吳素卿、吳榮達、吳榮發、蘇國川、吳建銘、吳建裕、吳建

鐙、王吳素銀、葉吳素緞、吳素娟、吳陳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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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060000272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15 66 林火旺 吳登樹、吳元祥、吳元次、吳元吉、吳根傳、吳輝宗、吳敏煌、吳村男、吳春雄、吳富雄、洪吳

雪、張李碧雲、吳碧霞、吳阿月、吳素卿、吳榮達、吳榮發、蘇國川、吳建銘、吳建裕、吳建

鐙、王吳素銀、葉吳素緞、吳素娟、吳陳呅

FE060000273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15 66 林鴻宇 吳登樹、吳元祥、吳元次、吳元吉、吳根傳、吳輝宗、吳敏煌、吳村男、吳春雄、吳富雄、洪吳

雪、張李碧雲、吳碧霞、吳阿月、吳素卿、吳榮達、吳榮發、蘇國川、吳建銘、吳建裕、吳建

鐙、王吳素銀、葉吳素緞、吳素娟、吳陳呅

FE060000274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16 67 林 吳登樹、吳元祥、吳元次、吳元吉、吳根傳、吳輝宗、吳敏煌、吳村男、吳春雄、吳富雄、洪吳

雪、張李碧雲、吳碧霞、吳阿月、吳素卿、吳榮達、吳榮發、蘇國川、吳建銘、吳建裕、吳建

鐙、王吳素銀、葉吳素緞、吳素娟、吳陳呅

FE060000275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16 67 李水路 吳登樹、吳元祥、吳元次、吳元吉、吳根傳、吳輝宗、吳敏煌、吳村男、吳春雄、吳富雄、洪吳

雪、張李碧雲、吳碧霞、吳阿月、吳素卿、吳榮達、吳榮發、蘇國川、吳建銘、吳建裕、吳建

鐙、王吳素銀、葉吳素緞、吳素娟、吳陳呅

FE060000276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16 67 林火旺 吳登樹、吳元祥、吳元次、吳元吉、吳根傳、吳輝宗、吳敏煌、吳村男、吳春雄、吳富雄、洪吳

雪、張李碧雲、吳碧霞、吳阿月、吳素卿、吳榮達、吳榮發、蘇國川、吳建銘、吳建裕、吳建

鐙、王吳素銀、葉吳素緞、吳素娟、吳陳呅

FE060000277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16 67 林鴻宇 吳登樹、吳元祥、吳元次、吳元吉、吳根傳、吳輝宗、吳敏煌、吳村男、吳春雄、吳富雄、洪吳

雪、張李碧雲、吳碧霞、吳阿月、吳素卿、吳榮達、吳榮發、蘇國川、吳建銘、吳建裕、吳建

鐙、王吳素銀、葉吳素緞、吳素娟、吳陳呅

FE060000278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17 71 林 吳登樹、吳元祥、吳元次、吳元吉、吳根傳、吳輝宗、吳敏煌、吳村男、吳春雄、吳富雄、洪吳

雪、張李碧雲、吳碧霞、吳阿月、吳素卿、吳榮達、吳榮發、蘇國川、吳建銘、吳建裕、吳建

鐙、王吳素銀、葉吳素緞、吳素娟、吳陳呅

FE060000279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17 71 李水路 吳登樹、吳元祥、吳元次、吳元吉、吳根傳、吳輝宗、吳敏煌、吳村男、吳春雄、吳富雄、洪吳

雪、張李碧雲、吳碧霞、吳阿月、吳素卿、吳榮達、吳榮發、蘇國川、吳建銘、吳建裕、吳建

鐙、王吳素銀、葉吳素緞、吳素娟、吳陳呅

FE060000280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17 71 林火旺 吳登樹、吳元祥、吳元次、吳元吉、吳根傳、吳輝宗、吳敏煌、吳村男、吳春雄、吳富雄、洪吳

雪、張李碧雲、吳碧霞、吳阿月、吳素卿、吳榮達、吳榮發、蘇國川、吳建銘、吳建裕、吳建

鐙、王吳素銀、葉吳素緞、吳素娟、吳陳呅

FE060000281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17 71 林鴻宇 吳登樹、吳元祥、吳元次、吳元吉、吳根傳、吳輝宗、吳敏煌、吳村男、吳春雄、吳富雄、洪吳

雪、張李碧雲、吳碧霞、吳阿月、吳素卿、吳榮達、吳榮發、蘇國川、吳建銘、吳建裕、吳建

鐙、王吳素銀、葉吳素緞、吳素娟、吳陳呅

FE060000282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18 86 林 吳登樹、吳元祥、吳元次、吳元吉、吳根傳、吳輝宗、吳敏楷、吳村男、吳春雄、吳富雄、洪吳

雪、張李碧雲、吳碧霞、吳阿月、吳素卿、吳榮達、吳榮發、蘇國川、吳建銘、吳建裕、吳建

鐙、王吳素銀、葉吳素緞、吳素娟、吳陳呅

FE060000283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18 86 李水路 吳登樹、吳元祥、吳元次、吳元吉、吳根傳、吳輝宗、吳敏楷、吳村男、吳春雄、吳富雄、洪吳

雪、張李碧雲、吳碧霞、吳阿月、吳素卿、吳榮達、吳榮發、蘇國川、吳建銘、吳建裕、吳建

鐙、王吳素銀、葉吳素緞、吳素娟、吳陳呅

FE060000284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18 86 林火旺 吳登樹、吳元祥、吳元次、吳元吉、吳根傳、吳輝宗、吳敏楷、吳村男、吳春雄、吳富雄、洪吳

雪、張李碧雲、吳碧霞、吳阿月、吳素卿、吳榮達、吳榮發、蘇國川、吳建銘、吳建裕、吳建

鐙、王吳素銀、葉吳素緞、吳素娟、吳陳呅

FE060000285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18 86 林鴻宇 吳登樹、吳元祥、吳元次、吳元吉、吳根傳、吳輝宗、吳敏楷、吳村男、吳春雄、吳富雄、洪吳

雪、張李碧雲、吳碧霞、吳阿月、吳素卿、吳榮達、吳榮發、蘇國川、吳建銘、吳建裕、吳建

鐙、王吳素銀、葉吳素緞、吳素娟、吳陳呅

FE060000286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19 105 林 吳登樹、吳元祥、吳元次、吳元吉、吳根傳、吳輝宗、吳敏鈺、吳村男、吳春雄、吳富雄、洪吳

雪、張李碧雲、吳碧霞、吳阿月、吳素卿、吳榮達、吳榮發、蘇國川、吳建銘、吳建裕、吳建

鐙、王吳素銀、葉吳素緞、吳素娟、吳陳呅

FE060000287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19 105 林水路 吳登樹、吳元祥、吳元次、吳元吉、吳根傳、吳輝宗、吳敏鈺、吳村男、吳春雄、吳富雄、洪吳

雪、張李碧雲、吳碧霞、吳阿月、吳素卿、吳榮達、吳榮發、蘇國川、吳建銘、吳建裕、吳建

鐙、王吳素銀、葉吳素緞、吳素娟、吳陳呅

FE060000288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19 105 林火旺 吳登樹、吳元祥、吳元次、吳元吉、吳根傳、吳輝宗、吳敏鈺、吳村男、吳春雄、吳富雄、洪吳

雪、張李碧雲、吳碧霞、吳阿月、吳素卿、吳榮達、吳榮發、蘇國川、吳建銘、吳建裕、吳建

鐙、王吳素銀、葉吳素緞、吳素娟、吳陳呅

FE060000289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19 105 林鴻宇 吳登樹、吳元祥、吳元次、吳元吉、吳根傳、吳輝宗、吳敏鈺、吳村男、吳春雄、吳富雄、洪吳

雪、張李碧雲、吳碧霞、吳阿月、吳素卿、吳榮達、吳榮發、蘇國川、吳建銘、吳建裕、吳建

鐙、王吳素銀、葉吳素緞、吳素娟、吳陳呅

FE060000290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20 8 林 林玉枝、林碧珠、林淑純、林淑珍、林淑、林怡雯、林鴻宇

FE060000291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20 8 林水路 林玉枝、林碧珠、林淑純、林淑珍、林淑、林怡雯、林鴻宇

FE060000292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20 8 林火旺 林玉枝、林碧珠、林淑純、林淑珍、林淑、林怡雯、林鴻宇

FE060000293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20 8 林鴻宇 林玉枝、林碧珠、林淑純、林淑珍、林淑、林怡雯、林鴻宇

FE060000294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29 2 王有生 吳登樹、吳元祥、吳元次、吳元吉、吳根傳、吳輝宗、吳村男、吳春雄、吳富雄、洪吳雪、張李

碧雲、吳碧霞、吳阿月、吳素卿、吳榮達、吳榮發、蘇國川、吳建銘、吳建裕、吳建鐙、王吳素

銀、葉吳素緞、吳素娟、吳陳呅

FE060000295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29 2 郭金旺 吳登樹、吳元祥、吳元次、吳元吉、吳根傳、吳輝宗、吳村男、吳春雄、吳富雄、洪吳雪、張李

碧雲、吳碧霞、吳阿月、吳素卿、吳榮達、吳榮發、蘇國川、吳建銘、吳建裕、吳建鐙、王吳素

銀、葉吳素緞、吳素娟、吳陳呅

FE060000296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30 88 王有生 吳登樹、吳元祥、吳元次、吳元吉、吳根傳、吳敏楷、吳輝宗、吳村男、吳春雄、吳富雄、洪吳

雪、張李碧雲、吳碧霞、吳阿月、吳素卿、吳榮達、吳榮發、蘇國川、吳建銘、吳建裕、吳建

鐙、王吳素銀、葉吳素緞、吳素娟、吳陳呅

FE060000297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30 88 郭金旺 吳登樹、吳元祥、吳元次、吳元吉、吳根傳、吳敏楷、吳輝宗、吳村男、吳春雄、吳富雄、洪吳

雪、張李碧雲、吳碧霞、吳阿月、吳素卿、吳榮達、吳榮發、蘇國川、吳建銘、吳建裕、吳建

鐙、王吳素銀、葉吳素緞、吳素娟、吳陳呅

FE060000298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31 93 王有生 盧金溪

FE060000299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31 93 郭金旺 盧金溪

FE060000300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32 183 王有生 吳登樹、吳元祥、吳元次、吳元吉、吳根傳、吳輝宗、吳敏華、吳村男、吳春雄、吳富雄、洪吳

雪、張李碧雲、吳碧霞、吳阿月、吳素卿、吳榮達、吳榮發、蘇國川、吳建銘、吳建裕、吳建

鐙、王吳素銀、葉吳素緞、吳素娟、吳陳呅

FE060000301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089-0032 183 郭金旺 吳登樹、吳元祥、吳元次、吳元吉、吳根傳、吳輝宗、吳敏華、吳村男、吳春雄、吳富雄、洪吳

