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分配中心(FTN)光跳線更換排程 - 2018/03/26

NO 村里 光點 路段

1 何源里、何仁里 A0201

成都路261號至297號、成都路277號至297號、重慶路337號至391號、重慶路316號至362號
重慶路316號至330號、重慶路332號至348號、重慶路350號至356號、重慶路356-1號至356-1號
重慶路376號至378號、寧夏路240號至240號、文心路3段310號至496號、文心路3段312號至328號
文心路3段362號至362號、內江街1號至75號、內江街2號至148號、內江街96號至102號
內江街106號至148號、內江街10號至10號、河南路1段96號至174號、河南路1段96號至172號
河南路1段160號至162號、河南路1段116號至116號2樓至6樓、河南路1段168號至172號、河南路1段132號至132號
河南路1段112號至112號3樓至5樓、河南路1段113號至113號3樓至5樓、河南路1段114號至114號3樓至5樓、河南東一街1號至9999號
河南東一街19號至29號、河南東一街33號至33號、河南東一街35號至43號、河南東一街8號至20號
河南東一街13號至13號、河南東一街11號至11號、河南東二街1號至39號、合江街1號至73號
合江街2號至92號、合江街88號至92號

2 何源里 B0201

成都路141號至229號、成都路150號至232號、成都路155號至155號2樓至8樓、成都路166號至166號
成都路191號至197號、成都路201號至207號、成都路216號至220號、成都路219號至229號
成都路222號至222號、成都路226號至232號、漢口路2段221號至257號、漢口路2段219號至219號
漢口路2段223號至223-3號、漢口路2段225巷17號至17號1樓至4樓、漢口路2段225巷13號至13號2樓至6樓、河南路2號至94號
河南路1段2號至94號、河南路1段64號至64號、河南路1段78號至86號、河南路1段54-3號至54-3號5樓至5樓
河南路1段58號至58號、寧漢一街1號至29號、寧漢一街2號至34號、華美西街2段191號至245號
華美西街2段328號至328號、華美西街2段215號至217號、華美西街2段197號至197號2樓至4樓、河南東四街1號至41號
河南東四街2號至42號、河南東四街13號至19號、河南東四街20號至32號、河南東四街36號至42號
漢成街1號至143號、漢成街2號至70號、漢成街77號至77號、漢成街137號至143號
漢成街75號至75號、河南東五街1號至37號、河南東五街2號至42號、河南東二街8號至72號
河南東二街12-1號至12-3號、河南東二街16-1號至16-3號、河南東二街72號至72號、河南東二街8號至20號
河南東二街26號至32-1號、河南東二街66-4號至66-4號5樓至5樓、寧漢二街1號至15號、寧漢二街2號至40號
寧漢二街11號至11號、寧漢二街1號至9號、寧漢二街7號至7號4樓至4樓、河南東三街1號至53號
河南東三街1號至15號、河南東三街46號至50號、河南東三街46-5號至46-5號4樓至4樓、漢成四街1號至5號
漢成四街1號至5號、寧漢三街1號至21號、寧漢三街2號至26號、寧漢三街24巷1號至6號



3 明德里、長青里 C0201

太原北路2號至88號、太原北路2號至18-1號、太原北路86號至88號、漢口路3段1號至79號
漢口路3段2號至86號、漢口路3段55巷13號至15號、漢口路3段1號至1-3號、漢口路3段78號至82號
陜西路1號至23號、陜西路17巷5號至5號、漢口南一街1號至95號、太原三街1號至21號
太原三街2號至28號、漢口南二街1號至79號、漢口南二街2號至78號、漢口南二街2號至2號
漢口南二街1-1號至1-7號、漢口南二街3號至3號、陜西四街60號至88號、太原一街1號至13號
太原一街2號至20號、太原一街7號至11號、太原一街10號至20號、太原一街8號至8號
太原二街1號至21號、太原二街2號至46號、太原二街4號至14-5號、太原四街2號至20號
太原四街6號至8號、太原四街28號至28號

4 何源里 D0201

成都路272號至338號、成都路274號至280號、成都路322號至322號、成都路304號至304號2樓至4樓
成都路326號至326號、重慶路393號至449號、重慶路364號至400號、重慶路393號至399號
重慶路433-6號至433-6號、重慶路368號至370號、文心路3段498號至560號、華美西街2段307號至391號
華美西街2段317號至333號、華美西街2段359號至369號、華美西街2段311號至311號、漢成街145號至215號
漢成街150號至188號、漢成街145號至149-12號、漢成街179號至179號、漢成街151號至151號
漢成街175-1號至175-1號2樓至2樓、漢成五街1號至57號、漢成五街2號至42號、漢成五街1號至9號
漢成五街26號至28號、漢成五街32-1號至32-1號、漢成五街18-5號至18-5號5樓至6樓、漢成五街18-2號至18-2號
漢成四街2號至8號、漢成四街2號至8號、漢成七街1號至35號、漢成七街2號至60號
漢成六街1號至51號、漢成六街2號至70號、漢成六街2號至12號、漢成六街34號至56號
漢成六街70號至70號、漢成六街32號至32號

5 何福里 E0201

寧夏路2號至74號、寧夏路2號至12號、寧夏路56號至58號、寧夏路62號至74號
漢口路2段128號至330號、漢口路2段128號至134號、漢口路2段292號至300號、太原路1段255號至279號
太原路1段255號至261號、太原路1段271號至271號4樓至7樓、寧漢街1號至91號、寧漢街2號至60號
寧漢街1號至1號、寧漢街2號至2號、寧漢街79號至89號、寧漢街2-1號至2-11號
寧漢街85-3號至85-3號2樓至2樓、漢成一街1號至37號、漢成一街2號至34號、華美西街2段27號至48號
華美西街2段34號至38號、漢成二街1號至57號、漢成二街2號至38號、漢成三街2號至24號
漢成三街2號至4號

6 長青里 F0201

漢口路3段55巷9號至35號、陜西路25號至61號、陜西路39號至49號、陜西路25號至29號
陜西路25-1號至25-1號、陜西路27-1號至27-1號、華美街2段178號至224號、華美街2段178號至188號
華美街2段194號至194-2號、陜西七街13號至73號、陜西七街2號至52號、陜西七街46號至50號
陜西七街52號至52號、武昌路1號至45號、武昌路2號至50號、武昌路42巷6號至6號
武昌路17號至39號、武昌路41巷1號至13號、陜西八街3號至39號、陜西八街2號至48號
陜西八街2號至6號、陜西四街2號至58號、陜西四街50號至58號、陜西五街1號至47號
陜西五街2號至42號、陜西五街6號至30號、陜西五街32號至42號、陜西六街1號至19號
陜西六街2號至20號



