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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同堂獎
序號 縣市 區域 得獎家庭
001 基隆市 暖暖區 吳張猜　家庭
002 新北市 永和區 盧陳足　家庭
003 新竹縣 竹北市 魏劉鏬妹　家庭
004 臺中市 太平區 邱黃日妹　家庭
005 臺中市 北屯區 賴劉玉雲　家庭
006 彰化縣 和美鎮 陳羅/陳邱滿　家庭
007 彰化縣 和美鎮 許黃夜明　家庭
008 雲林縣 大埤鄉 江新旺　家庭
009 嘉義市 西區 葉文龍　家庭
010 嘉義市 東區 李水火　家庭
011 高雄市 大樹區 林茂　家庭
012 屏東縣 內埔鄉 廖劉招妹　家庭
013 屏東縣 萬丹鄉 吳萬基/吳陳月　家庭
014 屏東縣 萬丹鄉 李省　家庭
015 屏東縣 萬巒鄉 賴李賢妹　家庭
016 宜蘭縣 冬山鄉 黃阿燕　家庭
017 屏東縣 長治鄉 吳玉山　家庭

溫暖貼心獎
序號 縣市 區域 得獎家庭
018 臺北市 松山區 袁傑　家庭
019 新北市 中和區 梅長俊/常知維　家庭
020 新北市 中和區 呂簡幼　家庭
021 新北市 新店區 張孫靜芳　家庭
022 新竹縣 新埔鎮 江進財/江劉三妹　家庭
023 苗栗縣 頭份鎮 章星行年　家庭
024 臺中市 潭子區 張二　家庭
025 臺中市 太平區 姚劉秀勤　家庭
026 臺中市 東區 周精一/周陳腊年　家庭
027 臺中市 大甲區 林許粉　家庭
028 彰化縣 田中鎮 林昭仁/楊玉英　家庭
029 彰化縣 彰化市 廖茂盛　家庭
030 彰化縣 和美鎮 方趙金鍊　家庭
031 彰化縣 和美鎮 謝蔡柴　家庭
032 南投縣 埔里鎮 魏順美　家庭
033 嘉義縣 水上鄉 林五君/林沈苡　家庭
034 嘉義縣 大林鎮 江鄭明珠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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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 高雄市 大寮區 楊昭陽　家庭
036 屏東縣 南州鄉 林德和/楊美桂　家庭
037 屏東縣 潮州鎮 潘天賜/潘綉琴　家庭
038 屏東縣 潮州鎮 鄭曾寶妹　家庭
039 屏東縣 潮州鎮 潘花開　家庭
040 屏東縣 潮州鎮 辛洪鑾鶯　家庭
041 屏東縣 萬丹鄉 鄭石獅　家庭
042 屏東縣 潮州鎮 陳林金鳳　家庭
043 臺東縣 關山鎮 徐廖松英　家庭
044 臺東縣 關山鎮 劉明潔/楊愛嬌　家庭

齊心團結獎
序號 縣市 區域 得獎家庭
045 臺北市 北投區 陳林清　家庭
046 臺北市 北投區 李春茶　家庭
047 新竹縣 竹北市 李彭柑妹　家庭
048 新竹縣 竹北市 范水寶/范劉桂香　家庭
049 新竹縣 竹北市 翁范桂妹　家庭
050 新竹縣 竹北市 劉明枝　家庭
051 苗栗縣 後龍鎮 吳蔣阿濟妹　家庭
052 苗栗縣 三義鄉 李錦河　家庭
053 臺中市 大里區 吳賴春梅　家庭
054 臺中市 北區 黃路娣　家庭
055 彰化縣 彰化市 劉吳彩鶴　家庭
056 彰化縣 田中鎮 蕭仁仲　家庭
057 彰化縣 和美鎮 陳鄭秀網　家庭
058 彰化縣 和美鎮 李清枝/李陳菊　家庭
059 彰化縣 和美鎮 施三進/施林滿　家庭
060 雲林縣 林內鄉 謝茆茫　家庭
061 雲林縣 海豐鄉 王華雄　家庭
062 嘉義縣 民雄鄉 陳莊禮　家庭
063 嘉義縣 水上鄉 林黃玉珠　家庭
064 臺南市 六甲區 王水得/王毛海雲　家庭
065 臺南市 學甲鎮 李陳嫌　家庭
066 高雄市 鳳山區 陳謝乳　家庭
067 高雄市 彌陀區 孫克明/孫李秀　家庭
068 高雄市 三民區 蘇天益/蘇劉玉品　家庭
069 屏東縣 內埔鄉 張邱和妹　家庭
070 屏東縣 竹田 陳順意/陳黃麗香　家庭
071 屏東縣 新埤鄉 朱魁安/朱黃棠妹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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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2 屏東縣 麟洛鄉 涂邱申酉　家庭
073 屏東縣 萬丹鄉 林李金英　家庭
074 屏東縣 內埔鄉 李福德　家庭
075 宜蘭縣 羅東鎮 林旺枝/林許阿萍　家庭
076 臺東縣 鹿野鄉 江邱美妹　家庭
077 臺東縣 池上鄉 戴潘玉花　家庭

嶄新樣貌獎
序號 縣市 區域 得獎家庭
078 基隆市 七堵區 邱樹嘉/王靜江　家庭
079 臺北市 萬華區 劉文德/劉呂枝美　家庭
080 新竹縣 竹北市 李鄭梅英　家庭
081 臺中市 中區 黃陳對　家庭
082 臺中市 太平區 張弘道/張陳映美　家庭
083 彰化縣 埤頭鄉 許詹燦蓮　家庭
084 彰化縣 和美鎮 謝施桂　家庭
085 嘉義市 西區 黃玉花　家庭
086 嘉義縣 水上鄉 林黃怨　家庭
087 嘉義縣 水上鄉 林登科/林吳足　家庭
088 臺南市 永康區 王錫圭/文紹貞　家庭
089 屏東縣 潮州鎮 楊守國　家庭
090 屏東縣 萬巒鄉 陳國城/陳林成妹　家庭
091 屏東縣 三地門鄉 馬春生/馬曾佳惠　家庭
092 屏東縣 高樹鄉 梁振興/梁邱郡妹　家庭
093 屏東縣 高樹鄉 龍方秀　家庭
094 澎湖縣 馬公市 蔡茂榮　家庭

多元居住獎
序號 縣市 區域 得獎家庭
095 臺北市 大安區 邱永隆　家庭
096 臺中市 北屯區 薛芳佳/黃妙卿　家庭
097 南投縣 南投市 吳枝　家庭
098 南投縣 南投市 賴張桂蘭　家庭
099 臺南市 北區 王陳冬荷　家庭
100 高雄市 三民區 徐家麟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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