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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核定「宜蘭縣蘇澳鎮慶安段自辦市地重劃會」申請核准實施市地重劃案
土地所有權人及已知利害關係人無法送達清冊  

土地所有權人-川富企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民生東路167號三樓

土地所有權人-何明翰 新北市淡水區南勢埔27號

土地所有權人-何麗貞 宜蘭縣宜蘭市校舍路29巷65弄18之7號五樓

土地所有權人-吳芝聿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里8鄰倉前路83號二樓

土地所有權人-吳志鵬 新北市新店區永業路81巷5弄31號四樓

土地所有權人-吳阿傳 宜蘭縣蘇澳鎮思村路8號

土地所有權人-吳婉媛 臺南市永康區永安路199號

土地所有權人-吳許玲媛 臺北市士林區仰德大道二段134巷5號

土地所有權人-吳璟華 新竹縣竹北市隘口里1鄰光明六路東二段458號五樓之1

土地所有權人-沈淑美 宜蘭縣羅東鎮站前南路199號

土地所有權人-李克文 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二段160巷16號三樓

土地所有權人-邱奕峰(李阿土相關人) 新北市板橋區後菜園街25號三樓

土地所有權人-邱奕哲(李阿土相關人) 新北市板橋區後菜園街25號三樓

土地所有權人-李麗凰(李阿土相關人) 新北市林口區麗林里28鄰公園路107號四樓

土地所有權人-李麗菊(李阿土相關人) 宜蘭縣蘇澳鎮頂寮里5鄰頂寮路11巷17號

土地所有權人-李張淑子(李阿土相關人) 宜蘭縣蘇澳鎮頂寮路9巷20號

土地所有權人-李進益(李阿土相關人) 宜蘭縣蘇澳鎮頂寮路9巷20號

土地所有權人-李時子(李阿土相關人) 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一段68巷28號五樓

土地所有權人-李慶東(李奇才相關人) 宜蘭縣五結鄉五結路二段339號(宜蘭縣五結鄉戶政事務所)

土地所有權人-黎雲紅(李奇才相關人) 宜蘭縣冬山鄉補城路81號

土地所有權人-李榮壽 臺北縣五股鄉孝義路61號

土地所有權人-李語綺 臺北市北投區東華街一段22巷4弄10號

土地所有權人-周雪華(周天德相關人)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244巷8號

土地所有權人-林小紋 嘉義市西區福安里9鄰姜安街86巷11號

土地所有權人-林川棋 新北市板橋區南興路5號

土地所有權人-林正 新北市淡水區民生路46號四樓

土地所有權人-姜美如(林正男相關人) 花蓮縣壽豐鄉豐山村029鄰忠孝街81號

土地所有權人-林羿岑(林正男相關人) 花蓮縣壽豐鄉豐山村029鄰忠孝街81號

土地所有權人-林羿伶(林正男相關人) 花蓮縣壽豐鄉豐山村029鄰忠孝街81號

土地所有權人-林玉琴(林正男相關人) 宜蘭縣蘇澳鎮福德西巷65之18號

土地所有權人-林玉惠(林正男相關人)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34號(高雄市新興區戶政事務所)

土地所有權人-林正清 宜蘭縣蘇澳鎮慶安路19號

土地所有權人-林同鑫(林同儀相關人) 桃園市桃園區永樂街79號四樓之1

土地所有權人-林沛培(3)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78之1號七樓

土地所有權人-林芳立 宜蘭縣蘇澳鎮蘇北路7號

土地所有權人-林阿池 宜蘭縣蘇澳鎮大同東巷14號

土地所有權人-林舒真(林阿棍相關人) 臺北市松山區三民路80巷4之2號

土地所有權人-蔡清溪(林阿棍相關人) 彰化縣秀水鄉福安村18鄰民意街275巷62號

土地所有權人-蔡政良(林阿棍相關人) 彰化縣秀水鄉福安村18鄰民意街275巷62號

土地所有權人-林素綺(林阿棍相關人) 宜蘭縣宜蘭市嵐峰路一段148號五樓

土地所有權人-黃仁宜(林阿棍相關人)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400巷14弄2號二樓