7 立人里 A0202

天津路1段1號至223號、天津路1段211號至211號、天津路1段213號至213號、天津路4段105號至105號
天津路1段205號至205號5樓至5樓、天津路1段221號至221號、大雅路495號至651號、北平路1段45號至91號
北平路1段20號至82-6號、北平路1段70號至82號、北平路1段89號至89號、北平路1段91號至91號
中清路1段623號至747號、中清路1段751號至753號、中清路1段637號至651號、陜西東五街1號至55號
陜西東五街2號至72號、陜西東五街3-3號至3-3號4樓至4樓、陜西路121號至9999號、陜西路96號至9999號
陜西路96號至108號、華美街2段300號至998號、華美街2段9999號至9999號、華美街2段300號至310號
北平四街1號至55號、北平四街2號至34號、北平四街2號至2號、北平四街7號至13號
北平四街28號至34號、北平四街55-3號至55-3號4樓至4樓、北平三街1號至31號、北平三街2號至16號
北平三街5號至13號、北平三街19號至29號、北平三街2號至16-6號、北平一街1號至31號
北平一街2號至38號、北平一街3號至25號、福壽街1號至16號、福壽街1號至16號
北平二街1號至15號、北平二街2號至38號、北平二街1號至15號、北平二街10號至10號

8 賴旺里、賴興里 B0202

青島路1段15號至43號、青島路1段16號至42-1號、青島路1段100巷1號至200號、青島路25-4號至25-4號5樓至6樓
大雅路614號至670號、大雅路670巷27號至28號、大雅路1段856號至856號、北平路2段1號至89號
北平路2段3號至9號、北平路2段41號至47號、北平路2段69號至69號2樓至4樓、北平路2段87號至87號2樓至5樓
北平路2段15巷2號至2號、中清路1段812號至880號、中清路1段880巷1號至19號、中清路1段880巷6弄2號至2號
中清路1段842號至842號3樓至5樓、中清路1段826巷6號至6號4樓至4樓、中清路1段826巷3號至3號3樓至3樓、中清路1段822-43號至822-43
號5樓至5樓
中清路826巷7號至7號5樓至5樓、中清路1段826巷12號至12號3樓至3樓、中清路1段826巷12號至12號5樓至5樓、中清路1段826巷18號至18
號5樓至5樓
中清路1段880巷6弄26號至26號5樓至6樓、山西路2段125號至211號、山西路2段213號至215號、山西路2段201號至211號
山西路2段127號至129號、文心路4段190號至194號、文心路4段190號至190號、文心路4段190-1號至190-8號
青島西街23號至49號、青島西街2號至42號、青島西街34巷2號至12號、青島西街34巷1號至11號
青島西街35號至39號、青島西街42-1號至42-1號2樓至4樓、青島西街34巷10-4號至10-4號5樓至5樓、青島西街34巷5-1號至5-1號2樓至2樓
青島西街15-4號至15-4號5樓至5樓、青島東街1號至71號、青島東街2號至48號、青島東街33號至43號
青島東街47號至57號、青島東街1號至7號、青島東街5-1號至5-3號、青島一街2號至70號
青島一街6-4號至6-4號5樓至5樓、文昌一街1號至49號、文昌一街2號至54號、文昌一街13號至13號
文昌一街35號至47號、文昌一街39巷1號至6號

9 賴興里、賴旺里 C0202

天津路2段1號至5號、天津路2段69號至113號、青島路1段51號至95號、青島路1段65號至65號
青島路1段61巷1-1號至1-1號5樓至5樓、大雅路502號至612號、北平路2段78號至102-4號、山西路2段57號至115號
山西路2段61號至63號、天津一街19號至59號、天津一街22號至48號、青島東街73號至97號
青島東街50號至110號、青島東街106-4號至106-4號5樓至6樓



10 賴明里 D0202

天津路2段2號至114號、天津路2段8-4號至8-4號5樓至6樓、天津路2段4-4號至4-4號5樓至5樓、青島路1段373號至435號
青島路1段300號至420號、青島路2段1號至51號、青島路2段2號至18號、青島路2段2號至18號
青島路2段12號至12號5樓至6樓、青島路2段14號至14號5樓至6樓、青島路1段404-5號至404-5號、青島路2段1-4號至1-4號5樓至5樓
大雅路448-2號至500號、大雅路450號至450號、大雅路454號至460號、大雅路470巷3號至21號
大雅路470巷10號至26號、大雅路470巷1號至2號、大雅路470巷4號至8號、大雅路470巷27號至9999號
大雅路460巷1號至9999號、柳川東路1段740巷21號至21號、中清路1段720號至762號、中清路1段726巷6號至32號
中清路1段726巷11號至25號、中清路1段740巷8號至8號5樓至6樓、中清路1段742號至742號4樓至4樓、中清路1段740巷19號至19號1樓至1
樓
中清路1段726巷5號至5號3樓至4樓、中清路1段728號至728號3樓至3樓、中清路1段726巷27號至27號、山西路2段1號至55號
山西路2段13號至13號、山西路2段49號至49號3樓至5樓、山西路2段47號至47號、山西路2段7號至7號3樓至7樓

11 賴興里 E0202

天津路2段115號至171號、天津路2段139號至139號、天津路2段157號至157號2樓至5樓、北平路2段102-6號至216號
北平路2段102-25號至102-25號、北平路2段126號至128號、北平路2段160號至186號、北平路2段216號至216號
山西路2段110號至154號、文昌東二街95號至139號、文昌東二街116號至138號、文昌東二街116巷1號至7號
文昌東一街41號至75號、文昌東一街42號至280號、文昌東一街50號至56號、文昌東一街45號至45號
文昌東一街276號至276號、永定一街24號至66-999號、永定一街24號至30號、永定一街32號至38號
永定一街43-1號至43-10號、梅川西路4段185號至203號

12 梅川里 F0202

天津路2段178號至204號、青島路2段101號至155號、青島路2段62號至218號、青島路2段218號至218號
漢口路4段115號至115號、文昌東二街140號至219號、文昌東二街146號至148號、文昌東二街179號至219號
文昌東二街182號至218號、文昌東二街116巷8號至9999號、文昌東一街93號至101-3號、文昌東一街330號至362號
梅川西路3段1號至19號、梅川西路4段135號至183號、梅川西路3段1號至7號、梅川西路4段147號至169號
賴厝東巷31號至35號

13 立人里 G0202

北平路1段29號至39號、北平路1段2號至10號、北平路1段8號至10號、北平路1段31號至31號
北平路1段33號至39號、陜西路63號至119號、陜西路88號至94號、陜西路65號至73號
陜西路75號至85號、陜西路87號至97號、陜西路88號至92-4號、陜西路92-5號至92-5號
陜西路99號至109號、華美街2段226號至272號、華美街2段226號至226號、華美街2段228號至230號
華美街2段236號至256號、陜西二街1號至31號、陜西二街2號至36號、陜西二街15號至31號
陜西二街6號至36號、陜西二街11號至11號、陜西三街1號至15號、陜西三街2號至62號
陜西三街1號至1號、陜西三街13號至13號、陜西三街15號至15號、陜西三街3號至7號
陜西三街8號至20號、陜西三街46號至52號、陜西四街1號至37號、陜西四街1號至3號
陜西四街31號至35號、陜西一街1號至9號、陜西一街5號至9號