雪、張李碧雲、吳碧霞、吳阿月、吳素卿、吳榮達、吳榮發、蘇國川、吳建銘、吳建裕、吳建

鐙、王吳素銀、葉吳素緞、吳素娟、吳陳呅

FE060000302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243-0001 218 王市 高銘燦、高李足、高文雄、高清海、高國隆、高文雄、高清海

FE060000303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243-0004 99 汪丁祿 高銘燦、高李足、李志龍、高文雄、高清海、高國隆、高文雄、高清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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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060000304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246-0001 605 張萬利 張素琴、黃固榮、張展華、張萬利、張鎔麒、張水源、張清盛、張清政、張榮壽、吳張素麗、張

義輝、張炆炡、張明賢、張晉華

FE060000305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246-0001 605 張鎔麒 張素琴、黃固榮、張展華、張萬利、張鎔麒、張水源、張清盛、張清政、張榮壽、吳張素麗、張

義輝、張炆炡、張明賢、張晉華

FE060000306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276-0003 747 吳盛益 吳元祥、吳登樹、吳根傳、吳元吉、吳元次、吳輝宗、吳敏華、吳敏楷、吳敏煌、吳村男、吳春

雄、吳富雄、洪吳雪、張李碧雲、吳碧霞、吳阿月、吳素卿、吳榮達、吳榮發、蘇國川、吳建

銘、吳建裕、吳建鐙、王吳素銀、葉吳素緞、吳素娟、吳陳呅

FE060000307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279-0001 1072 蘇賜禮 吳登樹、吳根傳、吳元吉、吳元次、吳輝宗、吳敏鈺、吳敏華、吳敏楷、吳敏煌、吳村男、吳春

雄、吳富雄、洪吳雪、張李碧雲、吳碧霞、吳阿月、吳素卿、吳榮達、吳榮發、蘇國川、李俊

廷、吳建銘、吳建裕、吳建鐙、王吳素銀、葉吳素緞、吳素娟、吳陳呅

FE060000308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279-0001 1072 吳榮達 吳登樹、吳根傳、吳元吉、吳元次、吳輝宗、吳敏鈺、吳敏華、吳敏楷、吳敏煌、吳村男、吳春

雄、吳富雄、洪吳雪、張李碧雲、吳碧霞、吳阿月、吳素卿、吳榮達、吳榮發、蘇國川、李俊

廷、吳建銘、吳建裕、吳建鐙、王吳素銀、葉吳素緞、吳素娟、吳陳呅

FE060000309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279-0001 1072 楊俊 吳登樹、吳根傳、吳元吉、吳元次、吳輝宗、吳敏鈺、吳敏華、吳敏楷、吳敏煌、吳村男、吳春

雄、吳富雄、洪吳雪、張李碧雲、吳碧霞、吳阿月、吳素卿、吳榮達、吳榮發、蘇國川、李俊

廷、吳建銘、吳建裕、吳建鐙、王吳素銀、葉吳素緞、吳素娟、吳陳呅

FE060000310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279-0001 1072 楊恢海 吳登樹、吳根傳、吳元吉、吳元次、吳輝宗、吳敏鈺、吳敏華、吳敏楷、吳敏煌、吳村男、吳春

雄、吳富雄、洪吳雪、張李碧雲、吳碧霞、吳阿月、吳素卿、吳榮達、吳榮發、蘇國川、李俊

廷、吳建銘、吳建裕、吳建鐙、王吳素銀、葉吳素緞、吳素娟、吳陳呅

FE060000311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294-0000 199 陳冬 郭葉錦秀、郭明松、王桂松、王聰銘、王萬益、王威鈞

FE060000312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308-0000 677 盧水龍 盧清玉、盧雪、盧佳苓、謝盧阿好、林廷煌、盧莘禾、盧俊安、盧科元

FE060000313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360-0001 293 李恭 張仁毛、張玲慧、李采珊、李佳芳

FE060000314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360-0006 37 李恭 張仁毛、張玲慧、李采珊、李佳芳

FE060000315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370-0000 690 盧成 盧水龍、盧蔡妹、盧木、盧允稻、盧房、盧永盛、盧吳朱、盧永吉、盧永豐、盧美環、謝盧美

黎、張志誠、張文玲、盧美蓮、阮盧招治、王榮華、王榮發、盧美嬌

FE060000316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464-0000 1618 王成 謝勝堯

FE060000317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464-0015 229 王成 陳宗卿

FE060000318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464-0032 222 王成 謝勝堯

FE060000319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464-0033 56 王成 謝勝堯

FE060000320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464-0034 14 王成 謝勝堯

FE060000321 淡水鎮 下圭柔山段 0464-0035 101 王成 陳宗卿

FE060000322 淡水鎮 興化店段前洲

子小段

0060-0000 698 陳金來 陳桶、陳火鍊、陳添富、陳木成、陳建福、吳陳素香、陳柏如

FE060000323 淡水鎮 興化店段前洲

子小段

0081-0000 388 陳清 陳昌、陳金川、陳田岸、陳重信、陳水路、陳水坡、陳直義、陳森太、張藝馨、陳維甸、朱聰

盛、陳李月鳳、陳金來、陳郭玉玲、陳火鍊、陳添富、陳木成、陳葉桂、陳鐵雄、陳鐵城、陳保

宏、張梨君、張如君、張耀仁、陳豐、連進福、陳登科、陳登基、陳文宗、陳有毅

FE060000324 淡水鎮 興化店段前洲

子小段

0089-0000 2409 陳春夏 陳昌、陳金川、陳田岸、陳重信、陳水路、陳水坡、陳金來、陳森太、蔣得忠、陳維甸、朱聰

盛、陳李月鳳、陳郭玉玲、陳保宏、陳福氣、陳福壽、陳福獅、陳學毅、陳有毅

FE060000325 淡水鎮 興化店段前洲

子小段

0108-0000 1731 陳富義 陳然桔、陳佳林、陳源興、陳忠己、陳直義、陳水永、陳富義、陳樹藤、陳煌、陳木川、陳渭、

陳德章、陳榮助、陳煒厚、張藝馨、陳國棟、陳國能、陳榮作、陳國清、陳萬松、陳益、陳成、

陳羅寶玉
FE060000326 淡水鎮 興化店段前洲

子小段

0108-0000 1731 陳樹藤 陳然桔、陳佳林、陳源興、陳忠己、陳直義、陳水永、陳富義、陳樹藤、陳煌、陳木川、陳渭、

陳德章、陳榮助、陳煒厚、張藝馨、陳國棟、陳國能、陳榮作、陳國清、陳萬松、陳益、陳成、

陳羅寶玉
FE060000327 淡水鎮 興化店段前洲

子小段

0108-0000 1731 陳煌 陳然桔、陳佳林、陳源興、陳忠己、陳直義、陳水永、陳富義、陳樹藤、陳煌、陳木川、陳渭、

陳德章、陳榮助、陳煒厚、張藝馨、陳國棟、陳國能、陳榮作、陳國清、陳萬松、陳益、陳成、

陳羅寶玉
FE060000328 淡水鎮 興化店段前洲

子小段

0108-0000 1731 陳木川 陳然桔、陳佳林、陳源興、陳忠己、陳直義、陳水永、陳富義、陳樹藤、陳煌、陳木川、陳渭、

陳德章、陳榮助、陳煒厚、張藝馨、陳國棟、陳國能、陳榮作、陳國清、陳萬松、陳益、陳成、

陳羅寶玉
FE060000329 淡水鎮 興化店段前洲

子小段

0108-0000 1731 陳渭 陳然桔、陳佳林、陳源興、陳忠己、陳直義、陳水永、陳富義、陳樹藤、陳煌、陳木川、陳渭、

陳德章、陳榮助、陳煒厚、張藝馨、陳國棟、陳國能、陳榮作、陳國清、陳萬松、陳益、陳成、

陳羅寶玉
FE060000330 淡水鎮 興化店段前洲

子小段

0128-0000 718 陳金思 陳昌、陳金川、陳田岸、陳重信、陳水路、陳水坡、陳森太、陳金山、蔣得忠、陳松山、陳維

甸、陳李月鳳、陳金來、陳郭玉玲、陳保宏、陳火鍊、陳添富、陳木成、呂錫華、連進福、陳有

毅、陳樹木、陳良國、陳榮、陳國棟

FE060000331 淡水鎮 興化店段前洲

子小段

0128-0000 718 陳李粉 陳昌、陳金川、陳田岸、陳重信、陳水路、陳水坡、陳森太、陳金山、蔣得忠、陳松山、陳維

甸、陳李月鳳、陳金來、陳郭玉玲、陳保宏、陳火鍊、陳添富、陳木成、呂錫華、連進福、陳有

毅、陳樹木、陳良國、陳榮、陳國棟

FE060000332 淡水鎮 興化店段牛埔

子小段

0059-0000 768 陳順珍 盧雲龍、盧雲卿、盧清水、盧　燑、盧二麟、盧拱進、盧拱和、盧泳　、陳順珍、張蓮玉、盧榮

豐、盧得福、盧乖、盧秋蓮、盧水秀、盧榮輝、盧榮忠、盧榮福、盧榮華、盧建和、盧榮燦、盧

榮順、盧榮和、盧榮銘、張根田

FE060000333 淡水鎮 興化店段牛埔

子小段

0071-0000 383 盧添福 盧清雲、盧萬成、盧麗華、盧麗慧、盧美齡、盧美鳳、盧麗娟、盧壽山、盧寶玉、盧保明、盧保

谷

FE060000334 淡水鎮 興化店段牛埔

子小段

0071-0000 383 盧萬 盧清雲、盧萬成、盧麗華、盧麗慧、盧美齡、盧美鳳、盧麗娟、盧壽山、盧寶玉、盧保明、盧保

谷

FE060000335 淡水鎮 興化店段牛埔

子小段

0074-0000 1780 盧珍芳 盧思、盧添福、盧福元、盧俊文、盧欽河、盧欽東、盧欽鍊、盧長發、盧清松、盧慶湖、盧進

益、張國強、盧燃燈、盧進義、王玉燕、盧志銘、盧冬和、盧正一、盧政二、盧政三、盧萬成、

盧榮豐、張萬億、盧進發、盧明輝、盧麗華、盧麗慧、盧美齡、盧美鳳、盧麗娟、盧壽山、盧寶

玉、盧正棋、盧正壽、盧文德、盧宗仁、盧金龍、盧建和、盧榮燦、盧榮順、盧榮和、盧榮銘、

盧張雪、盧明發、盧明達、盧明安、盧麗華、盧麗卿、盧火中、盧木杞、盧保明、盧保谷

FE060000336 淡水鎮 興化店段牛埔

子小段

0119-0003 252 盧江河 盧雲卿、盧清水、盧　燑、盧二麟、盧拱進、盧拱和、盧泳　、張蓮玉、盧二麟、盧拱進、盧拱

和、盧拱成、盧榮輝、盧榮忠、盧榮福、盧榮華

FE060000337 淡水鎮 興化店段牛埔

子小段

0119-0003 252 盧習孔 盧雲卿、盧清水、盧　燑、盧二麟、盧拱進、盧拱和、盧泳　、張蓮玉、盧二麟、盧拱進、盧拱

和、盧拱成、盧榮輝、盧榮忠、盧榮福、盧榮華

FE060000338 淡水鎮 興化店段牛埔

子小段

0119-0003 252 盧雲卿 盧雲卿、盧清水、盧　燑、盧二麟、盧拱進、盧拱和、盧泳　、張蓮玉、盧二麟、盧拱進、盧拱

和、盧拱成、盧榮輝、盧榮忠、盧榮福、盧榮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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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060000339 淡水鎮 興化店段牛埔