土地所有權人-劉文君(林阿棍相關人) 臺中市西屯區潮洋里19鄰市政北二路386號(臺中市西屯區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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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人-劉文哲(林阿棍相關人) 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二段86號(臺北市大安區戶政事務所)

土地所有權人-黃美香(林阿棍相關人) 宜蘭縣蘇澳鎮坪林路33巷2號

土地所有權人-林玉雪(林阿棍相關人) 宜蘭縣蘇澳鎮聖賢路20巷30號

土地所有權人-林阿順 宜蘭縣蘇澳鎮大同東巷14號

土地所有權人-林怡君(3) 桃園市桃園區鎮江街57號二樓

土地所有權人-林東坡 臺北縣中和市大智街55巷30弄74之1號

土地所有權人-林玥秀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378號二十四樓之1

土地所有權人-林祈祥 彰化縣彰化市安溪路198巷56號

土地所有權人-林亭樺 新竹縣竹北市成功八路108號八樓

土地所有權人-林冠宏 宜蘭縣宜蘭市校舍路45號

土地所有權人-林泉融 宜蘭縣蘇澳鎮大同路135號

土地所有權人-林重湘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二路34巷14弄5號六樓之1

土地所有權人-林國賢 宜蘭縣宜蘭市校舍路45號

土地所有權人-林添源 宜蘭縣羅東鎮月眉路161巷1弄12號

土地所有權人-林清桄 宜蘭縣蘇澳鎮大同東巷20號

土地所有權人-林清發 新竹市東區建功一路86巷2弄6號二樓

土地所有權人-林清楨 宜蘭縣蘇澳鎮文中街98號

土地所有權人-陳美皓(林紹東相關人) 宜蘭縣蘇澳鎮永榮里6鄰大同東巷21號

土地所有權人-歐清轉(林紹東相關人) 澎湖縣馬公市大案山3之2號

土地所有權人-歐典俊(林紹東相關人) 澎湖縣馬公市大案山3之2號

土地所有權人-歐訓華(林紹東相關人) 澎湖縣馬公市大案山3之2號

土地所有權人-歐涵欣(林紹東相關人) 澎湖縣馬公市大案山3之2號

土地所有權人-林智儒(林紹東相關人) 宜蘭縣蘇澳鎮永榮里6鄰大同東巷21號

土地所有權人-林祈祥(林紹章相關人) 彰化縣彰化市安溪路198巷56號

土地所有權人-游世昌(林紹章相關人) 臺北市大同區建泰里6鄰太原路97巷27號四樓

土地所有權人-林國紘(林紹章相關人) 宜蘭縣蘇澳鎮大同東巷20之1號

土地所有權人-林建宏(林紹慶相關人) 宜蘭縣冬山鄉永安路372巷10弄1號

土地所有權人-林朱秀英(林紹慶相關人) 宜蘭縣蘇澳鎮大同路80號

土地所有權人-林家豪(林紹慶相關人) 宜蘭縣蘇澳鎮大同路80號

土地所有權人-林惠明 臺北巿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05巷39號四樓

土地所有權人-林蒼生 宜蘭縣蘇澳鎮中山路103號

土地所有權人-林碧玫 宜蘭縣蘇澳鎮大同路277巷14弄16號

土地所有權人-林震漢 新北市永和區成功路一段34號四樓

土地所有權人-林聯第 臺北市大安區泰順街48之1號四樓

土地所有權人-林豐圳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二路34巷14弄5號六樓之1

土地所有權人-洪正平(3)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79巷18號

土地所有權人-翁玉婷(3) 臺北市文山區辛亥路四段216號

土地所有權人-翁佩寧(3) 臺北市文山區辛亥路四段216號

土地所有權人-陳旭惠 臺北市松山區中正里33鄰南京東路三段335巷15號四樓之1

土地所有權人-陳秀錦 桃園市桃園區中寧里7鄰大興西路二段80巷21號

土地所有權人-陳阿忠 桃園市平鎮區東勢里30鄰東勢路127號

土地所有權人-陳喜堂 宜蘭縣蘇澳鎮永榮里2鄰大同路11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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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人-陳漢漳 臺北市大同區至聖里3鄰承德路三段225巷10號五樓