14 賴旺里 H0202

青島路1段1號至11號、青島路1段2號至10號、青島路1段2號至2號、青島路1段6號至6號
中清路1段880巷20號至29號、中清路1段880巷22號至23號、文心路4段172號至188號、文心路4段172號至172號
文心路4段176號至188號、青島西街1號至17號、青島西街1號至1-2號、青島西街3巷1號至3號
青島西街3巷6號至6號、青島西街5號至5-2號、青島西街7號至17號、青島一街1號至83號
青島一街1號至5-4號、青島一街25號至25號、青島一街9號至9號、青島一街3-4號至3-4號5樓至5樓

15 賴旺里 I0202

天津路2段7號至67號、天津路2段13號至19號、天津路2段33號至61號、天津路2段49巷1號至15號
天津路2段49巷16號至9999號、青島路1段44號至90號、北平路2段2號至76號、北平路2段28-5號至28-8號
北平路2段30巷17-1號至17-1號、北平路2段30巷19號至19號、北平路2段56-1號至56-5號、北平路2段30巷26-4號至26-4號5樓至5樓
北平路2段30巷17號至17號1樓至3樓、北平路2段30巷28-4號至28-4號5樓至6樓、北平路2段30巷13弄2-4號至2-4號5樓至5樓、北平路2段30
巷7-4號至7-4號5樓至5樓
中清路1段768號至810號、天津一街1號至17號、天津一街2號至20號、天津一街9巷1號至6號
天津一街11號至11號、青島西街51號至91號、青島西街44號至108號、青島西街61號至63-1號
青島西街72號至88號、青島西街90號至96號、青島西街98巷1號至8號、青島西街100號至106號
青島西街75號至75號7樓至7樓、青島西街59號至59號、青島西街75號至75號5樓至5樓、青島西街50-4號至50-4號5樓至6樓
青島西街48-3號至48-3號4樓至4樓、青島西街80-6號至80-6號7樓至7樓、青島西街80-7號至80-7號8樓至8樓、青島西街84-2號至84-2號3樓
至3樓
青島西街48-4號至48-4號5樓至5樓、青島西街58號至58號1樓至1樓

16 賴明里 J0202 中清路1段570號至718號、中清路1段602號至602號、中清路1段608號至710號、漢口路4段1號至21號、漢口路4段5號至5號

17 賴興里 K0202

北平路2段91號至169號、北平路2段99巷28號至28號、北平路2段139巷13號至13號、北平路2段99巷30號至30號
山西路2段156號至220號、文昌東二街1號至89號、文昌東二街2號至102號、文昌東二街80號至82號
文昌東二街83號至89號、文昌東二街76號至76號、文昌東二街26-1號至26-1號、文昌東一街1號至35號
文昌東一街2號至32號、文昌東一街10號至16號、文昌東一街18號至24號、文昌東一街26號至32號
文昌東一街19號至29號、文昌東一街25巷1號至6號、文心路4段196號至238號、文心路4段230號至238號
文心路4段212號至212號、文心路4段208-1號至208-1號、文心路4段200號至200號、梅川西路4段205號至232號
梅川西路4段221號至227號、梅川西路4段228號至232-3號、文昌一街51號至123號、文昌一街56號至128號
文昌一街78號至78號、文昌一街72號至72號



18 賴明里、梅川里 L0202

天津路2段116號至176號、青島路2段53號至89號、青島路2段20號至20號、青島路2段22號至48號
青島路2段50號至56號、青島路2段20號至56號、山西路2段2號至108號、山西路2段46號至48號
山西路2段82號至96號、漢口路4段33號至113號、漢口路4段47號至49號、漢口路4段79號至87號
漢口路4段33號至35號、文昌東一街77號至91號、文昌東一街107號至115號、文昌東一街282號至320號
文昌東一街292號至296號、文昌東一街300號至310號、文昌東一街306巷1號至8號、文昌東一街81號至93號
文昌東一街83巷1號至8號、文昌東一街89巷1號至8號、文昌東一街111號至115號、文昌東一街310-3號至310-3號4樓至4樓
文昌東一街306巷9號至9999號、文昌東一街83巷9號至9999號、文昌東一街89巷9號至9999號

19 長青里 A0203

大雅路383號至493號、中清路1段497號至567號、中清路1段561號至561號6樓至6樓、中清路1段559號至559號5樓至6樓
中清路1段567號至567號5樓至6樓、陜西東二街43號至59號、陜西東二街40號至58號、陜西東二街46號至54號
陜西東四街1號至155號、陜西東四街30號至66號、陜西東四街41號至45號、陜西東四街52號至52號1樓至1樓
陜西東四街11巷10-2號至10-2號3樓至3樓、漢口路3段81號至263號、漢口路3段159號至159號、漢口路3段163號至163號
陜西東五街97號至127號、陜西東五街90號至110號、陜西東五街100-4號至100-4號5樓至5樓、陜西路2號至64號
陜西路24號至32號、陜西路48號至62號、陜西路48-1號至48-1號、漢陽街47號至87號
漢陽街40號至102號、漢陽街87號至87號、漢陽街76號至76號1樓至4樓、漢陽西街1號至15號
漢陽西街2號至50號、漢陽西街24號至24號5樓至6樓、武昌路64號至220號、武昌路70號至90號
武昌路192號至192號2樓至7樓、武昌路140-4號至140-4號5樓至5樓、武昌路218-1號至218-1號2樓至2樓、武昌路130號至130號
陜西東三街11號至55號、陜西東三街41-1號至41-1號、陜西東三街43號至43號2樓至5樓、陜西東一街1號至5號
陜西東一街31號至75號、陜西東一街2號至2號、陜西東一街20號至70號、陜西東一街45號至53號
陜西東一街60號至62號、陜西東一街36-4號至36-4號5樓至5樓、武昌南街1號至15號、武昌南街2號至22號
武昌南街2號至10-1號、武昌南街12號至12號、武漢街1號至165號、武漢街2號至168號
武漢街78號至100號、武漢街136號至142號

