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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阿蓮區  新舊門牌對照表

第1頁；共30頁

戶政所別：高雄市阿蓮戶政事務所

行政區劃 鄉鎮市區：阿蓮區

序號
整編前 整編後

編釘日期 街路門牌 整編日期 街路門牌

1 石安１之１０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１０巷５０號

2 石安１之１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１０巷５號

3 石安１之１３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１０巷９號

4 石安１之１５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１０巷１３號

5 石安１之１６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１０巷１５號

6 石安１之１９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０２號

7 石安１之２０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００號

8 石安１之５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１０巷１００號

9 石安１之６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１０巷５６號

10 石安１之７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１０巷５８號

11 石安１之８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１０巷６０號

12 石安１之９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１０巷６２號

13 石安１０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４２號

14 石安１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１０巷２１號

15 石安１２之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７０巷３６號

16 石安１２之２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７０巷３２號

17 石安１２之４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７０巷２２號

18 石安１２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７０巷２６號

19 石安１３之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１０巷５１號

20 石安１３之１６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１０巷６９號

21 石安１３之１８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１０巷８９號

22 石安１３之２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１０巷７１號

省市縣市：
高雄市

村里：石安
里

鄰：001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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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石安１３之３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１０巷４１號

24 石安１３之４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１０巷６１號

25 石安１３之５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１０巷３９號

26 石安１３之６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１０巷３５號

27 石安１３之７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１０巷３３號

28 石安１３之８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４８號

29 石安１３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７０巷３８號

30 石安１４之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７０巷５０號

31 石安１４之４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７０巷４６號

32 石安１４之５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７０巷４２號

33 石安１４之７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７０巷４０號

34 石安１４之８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７０巷６０號

35 石安１４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７０巷５２號

36 石安１５之６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１０巷６５弄５０號

37 石安１５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７０巷６８號

38 石安２之２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２８號

39 石安２之３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２６號

40 石安２之４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２２號

41 石安２之５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２０號

42 石安２之６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１８號

43 石安２之７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１６號

44 石安２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３２號

45 石安２４６之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８８３號

46 石安２４６之２號 108/04/25 民生路８８１號

47 石安２４６之７號 108/04/25 民生路８７３號

48 石安２４９之３號 108/04/25 民生路８６１號

49 石安２５０之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８５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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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石安２５０之２號 108/04/25 民生路８５５號

51 石安２５０號 108/04/25 民生路８５９號

52 石安２５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８５１號

53 石安５之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５６號

54 石安５之２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５８號

55 石安５之３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６０號

56 石安２４６之９號 108/04/25 民生路８６５號

57 石安２４９之６號 108/04/25 民生路８６３號

58 石安２４９之８號 108/04/25 民生路８６９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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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政所別：高雄市阿蓮戶政事務所

行政區劃 鄉鎮市區：阿蓮區

序號
整編前 整編後

編釘日期 街路門牌 整編日期 街路門牌

1 石安２３３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１１號

2 石安２３４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０７號

3 石安２３５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０５號

4 石安２３８之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９９７號

5 石安２３８之６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０１號

6 石安２３８之７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０３號

7 石安２３８號 108/04/25 民生路９９９號

8 石安２３９號 108/04/25 民生路８９７號

9 石安２４４號 108/04/25 民生路８９１號

省市縣市：
高雄市

村里：石安
里

鄰：002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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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政所別：高雄市阿蓮戶政事務所

行政區劃 鄉鎮市區：阿蓮區

序號
整編前 整編後

編釘日期 街路門牌 整編日期 街路門牌

1 石安２２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７０巷１９弄１７號

2 石安２３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７０巷１９弄２６號

3 石安２５之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７０巷１９弄１２號

4 石安２５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７０巷１９弄１６號

5 石安２６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７０巷２９弄１７號

6 石安２８之３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７０巷２５號

7 石安２８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７０巷１９弄６號

8 石安２９之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７０巷３１號

9 石安２９之２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１０巷６５弄１０１號

10 石安２９之３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７０巷３３號

11 石安２９之４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７０巷３５號

12 石安２９之５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７０巷３７號

13 石安２９之６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７０巷４１號

14 石安２９之７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１０巷６５弄１０７號

15 石安２９之８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７０巷２９弄６號

16 石安２２之２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７０巷１９弄１５號

17 石安２４之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７０巷１９弄３２號

省市縣市：
高雄市

村里：石安
里

鄰：003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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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政所別：高雄市阿蓮戶政事務所