土地所有權人-陳蕭秀如 宜蘭縣蘇澳鎮永榮里5鄰蘇濱路二段369號

土地所有權人-陳麗花 高雄市仁武區文武里43鄰新鳳街105號

土地所有權人-張永昌 宜蘭縣蘇澳鎮新城里2鄰新城路5號

土地所有權人-張永標 新北市林口區麗園里4鄰麗園一街2巷1號六樓之4

土地所有權人-張旺普(張阿屘相關人) 新北市三重區六福里3鄰中正北路145巷7弄9號四樓

土地所有權人-高陳玉雲(張阿屘相關人) 新北市林口區湖南里6鄰中山路566號五樓

土地所有權人-楊智凱(張阿屘相關人) 宜蘭縣冬山鄉南興村20鄰香南路179巷18號

土地所有權人-張維玲(張良全相關人) 宜蘭縣羅東鎮維揚里12鄰成功街150巷12號二樓

土地所有權人-張瑜蠲(張松埤相關人) 宜蘭縣五結鄉中興村5鄰大興路200巷7號四樓

土地所有權人-張瑜伶(張松埤相關人) 宜蘭縣五結鄉中興村5鄰大興路200巷7號四樓

土地所有權人-張國權 臺中市西區中興里7鄰中興四巷21號

土地所有權人-陳玲玲(張敏雄相關人) 臺北市北投區關渡里16鄰知行路202巷12號四樓

土地所有權人-張淑鳳 宜蘭縣蘇澳鎮永榮里3鄰大同路168號

土地所有權人-張朝碧 宜蘭縣蘇澳鎮新城里2鄰新城二路39巷15號

土地所有權人-張熊琴聲 臺北市大安區全安里10鄰安和路二段211號十樓之1

土地所有權人-張維仁 臺北市士林區天山里15鄰中山北路七段82巷17號五樓

土地所有權人-張麗雪 臺北縣板橋市福德里12鄰忠孝路201巷91號

土地所有權人-許益銘 臺北縣永和市保安里21鄰保生路22巷19弄2號二十五樓

土地所有權人-許慧玲 臺北市士林區忠誠里26鄰德行東路46巷4弄6號

土地所有權人-曾茂禎(3) 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七段82巷10弄16號三樓

土地所有權人-曾高陽 臺北市文山區樟林里22鄰興隆路四段68之4號二樓

土地所有權人-曾張素花 宜蘭縣宜蘭市新興里9鄰新興路63號

土地所有權人-游忠憲(游致和相關人) 新北市樹林區柑園里14鄰學林路128號

土地所有權人-馮文欣 新北市新莊區立廷里37鄰立信一街70號四樓

土地所有權人-馮燦煌(馮添壽相關人) 宜蘭縣冬山鄉清溝村8鄰永清路297巷33號

土地所有權人-田大猷(馮添壽相關人) 臺北市中山區新庄里9鄰農安街77巷9弄7號四樓

土地所有權人-李建忠(馮添壽相關人) 新北市三重區五常里5鄰仁義街143巷54號

土地所有權人-李東興(馮添壽相關人) 新北市三重區五常里5鄰仁義街143巷54號

土地所有權人-黃文忠 臺中市大肚區瑞井里遊園路一段105之25號

土地所有權人-黃何美花 新北市三重區承德里4鄰仁興街特1號

土地所有權人-黃義祥 新北市蘆洲區九芎里4鄰九芎街138巷2號四樓

土地所有權人-黃憶如 臺北縣新店市中央里11鄰中央五路102號

土地所有權人-塗六城 宜蘭縣宜蘭市小東里7鄰新興路90號

土地所有權人-楊素月(楊火旺相關人) 宜蘭縣蘇澳鎮龍德里23鄰福德路428巷24號

土地所有權人-楊素霞(楊火旺相關人) 宜蘭縣冬山鄉丸山村10鄰丸山路89巷7號

土地所有權人-楊林富子 宜蘭縣蘇澳鎮永榮里25鄰蘇濱路二段213巷17號

土地所有權人-趙元嗣 臺北市士林區三玉里3鄰芝玉路二段22號四樓

土地所有權人-趙弘舜 臺北市士林區三玉里3鄰芝玉路二段22號四樓

土地所有權人-鄭殷銓 臺北縣汐止鎮義民里11鄰公園路5號