20 明新里 B0203

大雅路323號至381號、大雅路337號至337號、大雅路359巷4號至4號、大雅路359巷14號至14號
中清路1段449號至495號、中清路473巷10號至10號、中清路1段435號至435號、中清路1段447號至447號
中清路1段473巷4號至4號、中清路1段473巷14號至14號、中清路1段475號至475號、中清路1段473巷14號至14號
中清路1段463號至463號3樓至9樓、中清路1段471號至471號3樓至4樓、太原七街11號至31號、太原七街9巷1號至17號
太原北路174號至222號、太原北路206號至214號、太原北路216號至222號、漢口路3段176號至212號
漢口路3段196號至196號3樓至7樓、漢口路3段176-4號至176-4號5樓至6樓、漢口路3段176-2號至176-2號3樓至3樓、漢陽街89號至131號
漢陽街122號至198號、漢陽街91號至101號、漢陽街129號至131號、太原八街85號至125號
太原八街84號至138號、太原八街95號至101號、太原八街119號至125號、太原八街126號至136號
太原九街1號至9號、太原九街2號至10號、太原九街2號至10號



21 賴厝里、賴福里 C0203

大雅路280號至390號、大雅路392號至448-1號、大雅路292號至292號、大雅路376號至378號
中清路1段416號至568號、中清路1段510號至568號、中清路1段550號至550號3樓至5樓、中清路1段436號至436號3樓至5樓
中清路1段420號至422號、進化北路398號至436號、進化北路430巷1號至9999號、進化北路416號至418號
進化北路430巷24號至40號、進化北路416號至416號3樓至4樓、進化北路430巷36-4號至36-4號5樓至5樓、進化北路420號至420號
山西路1段1號至49號、山西路1段51號至83號、山西路1段2號至28號、山西路1段13巷2號至12號
山西路1段15號至17號、山西路1段51號至53號、山西路1段55號至83號、漢口路4段2號至68號
漢口路4段36號至36號、漢口路4段52號至68號、太原路2段1號至19號、太原路2段2號至66號
太原路2段11號至19號、太原路2段32號至32號、太原路2段16巷21-2號至21-2號3樓至3樓、太原路2段1號至1號
太原路2段46-1號至46-1號2樓至2樓、梅川西路3段67號至109號、梅川西路3段68巷1號至29號、梅川西路3段68巷15號至29號
梅川西路3段99-1號至99-1號、梅川西路3段106巷1號至1號、賴厝東巷11號至30號、賴厝東巷36號至52號

22 長青里 D0203

天津路1段2號至220號、天津路1段130號至134號、天津路1段202號至202號4樓至4樓、中清路1段569號至619號
陜西東二街1號至41號、陜西東二街2號至38號、陜西東二街32-3號至32-3號6樓至6樓、陜西東二街38號至38號
陜西東二街11-9號至11-9號、陜西東四街2號至28號、陜西東四街16號至28號、陜西東五街57號至95號
陜西東五街74號至88號、陜西東五街74號至74號、陜西東五街71號至71號、陜西東五街80號至80號
陜西路66號至86號、陜西路68號至74號、陜西路76號至84號、漢陽街1號至45號
漢陽街2號至38號、漢陽街29號至45號、漢陽街38號至38號、武昌路145號至219號
武昌路145號至155號、武昌路179號至183號、武昌路203號至211號、武昌路201-1號至201-1號1樓至8樓
陜西東三街1號至10號、陜西東一街7號至29號、陜西東一街4號至18號、陜西東一街19-1號至19-1號
陜西東一街16號至18號

23 明德里、明新里 E0203

太原六街1號至19號、太原六街2號至24號、太原七街1號至7號、太原七街2號至34號
太原七街9巷2號至16號、太原七街2巷5號至5號、太原北路90號至172號、太原北路130號至130號
漢口路3段88號至174號、漢口路3段88號至88號、漢口路3段92號至92號、漢陽街104號至120號
漢陽街110號至110號、漢陽街120號至120號、太原八街1號至81號、太原八街2號至82號
太原八街82-1號至82-1號、太原八街30號至30號2樓至5樓、太原八街79-3號至79-3號4樓至4樓、太原八街14號至14號
太原八街12號至12號、太原八街2號至2號、太原八街69-1號至69-1號、太原八街17號至17號
太原八街79-2號至79-2號、太原八街58號至58號1樓至4樓、太原四街1號至25號、太原四街13號至15號
太原四街15-1號至15-1號、太原五街1號至23號、太原五街2號至24號、太原五街22號至24號

24 賴厝里 F0203
山西路1段50號至74號、漢口路4段70號至102號、漢口路4段76號至82號、漢口路4段102號至102號
漢口路4段86號至86號、太原路2段31號至71號、太原路2段31號至39號、梅川西路3段31號至66號
梅川西路3段39巷18號至20號、梅川西路3段39巷37號至37號



25 德里、健行里、忠明 A0204

健行路942號至964號、健行路964巷32號至34號、健行路964巷70號至76號、西屯路1段301號至447號
西屯路1段394號至490號、西屯路1段351號至351號、西屯路1段441號至441號、西屯路1段345號至345號
西屯路1段347-2號至347-2號2樓至2樓、西屯路1段347-3號至347-3號5樓至5樓、西屯路1段347-3號至347-3號4樓至4樓、西屯路1段383號至
383號2樓至4樓
西屯路1段412巷25-4號至25-4號5樓至6樓、西屯路1段351-1號至351-11號、西屯路1段345-1號至345-1號、忠明路155號至159號
忠明路156號至298號、忠明路129號至149號、忠明路151巷1號至5號、忠明路200號至200號
德化街613號至699號、德化街620號至702號、梅亭街665號至665號、梅亭街667號至685號
梅亭街630號至690號、華美街2段78號至102號、華美街2段104-8號至104號、華美街2段106號至108號
華美街2段82號至88號、華美街2段78號至78號、華美街2段94號至96號、華美西街2段82號至82號
華貴街1號至37號、華富街103號至121號、三中西巷1號至9999號

26 健行里 B0204

健行路890號至940號、健行路766巷58號至60號、健行路766巷87號至103號、健行路766巷66號至66號
健行路898號至900號、健行路766巷22號至22號、健行路930巷22號至22號、健行路918號至918號
健行路766巷5-2號至5-2號5樓至6樓、健行路766巷59弄13號至13號、西屯路1段340號至390號、忠太西路1號至58號
忠太西路28號至35號、忠太西路54巷6號至6號、忠明路300號至390號、忠明路438號至442號
民權路449號至463號、德化街589號至609號、德化街568號至618號、德化街607號至607號3樓至6樓
德化街609號至609號、梅亭街539號至539號、梅亭街569號至597號、梅亭街599號至663號
梅亭街618號至620號、梅亭街622號至628號、華興街43號至47號、華興街52號至60號
華貴街2號至36號、華貴街2號至16號、華富街1號至101號、華富街2號至102號
華富街69號至79號、華富街94巷6號至6-2號、華富街101號至101號、華富街94巷2號至2號
淡溝北巷16號至16號