子小段

0119-0003 252 盧清水 盧雲卿、盧清水、盧　燑、盧二麟、盧拱進、盧拱和、盧泳　、張蓮玉、盧二麟、盧拱進、盧拱

和、盧拱成、盧榮輝、盧榮忠、盧榮福、盧榮華

FE060000340 淡水鎮 興化店段牛埔

子小段

0119-0003 252 盧拱成 盧雲卿、盧清水、盧　燑、盧二麟、盧拱進、盧拱和、盧泳　、張蓮玉、盧二麟、盧拱進、盧拱

和、盧拱成、盧榮輝、盧榮忠、盧榮福、盧榮華

FE060000341 淡水鎮 興化店段牛埔

子小段

0119-0003 252 盧振興 盧雲卿、盧清水、盧　燑、盧二麟、盧拱進、盧拱和、盧泳　、張蓮玉、盧二麟、盧拱進、盧拱

和、盧拱成、盧榮輝、盧榮忠、盧榮福、盧榮華

FE060000342 淡水鎮 興化店段牛埔

子小段

0119-0003 252 盧拱進 盧雲卿、盧清水、盧　燑、盧二麟、盧拱進、盧拱和、盧泳　、張蓮玉、盧二麟、盧拱進、盧拱

和、盧拱成、盧榮輝、盧榮忠、盧榮福、盧榮華

FE060000343 淡水鎮 興化店段牛埔

子小段

0119-0003 252 盧拱和 盧雲卿、盧清水、盧　燑、盧二麟、盧拱進、盧拱和、盧泳　、張蓮玉、盧二麟、盧拱進、盧拱

和、盧拱成、盧榮輝、盧榮忠、盧榮福、盧榮華

FE060000344 淡水鎮 興化店段牛埔

子小段

0119-0003 252 盧榮輝 盧雲卿、盧清水、盧　燑、盧二麟、盧拱進、盧拱和、盧泳　、張蓮玉、盧二麟、盧拱進、盧拱

和、盧拱成、盧榮輝、盧榮忠、盧榮福、盧榮華

FE060000345 淡水鎮 興化店段牛埔

子小段

0119-0003 252 盧榮忠 盧雲卿、盧清水、盧　燑、盧二麟、盧拱進、盧拱和、盧泳　、張蓮玉、盧二麟、盧拱進、盧拱

和、盧拱成、盧榮輝、盧榮忠、盧榮福、盧榮華

FE060000346 淡水鎮 興化店段牛埔

子小段

0119-0003 252 盧榮福 盧雲卿、盧清水、盧　燑、盧二麟、盧拱進、盧拱和、盧泳　、張蓮玉、盧二麟、盧拱進、盧拱

和、盧拱成、盧榮輝、盧榮忠、盧榮福、盧榮華

FE060000347 淡水鎮 興化店段牛埔

子小段

0119-0003 252 盧榮華 盧雲卿、盧清水、盧　燑、盧二麟、盧拱進、盧拱和、盧泳　、張蓮玉、盧二麟、盧拱進、盧拱

和、盧拱成、盧榮輝、盧榮忠、盧榮福、盧榮華

FE060000348 淡水鎮 興化店段牛埔

子小段

0139-0001 576 盧延榮 盧烏生、盧思、盧宜益、盧清松、盧慶湖、莊阿銚、盧榮豐、盧正一、盧政二、盧政三、盧仁

澤、盧得福、盧榮安、盧振興、張金枝、盧正棋、盧正壽、盧文德、盧宗仁、盧金龍、盧建和、

盧榮燦、盧榮順、盧榮和、盧榮銘、林玉鳳

FE060000349 淡水鎮 興化店段牛埔

子小段

0139-0001 576 盧延澤 盧烏生、盧思、盧宜益、盧清松、盧慶湖、莊阿銚、盧榮豐、盧正一、盧政二、盧政三、盧仁

澤、盧得福、盧榮安、盧振興、張金枝、盧正棋、盧正壽、盧文德、盧宗仁、盧金龍、盧建和、

盧榮燦、盧榮順、盧榮和、盧榮銘、林玉鳳

FE060000350 淡水鎮 興化店段車路

腳小段

0038-0002 312 張金水 盧章、盧進、郭鑑、盧章、盧福林、盧福全、盧蔡妲、盧呂美、陳盧素蘭、盧黃敏、盧福器、盧

尉平、盧彥宏、盧施愛治、盧基峰、盧謝樹蘭、盧菁虹

FE060000351 淡水鎮 興化店段店子

後小段

0246-0004 3 中華民國 沈錦俊

FE060000352 淡水鎮 興化店段店子

後小段

0246-0005 39 中華民國 盧來發

FE060000353 淡水鎮 興化店段店子

後小段

0246-0006 30 中華民國 汪吳敏惠

FE060000354 淡水鎮 興化店段店子

後小段

0246-0006 30 孫程 汪吳敏惠

FE060000355 淡水鎮 興化店段店子

後小段

0246-0007 90 中華民國 汪吳敏惠

FE060000356 淡水鎮 興化店段店子

後小段

0246-0007 90 孫程 汪吳敏惠

FE060000357 淡水鎮 興化店段店子

後小段

0246-0008 79 中華民國 柯添丁

FE060000358 淡水鎮 興化店段店子

後小段

0246-0008 79 孫程 柯添丁

FE060000359 淡水鎮 興化店段店子

後小段

0246-0009 128 中華民國 盧來發

FE060000360 淡水鎮 興化店段店子

後小段

0246-0009 128 孫程 盧來發

FE060000361 淡水鎮 興化店段店子

後小段

0246-0010 500 中華民國 汪吳敏惠

FE060000362 淡水鎮 興化店段店子

後小段

0246-0010 500 孫程 汪吳敏惠

FE060000363 淡水鎮 興化店段店子

後小段

0268-0002 514 莊金地 東安資產開發管理股份有限公司

FE060000364 淡水鎮 興化店段店子

後小段

0268-0002 514 陳火 東安資產開發管理股份有限公司

FE060000365 淡水鎮 興化店段店子

後小段

0268-0002 514 陳式型 東安資產開發管理股份有限公司

FE060000366 淡水鎮 興化店段下田

寮小段

0002-0005 480 孫桂 鄭慶輝、盧勇吉、盧慶湖、盧慶明、盧明富

FE060000367 淡水鎮 興化店段頂田

寮小段

0025-0002 543 柯火城 柯添丁

FE060000368 淡水鎮 灰子段番子

田小段

0026-0000 553 陳金隆 彭水景、彭煉、彭春長、陳懋森、中華民國

FE060000369 淡水鎮 灰子段番子

田小段

0026-0000 553 彭春長 彭水景、彭煉、彭春長、陳懋森、中華民國

FE060000370 淡水鎮 灰子段番子

田小段

0094-0000 63 葉九 陳連城、陳文通、陳隆義、陳國華、陳國棟

FE060000371 淡水鎮 灰子段番子

田小段

0016-0000 10 林旱拔 高查某、李高葱、盧拱照、杜萬得、杜萬生、高石頭、林榮坤、高素珍、康峻祥、康峻良、康雅

青、楊正雄、林有義

FE060000372 淡水鎮 灰子段番子

田小段

0016-0000 10 盧糖 高查某、李高葱、盧拱照、杜萬得、杜萬生、高石頭、林榮坤、高素珍、康峻祥、康峻良、康雅

青、楊正雄、林有義

FE060000373 淡水鎮 灰子段番子

田小段

0039-0000 45 連勝雄 高查某、李高葱、盧拱照、杜萬得、杜萬生、盧政宜、高石頭、高綢緞、盧政宜、楊正雄、林有

義

FE060000374 淡水鎮 灰子段番子

田小段

0042-0000 766 盧陳勉 吳登樹、高查某、盧拱照、杜萬得、杜萬生、高石頭、盧財貴、盧旺、高素珍、康峻祥、康峻

良、康雅青、楊正雄、高菊蘭、高榮松、高嘉澤、高嘉揚、高明星、高文龍、林有忠

FE060000375 淡水鎮 灰子段番子

田小段

0118-0000 1406 蔡金富 蔡萬賀、蔡豐隆、蔡錦輝、蔡錦河、蔡錦鴻、葉守義、李銘松、蔡進豐

FE060000376 淡水鎮 灰子段番子

田小段

0031-0000 1077 王福生 李魁鈞、李魁法、李魁仁、李魁德、李魁福、李魁仁、李洪碧娥、吳春珠、李魁斌、李江榴、李

魁銘、李魁福、徐于絜、徐子峰、李淑文

FE060000377 淡水鎮 灰子段番子

田小段

0069-0000 2609 盧渭渙 盧塗水、盧水田、盧松助、盧淵榮、盧淵、盧金獅、盧光成、盧弘一、盧耀忠、盧金富、盧松

助、盧宗男、盧宗發、王盧綢、江盧寶、盧金永、盧松根、盧清沂、盧武男、盧聰海、盧聰能、

盧聰文

FE060000378 淡水鎮 大屯段石頭厝

小段

0070-0000 868 謝允 謝水佳、謝旁、謝讚、謝文雄、謝烏金、謝明桂、謝憲忠、謝清標、謝清勝、謝清漢、謝美淑、

謝國保、謝國林

FE060000379 淡水鎮 大屯段石頭厝

小段

0099-0000 1734 陳金隆 陳金田、陳陸林、陳在庭、陳充雄、陳水井、陳錦祥、陳宗温、陳耀進、陳漢文、陳銘寅、陳銘

基、胡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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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060000380 淡水鎮 大屯段六塊厝

