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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地區日據時期番地與現在街路門牌對照表 

里名 路街巷名 門牌號 邊門數 後門數
舊住址 

町 丁目 番地 

聖前 府前路 88     南門町 一 91 

聖前 府前路 89 之 1     南門町 一 91 

聖前 府前路 89 之２     南門町 一 89 

聖前 府前路 89     南門町 一   

聖前 府前路 89 之 3     南門町 一 89 

聖前 府前路 89 之 4     南門町 一 89 

聖前 府前路 90     南門町 一 86 

聖前 府前路 91     南門町 一 83 

聖前 府前路 91     南門町 一 82 

聖前 府前路 92     南門町 一 82 

聖前 府前路 92 之 1     南門町 一 86 

聖前 府前路 93     南門町 一 100 

聖前 府前路 94     南門町 一 66 

聖前 府前路 95     南門町 一 63 

聖前 府前路 96     南門町 一 63 

聖前 府前路 97     南門町 一 62 

聖前 府前路 98     南門町 一 66 

聖前 府前路 99     南門町 一 60 

聖前 府前路 100     南門町 一 60 

聖前 府前路 101     南門町 一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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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地區日據時期番地與現在街路門牌對照表 

里名 路街巷名 門牌號 邊門數 後門數
舊住址 

町 丁目 番地 

聖前 府前路 102     南門町 一 60 

聖前 府前路 103     南門町 一 47 

聖前 進學街 1     南門町 二 43 

聖前 進學街 2           

聖前 府前路 104     南門町 二 41 

聖前 府前路 105     南門町 二 41 

聖前 府前路 106     南門町 二 41 

聖前 府前路 107     南門町 二 41 

聖前 府前路 108           

石橋 府前路 109     南門町 二 13 

石橋 府前路 111     南門町 二 13 

石橋 府前路 113     南門町 二 13 

石橋 府前路 115     南門町 二 13 

石橋 府前路 117           

石橋 府前路 119           

石橋 府前路 121     南門町 三 14 

石橋 府前路 121 之 1     南門町 三 14 

石橋 府前路 123     南門町 三 14 

石橋 府前路 125   1 泉   8 

昆沙 府前路 125 之 1   1 泉   8 

昆沙 府前路 125 之 2   1 泉   8 

昆沙 府前路 125 之 3   1 泉   8 

昆沙 府前路 127   1 泉   8 

昆沙 府前路 129   1 泉   9 

昆沙 府前路 131   1 泉   9 

昆沙 府前路 133   1 泉     

昆沙 府前路 135     泉   63 

昆沙 府前路 137     泉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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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地區日據時期番地與現在街路門牌對照表 

里名 路街巷名 門牌號 邊門數 後門數
舊住址 

町 丁目 番地 

昆沙 府前路 139     泉   71 

昆沙 府前路 141     泉   71 

昆沙 府前路 143     泉   73 

昆沙 府前路 145     泉   74 

昆沙 府前路 147     泉   75 

昆沙 府前路 149     泉   77 

昆沙 府前路 149     泉   78 

昆沙 府前路 151     泉   77 

大南 大南 2           

大南 大南 4           

大南 大南 6           

大南 大南 14           

大南 大南第 3 巷             

大南 大南 22     桶盤淺   52-32 

大南 大南 32     桶盤淺   52-32 

大南 大南 34           

大南 大南 36           

昆沙 府前昆沙路 1     泉   8 

昆沙 府前昆沙路 2     泉   8 

昆沙 府前昆沙路 3 1 1 泉   13 

昆沙 府前昆沙路 4   1 泉   13 

昆沙 府前昆沙路 4     泉   22 

昆沙 府前昆沙路 5     泉   22 

昆沙 府前昆沙路 6     泉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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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地區日據時期番地與現在街路門牌對照表 

里名 路街巷名 門牌號 邊門數 後門數
舊住址 

町 丁目 番地 

昆沙 府前昆沙路 7     泉   21 

昆沙 府前昆沙路 8     泉   20 

昆沙 府前昆沙路 9     泉   24.25 

昆沙 府前昆沙路 10     泉   31 

昆沙 府前昆沙路 11     泉   31 

昆沙 府前昆沙路 12     泉   35 

昆沙 府前昆沙路 13     泉   34 

昆沙 府前昆沙路 14     泉   29 

昆沙 府前昆沙路 15     泉   29 

昆沙 府前昆沙路 16     泉   29 

昆沙 府前昆沙路 17     泉   26 

昆沙 府前昆沙路 18     泉     

昆沙 府前昆沙路 19     泉   27 

昆沙 府前昆沙路 20     泉   27 

昆沙 府前昆沙路 21     泉   17 

昆沙 府前昆沙路 22     泉   27 

竹溪 健康路 11     桶盤淺   18 

竹溪 健康路 12     桶盤淺   18 

竹溪 健康路 13     桶盤淺   18 

竹溪 健康路 13 之 1     桶盤淺   18 

竹溪 健康路 14     桶盤淺   18 

竹溪 健康路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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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地區日據時期番地與現在街路門牌對照表 