27 明新里、明德里 C0204

大雅路169號至249號、大雅路251號至321號、大雅路175號至175號、大雅路207-1號至207-1號
大雅路237號至237號、大雅路241巷1號至11號、大雅路305號至305號、中清路1段371號至445號
忠明路371號至561號、忠明路371號至373號、忠明路543巷37號至37號、忠明路407號至407號
忠明路543巷37號至37號5樓至6樓、忠明路453號至453號3樓至5樓、忠明路429號至429號、忠明七街19號至51號
忠明七街18號至26號、忠明七街39巷6號至16號、忠明七街26號至30號、忠明七街39巷1號至5號
忠明七街39巷17號至9999號、忠太東路60號至9999號、忠太東路94號至96號、忠太東路105號至105號
忠太東路117號至119號、忠太東路85巷2號至8號、忠太東路87巷1號至10號、太原路1段522號至536號
忠明八街7號至31號、忠明八街10號至36號、忠明八街14號至30號



28 明新里、明德里 D0204

西屯路1段492號至502號、忠太西路59號至104號、忠太西路59號至59號、忠太西路66號至71號
忠太西路60號至60號、忠太西路65-1號至65-1號2樓至6樓、忠太西路72號至72號、忠明路161號至369號
忠明路313號至327號、忠明路163號至163號、忠明路181號至181號、忠明路181-4號至181-4號
忠明路177號至177號、忠明路333號至333號2樓至4樓、太原南二街1號至183號、太原南二街2號至126號
太原南二街2號至6號、太原南二街93號至99號、太原南二街155號至159號、太原南二街151號至151號
太原南二街179號至179號、忠明五街1號至37號、忠明五街2號至48號、忠明五街9號至9號
忠明五街5-1號至5-6號、忠明五街7-1號至7-6號、忠明五街13號至13號1樓至1樓、忠明二街1號至55號
忠明二街2號至40號、忠明二街53號至55號、忠明七街1號至17號、忠明七街2號至16號
忠明七街11號至13號、忠明七街15巷1號至14號、太原路1段374號至520號、太原路1段390號至392號
太原路1段448號至448號、太原路1段448-1號至448-6號、太原路1段470號至476號、太原路1段478號至478號
太原路1段490號至490號、太原路1段492號至492號、太原路1段494號至500號、太原路1段500號至500號5樓至6樓
太原路1段450號至450號5樓至5樓、太原路1段476號至476號4樓至4樓、太原路1段504號至504號1樓至1樓、太原路1段494-1號至494-1號2
樓至2樓
華美街2段104-1號至104-7號、華美街2段110號至128號、華美街2段104號至104-7號、忠明三街1號至35號
忠明三街2號至34號、忠明六街1號至11號、忠明六街2號至40號、太原南一街1號至65號
太原南一街6號至74號、忠明八街1號至3號、忠明八街2號至8號、忠明八街1號至1號
忠明八街2號至2號、忠明四街1號至99號、忠明四街2號至88號、太原南三街1號至17號

29 健行里 E0204

健行路742號至888號、健行路768號至768號2樓至8樓、健行路869號至869號2樓至5樓、健行路764號至764號
忠明路392號至436號、忠明路392號至394號、忠明路432號至432號5樓至5樓、忠明路432號至432號7樓至7樓
忠明路432號至432號4樓至4樓、民權路465號至595號、民權路531號至543號、民權路545號至545號2樓至5樓
民權路559號至559號、民權路553號至557號、民權路543號至543號、忠太東路1號至59號
忠太東路56號至58-10號、忠太東路8號至8號、忠太東路55號至55號、忠太東路58-12號至58-19號
德化街539號至583號、德化街550號至562號、德化街539號至541-2號、德化街552號至552號
梅亭街541號至567號、梅亭街586號至616號、華興街49號至159號、華興街62號至176號
華興街80號至82號、華興街117巷2號至12號、華興街119號至121號、華興街61號至67-1號
華興街69巷2號至26號、華興街55-3號至55-3號4樓至4樓、華興街55-4號至55-4號5樓至5樓、華興街157-3號至157-3號5樓至6樓



30 健行里 F0204

健行路628號至704號、健行路634-1巷8號至8號、健行路664巷5-4號至5-4號5樓至6樓、健行路664巷2-1號至2-1號2樓至2樓
健行路692-3號至692-3號3樓至5樓、中清路1段263號至369號、中清路1段369號至369號、中清路1段273號至273號
中清路1段317號至317號、中清路1段325號至325號、中清路1段307號至307號、中清路1段339號至339號
中清路1段333號至333號4樓至4樓、中清路1段359號至359號1樓至1樓、忠明路444號至528號、忠明路500號至500號
忠明路502-5號至502-9號、忠明路502-1號至502-1號、忠明路500-1號至500-11號、忠明路506-3號至506-3號
忠明路450-4號至450-4號6樓至6樓、民權路478號至590號、民權路552號至552號2樓至5樓、德化街511號至537號
德化街490號至498號、梅亭街491號至537號、梅亭街478號至584號、梅亭街496巷30號至30號
梅亭街497號至497-25號、梅亭街497-1號至497-25號、梅亭街572巷2-1號至2-1號、梅亭街572巷5-3號至5-3號4樓至4樓
梅亭街564-2號至564-2號3樓至3樓、華中街69號至111號、華中街97號至97號、華信街1號至55號
華信街10號至10號、華信街27號至27號、華信街55號至55號

31 忠誠里、忠明里 A0401

健行路966號至1072號、健行路1006號至1006號、健行路1054巷11號至11號、健行路1042號至1042號
健行路1021巷1號至1號、健行路1002號至1002號、健行路1010號至1010號3樓至7樓、英才路458號至460-9998號
英才路462號至468號、英才路470巷12號至12號、英才路470巷1號至17號、英才路470巷2號至10-9998號
英才路472號至472號、忠明路2號至54號、忠明路30號至30號、中美街533號至647號
中美街588號至638號、中美街622號至634號、中美街631號至637號、中美街639號至645號
中美街595號至595號、公益路2號至68號、公益路68號至68號、中港路1段121號至257號
中港路1段198號至302號、中港路1段304號至412號、中港路1段133號至133號、中港路1段157號至159號
中港路1段253號至255號、中港路1段306號至308號、中港路1段360巷33號至33號、中港路1段185號至185號
中港路1段198號至202號、中港路1段302號至302號、中港路1段179號至179號、中港路1段199號至201號
中港路1段199巷1號至32號、華美街520號至548號、華美街522號至522-3號、華美街526號至532號
華美西街1段132號至163號、華美西街1段135號至135號2樓至6樓、博館三街71號至999號、博館三街70號至888號
博館三街98號至100號、博館三街100-1號至100-16號、博館三街133巷2號至2號、博館三街92號至92號1樓至6樓
博館三街80號至80號5樓至6樓、博館一街14號至30號、博館路165號至245號、博館路102號至164號
博館路166號至206號、中興街359號至359號、三中東巷1號至9999號、館前路28號至28號
臺灣大道2段428號至552號、臺灣大道2段282號至285號、臺灣大道2段482巷33號至33號、臺灣大道2段482巷50號至50號5樓至5樓
臺灣大道2段580巷21號至21號1樓至5樓、臺灣大道2段486號至498號、臺灣大道2段482巷50號至50號1樓至1樓、臺灣大道2段482巷26號至
26號