小段

0036-0000 1230 陳有成 陳金和、陳順進、陳錦鐘、陳宣綿、施林森、陳春田、陳飛龍、陳鍊輝、陳秋月、陳秋男、陳志

勇、陳均恒、張陳祐、陳松傑

FE060000381 淡水鎮 大屯段桂竹圍

小段

0025-0000 902 李再 郭文洲、龍心淳

FE060001920 淡水鎮 仁愛段 0120-0001 404 葉石頭 葉建生、葉樹欉、葉阿生、黃呈祥、李正夫、李茂森、葉進益、葉萬山、葉萬榮、葉英興、葉奕

伸、葉慶和、葉鎗、葉瑞銘、葉瑞旗、葉元宏、葉美月、葉有諒、葉水利、葉佳昇、葉佳格、廖

溫杶、葉蘭子、葉根智、葉根枝、葉根藤、葉根宗、葉秀隆、葉獻中、葉房、熊葉梅卿、葉彰

師、葉彰廷、葉明吉、葉明耀、葉紀煌英、葉東榮、尤美英、葉庭豪、李陳俶惠、陳玉燕、葉王

秀春、葉勝華、葉勝平、葉勝義、葉婷如、葉育汶、葉麗香、葉芳廷、葉惠美、葉翠環、陳德

隆、葉彰和、邱春櫻、林福盛

FE060001921 淡水鎮 仁愛段 0120-0001 404 葉清江 葉建生、葉樹欉、葉阿生、黃呈祥、李正夫、李茂森、葉進益、葉萬山、葉萬榮、葉英興、葉奕

伸、葉慶和、葉鎗、葉瑞銘、葉瑞旗、葉元宏、葉美月、葉有諒、葉水利、葉佳昇、葉佳格、廖

溫杶、葉蘭子、葉根智、葉根枝、葉根藤、葉根宗、葉秀隆、葉獻中、葉房、熊葉梅卿、葉彰

師、葉彰廷、葉明吉、葉明耀、葉紀煌英、葉東榮、尤美英、葉庭豪、李陳俶惠、陳玉燕、葉王

秀春、葉勝華、葉勝平、葉勝義、葉婷如、葉育汶、葉麗香、葉芳廷、葉惠美、葉翠環、陳德

隆、葉彰和、邱春櫻、林福盛

FE060001922 淡水鎮 仁愛段 0120-0001 404 葉祥式 葉建生、葉樹欉、葉阿生、黃呈祥、李正夫、李茂森、葉進益、葉萬山、葉萬榮、葉英興、葉奕

伸、葉慶和、葉鎗、葉瑞銘、葉瑞旗、葉元宏、葉美月、葉有諒、葉水利、葉佳昇、葉佳格、廖

溫杶、葉蘭子、葉根智、葉根枝、葉根藤、葉根宗、葉秀隆、葉獻中、葉房、熊葉梅卿、葉彰

師、葉彰廷、葉明吉、葉明耀、葉紀煌英、葉東榮、尤美英、葉庭豪、李陳俶惠、陳玉燕、葉王

秀春、葉勝華、葉勝平、葉勝義、葉婷如、葉育汶、葉麗香、葉芳廷、葉惠美、葉翠環、陳德

隆、葉彰和、邱春櫻、林福盛

FE060001923 淡水鎮 仁愛段 0120-0001 404 葉重信 葉建生、葉樹欉、葉阿生、黃呈祥、李正夫、李茂森、葉進益、葉萬山、葉萬榮、葉英興、葉奕

伸、葉慶和、葉鎗、葉瑞銘、葉瑞旗、葉元宏、葉美月、葉有諒、葉水利、葉佳昇、葉佳格、廖

溫杶、葉蘭子、葉根智、葉根枝、葉根藤、葉根宗、葉秀隆、葉獻中、葉房、熊葉梅卿、葉彰

師、葉彰廷、葉明吉、葉明耀、葉紀煌英、葉東榮、尤美英、葉庭豪、李陳俶惠、陳玉燕、葉王

秀春、葉勝華、葉勝平、葉勝義、葉婷如、葉育汶、葉麗香、葉芳廷、葉惠美、葉翠環、陳德

隆、葉彰和、邱春櫻、林福盛

FE060001924 淡水鎮 仁愛段 0120-0001 404 葉明吉 葉建生、葉樹欉、葉阿生、黃呈祥、李正夫、李茂森、葉進益、葉萬山、葉萬榮、葉英興、葉奕

伸、葉慶和、葉鎗、葉瑞銘、葉瑞旗、葉元宏、葉美月、葉有諒、葉水利、葉佳昇、葉佳格、廖

溫杶、葉蘭子、葉根智、葉根枝、葉根藤、葉根宗、葉秀隆、葉獻中、葉房、熊葉梅卿、葉彰

師、葉彰廷、葉明吉、葉明耀、葉紀煌英、葉東榮、尤美英、葉庭豪、李陳俶惠、陳玉燕、葉王

秀春、葉勝華、葉勝平、葉勝義、葉婷如、葉育汶、葉麗香、葉芳廷、葉惠美、葉翠環、陳德

隆、葉彰和、邱春櫻、林福盛

FE060001925 淡水鎮 仁愛段 0120-0001 404 葉明耀 葉建生、葉樹欉、葉阿生、黃呈祥、李正夫、李茂森、葉進益、葉萬山、葉萬榮、葉英興、葉奕

伸、葉慶和、葉鎗、葉瑞銘、葉瑞旗、葉元宏、葉美月、葉有諒、葉水利、葉佳昇、葉佳格、廖

溫杶、葉蘭子、葉根智、葉根枝、葉根藤、葉根宗、葉秀隆、葉獻中、葉房、熊葉梅卿、葉彰

師、葉彰廷、葉明吉、葉明耀、葉紀煌英、葉東榮、尤美英、葉庭豪、李陳俶惠、陳玉燕、葉王

秀春、葉勝華、葉勝平、葉勝義、葉婷如、葉育汶、葉麗香、葉芳廷、葉惠美、葉翠環、陳德

隆、葉彰和、邱春櫻、林福盛

FE060001926 淡水鎮 海鷗段 0364-0000 67.73 張聰明 張金順、黃木生、張炎籃、謝張隨、張明女、張秀雄、張敏雄、張福來、張地池、張福材、張谷

福、張進雄、張燃輝、曹文龍、曹雅麗、張林鳳、張金童、張麗貞、張康政、張朝枝、張義禮、

楊張成子、楊張夏子、張王滿、張聰明、張水濱、張盤鐘、張尚文、張盤銘

FE060001927 淡水鎮 海鷗段 0364-0000 67.73 張水濱 張金順、黃木生、張炎籃、謝張隨、張明女、張秀雄、張敏雄、張福來、張地池、張福材、張谷

福、張進雄、張燃輝、曹文龍、曹雅麗、張林鳳、張金童、張麗貞、張康政、張朝枝、張義禮、

楊張成子、楊張夏子、張王滿、張聰明、張水濱、張盤鐘、張尚文、張盤銘

FE060001928 淡水鎮 海鷗段 0367-0000 609.45 張聰明 張金順、黃木生、張炎籃、謝張隨、張明女、張秀雄、張敏雄、張福來、張地池、張福材、張谷

福、張進雄、張燃輝、曹文龍、曹雅麗、張林鳳、張金童、張麗貞、張康政、張朝枝、張義禮、

楊張成子、楊張夏子、張王滿、張聰明、張水濱、張盤鐘、張盤銘、張尚文

FE060001929 淡水鎮 海鷗段 0367-0000 609.45 張水濱 張金順、黃木生、張炎籃、謝張隨、張明女、張秀雄、張敏雄、張福來、張地池、張福材、張谷

福、張進雄、張燃輝、曹文龍、曹雅麗、張林鳳、張金童、張麗貞、張康政、張朝枝、張義禮、

楊張成子、楊張夏子、張王滿、張聰明、張水濱、張盤鐘、張盤銘、張尚文

FE060001930 淡水鎮 海鷗段 0929-0000 798.06 謝金貴 李邦孚

FE060001931 淡水鎮 海鷗段 0929-0000 798.06 謝樹 李邦孚

FE060001932 淡水鎮 海天段 0522-0000 469.18 高鍊勝 高永澤、陳素英、高隆鑫、高秀卿、高惠真

FE060001933 淡水鎮 海天段 0522-0000 469.18 高倉吉 高永澤、陳素英、高隆鑫、高秀卿、高惠真

FE060001934 淡水鎮 馬偕段 0282-0000 168.77 蔡水生 蔡財旺、蔡世傳、蔡嘉勝、蔡林寶貴、蔡水泉、蔡亞惠、蔡志雄

FE060001935 淡水鎮 馬偕段 0283-0000 12.57 蔡水生 蔡世傳、汪月雲、蔡佳呅、蔡佳琴、蔡林寶貴、蔡水泉、蔡亞惠、蔡志雄、蔡慶義

FE060001936 淡水鎮 馬偕段 0304-0000 540.1 蔡水生 汪萬福、蔡世傳、汪珠碧、蔡榮富、蔡林寶貴、蔡水泉、蔡亞惠、蔡志雄、汪宬鋒、蔡黃油柑

FE060001937 淡水鎮 關渡段 0543-0000 836.12 蔡伯壎 中華民國

FE060001938 淡水鎮 關渡段 0863-0000 228.88 陳錦興 陳永年、陳金傳、陳三郎、陳明輝、陳明華、陳士雄、陳寶城、陳寶銘、陳鴻仁、陳國偉、陳國

聖、許陳荀、陳德根、陳梅子、林陳敏子、陳光弘、陳麗華、陳世玉、陳麗櫻、陳麗香、陳金

標、陳金泉、陳素蘭、陳素霞、莊陳金却、陳勝賢、陳勝芳、陳秀媛、陳惠媛、楊陳麗玉、陳忠

富、陳忠華、陳忠貴、陳文山、陳文志、陳文德、陳家蕙、陳明達、陳俊龍、陳明慶、陳明遠、

陳清海

FE060001939 淡水鎮 關渡段 0863-0000 228.88 陳進波 陳永年、陳金傳、陳三郎、陳明輝、陳明華、陳士雄、陳寶城、陳寶銘、陳鴻仁、陳國偉、陳國

聖、許陳荀、陳德根、陳梅子、林陳敏子、陳光弘、陳麗華、陳世玉、陳麗櫻、陳麗香、陳金

標、陳金泉、陳素蘭、陳素霞、莊陳金却、陳勝賢、陳勝芳、陳秀媛、陳惠媛、楊陳麗玉、陳忠

富、陳忠華、陳忠貴、陳文山、陳文志、陳文德、陳家蕙、陳明達、陳俊龍、陳明慶、陳明遠、

陳清海

FE060001940 淡水鎮 關渡段 0863-0000 228.88 陳進經 陳永年、陳金傳、陳三郎、陳明輝、陳明華、陳士雄、陳寶城、陳寶銘、陳鴻仁、陳國偉、陳國