行政區劃 鄉鎮市區：阿蓮區

序號
整編前 整編後

編釘日期 街路門牌 整編日期 街路門牌

1 石安１６之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７２號

2 石安１６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７６號

3 石安１７之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８６號

4 石安１７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８０號

5 石安２１之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１２號

6 石安２１之２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１６號

7 石安２１之３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１８號

8 石安２１之５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２２號

9 石安２１之６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２６號

10 石安２１之７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２０號

11 石安２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９６號

12 石安２７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７０巷１９弄７號

13 石安３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３２號

14 石安３２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３８號

15 石安３３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４２號

16 石安３５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５０號

17 石安３６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５６號

18 石安３７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５８號

省市縣市：
高雄市

村里：石安
里

鄰：004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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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石安３８之２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２號

20 石安３８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８號

21 石安４０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２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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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政所別：高雄市阿蓮戶政事務所

行政區劃 鄉鎮市區：阿蓮區

序號
整編前 整編後

編釘日期 街路門牌 整編日期 街路門牌

1 石安４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７０巷１９弄３６號

2 石安４２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７０巷１９弄４１號

3 石安４３之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７０巷１９弄４６號

4 石安４３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７０巷１９弄４２號

5 石安４５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１２號

6 石安４６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１６號

7 石安４７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２０號

8 石安４８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２２號

9 石安４９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２６號

10 石安５０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２８號

11 石安５２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７０巷２９弄２１號

12 石安５４之２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７０巷２９弄３３號

13 石安５４之４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７０巷２９弄３５號

14 石安５４之６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７０巷２９弄３７號

15 石安５４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７０巷２９弄２９號

16 石安５６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６０巷３０號

17 石安５７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６０巷３２號

18 石安５８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６０巷３８號

省市縣市：
高雄市

村里：石安
里

鄰：005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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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政所別：高雄市阿蓮戶政事務所

行政區劃 鄉鎮市區：阿蓮區

序號
整編前 整編後

編釘日期 街路門牌 整編日期 街路門牌

1 石安６２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６０巷４２號

2 石安６３之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７０巷２９弄２８號

3 石安６３之２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７０巷２９弄２６號

4 石安６３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７０巷２９弄３０號

5 石安６５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７０巷２９弄２０號

6 石安６６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４６號

7 石安６７之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１０巷６５弄１２１號

8 石安６７之２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１０巷６５弄１１５號

9 石安６７之３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１０巷６５弄１１１號

10 石安６７之４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１０巷６５弄１０９號

11 石安６８之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５２號

12 石安６８之２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５６號

13 石安６８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５０號

省市縣市：
高雄市

村里：石安
里

鄰：006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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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政所別：高雄市阿蓮戶政事務所

行政區劃 鄉鎮市區：阿蓮區

序號
整編前 整編後

編釘日期 街路門牌 整編日期 街路門牌

1 石安７０之２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８０號

2 石安７０之３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７２號

3 石安７０之５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７６號

4 石安７０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７０號

5 石安７１之２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１０巷６５弄１３５號

6 石安７１之５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６６號

7 石安７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１０巷６５弄１３１號

8 石安７３之２６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６０巷１２０弄３９號

9 石安７３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６０巷１２０弄２０號

10 石安７４之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１０巷６５弄１２９號

11 石安７４之１０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１０巷６５弄５６號

12 石安７４之６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１０巷６５弄１００號

13 石安７４之７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１０巷６５弄１０６號

14 石安７４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１０巷６５弄１３７號

15 石安７５之８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１０巷６５弄１５３號

16 石安７５之９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１０巷６５弄１５１號

17 石安７５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１０巷６５弄１６５號

18 石安７６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６０巷１２０弄３０號

省市縣市：
高雄市

村里：石安
里

鄰：007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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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石安７７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６０巷８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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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政所別：高雄市阿蓮戶政事務所

行政區劃 鄉鎮市區：阿蓮區

序號
整編前 整編後

編釘日期 街路門牌 整編日期 街路門牌

1 石安２１９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４１號

2 石安２２１之３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３３號

3 石安２２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３５號

4 石安２２２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２９號

5 石安２２３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２５號

6 石安２２４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２１號

7 石安２２６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２７號

8 石安８０之２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２號

9 石安８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８０號

10 石安８４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１５號

11 石安８６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２５號

省市縣市：
高雄市

村里：石安
里

鄰：008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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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政所別：高雄市阿蓮戶政事務所