32 忠誠里 D0401

西屯路2段1號至9號、西屯路2段1號至9-1號、忠明路1號至121號、忠明路123號至153號
忠明路46號至46號、太原路1段134號至228號、太原路1段134號至134號、太原路1段156號至156號
太原路1段158號至160號、太原路1段184-1號至184-1號、太原路1段210號至220號、太原路1段222號至228號
太原路1段136號至136號3樓至7樓、太原路1段164號至164號、忠義街71號至75號、忠義街2號至68號
忠義街70號至74號、忠義街52號至52號、忠義街8巷21號至21號5樓至5樓、忠義街38巷24號至24號
忠義街38巷28號至28號、明禮街17號至89號、明禮街18號至90號、明禮街63號至67號
明禮街90號至90號、明禮街17號至17號、明禮街28號至28號、明禮街46號至46號
明智街1號至45號、明智街2號至36號、明智街30巷1號至100號、明智街30巷18號至20號
中港路1段414號至430號、華美西街1段204號至236號、華美西街1段222號至223號、華美西街1段224巷1號至11號
華美西街1段226號至236號、博館路220巷5號至5號

33 忠明里 E0401

健行路1001號至1061號、健行路1049號至1049號、健行路1049號至1049號16樓至16樓、博館三街1號至69號
博館三街2號至68號、博館三街33號至33號、博館路101號至163號、博館路101號至107號
博館路125號至125號2樓至5樓、中興街301號至363號、中興街310號至358號、中興街341號至343號
館前路2號至26號、館前路10號至22號、館前路26號至26號、臺灣大道2段400號至426號
臺灣大道2段406號至406號、臺灣大道2段412號至416號

34 忠誠里 H0401

忠明路1號至51號、忠明路56號至154號、太原路1段2號至132號、太原路1段8號至8號
忠義街1號至69號、忠義街5號至5號、明禮街1號至15號、明禮街2號至16號
華美西街1段164號至203號、華美西街1段164號至175號、博館路247號至279號、博館路208號至288號
博館路210號至216號、博館路222號至222號、臺灣大道2段556號至580號

35 何德里、何仁里 A1502

西屯路2段何安2巷1號至30號、西屯路2段銀聯1巷1號至40號、西屯路2段銀聯2巷1號至40號、西屯路2段銀聯3巷1號至43號
西屯路2段何安2巷20號至22號、西屯路2段106號至106號、甘肅路1段120號至9999號、甘肅路1段202-1號至202-1號3樓至6樓
甘肅路1段206巷5-5號至5-5號5樓至6樓、重慶路183-4號至289號、重慶路279號至285號、重慶路287號至289-11號
寧夏路179號至233號、寧夏路199號至199號、寧夏路221號至227號、寧夏路229號至235號
寧夏路195號至197號、文心路3段228號至308號、文心路3段308號至308號、永昌二街1號至103號
永昌二街2號至86號、永昌二街38號至42-1號、永昌二街61號至61-2號、永昌二街68號至70號
永昌二街16-2號至16-2號2樓至2樓、永昌二街20-2號至20-2號2樓至2樓、甘州五街53號至79號、永昌街1號至67號
永昌街2號至100號、永昌街23號至25號、永昌街35號至37號、永昌街43號至43號
永昌街45號至45號、永昌街86號至100號、永昌街84號至84號、永昌街39-2號至39-2號5樓至6樓
永昌街2-4號至2-4號5樓至6樓、永昌三街1號至55號、永昌三街2號至50號、永昌三街46號至48號
永昌三街50號至50號、永昌一街1號至29號、永昌一街2號至98號、永昌一街9號至17-3號



36 何德里、何福里 B1502

成都路1號至141號、成都路1號至15號、甘肅路1段64號至118號、甘肅路1段66號至102號
寧夏路1號至31號、寧夏路107號至131號、寧夏路133號至177號、寧夏路130號至134號
寧夏路117號至139號、寧夏路202號至222號、寧夏路109號至109號3樓至5樓、寧夏西二街1號至33號
寧夏西二街2號至28號、寧夏西二街1號至1號、寧夏東六街1號至19號、寧夏東六街2號至52號
寧夏東六街50號至52號、河南路1號至131號、河南路1段1號至59號、河南路2段301巷16號至16號8樓至9樓
寧夏西三街1號至45號、寧夏西三街2號至80號、寧夏西三街2號至16號、寧夏西三街9號至9號
寧夏東四街22號至24號、寧夏東四街22號至24號、寧夏東三街1號至35號、寧夏東三街2號至10號
寧夏東三街17-1號至17-1號、寧夏東三街19號至33號、寧夏西一街2號至52號

37 何德里、何福里 C1502

成都路2號至128號、成都路12號至14號、成都路12-1號至12-1號、成都路14-1號至14-1號
成都路16號至24號、成都路26號至30號、成都路112號至112號、成都路114號至114號
甘肅路1段2號至62號、甘肅路1段2號至18號、寧夏路67號至105號、寧夏路96號至126號
寧夏路85號至87號、寧夏路89巷1號至17號、寧夏路89巷6號至38號、漢口路2段87號至151號
漢口路2段87號至93號、漢口路2段121號至131號、大信街44號至70號、大信街50號至60號
大信街62號至70號、大信街32號至32號4樓至4樓、寧夏東七街1號至21號、寧夏東七街7號至11號
寧夏西七街2號至50號、寧夏西七街2號至10號、寧夏西七街32號至32號、寧夏東八街1號至27號
寧夏東八街2號至30號、寧夏東八街11號至17號、寧夏東八街28號至28號、寧夏西四街1號至19號
寧夏西四街2號至16號、寧夏西四街2號至10號、寧夏西四街12號至16號、寧夏西四街13號至19號
寧夏西四街7號至7號6樓至7樓

38 何德里 D1502

西屯路2段32號至92號、西屯路2段90-3號至90-6號、西屯路2段58-1號至58-1號7樓至7樓、西屯路2段90-14號至90-14號
西屯路2段58號至58號6樓至6樓、西屯路2段32-6號至32-6號、西屯路2段90-6號至90-6號3樓至3樓、西屯路2段58號至58號3樓至3樓
西屯路2段32-15號至32-15號、西屯路2段32-5號至32-5號2樓至4樓、西屯路2段32-9巷8號至8號、甘肅路1段1號至131號
甘肅路1段25號至25號、甘肅路1段27巷5號至15號、甘肅路1段75-1號至75-1號2樓至2樓、甘肅路1段15-2號至15-2號3樓至3樓
甘肅路1段75-3號至75-3號4樓至4樓、重慶路108號至202號、重慶路120巷7號至7號、漢口路2段79號至83號
甘州五街27號至51號、甘州五街56號至70號、甘州五街29巷10號至10號、天水東街49號至53號
天水東街54號至98號、甘州六街1號至57號、甘州六街2號至34號、甘州六街32-1號至32-1號2樓至2樓
甘州六街34-4號至34-4號5樓至5樓、何安二巷1號至9999號