聖、許陳荀、陳德根、陳梅子、林陳敏子、陳光弘、陳麗華、陳世玉、陳麗櫻、陳麗香、陳金

標、陳金泉、陳素蘭、陳素霞、莊陳金却、陳勝賢、陳勝芳、陳秀媛、陳惠媛、楊陳麗玉、陳忠

富、陳忠華、陳忠貴、陳文山、陳文志、陳文德、陳家蕙、陳明達、陳俊龍、陳明慶、陳明遠、

陳清海

FE060001941 淡水鎮 關渡段 0863-0000 228.88 陳進文 陳永年、陳金傳、陳三郎、陳明輝、陳明華、陳士雄、陳寶城、陳寶銘、陳鴻仁、陳國偉、陳國

聖、許陳荀、陳德根、陳梅子、林陳敏子、陳光弘、陳麗華、陳世玉、陳麗櫻、陳麗香、陳金

標、陳金泉、陳素蘭、陳素霞、莊陳金却、陳勝賢、陳勝芳、陳秀媛、陳惠媛、楊陳麗玉、陳忠

富、陳忠華、陳忠貴、陳文山、陳文志、陳文德、陳家蕙、陳明達、陳俊龍、陳明慶、陳明遠、

陳清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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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060001942 淡水鎮 關渡段 0863-0000 228.88 陳德根 陳永年、陳金傳、陳三郎、陳明輝、陳明華、陳士雄、陳寶城、陳寶銘、陳鴻仁、陳國偉、陳國

聖、許陳荀、陳德根、陳梅子、林陳敏子、陳光弘、陳麗華、陳世玉、陳麗櫻、陳麗香、陳金

標、陳金泉、陳素蘭、陳素霞、莊陳金却、陳勝賢、陳勝芳、陳秀媛、陳惠媛、楊陳麗玉、陳忠

富、陳忠華、陳忠貴、陳文山、陳文志、陳文德、陳家蕙、陳明達、陳俊龍、陳明慶、陳明遠、

陳清海

FE060001943 淡水鎮 關渡段 0863-0000 228.88 陳光弘 陳永年、陳金傳、陳三郎、陳明輝、陳明華、陳士雄、陳寶城、陳寶銘、陳鴻仁、陳國偉、陳國

聖、許陳荀、陳德根、陳梅子、林陳敏子、陳光弘、陳麗華、陳世玉、陳麗櫻、陳麗香、陳金

標、陳金泉、陳素蘭、陳素霞、莊陳金却、陳勝賢、陳勝芳、陳秀媛、陳惠媛、楊陳麗玉、陳忠

富、陳忠華、陳忠貴、陳文山、陳文志、陳文德、陳家蕙、陳明達、陳俊龍、陳明慶、陳明遠、

陳清海

FE060001944 淡水鎮 關渡段 0863-0000 228.88 陳世玉 陳永年、陳金傳、陳三郎、陳明輝、陳明華、陳士雄、陳寶城、陳寶銘、陳鴻仁、陳國偉、陳國

聖、許陳荀、陳德根、陳梅子、林陳敏子、陳光弘、陳麗華、陳世玉、陳麗櫻、陳麗香、陳金

標、陳金泉、陳素蘭、陳素霞、莊陳金却、陳勝賢、陳勝芳、陳秀媛、陳惠媛、楊陳麗玉、陳忠

富、陳忠華、陳忠貴、陳文山、陳文志、陳文德、陳家蕙、陳明達、陳俊龍、陳明慶、陳明遠、

陳清海

FE060001945 淡水鎮 關渡段 0863-0000 228.88 許陳荀 陳永年、陳金傳、陳三郎、陳明輝、陳明華、陳士雄、陳寶城、陳寶銘、陳鴻仁、陳國偉、陳國

聖、許陳荀、陳德根、陳梅子、林陳敏子、陳光弘、陳麗華、陳世玉、陳麗櫻、陳麗香、陳金

標、陳金泉、陳素蘭、陳素霞、莊陳金却、陳勝賢、陳勝芳、陳秀媛、陳惠媛、楊陳麗玉、陳忠

富、陳忠華、陳忠貴、陳文山、陳文志、陳文德、陳家蕙、陳明達、陳俊龍、陳明慶、陳明遠、

陳清海

FE060001946 淡水鎮 關渡段 0863-0000 228.88 陳梅子 陳永年、陳金傳、陳三郎、陳明輝、陳明華、陳士雄、陳寶城、陳寶銘、陳鴻仁、陳國偉、陳國

聖、許陳荀、陳德根、陳梅子、林陳敏子、陳光弘、陳麗華、陳世玉、陳麗櫻、陳麗香、陳金

標、陳金泉、陳素蘭、陳素霞、莊陳金却、陳勝賢、陳勝芳、陳秀媛、陳惠媛、楊陳麗玉、陳忠

富、陳忠華、陳忠貴、陳文山、陳文志、陳文德、陳家蕙、陳明達、陳俊龍、陳明慶、陳明遠、

陳清海

FE060001947 淡水鎮 關渡段 0863-0000 228.88 林陳敏子 陳永年、陳金傳、陳三郎、陳明輝、陳明華、陳士雄、陳寶城、陳寶銘、陳鴻仁、陳國偉、陳國

聖、許陳荀、陳德根、陳梅子、林陳敏子、陳光弘、陳麗華、陳世玉、陳麗櫻、陳麗香、陳金

標、陳金泉、陳素蘭、陳素霞、莊陳金却、陳勝賢、陳勝芳、陳秀媛、陳惠媛、楊陳麗玉、陳忠

富、陳忠華、陳忠貴、陳文山、陳文志、陳文德、陳家蕙、陳明達、陳俊龍、陳明慶、陳明遠、

陳清海

FE060001948 淡水鎮 關渡段 0863-0000 228.88 陳麗華 陳永年、陳金傳、陳三郎、陳明輝、陳明華、陳士雄、陳寶城、陳寶銘、陳鴻仁、陳國偉、陳國

聖、許陳荀、陳德根、陳梅子、林陳敏子、陳光弘、陳麗華、陳世玉、陳麗櫻、陳麗香、陳金

標、陳金泉、陳素蘭、陳素霞、莊陳金却、陳勝賢、陳勝芳、陳秀媛、陳惠媛、楊陳麗玉、陳忠

富、陳忠華、陳忠貴、陳文山、陳文志、陳文德、陳家蕙、陳明達、陳俊龍、陳明慶、陳明遠、

陳清海

FE060001949 淡水鎮 關渡段 0863-0000 228.88 陳麗櫻 陳永年、陳金傳、陳三郎、陳明輝、陳明華、陳士雄、陳寶城、陳寶銘、陳鴻仁、陳國偉、陳國

聖、許陳荀、陳德根、陳梅子、林陳敏子、陳光弘、陳麗華、陳世玉、陳麗櫻、陳麗香、陳金

標、陳金泉、陳素蘭、陳素霞、莊陳金却、陳勝賢、陳勝芳、陳秀媛、陳惠媛、楊陳麗玉、陳忠

富、陳忠華、陳忠貴、陳文山、陳文志、陳文德、陳家蕙、陳明達、陳俊龍、陳明慶、陳明遠、

陳清海

FE060001950 淡水鎮 關渡段 0863-0000 228.88 陳麗香 陳永年、陳金傳、陳三郎、陳明輝、陳明華、陳士雄、陳寶城、陳寶銘、陳鴻仁、陳國偉、陳國

聖、許陳荀、陳德根、陳梅子、林陳敏子、陳光弘、陳麗華、陳世玉、陳麗櫻、陳麗香、陳金

標、陳金泉、陳素蘭、陳素霞、莊陳金却、陳勝賢、陳勝芳、陳秀媛、陳惠媛、楊陳麗玉、陳忠

富、陳忠華、陳忠貴、陳文山、陳文志、陳文德、陳家蕙、陳明達、陳俊龍、陳明慶、陳明遠、

陳清海

FE060001951 淡水鎮 關渡段 0863-0000 228.88 陳勝賢 陳永年、陳金傳、陳三郎、陳明輝、陳明華、陳士雄、陳寶城、陳寶銘、陳鴻仁、陳國偉、陳國

聖、許陳荀、陳德根、陳梅子、林陳敏子、陳光弘、陳麗華、陳世玉、陳麗櫻、陳麗香、陳金

標、陳金泉、陳素蘭、陳素霞、莊陳金却、陳勝賢、陳勝芳、陳秀媛、陳惠媛、楊陳麗玉、陳忠

富、陳忠華、陳忠貴、陳文山、陳文志、陳文德、陳家蕙、陳明達、陳俊龍、陳明慶、陳明遠、

陳清海

FE060001952 淡水鎮 關渡段 0863-0000 228.88 陳勝芳 陳永年、陳金傳、陳三郎、陳明輝、陳明華、陳士雄、陳寶城、陳寶銘、陳鴻仁、陳國偉、陳國

聖、許陳荀、陳德根、陳梅子、林陳敏子、陳光弘、陳麗華、陳世玉、陳麗櫻、陳麗香、陳金

標、陳金泉、陳素蘭、陳素霞、莊陳金却、陳勝賢、陳勝芳、陳秀媛、陳惠媛、楊陳麗玉、陳忠

富、陳忠華、陳忠貴、陳文山、陳文志、陳文德、陳家蕙、陳明達、陳俊龍、陳明慶、陳明遠、

陳清海

FE060001953 淡水鎮 關渡段 0863-0000 228.88 陳秀媛 陳永年、陳金傳、陳三郎、陳明輝、陳明華、陳士雄、陳寶城、陳寶銘、陳鴻仁、陳國偉、陳國

聖、許陳荀、陳德根、陳梅子、林陳敏子、陳光弘、陳麗華、陳世玉、陳麗櫻、陳麗香、陳金

標、陳金泉、陳素蘭、陳素霞、莊陳金却、陳勝賢、陳勝芳、陳秀媛、陳惠媛、楊陳麗玉、陳忠

富、陳忠華、陳忠貴、陳文山、陳文志、陳文德、陳家蕙、陳明達、陳俊龍、陳明慶、陳明遠、

陳清海

FE060001954 淡水鎮 關渡段 0863-0000 228.88 陳惠媛 陳永年、陳金傳、陳三郎、陳明輝、陳明華、陳士雄、陳寶城、陳寶銘、陳鴻仁、陳國偉、陳國

聖、許陳荀、陳德根、陳梅子、林陳敏子、陳光弘、陳麗華、陳世玉、陳麗櫻、陳麗香、陳金

標、陳金泉、陳素蘭、陳素霞、莊陳金却、陳勝賢、陳勝芳、陳秀媛、陳惠媛、楊陳麗玉、陳忠

富、陳忠華、陳忠貴、陳文山、陳文志、陳文德、陳家蕙、陳明達、陳俊龍、陳明慶、陳明遠、

陳清海

FE060001955 淡水鎮 關渡段 0863-0000 228.88 楊陳麗玉 陳永年、陳金傳、陳三郎、陳明輝、陳明華、陳士雄、陳寶城、陳寶銘、陳鴻仁、陳國偉、陳國