土地所有權人-歐美伶 臺北市大安區光武里7鄰大安路一段51巷4號四樓

土地所有權人-劉正光 臺北縣新店市中華里3鄰中華路83巷4弄7號四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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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人-劉冠吾(3)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391巷49號三樓

土地所有權人-劉德松 新北市林口區林口里5鄰新寮1之75號

土地所有權人-蕭秋祺 高雄市鼓山區龍水里5鄰明誠四路268號十六樓

土地所有權人-蕭智峰 宜蘭縣蘇澳鎮新城里2鄰新城路55巷22號

土地所有權人-蕭輔強 新北市樹林區彭厝里27鄰太平路180號五樓

土地所有權人-賴芳雄(賴水成相關人) 新北市新莊區富民里5鄰民安路16之27號五樓

土地所有權人-賴如蓁(賴水成相關人) 宜蘭縣羅東鎮西安里1鄰西安街385巷149弄42號

土地所有權人-賴永隆 新竹縣竹北市新社里15鄰新民街198巷18號六樓

土地所有權人-賴玉彬 宜蘭縣礁溪鄉玉石村1鄰健康路68號七樓之3

土地所有權人-賴阿膾 宜蘭縣蘇澳鎮永榮里23鄰新榮路2巷4號

土地所有權人-賴林阿雪(3) 宜蘭縣羅東鎮賢文里公正路237號二樓

土地所有權人-賴俊維 宜蘭縣蘇澳鎮永榮里23鄰新榮路2巷4號

土地所有權人-賴彥安 新北市新店區張北里1鄰北新路二段18號五樓

土地所有權人-賴春盛 宜蘭縣蘇澳鎮永榮里23鄰新榮路4號

土地所有權人-戴邦彥 臺北縣三重市民生里7鄰民生路38巷2弄24號

土地所有權人-韓林靜子 宜蘭縣蘇澳鎮長安里11鄰勝利路14之5號

土地所有權人-蘇勝恭 臺北市大同鄉民權村26鄰民權路144巷19弄5號二樓

土地所有權人-蘇黃金鑾(3) 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一段69巷2號四樓

土地他項權利人-王勝騰 臺北市中山區興亞里21鄰吉林路12巷16號五樓

土地他項權利人-周蔡錦綢 宜蘭縣羅東鎮開羅里7鄰清潭路72巷6號

假扣押查封登記-新加坡商星展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399號13F

預告登記請求權人-陳銀華 新北市板橋區浮洲里19鄰大觀路一段75巷11號三樓

建物所有權人-賴芳雄(賴四林相關人) 新北市新莊區富民里5鄰民安路16之27號五樓

建物所有權人-賴如蓁(賴四林相關人) 宜蘭縣羅東鎮西安里1鄰西安街385巷149弄42號

建物所有權人-洪賴彩雲(賴四林相關人) 桃園市桃園區寶慶里13鄰大興西路二段200之15號六樓

建物所有權人-賴阿膾(賴四林相關人) 宜蘭縣蘇澳鎮永榮里23鄰新榮路2巷4號

建物所有權人-賴永隆(賴四林相關人) 新竹縣竹北市新社里15鄰新民街198巷18號六樓

建物所有權人-賴碧吟(賴四林相關人) 桃園市中壢區石頭里3鄰中平路88巷1之1號五樓

建物所有權人-賴吳美香(賴四林相關人) 宜蘭縣蘇澳鎮永榮里7鄰大同南巷14之19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