39 何仁里 E1502

甘肅路1段133號至223號、甘肅路1段219號至219號2樓至5樓、甘肅路1段199-3號至199-3號4樓至4樓、重慶路161號至181-3號
重慶路161號至161號、重慶路163號至163號、重慶路171號至179號、重慶路181號至181-2號
文心路3段154號至226號、文心路3段196號至196號3樓至6樓、文心路3段220號至220號2樓至5樓、天水東街1號至47號
天水東街2號至52號、天水東街33號至33號、天水東街52號至52號、天水東街8號至16號
天水東街25號至25-1號、天水中街49號至95號、天水中街30號至70號、天水中街75號至75號
天水東二街1號至29號、天水東二街2號至40號、天水東二街7號至15號、天水東二街17號至23號
天水東一街1號至9999號、天水東一街1號至29號、天水東一街2號至42號、天水東一街30號至32號
天水東一街22號至24號、天水東一街29-3號至29-3號4樓至4樓、天水西街1號至33號、天水西街5號至13號



40 何福里 F1502

重慶路226號至278號、重慶路226號至226號、重慶路256號至262號、寧夏路170號至232號
寧夏路224號至232號、寧夏路216巷1號至23號、寧夏東二街1號至51號、寧夏東二街2號至70號
寧夏東二街19號至27號、寧夏東一街1號至53號、寧夏東一街2號至50號、寧夏東一街23號至37號
寧夏東六街21號至53號、寧夏東六街36號至48號、寧夏東六街47號至49號、河南路1段61號至127號
河南路1段61號至61號1樓至7樓、河南路1段63號至63號2樓至7樓、河南路1段85號至89號、河南路1段87號至87號4樓至4樓
寧夏東五街1號至29號、寧夏東五街2號至28號、寧夏東五街14號至24號、寧夏東五街2號至12號
寧夏東四街1號至29號、寧夏東四街2號至20號、寧夏東三街37號至55號、寧夏東三街12號至46號
寧夏東三街22號至28-10號、寧夏東三街28-10號至28-10號6樓至7樓

41 何福里 G1502

西屯路2段2號至30號、西屯路2段2號至2-1號、西屯路2段16號至16-6號、西屯路2段10號至10號
西屯路2段10-3號至10-9號、寧夏路33號至65號、寧夏路61-3號至61-3號4樓至4樓、漢口路2段106號至126號
漢口路2段108號至110號、漢口路2段112號至112號3樓至9樓、太原路1段247號至249號、太原路1段230號至240號
太原路1段230號至240號、華美西街2段1號至8號、華美西街2段1號至5號、華美西街2段6號至8號
大信街1號至15號、大信街2號至42號、大信街6號至6號3樓至6樓、大信街42-4號至42-4號5樓至6樓
大信街13巷18-4號至18-4號5樓至6樓

42 何仁里 H1502

西屯路2段94號至112號、西屯路2段96號至96-1號、西屯路2段100-15號至100-31號、西屯路2段106-1號至106-1號
重慶路115號至159號、重慶路141-3號至141-3號、文心路3段100-3號至152號、天水西三街1號至9號
天水西三街2號至6號、天水西二街1號至51號、天水西二街2號至50號、天水西二街18-1號至18-50號
天水西二街48號至48號3樓至3樓、天水西二街48號至48號5樓至5樓、天水西二街17號至17號1樓至2樓、天水西二街17號至17號4樓至4樓
天水西六街1號至37號、天水西六街2號至50號、天水西六街2號至12號、天水西六街42號至50號
天水西六街13號至13號、天水西六街17號至17-2號、天水西六街17-1號至17-2號、天水西一街1號至47號
天水西一街2號至64號、天水西一街5-2號至5-2號、天水西一街45號至47號、天水中街1號至47號
天水中街2號至28號、天水中街41-4號至41-4號5樓至5樓、天水中街39-1號至39-1號2樓至5樓、天水西五街1號至31號
天水西五街1號至7號、天水西街2號至32號、天水西四街1號至13號、天水西四街2號至16號
天水西四街6號至6號、天水西四街3號至7號



43 何明里 A1503

西屯路2段32-9巷12號至12號、漢口路1段2號至66號、漢口路2段2號至54號、漢口路1段34號至34號
漢口路2段2號至2號、漢口路2段22號至22號2樓至5樓、漢口路2段2-1號至2-1號、太原路1段1號至125號
太原路1段61號至61號、太原路1段55號至55號、大有街1號至53號、大有街2號至130號
大有街6巷12號至12號1樓至1樓、大有街100巷2號至2號、忠義街77號至89號、忠義街73號至79號
大有三街1號至35號、大有三街1號至3號、大有三街3-1號至3-2號、大有三街31號至31號1樓至5樓
中港路2段2號至16號、大有東街1號至33號、大有東街2號至32號、大有二街1號至49號
大有二街2號至48號、大有二街11號至11號、大有二街4-3號至4-3號4樓至4樓、大有一街1號至11號
大有一街2號至38號、大有一街34-4號至34-4號5樓至5樓、大有一街32-4號至32-4號5樓至5樓、大弘三街1號至53號
大弘三街2號至50號、大弘三街1號至1號、大弘三街29號至35-3號、大弘三街39號至43號
大弘一街1號至15號、大弘一街2號至14號、大有西街1號至37號、大有西街4-3號至4-3號4樓至4樓
大弘二街2號至18號、臺灣大道2段600號至686號

44 何厝里、何安里 B1503

重慶路82號至86號、青海路1段1號至47號、青海路1段9-6號至9-10號、青海路1段23號至23號
青海路1段23號至23號3樓至3樓、漢口路1段31號至155號、漢口路1段101號至107號、中港路2段16號至28號
何厝街103號至109號、何厝街42號至124號、何厝街68號至68號、何厝街112巷6號至12號
何厝街80號至80號、何厝街100號至100號、何厝街112巷24號至24號、何厝街80-1號至80-1號
何厝東二街1號至129號、何厝東二街20號至130號、何厝東二街93-1號至93-13號、何厝東二街97號至111號
何厝東二街21號至23號、何厝東二街65-1號至75號、何厝東二街77巷1號至11號、何厝東二街85號至93號
何厝東二街57號至59號、四川路87巷1號至129號、四川路87巷2號至102號、四川路87巷11號至87號
四川路87巷8號至100號、何厝東一街1號至77號、何厝東一街2號至90號、何厝東一街9號至17號
何厝東一街13-2號至13-2號3樓至3樓、何厝東一街13-3號至13-3號4樓至4樓、何厝東一街13-1號至13-1號2樓至2樓