聖、許陳荀、陳德根、陳梅子、林陳敏子、陳光弘、陳麗華、陳世玉、陳麗櫻、陳麗香、陳金

標、陳金泉、陳素蘭、陳素霞、莊陳金却、陳勝賢、陳勝芳、陳秀媛、陳惠媛、楊陳麗玉、陳忠

富、陳忠華、陳忠貴、陳文山、陳文志、陳文德、陳家蕙、陳明達、陳俊龍、陳明慶、陳明遠、

陳清海

FE060001956 淡水鎮 關渡段 0863-0000 228.88 陳忠富 陳永年、陳金傳、陳三郎、陳明輝、陳明華、陳士雄、陳寶城、陳寶銘、陳鴻仁、陳國偉、陳國

聖、許陳荀、陳德根、陳梅子、林陳敏子、陳光弘、陳麗華、陳世玉、陳麗櫻、陳麗香、陳金

標、陳金泉、陳素蘭、陳素霞、莊陳金却、陳勝賢、陳勝芳、陳秀媛、陳惠媛、楊陳麗玉、陳忠

富、陳忠華、陳忠貴、陳文山、陳文志、陳文德、陳家蕙、陳明達、陳俊龍、陳明慶、陳明遠、

陳清海

FE060001957 淡水鎮 關渡段 0863-0000 228.88 陳忠華 陳永年、陳金傳、陳三郎、陳明輝、陳明華、陳士雄、陳寶城、陳寶銘、陳鴻仁、陳國偉、陳國

聖、許陳荀、陳德根、陳梅子、林陳敏子、陳光弘、陳麗華、陳世玉、陳麗櫻、陳麗香、陳金

標、陳金泉、陳素蘭、陳素霞、莊陳金却、陳勝賢、陳勝芳、陳秀媛、陳惠媛、楊陳麗玉、陳忠

富、陳忠華、陳忠貴、陳文山、陳文志、陳文德、陳家蕙、陳明達、陳俊龍、陳明慶、陳明遠、

陳清海

FE060001958 淡水鎮 關渡段 0863-0000 228.88 陳忠貴 陳永年、陳金傳、陳三郎、陳明輝、陳明華、陳士雄、陳寶城、陳寶銘、陳鴻仁、陳國偉、陳國

聖、許陳荀、陳德根、陳梅子、林陳敏子、陳光弘、陳麗華、陳世玉、陳麗櫻、陳麗香、陳金

標、陳金泉、陳素蘭、陳素霞、莊陳金却、陳勝賢、陳勝芳、陳秀媛、陳惠媛、楊陳麗玉、陳忠

富、陳忠華、陳忠貴、陳文山、陳文志、陳文德、陳家蕙、陳明達、陳俊龍、陳明慶、陳明遠、

陳清海

FE060001959 淡水鎮 關渡段 0911-0000 18718.87 張進福 中華民國

FE060001960 淡水鎮 關渡段 0911-0002 3653.53 張進福 中華民國

FE060001961 淡水鎮 關渡段 0911-0004 823.19 張進福 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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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060001978 淡水鎮 望高樓段 0122-0000 76.91 林旺 王、王富茂、王火旺、陳銘晃、陳莉蓓

FE060001979 淡水鎮 望高樓段 0124-0000 53.87 林旺 王、王富茂、王火旺、陳銘晃、陳莉蓓

FE060001980 淡水鎮 望高樓段 0387-0000 87.87 吳憨 洪敦財、吳士賢

FE060001981 淡水鎮 望高樓段 0388-0000 245.25 吳憨 陳南生、洪敦財、吳士枝、吳士賢、蔣賜君、蔣賜溪、蔣賜烟、吳保元、吳寶全、吳日東、吳

鵠、吳好味、吳耀民、中華民國、吳鳳、吳忠盛、吳仁惠、吳憲昌、吳勝德、吳志成、吳秉川、

吳逸芬、吳家益、陳慧津

FE060001982 淡水鎮 望高樓段 0500-0000 828.03 白添成 陳根火、陳貴和、陳世和、陳亨安、陳世杰、陳智華、方志正、方天助、方麗美、方麗雲、方好

慧、方佳玲

FE060001983 淡水鎮 望高樓段 0500-0000 828.03 陳發 陳根火、陳貴和、陳世和、陳亨安、陳世杰、陳智華、方志正、方天助、方麗美、方麗雲、方好

慧、方佳玲

FE060001984 淡水鎮 望高樓段 0656-0000 927.37 王葱毛 王水圳、王滿足、吳黃素娥、王銘宏、王月蓮、蔡雨水、王忠政、王忠榮、王忠煜、王忠彥

FE060001985 淡水鎮 望高樓段 0656-0000 927.37 王金春 王水圳、王滿足、吳黃素娥、王銘宏、王月蓮、蔡雨水、王忠政、王忠榮、王忠煜、王忠彥

FE060001986 淡水鎮 望高樓段 0656-0000 927.37 王銘宏 王水圳、王滿足、吳黃素娥、王銘宏、王月蓮、蔡雨水、王忠政、王忠榮、王忠煜、王忠彥

FE060001987 淡水鎮 望高樓段 0656-0000 927.37 王月蓮 王水圳、王滿足、吳黃素娥、王銘宏、王月蓮、蔡雨水、王忠政、王忠榮、王忠煜、王忠彥

FE060001988 淡水鎮 望高樓段 0660-0000 1.63 王　毛 王水圳、王滿足、吳黃素娥、王銘宏、王月蓮、蔡雨水、王忠政、王忠榮、王忠煜、王忠彥

FE060001989 淡水鎮 望高樓段 0660-0000 1.63 王金春 王水圳、王滿足、吳黃素娥、王銘宏、王月蓮、蔡雨水、王忠政、王忠榮、王忠煜、王忠彥

FE060001990 淡水鎮 望高樓段 0660-0000 1.63 王銘宏 王水圳、王滿足、吳黃素娥、王銘宏、王月蓮、蔡雨水、王忠政、王忠榮、王忠煜、王忠彥

FE060001991 淡水鎮 望高樓段 0660-0000 1.63 王月蓮 王水圳、王滿足、吳黃素娥、王銘宏、王月蓮、蔡雨水、王忠政、王忠榮、王忠煜、王忠彥

FE060001992 淡水鎮 望高樓段 0669-0000 2.24 王葱毛 王水圳、王滿足、吳黃素娥、王銘宏、王月蓮、蔡雨水、王忠政、王忠榮、王忠煜、王忠彥

FE060001993 淡水鎮 望高樓段 0669-0000 2.24 王金春 王水圳、王滿足、吳黃素娥、王銘宏、王月蓮、蔡雨水、王忠政、王忠榮、王忠煜、王忠彥

FE060001994 淡水鎮 望高樓段 0669-0000 2.24 王銘宏 王水圳、王滿足、吳黃素娥、王銘宏、王月蓮、蔡雨水、王忠政、王忠榮、王忠煜、王忠彥

FE060001995 淡水鎮 望高樓段 0669-0000 2.24 王月蓮 王水圳、王滿足、吳黃素娥、王銘宏、王月蓮、蔡雨水、王忠政、王忠榮、王忠煜、王忠彥

FE060001996 淡水鎮 望高樓段 0671-0000 3.67 林同春 王水圳、王滿足、吳黃素娥、王銘宏、王月蓮、蔡雨水、王忠政、王忠榮、王忠煜、王忠彥

FE060001997 淡水鎮 望高樓段 0671-0000 3.67 林同英 王水圳、王滿足、吳黃素娥、王銘宏、王月蓮、蔡雨水、王忠政、王忠榮、王忠煜、王忠彥

FE060001998 淡水鎮 望高樓段 0671-0000 3.67 林仁慈 王水圳、王滿足、吳黃素娥、王銘宏、王月蓮、蔡雨水、王忠政、王忠榮、王忠煜、王忠彥

FE060001999 淡水鎮 望高樓段 0672-0000 41.53 林同春 王水圳、王滿足、吳黃素娥、王銘宏、王月蓮、蔡雨水、王忠政、王忠榮、王忠煜、王忠彥

FE060002000 淡水鎮 望高樓段 0672-0000 41.53 林同英 王水圳、王滿足、吳黃素娥、王銘宏、王月蓮、蔡雨水、王忠政、王忠榮、王忠煜、王忠彥

FE060002001 淡水鎮 望高樓段 0672-0000 41.53 林仁慈 王水圳、王滿足、吳黃素娥、王銘宏、王月蓮、蔡雨水、王忠政、王忠榮、王忠煜、王忠彥

FE060002002 淡水鎮 望高樓段 0672-0001 19.63 林同春 王水圳、王滿足、吳黃素娥、王銘宏、王月蓮、蔡雨水、王忠政、王忠榮、王忠煜、王忠彥

FE060002003 淡水鎮 望高樓段 0672-0001 19.63 林同英 王水圳、王滿足、吳黃素娥、王銘宏、王月蓮、蔡雨水、王忠政、王忠榮、王忠煜、王忠彥

FE060002004 淡水鎮 望高樓段 0672-0001 19.63 林仁慈 王水圳、王滿足、吳黃素娥、王銘宏、王月蓮、蔡雨水、王忠政、王忠榮、王忠煜、王忠彥

FE060002005 淡水鎮 望高樓段 0673-0000 83.98 林同春 王水圳、王滿足、吳黃素娥、王銘宏、王月蓮、蔡雨水、王忠政、王忠榮、王忠煜、王忠彥

FE060002006 淡水鎮 望高樓段 0673-0000 83.98 林同英 王水圳、王滿足、吳黃素娥、王銘宏、王月蓮、蔡雨水、王忠政、王忠榮、王忠煜、王忠彥

FE060002007 淡水鎮 望高樓段 0673-0000 83.98 林仁慈 王水圳、王滿足、吳黃素娥、王銘宏、王月蓮、蔡雨水、王忠政、王忠榮、王忠煜、王忠彥

FE060002008 淡水鎮 沙崙段 0186-0000 681.23 蔣金定 吳士枝、蔣賜君、蔣賜溪、蔣賜烟、吳日東、吳寶全、吳鵠、吳明田

FE060002009 淡水鎮 沙崙段 0186-0000 681.23 蔣明義 吳士枝、蔣賜君、蔣賜溪、蔣賜烟、吳日東、吳寶全、吳鵠、吳明田

FE060002010 淡水鎮 沙崙段 0245-0000 403 陳阿食 王碧月、王清溪、王清年、洪添和、洪勇雄、吳允嵐、洪寬裕、洪長坤、洪淑華、洪淑芬、洪政

雄、許相順、蔣俊偉、蔣俊傑、王正雄、王瑞祥、張明益、張德欽

FE060002011 淡水鎮 正德段 0240-0000 324.97 雷榮昌 雷金、雷燦堂、雷塗園、雷禮、林進、雷榮昌、雷榮坤、雷連福、雷憲彰、雷正隆、雷正義、雷

