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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土地所有權人

姓名
地址

1 陳○蓮 新北市樹林區大安路628號7樓

2 陳○素貞 宜蘭縣蘇澳鎮頂寮里頂寮路6巷12號

3 陳○○美 台北市大安區新龍里建國南路261號

台北市文山區福興路4巷15弄21號4樓

台北市文山區興福里景興路23巷6弄20號二樓

5 陳○雲 嘉義市東區朝陽里民國路36巷9號

6 林○清 新北市泰山區義學村明志路二段60巷1弄5號7樓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27號13樓

台北市士林區福志里福林路329巷2弄2號

8 黃○○花 新北市三重區承德里仁興街特1號

9 劉○章 宜蘭縣蘇澳鎮永榮里隘界路25號

10 林○池 宜蘭縣蘇澳鎮永榮里大同東巷14號

11 韓○○子 宜蘭縣蘇澳鎮長安里勝利路14之5號

12 林○棍 宜蘭縣蘇澳鎮永榮里大同東路20號

13 林○慶 宜蘭縣蘇澳鎮永榮里大同東巷22號

14 林○章 宜蘭縣蘇澳鎮永榮里大同東巷20號

15 林○玫 宜蘭縣蘇澳鎮永榮里大同路277巷14弄16號

16 林○桄 宜蘭縣蘇澳鎮永榮里大同東巷20號

17 柯○年 台北市士林區名山里雨聲路63號6樓

18 林○龍 臺北市南港區舊莊里舊莊街一段149號2樓

19 林○順 宜蘭縣蘇澳鎮永榮里大同東巷14號

宜蘭縣蘇澳鎮永榮里大同路131號

宜蘭縣蘇澳鎮永榮里大同西巷2號

21 林○茂 宜蘭縣蘇澳鎮永榮里大同東巷17之1號

22 賴○敏 新北市板橋區忠翠里莊敬路25巷22號4樓

23 劉○光 新北市新店區中華里中華路83巷4弄7號四樓

24 劉○松 新北市林口區林口里新寮1之75號

25 賴○生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6段120巷3弄6號4樓

26 賴○榮 宜蘭縣蘇澳鎮永榮里大同路20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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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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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太子汽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611號

28 馮○壽 宜蘭縣五結鄉成興村福興路44號

29 張○遠 宜蘭縣蘇澳鎮永榮里新榮路10號

30 張○屘 宜蘭縣蘇澳鎮頂寮里中崙路14號

31 李○土 宜蘭縣蘇澳鎮頂寮里中崙路9號

宜蘭縣冬山鄉補城村補城路81號

宜蘭縣蘇澳鎮頂寮里中崙路12號

33 張○鳳 宜蘭縣蘇澳鎮永榮里大同路168號

34 張○銳 宜蘭縣羅東鎮信義里興東路373號1樓

宜蘭縣蘇澳鎮新城路23號

宜蘭縣蘇澳鎮新城里新城二路39巷15號

36 張○源 台北市士林區福華里華齡街23巷7號

37 張○玲 台北市士林區天山里中山北路七段140巷5號4樓

38 蕭○俊 台北市文山區樟腳里木新路二段299巷13弄1號2樓

39 蕭○泰 台北市文山區樟腳里木新路二段299巷13弄1號2樓

40 蕭○業 台北市文山區樟腳里木新路二段299巷13弄1號2樓

41 蕭○鵬 台北市文山區樟腳里木新路二段279號2樓

42 蕭○輝 宜蘭縣蘇澳鎮龍德里福德路354巷8號

43 蔡○助 台北市北投區豐年里中央北路二段237巷33號三樓

44 張○○芬 宜蘭縣蘇澳鎮永榮里大同路321巷37號

45 張○禎 新北市樹林區大同街24巷10號

46 楊○旺 宜蘭縣蘇澳鎮頂寮里頂寮路67號

47 蕭○祺 臺南市東區德光里德光街98號之1

48 歐○伶 台北市大安區光武里大安路一段51巷4號4樓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39號16樓之3

新北市汐止區仁愛路49號5樓之一

50 孫○華 新北市汐止區拱北里19鄰汐萬路二段228巷31弄1號四樓之3

51 陳○惠 臺北市中山區復華里龍江路120巷9號十樓之4

52 陳○楠 台北市中正區文祥里金山南路一段110巷35號

53 林○彬 桃園市桃園區大豐里樹林七街21巷7號1樓

49

李○才

張○碧

鄭○銓

32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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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楊○柔 台北市信義區松光里12鄰忠孝東路五段524巷3弄11號2樓