行政區劃 鄉鎮市區：阿蓮區

序號
整編前 整編後

編釘日期 街路門牌 整編日期 街路門牌

1 石安８７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８６號

2 石安８８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８８號

3 石安８９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９２號

4 石安９０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９６號

5 石安９２之２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２００巷１０號

6 石安９２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２００巷６號

7 石安９３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２００巷１６號

8 石安９６之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２００巷２６號

9 石安９６之２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２００巷２２號

10 石安９６之３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２００巷２０號

11 石安９７之３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２００巷４０號

12 石安９７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２００巷３６號

13 石安９７之５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２００巷４６號

省市縣市：
高雄市

村里：石安
里

鄰：009鄰



RLRP04220
　

高雄市阿蓮區  新舊門牌對照表

第14頁；共30頁

戶政所別：高雄市阿蓮戶政事務所

行政區劃 鄉鎮市區：阿蓮區

序號
整編前 整編後

編釘日期 街路門牌 整編日期 街路門牌

1 石安１００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４５弄２１號

2 石安１０２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４５弄１３號

3 石安１０３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４５弄２７號

4 石安１０４之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４５弄１５號

5 石安１０４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４５弄１７號

6 石安１０５之２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３１號

7 石安１０５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１９號

8 石安１０６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３３號

9 石安１０７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３５號

10 石安１０９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４５弄１１號

11 石安９８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２００巷３０號

12 石安９９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４５弄２５號

省市縣市：
高雄市

村里：石安
里

鄰：010鄰



RLRP04220
　

高雄市阿蓮區  新舊門牌對照表

第15頁；共30頁

戶政所別：高雄市阿蓮戶政事務所

行政區劃 鄉鎮市區：阿蓮區

序號
整編前 整編後

編釘日期 街路門牌 整編日期 街路門牌

1 石安１７５之３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２００巷５號

2 石安１７５之５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２００巷９號

3 石安１７５之７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２００巷１３號

4 石安１７５之８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２００巷１５號

5 石安１７５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２０２號

6 石安１７８之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２２０巷６號

7 石安１７８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２１０號

8 石安１７９之３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２００巷１９號

9 石安１７９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２００巷２５號

10 石安１８０之２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２２０巷１８號

11 石安１８０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２２０巷２６號

12 石安１８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２００巷３３號

13 石安１８５之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４５弄４３號

14 石安１８５之２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４５弄４５號

15 石安１８５之６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４５弄５１號

16 石安１８５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４５弄４１號

17 石安１８６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４５弄５３號

18 石安１８７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２２０巷３０號

省市縣市：
高雄市

村里：石安
里

鄰：011鄰



RLRP04220
　

高雄市阿蓮區  新舊門牌對照表

第16頁；共30頁

戶政所別：高雄市阿蓮戶政事務所

行政區劃 鄉鎮市區：阿蓮區

序號
整編前 整編後

編釘日期 街路門牌 整編日期 街路門牌

1 石安１８８之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４５弄６１號

2 石安１８８之１０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４５弄７３號

3 石安１８８之１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４５弄７５號

4 石安１８８之１２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２５０巷５２號

5 石安１８８之１３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２５０巷５０號

6 石安１８８之１４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２５０巷４８號

7 石安１８８之１５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２５０巷４６號

8 石安１８８之１６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２５０巷４２號

9 石安１８８之１７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２５０巷４０號

10 石安１８８之１８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２５０巷３８號

11 石安１８８之１９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２５０巷３６號

12 石安１８８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２２０巷３６號

13 石安１９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２２０巷１２號

14 石安１９２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２５０巷３０號

15 石安１９３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２２０巷１１號

16 石安１９４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２２０巷１９號

17 石安１９５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２５０巷２０號

18 石安１９７之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２２２號

省市縣市：
高雄市

村里：石安
里

鄰：012鄰



RLRP04220
　

高雄市阿蓮區  新舊門牌對照表

第17頁；共30頁

19 石安１９７之６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２３０號

20 石安１９７之７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２３２號

21 石安１９７之８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２３６號

22 石安１９７之９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２３８號

23 石安１９７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２２６號

24 石安１９９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２５０巷１０號



RLRP04220
　

高雄市阿蓮區  新舊門牌對照表

第18頁；共30頁

戶政所別：高雄市阿蓮戶政事務所

行政區劃 鄉鎮市區：阿蓮區

序號
整編前 整編後

編釘日期 街路門牌 整編日期 街路門牌

1 石安１９８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２５０巷１６號

2 石安２０２之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２５６號

3 石安２０２之１０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２５０巷１９號

4 石安２０２之２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２５２號

5 石安２０２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２５０巷１５號

6 石安２０３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２６０號