熟照、雷敏、雷瑪莉、曹雷月娥、雷宗輝、蔣漢明、賴蔣美玉、蔣漢章、中華民國

FE060002012 淡水鎮 正德段 0240-0000 324.97 雷宗輝 雷金、雷燦堂、雷塗園、雷禮、林進、雷榮昌、雷榮坤、雷連福、雷憲彰、雷正隆、雷正義、雷

熟照、雷敏、雷瑪莉、曹雷月娥、雷宗輝、蔣漢明、賴蔣美玉、蔣漢章、中華民國

FE060002013 淡水鎮 正德段 0240-0000 324.97 蔣漢明 雷金、雷燦堂、雷塗園、雷禮、林進、雷榮昌、雷榮坤、雷連福、雷憲彰、雷正隆、雷正義、雷

熟照、雷敏、雷瑪莉、曹雷月娥、雷宗輝、蔣漢明、賴蔣美玉、蔣漢章、中華民國

FE060002014 淡水鎮 正德段 0240-0000 324.97 賴蔣美玉 雷金、雷燦堂、雷塗園、雷禮、林進、雷榮昌、雷榮坤、雷連福、雷憲彰、雷正隆、雷正義、雷

熟照、雷敏、雷瑪莉、曹雷月娥、雷宗輝、蔣漢明、賴蔣美玉、蔣漢章、中華民國

FE060002015 淡水鎮 正德段 0240-0000 324.97 蔣漢章 雷金、雷燦堂、雷塗園、雷禮、林進、雷榮昌、雷榮坤、雷連福、雷憲彰、雷正隆、雷正義、雷

熟照、雷敏、雷瑪莉、曹雷月娥、雷宗輝、蔣漢明、賴蔣美玉、蔣漢章、中華民國

FE060002016 淡水鎮 正德段 0263-0000 290.5 周添福 林德雄、王素蘭

FE060002017 淡水鎮 正德段 0587-0000 49.15 黃庭燎 洪九

FE060002018 淡水鎮 正德段 0590-0000 2.91 黃庭燎 洪九

FE060002019 淡水鎮 中興段 0224-0000 2785.44 林貴 財團法人私立淡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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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060002020 淡水鎮 中興段 0224-0000 2785.44 林進財 財團法人私立淡江大學

FE060002021 淡水鎮 中興段 0224-0000 2785.44 林春長 財團法人私立淡江大學

FE060002022 淡水鎮 鄧公段 0023-0000 998.9 鄭金買 鄭彩珠、鄭家凱、鄭連緯

FE060002023 淡水鎮 長興段 1104-0000 239.63 張丙丁 洪國清、張洪火月、洪金盛、洪水龍、洪月英、洪孟德、王郁琇、洪啟華、洪啟中

FE060002024 淡水鎮 長興段 1104-0000 239.63 張欽灝 洪國清、張洪火月、洪金盛、洪水龍、洪月英、洪孟德、王郁琇、洪啟華、洪啟中

FE060002025 淡水鎮 長興段 1104-0000 239.63 張德勝 洪國清、張洪火月、洪金盛、洪水龍、洪月英、洪孟德、王郁琇、洪啟華、洪啟中

FE060002026 淡水鎮 長興段 1104-0000 239.63 張輝煌 洪國清、張洪火月、洪金盛、洪水龍、洪月英、洪孟德、王郁琇、洪啟華、洪啟中

FE060002027 淡水鎮 長興段 1107-0000 57.92 張王雪 洪國清、張洪火月、洪金盛、洪水龍、洪月英、洪孟德、張世問、張盛豊、張宗燿、張明焜、張

明宗、張仁壽、張信助、張宗良、張宗萍、張宗賢、張文吉、張順富、張朝棟、洪啟華、洪啟中

FE060002028 淡水鎮 長興段 1107-0000 57.92 張裕衡 洪國清、張洪火月、洪金盛、洪水龍、洪月英、洪孟德、張世問、張盛豊、張宗燿、張明焜、張

明宗、張仁壽、張信助、張宗良、張宗萍、張宗賢、張文吉、張順富、張朝棟、洪啟華、洪啟中

FE060002029 淡水鎮 長興段 1107-0000 57.92 張彩霞 洪國清、張洪火月、洪金盛、洪水龍、洪月英、洪孟德、張世問、張盛豊、張宗燿、張明焜、張

明宗、張仁壽、張信助、張宗良、張宗萍、張宗賢、張文吉、張順富、張朝棟、洪啟華、洪啟中

FE060002030 淡水鎮 長興段 1107-0000 57.92 張黃梅 洪國清、張洪火月、洪金盛、洪水龍、洪月英、洪孟德、張世問、張盛豊、張宗燿、張明焜、張

明宗、張仁壽、張信助、張宗良、張宗萍、張宗賢、張文吉、張順富、張朝棟、洪啟華、洪啟中

FE060002031 淡水鎮 長興段 1107-0000 57.92 張景銘 洪國清、張洪火月、洪金盛、洪水龍、洪月英、洪孟德、張世問、張盛豊、張宗燿、張明焜、張

明宗、張仁壽、張信助、張宗良、張宗萍、張宗賢、張文吉、張順富、張朝棟、洪啟華、洪啟中

FE060002032 淡水鎮 長興段 1107-0000 57.92 張景益 洪國清、張洪火月、洪金盛、洪水龍、洪月英、洪孟德、張世問、張盛豊、張宗燿、張明焜、張

明宗、張仁壽、張信助、張宗良、張宗萍、張宗賢、張文吉、張順富、張朝棟、洪啟華、洪啟中

FE060002033 淡水鎮 長興段 1107-0000 57.92 張美玉 洪國清、張洪火月、洪金盛、洪水龍、洪月英、洪孟德、張世問、張盛豊、張宗燿、張明焜、張

明宗、張仁壽、張信助、張宗良、張宗萍、張宗賢、張文吉、張順富、張朝棟、洪啟華、洪啟中

FE060002034 淡水鎮 長興段 1107-0000 57.92 張景立 洪國清、張洪火月、洪金盛、洪水龍、洪月英、洪孟德、張世問、張盛豊、張宗燿、張明焜、張

明宗、張仁壽、張信助、張宗良、張宗萍、張宗賢、張文吉、張順富、張朝棟、洪啟華、洪啟中

FE060002035 淡水鎮 長興段 1107-0000 57.92 張景川 洪國清、張洪火月、洪金盛、洪水龍、洪月英、洪孟德、張世問、張盛豊、張宗燿、張明焜、張

明宗、張仁壽、張信助、張宗良、張宗萍、張宗賢、張文吉、張順富、張朝棟、洪啟華、洪啟中

FE060002036 淡水鎮 長興段 1107-0000 57.92 黃張嬰子 洪國清、張洪火月、洪金盛、洪水龍、洪月英、洪孟德、張世問、張盛豊、張宗燿、張明焜、張

明宗、張仁壽、張信助、張宗良、張宗萍、張宗賢、張文吉、張順富、張朝棟、洪啟華、洪啟中

FE060002037 淡水鎮 長興段 1107-0000 57.92 莊張隨 洪國清、張洪火月、洪金盛、洪水龍、洪月英、洪孟德、張世問、張盛豊、張宗燿、張明焜、張

明宗、張仁壽、張信助、張宗良、張宗萍、張宗賢、張文吉、張順富、張朝棟、洪啟華、洪啟中

FE060002038 淡水鎮 長興段 1107-0000 57.92 張美雲 洪國清、張洪火月、洪金盛、洪水龍、洪月英、洪孟德、張世問、張盛豊、張宗燿、張明焜、張

明宗、張仁壽、張信助、張宗良、張宗萍、張宗賢、張文吉、張順富、張朝棟、洪啟華、洪啟中

FE060002039 淡水鎮 長興段 1108-0000 141.87 張王雪 洪國清、張洪火月、洪金盛、洪水龍、洪月英、洪孟德、王郁琇、張世問、張盛豊、張宗燿、張

明焜、張明宗、張仁壽、張信助、張宗良、張宗萍、張宗賢、張文吉、張順富、張朝棟、洪啟

華、洪啟中

FE060002040 淡水鎮 長興段 1108-0000 141.87 張裕衡 洪國清、張洪火月、洪金盛、洪水龍、洪月英、洪孟德、王郁琇、張世問、張盛豊、張宗燿、張

明焜、張明宗、張仁壽、張信助、張宗良、張宗萍、張宗賢、張文吉、張順富、張朝棟、洪啟

華、洪啟中

FE060002041 淡水鎮 長興段 1108-0000 141.87 張彩霞 洪國清、張洪火月、洪金盛、洪水龍、洪月英、洪孟德、王郁琇、張世問、張盛豊、張宗燿、張

明焜、張明宗、張仁壽、張信助、張宗良、張宗萍、張宗賢、張文吉、張順富、張朝棟、洪啟

華、洪啟中

FE060002042 淡水鎮 長興段 1108-0000 141.87 張黃梅 洪國清、張洪火月、洪金盛、洪水龍、洪月英、洪孟德、王郁琇、張世問、張盛豊、張宗燿、張

明焜、張明宗、張仁壽、張信助、張宗良、張宗萍、張宗賢、張文吉、張順富、張朝棟、洪啟

華、洪啟中

FE060002043 淡水鎮 長興段 1108-0000 141.87 張景銘 洪國清、張洪火月、洪金盛、洪水龍、洪月英、洪孟德、王郁琇、張世問、張盛豊、張宗燿、張

明焜、張明宗、張仁壽、張信助、張宗良、張宗萍、張宗賢、張文吉、張順富、張朝棟、洪啟

華、洪啟中

FE060002044 淡水鎮 長興段 1108-0000 141.87 張景益 洪國清、張洪火月、洪金盛、洪水龍、洪月英、洪孟德、王郁琇、張世問、張盛豊、張宗燿、張

明焜、張明宗、張仁壽、張信助、張宗良、張宗萍、張宗賢、張文吉、張順富、張朝棟、洪啟

華、洪啟中

FE060002045 淡水鎮 長興段 1108-0000 141.87 張美玉 洪國清、張洪火月、洪金盛、洪水龍、洪月英、洪孟德、王郁琇、張世問、張盛豊、張宗燿、張

明焜、張明宗、張仁壽、張信助、張宗良、張宗萍、張宗賢、張文吉、張順富、張朝棟、洪啟

華、洪啟中

FE060002046 淡水鎮 長興段 1108-0000 141.87 張景立 洪國清、張洪火月、洪金盛、洪水龍、洪月英、洪孟德、王郁琇、張世問、張盛豊、張宗燿、張

明焜、張明宗、張仁壽、張信助、張宗良、張宗萍、張宗賢、張文吉、張順富、張朝棟、洪啟

華、洪啟中

FE060002047 淡水鎮 長興段 1108-0000 141.87 張景川 洪國清、張洪火月、洪金盛、洪水龍、洪月英、洪孟德、王郁琇、張世問、張盛豊、張宗燿、張