55 溫○義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228巷7弄8號12樓

桃園市龜山區迴龍里龍祥街2號五樓

新北市永和區保安里保生路48巷12號

57 賴○勇 臺北市中山區金泰里敬業三路162巷152號十樓

56 葉○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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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陳○豊(陳○喜相關人) 臺北市大安區龍圖里瑞安街208巷47弄20號二樓之1

2 林○真(林○棍相關人) 宜蘭縣蘇澳鎮中正路77號3樓

3 林○恒(林○棍相關人) 宜蘭縣蘇澳鎮永榮里新榮路13巷15號

4 蔡○溪(林○棍相關人) 彰化縣花壇鄉中庄村竹子街29巷53號

5 蔡○良(林○棍相關人) 彰化縣花壇鄉中庄村竹子街29巷53號

6 林○綺(林○棍相關人) 宜蘭縣宜蘭市擺厘里嵐峰路一段148號五樓

7 林○珍(林○棍相關人) 宜蘭縣蘇澳鎮永榮里新榮路13巷15號

8 黃○宜(林○棍相關人)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里中和路400巷14弄2號二樓

9 劉○哲(林○棍相關人) 臺北市大安區龍安里(臺北市大安區戶政事務所)

10 黃○香(林○棍相關人) 宜蘭縣蘇澳鎮聖湖里坪林路33巷2號

11 林○雪(林○棍相關人) 宜蘭縣蘇澳鎮聖湖里聖賢路20巷30號

12 陳○玉(林○慶相關人) 高雄市鳳山區中和里中山西路337號

13 林○萍(林○慶相關人) 新北市板橋區湳興里南雅西路二段123巷7之1號

14 林○○英(林○慶相關人) 宜蘭縣蘇澳鎮永榮里大同路80號

15 林○達(林○慶相關人) 宜蘭縣蘇澳鎮新城里馬賽路397巷70號

16 林○豪(林○慶相關人) 宜蘭縣蘇澳鎮永榮里大同路80號

17 陳○皓(林○東相關人)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里正義北路6之1號二樓之9

18 林○琴(林○男相關人) 宜蘭縣蘇澳鎮龍德里福德西巷65之18號

19 林○茂(林○章相關人) 宜蘭縣蘇澳鎮永榮里大同東巷17之1號

20 楊○祺(林○章相關人) 宜蘭縣羅東鎮竹林里復興路二段213巷16弄3號

21 楊○燕(林○章相關人) 新北市新莊區龍鳳里中正路895之15號

22 蔡○琴(林○章相關人) 宜蘭縣蘇澳鎮永榮里大同東巷20之1號

23 林○紘(林○章相關人) 宜蘭縣蘇澳鎮永榮里大同東巷20之1號

24 林○美(林○章相關人) 宜蘭縣蘇澳鎮永榮里蘇濱路二段213巷39號

25 林○鑫(林○儀相關人) 桃園市桃園區中和里永樂街79號四樓之1

26 林○○子(賴○成相關人) 基隆市安樂區鶯歌里麥金路36號十一樓

27 陳○○菊(馮○壽相關人) 宜蘭縣羅東鎮信義里倉前路66號四樓之2

28 張○昌(張○屘相關人) 宜蘭縣蘇澳鎮頂寮里5鄰頂寮路9巷6號

29 陳○蘭(張○屘相關人) 宜蘭縣五結鄉上四村13鄰中正西路41巷2弄4號二樓

30 黃○義(張○屘相關人) 新竹市東區科園里26鄰湖濱一路15號三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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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黃○蓮(張○屘相關人) 宜蘭縣冬山鄉八寶村5鄰義成路一段581號

32 黃○珠(張○屘相關人) 新北市樹林區圳安里11鄰俊英街121巷17號五樓

33 周○烽(周○德相關人) 臺北市松山區東光里南京東路五段123巷2弄15號二樓

34 蕭○○子(蕭○輝相關人) 宜蘭縣蘇澳鎮新城里４鄰新榮路１２７號

35 邱○鐘(李○土相關人) 新北市板橋區赤松里後菜園街25號三樓

36 邱○峰(李○土相關人) 新北市板橋區赤松里後菜園街25號三樓

37 邱○哲(李○土相關人) 新北市板橋區赤松里後菜園街25號三樓

38 李○子(李○土相關人) 新北市三重區中興里光復路一段68巷28號五樓

39 李○東(李○才相關人) 宜蘭縣五結鄉五結村五結路二段339號

40 吳○國(李○才相關人) 宜蘭縣冬山鄉東城村東城路277號

41 黎○紅(李○才相關人) 宜蘭縣冬山鄉補城村補城路81號

42 游○憲(游○和相關人) 新北市樹林區柑園里１４鄰學林路１２８號


	
	公告名單
	公告名單 (相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