7 石安２０４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２９０號

8 石安２０５之３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２６８號

9 石安２０５之４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２６６號

10 石安２０５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２７２號

11 石安２０６之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２８０號

12 石安２０６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２８６號

13 石安２０７之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３００號

14 石安２０７之１７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３８０號

15 石安２０７之２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３６０號

16 石安２０７之２２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３６８號

17 石安２０７之２７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４０２號

18 石安２０７之３０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４２６號

省市縣市：
高雄市

村里：石安
里

鄰：013鄰



RLRP04220
　

高雄市阿蓮區  新舊門牌對照表

第19頁；共30頁

19 石安２０７之３３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４５０號

20 石安２０７之４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３１６號

21 石安２０７之５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３２０號

22 石安２０７之６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３３０巷５１號

23 石安２０７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３０６號



RLRP04220
　

高雄市阿蓮區  新舊門牌對照表

第20頁；共30頁

戶政所別：高雄市阿蓮戶政事務所

行政區劃 鄉鎮市區：阿蓮區

序號
整編前 整編後

編釘日期 街路門牌 整編日期 街路門牌

1 石安１１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４５弄２號

2 石安１１２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４５弄６號

3 石安１１３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４５弄８號

4 石安１１４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４５弄１８號

5 石安１１５之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４７弄８號

6 石安１１６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４５弄１６號

7 石安１１８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４７弄１２號

8 石安１１９之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５５號

9 石安１１９之６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５９號

10 石安１１９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５７號

省市縣市：
高雄市

村里：石安
里

鄰：014鄰



RLRP04220
　

高雄市阿蓮區  新舊門牌對照表

第21頁；共30頁

戶政所別：高雄市阿蓮戶政事務所

行政區劃 鄉鎮市區：阿蓮區

序號
整編前 整編後

編釘日期 街路門牌 整編日期 街路門牌

1 石安１２２之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６９號

2 石安１２４之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１９５號

3 石安１２４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１９７號

4 石安１２５之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２１５弄７號

5 石安１２５之２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２１５弄５號

6 石安１２５之３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２１５弄３號

7 石安１２５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２１５弄９號

8 石安１２６之２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２１５弄３３號

9 石安１２６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２１５弄２９號

10 石安１２７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２１５弄４３號

11 石安１２８之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２１５弄４９號

12 石安１２８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２１５弄４５號

13 石安１３０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１７１號

14 石安１３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１７３號

15 石安１３２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４７弄２０號

16 石安１３３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４７弄１８號

省市縣市：
高雄市

村里：石安
里

鄰：015鄰



RLRP04220
　

高雄市阿蓮區  新舊門牌對照表

第22頁；共30頁

戶政所別：高雄市阿蓮戶政事務所

行政區劃 鄉鎮市區：阿蓮區

序號
整編前 整編後

編釘日期 街路門牌 整編日期 街路門牌

1 石安１３４之２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４５弄２６號

2 石安１３５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４７弄９號

3 石安１３６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４７弄１１號

4 石安１３７之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４９弄１６號

5 石安１３７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４９弄１８號

6 石安１３８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４７弄１５號

7 石安１３９之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４９弄２８號

8 石安１３９之２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４９弄３０號

9 石安１３９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４９弄２６號

10 石安１４０之１２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２３５號

11 石安１４０之１６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２８３號

12 石安１４０之２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２２５弄３０號

13 石安１４０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２１５弄５３號

14 石安１４１之２５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２２５弄４３號

15 石安１４１之２６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２２５弄３７號

16 石安１４１之２８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２２５弄３８號

17 石安１４１之３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２１５弄３６號

18 石安１４１之４６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２１５弄６２號

省市縣市：
高雄市

村里：石安
里

鄰：016鄰



RLRP04220
　

高雄市阿蓮區  新舊門牌對照表

第23頁；共30頁

19 石安１４１之５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２１５弄１８０號

20 石安１４１之５２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２１５弄１８６號

21 石安１４１之５６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２１５弄１９６號

22 石安１４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２１５弄２８號



RLRP04220
　

高雄市阿蓮區  新舊門牌對照表

第24頁；共30頁

戶政所別：高雄市阿蓮戶政事務所

行政區劃 鄉鎮市區：阿蓮區

序號
整編前 整編後

編釘日期 街路門牌 整編日期 街路門牌

1 石安１４２之６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２１５弄６５號

2 石安１４２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４９弄３１號

3 石安１４５之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４９弄２３號

4 石安１４５之２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４９弄２５號

5 石安１４５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４９弄２１號

6 石安１４６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４９弄１３號

7 石安１４８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４９弄１１號

8 石安１４９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４９弄１５號