明焜、張明宗、張仁壽、張信助、張宗良、張宗萍、張宗賢、張文吉、張順富、張朝棟、洪啟

華、洪啟中

FE060002048 淡水鎮 長興段 1108-0000 141.87 黃張嬰子 洪國清、張洪火月、洪金盛、洪水龍、洪月英、洪孟德、王郁琇、張世問、張盛豊、張宗燿、張

明焜、張明宗、張仁壽、張信助、張宗良、張宗萍、張宗賢、張文吉、張順富、張朝棟、洪啟

華、洪啟中

FE060002049 淡水鎮 長興段 1108-0000 141.87 莊張隨 洪國清、張洪火月、洪金盛、洪水龍、洪月英、洪孟德、王郁琇、張世問、張盛豊、張宗燿、張

明焜、張明宗、張仁壽、張信助、張宗良、張宗萍、張宗賢、張文吉、張順富、張朝棟、洪啟

華、洪啟中

FE060002050 淡水鎮 長興段 1108-0000 141.87 張美雲 洪國清、張洪火月、洪金盛、洪水龍、洪月英、洪孟德、王郁琇、張世問、張盛豊、張宗燿、張

明焜、張明宗、張仁壽、張信助、張宗良、張宗萍、張宗賢、張文吉、張順富、張朝棟、洪啟

華、洪啟中

FE060002051 淡水鎮 長興段 1108-0001 32.22 張王雪 洪國清、張洪火月、洪金盛、洪水龍、洪月英、洪孟德、王郁琇、張世問、張盛豊、張宗燿、張

明焜、張明宗、張仁壽、張信助、張宗良、張宗萍、張宗賢、張文吉、張順富、張朝棟、洪啟

華、洪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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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060002052 淡水鎮 長興段 1108-0001 32.22 張裕衡 洪國清、張洪火月、洪金盛、洪水龍、洪月英、洪孟德、王郁琇、張世問、張盛豊、張宗燿、張

明焜、張明宗、張仁壽、張信助、張宗良、張宗萍、張宗賢、張文吉、張順富、張朝棟、洪啟

華、洪啟中

FE060002053 淡水鎮 長興段 1108-0001 32.22 張彩霞 洪國清、張洪火月、洪金盛、洪水龍、洪月英、洪孟德、王郁琇、張世問、張盛豊、張宗燿、張

明焜、張明宗、張仁壽、張信助、張宗良、張宗萍、張宗賢、張文吉、張順富、張朝棟、洪啟

華、洪啟中

FE060002054 淡水鎮 長興段 1108-0001 32.22 張黃梅 洪國清、張洪火月、洪金盛、洪水龍、洪月英、洪孟德、王郁琇、張世問、張盛豊、張宗燿、張

明焜、張明宗、張仁壽、張信助、張宗良、張宗萍、張宗賢、張文吉、張順富、張朝棟、洪啟

華、洪啟中

FE060002055 淡水鎮 長興段 1108-0001 32.22 張景銘 洪國清、張洪火月、洪金盛、洪水龍、洪月英、洪孟德、王郁琇、張世問、張盛豊、張宗燿、張

明焜、張明宗、張仁壽、張信助、張宗良、張宗萍、張宗賢、張文吉、張順富、張朝棟、洪啟

華、洪啟中

FE060002056 淡水鎮 長興段 1108-0001 32.22 張景益 洪國清、張洪火月、洪金盛、洪水龍、洪月英、洪孟德、王郁琇、張世問、張盛豊、張宗燿、張

明焜、張明宗、張仁壽、張信助、張宗良、張宗萍、張宗賢、張文吉、張順富、張朝棟、洪啟

華、洪啟中

FE060002057 淡水鎮 長興段 1108-0001 32.22 張美玉 洪國清、張洪火月、洪金盛、洪水龍、洪月英、洪孟德、王郁琇、張世問、張盛豊、張宗燿、張

明焜、張明宗、張仁壽、張信助、張宗良、張宗萍、張宗賢、張文吉、張順富、張朝棟、洪啟

華、洪啟中

FE060002058 淡水鎮 長興段 1108-0001 32.22 張景立 洪國清、張洪火月、洪金盛、洪水龍、洪月英、洪孟德、王郁琇、張世問、張盛豊、張宗燿、張

明焜、張明宗、張仁壽、張信助、張宗良、張宗萍、張宗賢、張文吉、張順富、張朝棟、洪啟

華、洪啟中

FE060002059 淡水鎮 長興段 1108-0001 32.22 張景川 洪國清、張洪火月、洪金盛、洪水龍、洪月英、洪孟德、王郁琇、張世問、張盛豊、張宗燿、張

明焜、張明宗、張仁壽、張信助、張宗良、張宗萍、張宗賢、張文吉、張順富、張朝棟、洪啟

華、洪啟中

FE060002060 淡水鎮 長興段 1108-0001 32.22 黃張嬰子 洪國清、張洪火月、洪金盛、洪水龍、洪月英、洪孟德、王郁琇、張世問、張盛豊、張宗燿、張

明焜、張明宗、張仁壽、張信助、張宗良、張宗萍、張宗賢、張文吉、張順富、張朝棟、洪啟

華、洪啟中

FE060002061 淡水鎮 長興段 1108-0001 32.22 莊張隨 洪國清、張洪火月、洪金盛、洪水龍、洪月英、洪孟德、王郁琇、張世問、張盛豊、張宗燿、張

明焜、張明宗、張仁壽、張信助、張宗良、張宗萍、張宗賢、張文吉、張順富、張朝棟、洪啟

華、洪啟中

FE060002062 淡水鎮 長興段 1108-0001 32.22 張美雲 洪國清、張洪火月、洪金盛、洪水龍、洪月英、洪孟德、王郁琇、張世問、張盛豊、張宗燿、張

明焜、張明宗、張仁壽、張信助、張宗良、張宗萍、張宗賢、張文吉、張順富、張朝棟、洪啟

華、洪啟中

FE060002063 淡水鎮 長興段 1109-0000 26.2 張王雪 洪正忠、洪淑美

FE060002064 淡水鎮 長興段 1109-0000 26.2 張裕衡 洪正忠、洪淑美

FE060002065 淡水鎮 長興段 1109-0000 26.2 張彩霞 洪正忠、洪淑美

FE060002066 淡水鎮 長興段 1109-0001 9.97 張王雪 洪正忠、洪淑美

FE060002067 淡水鎮 長興段 1109-0001 9.97 張裕衡 洪正忠、洪淑美

FE060002068 淡水鎮 長興段 1109-0001 9.97 張彩霞 洪正忠、洪淑美

FE060002069 淡水鎮 長興段 1110-0000 15.16 張王雪 洪正忠、洪淑美

FE060002070 淡水鎮 長興段 1110-0000 15.16 張裕衡 洪正忠、洪淑美

FE060002071 淡水鎮 長興段 1110-0000 15.16 張彩霞 洪正忠、洪淑美

FE060002072 淡水鎮 長興段 1111-0000 19.27 張王雪 洪葉美君

FE060002073 淡水鎮 長興段 1111-0000 19.27 張裕衡 洪葉美君

FE060002074 淡水鎮 長興段 1111-0000 19.27 張彩霞 洪葉美君

FE060002075 淡水鎮 長興段 1111-0000 19.27 張黃梅 洪葉美君

FE060002076 淡水鎮 長興段 1111-0000 19.27 張景銘 洪葉美君

FE060002077 淡水鎮 長興段 1111-0000 19.27 張景益 洪葉美君

FE060002078 淡水鎮 長興段 1111-0000 19.27 張美玉 洪葉美君

FE060002079 淡水鎮 長興段 1111-0000 19.27 張景立 洪葉美君

FE060002080 淡水鎮 長興段 1111-0000 19.27 張景川 洪葉美君

FE060002081 淡水鎮 長興段 1111-0000 19.27 黃張嬰子 洪葉美君

FE060002082 淡水鎮 長興段 1111-0000 19.27 莊張隨 洪葉美君

FE060002083 淡水鎮 長興段 1111-0000 19.27 張美雲 洪葉美君

FE060002084 淡水鎮 長興段 1112-0000 31.17 張王雪 洪葉美君

FE060002085 淡水鎮 長興段 1112-0000 31.17 張裕衡 洪葉美君

FE060002086 淡水鎮 長興段 1112-0000 31.17 張彩霞 洪葉美君

FE060002087 淡水鎮 長興段 1112-0000 31.17 張黃梅 洪葉美君

FE060002088 淡水鎮 長興段 1112-0000 31.17 張景銘 洪葉美君

FE060002089 淡水鎮 長興段 1112-0000 31.17 張景益 洪葉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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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區 段小段 地/建號 面積(平方公尺) 姓名或名稱 權利範圍

台北縣政府清查公告之土地及建物清冊

民國45年12月31日以前登記之未定期限地上權                             單位：平方公尺

編號
土  地/建  物  標  示 登  記  名  義  人 土  地/建  物  所  有  權  人

姓名或名稱

1/9

1/9

1/9

1/9

1/9

1/9

1/3

1/3

1/3

1/9

1/9

1/9

1/9

1/9

1/9

1/9

1/9

1/9

FE060002090 淡水鎮 長興段 1112-0000 31.17 張美玉 洪葉美君

FE060002091 淡水鎮 長興段 1112-0000 31.17 張景立 洪葉美君

FE060002092 淡水鎮 長興段 1112-0000 31.17 張景川 洪葉美君

FE060002093 淡水鎮 長興段 1112-0000 31.17 黃張嬰子 洪葉美君

FE060002094 淡水鎮 長興段 1112-0000 31.17 莊張隨 洪葉美君

FE060002095 淡水鎮 長興段 1112-0000 31.17 張美雲 洪葉美君

FE060002096 淡水鎮 長興段 1112-0001 15.33 張王雪 洪葉美君

FE060002097 淡水鎮 長興段 1112-0001 15.33 張裕衡 洪葉美君

FE060002098 淡水鎮 長興段 1112-0001 15.33 張彩霞 洪葉美君

FE060002099 淡水鎮 長興段 1112-0001 15.33 張黃梅 洪葉美君

FE060002100 淡水鎮 長興段 1112-0001 15.33 張景銘 洪葉美君

FE060002101 淡水鎮 長興段 1112-0001 15.33 張景益 洪葉美君

FE060002102 淡水鎮 長興段 1112-0001 15.33 張美玉 洪葉美君

FE060002103 淡水鎮 長興段 1112-0001 15.33 張景立 洪葉美君

FE060002104 淡水鎮 長興段 1112-0001 15.33 張景川 洪葉美君

FE060002105 淡水鎮 長興段 1112-0001 15.33 黃張嬰子 洪葉美君

FE060002106 淡水鎮 長興段 1112-0001 15.33 莊張隨 洪葉美君

15.33 張美雲 洪葉美君FE060002107 淡水鎮 長興段 111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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