45 何安里 C1503

四川三街81號至89號、四川三街60號至66號、西屯路2段95-24號至101號、西屯路2段吉本巷1號至23號
西屯路2段華園巷1號至9999號、西屯路2段97-17號至97-17號、西屯路2段95-52號至95-52號、西屯路2段55巷11號至11號
西屯路2段55巷9弄1號至1號、重慶路1號至113號、重慶路102巷1號至7號、重慶路102巷2號至12號
重慶路104巷1號至7號、重慶路104巷2號至4號、青海路1段65號至151號、青海路1段82號至194號
青海路1段67號至81號、青海路1段75巷1號至9號、青海路1段75巷2號至2號、青海路1段85號至95號
青海路1段174號至174號、青海路1段96-1號至96-1號、青海路1段93-1號至93-1號2樓至2樓、文心路3段52號至100-2號
文心路3段52號至54號、文心路3段76號至76號3樓至6樓、天水西三街11號至57號、天水西三街8號至40號
四川東街21號至105號、四川東街73號至77號、四川東街79號至91號、四川東街89巷1號至7號
四川東街31號至31號2樓至4樓



46 何安里 D1503

四川三街2號至14號、中港路2段30號至66號、中港路2段58號至58號、中港路2段60號至60-2號
中港路2段60-5號至60-5號、中港路2段60-7號至60-9號、中港路2段52-1號至52-1號、何厝街1號至45號
何厝街37巷11號至15號、何厝街37巷17號至17號、四川路31號至39號、四川路38號至144號
四川路120巷20號至22號、四川路120巷10弄2號至2號、四川路130號至132號、四川路138號至138號
四川五街1號至59號、四川五街2號至30號、四川五街27-1號至27-6號、四川西二街21號至59號
四川西二街2號至34號、四川西二街21-9號至21-9號、四川西二街41號至41號、四川西二街43號至45號
臺灣大道2段830號至998號、臺灣大道2段870號至870號、臺灣大道2段882號至888號、臺灣大道2段898號至912號
臺灣大道2段906號至906號、臺灣大道2段870-1號至870-999號

47 何明里 E1503

西屯路2段11號至37號、西屯路2段11號至15-4號、漢口路2段56號至98號、漢口路2段88號至88號3樓至5樓
漢口路2段88號至88號7樓至7樓、太原路1段127號至217號、太原路1段127號至127號、太原路1段131號至133號
太原路1段171號至173號、太原路1段203號至217號、太原路1段175號至187號、太原路1段191號至191號
大有街55號至119號、大有街132號至164號、大有街113號至117號、大有街146-3號至146-3號
大弘街1號至107號、大弘街2號至88號、大弘街11號至11-5號、大弘街13-5號至13-5號6樓至6樓
大弘街13號至27號、大弘街15-4號至15-4號5樓至5樓、大弘街66號至66號2樓至5樓、大弘街85號至85號
大弘街95號至95號、忠義街76號至164號、忠義街76號至78號、忠義街100號至110號
忠義街140號至140號、忠義街142號至146號、忠義街118號至118號、忠義街138號至138號
大弘三街55號至119號、大弘三街52號至130號、大弘三街72號至76號、大弘三街98號至98號
大弘四街1號至38號、大弘四街1號至35號、大弘四街2號至38號、大弘四街33-3號至33-3號4樓至5樓
大弘五街1號至41號、大弘五街2號至48號、大弘五街46號至48號、大弘五街17號至17號5樓至6樓
大有五街1號至47號、大有五街2號至48號、大有五街15號至21號、大有五街25號至31號
大有五街2號至12號、大弘六街2號至12號、大弘六街2號至12-4號

48 何厝里、何安里 F1503

重慶路2號至80號、重慶路68號至68號2樓至5樓、重慶路70巷6號至6號、青海路1段49號至63號
漢口路1段1號至29號、何厝街47號至101號、何厝街2號至40號、何厝街67巷28號至30號
何厝街71-11號至71-21號、何厝街101號至101號、何厝街30號至30號、何厝街59號至59號
何厝街63號至63號、何厝街101-12號至101-13號、何厝東二街2號至18號、四川路41號至139號
四川路146號至198號、四川路127號至127號、四川路75號至99號、四川路146號至162號
臺灣大道2段670號至826號、臺灣大道2段740巷2弄1-9號至1-9號、臺灣大道2段740巷2弄22號至22號1樓至4樓



49 何厝里、何安里 G1503

西屯路2段39號至95-23號、西屯路2段93號至93號、西屯路2段43-1號至43-1號3樓至6樓、西屯路2段49-2號至49-2號
西屯路2段55巷2號至2號、西屯路2段49-1號至49-1號、重慶路100號至106號、青海路1段2號至80號
青海路1段46號至46號、漢口路2段1號至75號、漢口路2段27巷1號至9號、漢口路2段29號至29號2樓至5樓
漢口路2段27巷10-3號至10-3號、漢口路2段27巷13號至13號1樓至2樓、漢口路2段21-2號至21-2號4樓至5樓、漢口路2段23號至23號3樓至8
樓
漢口路2段27巷13-5號至13-5號5樓至6樓、甘州一街1號至11號、甘州一街2號至16號、甘州五街1號至25號
甘州五街2號至54號、甘州五街15-1號至15-1號1樓至5樓、甘州五街25-4號至25-4號5樓至5樓、甘州五街10號至10號5樓至5樓
甘州五街21號至21號1樓至5樓、甘州五街23-3號至23-3號4樓至4樓、甘州四街1號至15號、甘州四街2號至20號
甘州四街7號至9號、甘州四街11-4號至11-4號5樓至5樓、甘州四街2號至2號、何厝街111號至163號
何厝街126號至182號、何厝街168號至168號、何厝街178號至178號、甘州街1號至59號
甘州街2號至58號、甘州街28號至28-1號、甘州街34號至42號、甘州街35號至47號
甘州二街1號至37號、甘州二街2號至24號、甘州二街27號至27號5樓至6樓

50 何安里 H1503

四川三街1號至79號、四川三街16號至56號、四川三街16號至24號、四川三街22巷1號至7號
四川三街29號至29號、四川三街37號至53號、四川三街61號至61號、四川三街22巷8號至999號
文心路3段2號至46號、文心路3段20號至26號、文心路3段6號至6-6號、文心路3段6-8號至6-8號
四川一街1號至47號、四川一街2號至72號、四川路1號至29號、四川路2號至36號
四川路120巷25號至25號、四川路25號至25號、四川東街2號至42號、四川西二街1號至19號
四川西一街1號至37號、四川西一街2號至30號、四川西一街21號至25號、四川二街1號至37號
四川二街2號至50號、四川二街19號至19號、四川二街13號至15號、四川二街17號至17號1樓至6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