9 石安１５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４５弄３６號

省市縣市：
高雄市

村里：石安
里

鄰：017鄰



RLRP04220
　

高雄市阿蓮區  新舊門牌對照表

第25頁；共30頁

戶政所別：高雄市阿蓮戶政事務所

行政區劃 鄉鎮市區：阿蓮區

序號
整編前 整編後

編釘日期 街路門牌 整編日期 街路門牌

1 石安１４２之２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２１５弄７３號

2 石安１４２之３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２１５弄７５號

3 石安１５３之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４５弄５２號

4 石安１５３之２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４５弄５０號

5 石安１５３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４５弄５８號

6 石安１５６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５１弄２６號

7 石安１５７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５１弄３８號

8 石安１５９之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２１５弄８７號

9 石安１５９之２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２１５弄８９號

10 石安１５９之３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２１５弄９１號

11 石安１５９之５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２１５弄９５號

12 石安１５９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２１５弄８３號

13 石安１６１之２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５３弄２７號

14 石安１６１之３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５３弄２５號

15 石安１６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５１弄３０號

16 石安１６２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５３弄２０號

17 石安１６３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５３弄１１號

18 石安１６４之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５１弄２０號

省市縣市：
高雄市

村里：石安
里

鄰：018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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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阿蓮區  新舊門牌對照表

第26頁；共30頁

19 石安１６０之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２１５弄１０１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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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阿蓮區  新舊門牌對照表

第27頁；共30頁

戶政所別：高雄市阿蓮戶政事務所

行政區劃 鄉鎮市區：阿蓮區

序號
整編前 整編後

編釘日期 街路門牌 整編日期 街路門牌

1 石安１６５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５３弄１２號

2 石安１６９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５３弄１７號

3 石安１７１之２０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２１５弄１４１號

4 石安１７１之５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２１５弄１１７號

5 石安１７１之６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０巷２１５弄１１５號

6 石安１７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２５０巷７６號

7 石安１７２之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２５０巷６１號

8 石安１７２之２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２５０巷６５號

9 石安１７２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２５０巷７０號

省市縣市：
高雄市

村里：石安
里

鄰：019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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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阿蓮區  新舊門牌對照表

第28頁；共30頁

戶政所別：高雄市阿蓮戶政事務所

行政區劃 鄉鎮市區：阿蓮區

序號
整編前 整編後

編釘日期 街路門牌 整編日期 街路門牌

1 石安２１１之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９１號

2 石安２１１之１０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０９號

3 石安２１１之１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１１號

4 石安２１１之２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９３號

5 石安２１１之２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２５號

6 石安２１１之２４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２７號

7 石安２１１之２６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３１號

8 石安２１１之２７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３３號

9 石安２１１之２８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４５號

10 石安２１１之２９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３５號

11 石安２１１之３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９５號

12 石安２１１之３０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３７號

13 石安２１１之３６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５９號

14 石安２１１之４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９７號

15 石安２１１之５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９９號

16 石安２１１之５４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６７號

17 石安２１１之５６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７５號

18 石安２１１之５７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８１號

省市縣市：
高雄市

村里：石安
里

鄰：020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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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阿蓮區  新舊門牌對照表

第29頁；共30頁

19 石安２１１之６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０１號

20 石安２１１之７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０３號

21 石安２１１之８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０５號

22 石安２１１之９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１０７號

23 石安２１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８９號

24 石安２１２之１０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８７號

25 石安２１２之１１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７１號

26 石安２１２之２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６３號

27 石安２１２之３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６５號

28 石安２１２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６１號

29 石安２１３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７３號

30 石安２１７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５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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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阿蓮區  新舊門牌對照表

第30頁；共30頁

戶政所別：高雄市阿蓮戶政事務所

行政區劃 鄉鎮市區：阿蓮區

序號
整編前 整編後

編釘日期 街路門牌 整編日期 街路門牌

1 石安２１８之１２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４５號

2 石安２１８號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５３號

3 石安２２８之１１號（農業資材室） 108/04/25 民生路１０４９號（農業資材室）

省市縣市：
高雄市

村里：石安
里

鄰：021鄰

製表日期：108年4月29日09時56分12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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