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被保管人 被徵收土地行政區 編號 被保管人 被徵收土地行政區

1 紀清華 清水區 111 林志 豐原區

2 傅枝泉 神岡區 112 林超輝(歿) 豐原區

3 傅清甲 神岡區 113 林水森 豐原區

4 傅元陽 神岡區 114 林通 豐原區

5 傅石定 神岡區 115 林銀漢(歿) 豐原區

6 林傳 沙鹿區 116 林灶(歿) 豐原區

7 王燕翼〈歿〉 后里區 117 林萬(歿) 豐原區

8 王元圭〈歿〉 后里區 118 林永成 豐原區

9 王元吉〈歿〉 后里區 119 林煥 豐原區

10 王岩 后里區 120 林鑾 豐原區

11 王學潜 后里區 121 林長賡(歿) 豐原區

12 王鄭却 后里區 122 林浩仁(歿) 豐原區

13 王萬傳〈歿〉 后里區 123 林亮 豐原區

14 李富吉 后里區 124 游壬照 豐原區

15 林文山 大里區 125 游廖妹屎 豐原區

16 林文政 大里區 126 林木材 豐原區

17 張志銘 豐原區 127 林守仁 豐原區

18 張木(歿) 豐原區 128 林守榮 豐原區

19 豐原區 129 林守東 豐原區

20 林超(歿) 豐原區 130 林水畓 豐原區

21 林慶發(歿) 豐原區 131 林木川 豐原區

22 林慶遍(歿) 豐原區 132 林詹蜂 豐原區

23 林慶連(歿) 豐原區 133 林寄珍 豐原區

24 羅錦益 豐原區 134 林麗菊 豐原區

25 林番(歿) 潭子區 135 張坤銘 豐原區

26 林登雲(歿) 潭子區 136 熊燕 豐原區

27 林清江 潭子區 137 林賀卿 豐原區

28 藍榮洲 潭子區 138 林連炎 豐原區

29 林福 潭子區 139 林文端 豐原區

30 鄭國聯 潭子區 140 林瑞菊 豐原區

31 江建灶 大雅區 141 徐亭祿 潭子 區

32 紀朝財 大雅區 142 劉春美 潭子 區

33 廖世遠 大雅區 143 四知六村 潭子 區

34 陳坑(歿) 龍井區 144 聯勤總部留守業務署 潭子 區

35 鄭德山 沙鹿區 145 林登發 潭子 區

36 賴森林 豐原區 146 林新傳 潭子 區

37 張建倫(歿) 豐原區 147 林東國 潭子 區

38 張建勳 豐原區 148 林福來(歿) 潭子 區

臺中市政府94年徵收通知領取未到保管將屆15年清冊(不含之前年度)

依法保障個資，洽詢人資格：

1.本人(請傳真身分證)

2.受託人(請傳真委託人身分證、受託人身分證、委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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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龔文奎 豐原區 149 楊宗 潭子 區

40 林筆 豐原區 150 楊文昭 潭子 區

41 游桶(歿) 豐原區 151 楊淑美 潭子 區

42 林場昭(歿) 豐原區 152 林振榮 潭子 區

43 林秋旺(歿) 豐原區 153 林阿添 潭子 區

44 林萬耒 豐原區 154 柯秋來 沙鹿區

45 林汶昭(歿) 豐原區 155 柯樹根 沙鹿區

46 林老陳(歿) 豐原區 156 張燿浦 后里區

47 林鳥(歿) 豐原區 157
中興地板工廠股份有限

公司 后里區

48 林水 豐原區 158 楊青炎 沙鹿區

49 林梓 豐原區 159 楊秋桂 沙鹿區

50 林崧嶽 豐原區 160 陳金來 沙鹿區

51 林双溪 豐原區 161 祭祀公業童學等3人 沙鹿區

52 林敦(歿) 豐原區 162 蔡陳綢 沙鹿區

53 林波(歿) 豐原區 163 陳慶鎰 沙鹿區

54 林賢 豐原區 164 吳家勇 霧峰區

55 林風(歿) 豐原區 165 詹阿田 新社區

56 林木已(歿) 豐原區 166 詹阿斗 新社區

57 林其木 豐原區 167 詹明發 新社區

58 林阿籃 豐原區 168 詹阿泉 新社區

59 林阿招 豐原區 169 詹阿闊 新社區

60 林印 豐原區 170 洪崇仁 太平區

61 游龍江(歿) 豐原區 171 張潭權 豐原區

62 游毛 豐原區 172 合立木業有限公司 豐原區

63 游竹和 豐原區 173 陳永良 龍井區

64 林槌(歿) 豐原區 174 賴佩修 北屯區

65 游鍳(歿) 豐原區 175 陳炎 北屯區

66 游四全(歿) 豐原區 176 陳水龍 北屯區

67 游賀(歿) 豐原區 177 康元信 西屯區

68 游賜偏 豐原區 178 盧家族 西屯區

69 游見三(歿) 豐原區 179 洪清秀 西屯區

70 游二顯(歿) 豐原區 180 黃清 西屯區

71 游輟 豐原區 181 洪榮華 西屯區

72 游萍 豐原區 182 張天包 西屯區

73 游阿溪(歿) 豐原區 183 張林玉美 西屯區

74 游來傳 豐原區 184 林雲寶 西屯區

75 游阿遠 豐原區 185 楊聰明 西屯區

76 游添福(歿) 豐原區 186 楊傑 西屯區

77 游樹林 豐原區 187 張炳財 西屯區

78 游查某 豐原區 188 曾細祥 西屯區

79 游允 豐原區 189 李公 西屯區

80 游連(歿) 豐原區 190 楊延海 西屯區

81 林金城(歿) 豐原區 191 陳金明 西屯區

82 林朝令(歿) 豐原區 192 蔣雲安 西屯區

83 林養 豐原區 193 溫其海 西屯區

84 林文智 豐原區 194 王廖阿免 北區



85 林貴 豐原區 195 王能章 北區

86 林富 豐原區 196 王飛鵬 北區

87 林子騰 豐原區 197 王美惠 北區

88 林金菊 豐原區 198 柳玉山 南屯區

89 林桂森 豐原區 199 陳秀鳳 南區

90 林存五(歿) 豐原區 200 林蘇美花 東區

91 林存本 豐原區 201 賴慶榮 北區

92 林存三(歿) 豐原區 202 紀武雙 西屯區

93 林存垣 豐原區 203 林福耀 西屯區

94 林存仲(歿) 豐原區 204 林耀輝 西屯區

95 林吽(歿) 豐原區 205 林振源 西屯區

96 林有祥 豐原區 206 張包 西屯區

97 林福 豐原區 207 張朝宗 西屯區

98 林却 豐原區 208 李林秀美 西屯區

99 林庚 豐原區 209 吳林富美 西屯區

100 林古 豐原區 210 許林薰 西屯區

101 林萬全(歿) 豐原區 211 廖林美悧 西屯區

102 林琴 豐原區 212 紀武雙 西屯區

103 林麟 豐原區 213 陳卓麗姿 西屯區

104 林見賢 豐原區

105 林見智 豐原區

106 林秋生 豐原區

107 林烈 豐原區

108 林坤燦 豐原區

109 林水 豐原區

110 林科 豐原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