里名 路街巷名 門牌號 邊門數 後門數
舊住址 

町 丁目 番地 

竹溪 健康路 17           

竹溪 健康路 19           

竹溪 健康路 21           

竹溪 健康路 23           

竹溪 健康路 25           

大南 健康路 27     桶盤淺   18 

大南 健康路 36           

大南 健康路 37           

大南 健康路 38           

大南 健康路 39           

大南 健康路 40           

大南 健康路 41           

大南 健康路 42           

仙草 健康路 43           

仙草 健康路 44           

仙草 健康路 45     塩埕   170 

昆沙 府前昆沙路 23 1   泉   28 

昆沙 府前昆沙路 24     泉   33 

昆沙 府前昆沙路 25     泉     

昆沙 府前昆沙路 26     泉   35 

昆沙 府前昆沙路 27     泉   19 

昆沙 府前昆沙路 28     泉   16.18 

昆沙 府前昆沙路 29     泉   16 

昆沙 府前昆沙路 30     泉   12 

昆沙 府前昆沙路 31     泉   12 

昆沙 府前昆沙路 32     泉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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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地區日據時期番地與現在街路門牌對照表 

里名 路街巷名 門牌號 邊門數 後門數
舊住址 

町 丁目 番地 

昆沙 府前昆沙路 33     泉   14 

昆沙 府前昆沙路 34     泉   14 

大南 南門路第 3 巷 1     桶盤淺   52-22 

大南 南門路第 3 巷 2     桶盤淺   52-22 

大南 南門路第 3 巷 3     桶盤淺   52-22 

大南 南門路第 3 巷 4     桶盤淺   52-22 

大南 南門路第 3 巷 5     桶盤淺   52-22 

大南 南門路第 3 巷 6     桶盤淺   52-22 

大南 南門路第 3 巷 7     桶盤淺   52-22 

大南 南門路第 3 巷 8     桶盤淺   52-22 

大南 南門路第 3 巷 9     桶盤淺   52-22 

大南 南門路第 3 巷 10     桶盤淺   52-22 

大南 南門路第 3 巷 11     桶盤淺   52-22 

大南 南門路第 3 巷 12     桶盤淺   52-22 

大南 南門路第 3 巷 13     桶盤淺   52-22 

大南 南門路第 3 巷 14     桶盤淺   52-22 

大南 南門路第 3 巷 14 之 1     桶盤淺   52-22 

大南 南門路第 3 巷 14 之 2     桶盤淺   52-22 

大南 南門路第 3 巷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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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地區日據時期番地與現在街路門牌對照表 

里名 路街巷名 門牌號 邊門數 後門數
舊住址 

町 丁目 番地 

大南 南門路第 3 巷 16           

大南 南門路第 3 巷 17           

大南 南門路第 3 巷 18           

大南 南門路第 3 巷 19           

大南 南門路第 3 巷 20           

大南 南門路第 3 巷 20 之 1           

大南 南門路第 3 巷 21           

大南 南門路第 3 巷 22           

大南 南門路第 3 巷 23           

大南 南門路第 3 巷 24           

大南 南門路第 3 巷 25           

大南 南門路第 3 巷 26           

大南 南門路第 3 巷 26 之 1           

大南 南門路第 3 巷 27           

大南 南門路第 3 巷 28           

大南 南門路第 5 巷 1           

大南 南門路第 5 巷 2           

  南門路第 5 巷 3           

大南 南門路第 5 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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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地區日據時期番地與現在街路門牌對照表 

里名 路街巷名 門牌號 邊門數 後門數
舊住址 

町 丁目 番地 

大南 南門路第 5 巷 5,6           

大南 南門路第 5 巷 
7,8,9,10,11,1

2,13 
          

大南 南門路第 5 巷 14           

大南 南門路第 5 巷 
15,16,17,18,

19,20,21 
          

大南 南門路第 5 巷 22           

大南 南門路第 5 巷 
23,24,25,26,

27,28 
          

南郊 南門路第 5 巷 29,30           

大南 南門路第 7 巷 1           

大南 南門路第 7 巷 2           

大南 南門路第 7 巷 3           

大南 南門路第 7 巷 4           

大南 南門路第 7 巷 5           

大南 南門路第 7 巷 6           

大南 南門路第 7 巷 7           

大南 南門路第 7 巷 8           

大南 南門路第 7 巷 
9,10,11,12,1

3,14,15,16, 
          

大南 南門路第 7 巷 
17,18,19,20,

21,22,23,24
          

大南 南門路第 7 巷 25,26,27,28           

大南 南門路第 13 巷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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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地區日據時期番地與現在街路門牌對照表 

里名 路街巷名 門牌號 邊門數 後門數
舊住址 

町 丁目 番地 

大南 南門路第 13 巷 3         52-157 

大南 南門路第 13 巷 4           

大南 南門路第 13 巷 4 之 1           

大南 南門路第 13 巷 4 之 2,3,4           

大南 南門路第 13 巷 5           

大南 南門路第 13 巷 6           

大南 南門路第 13 巷 7           

大南 南門路第 13 巷 8           

大南 南門路第 13 巷 9           

大南 南門路第 13 巷 10           

大南 南門路第 13 巷 10 之 1           

大南 南門路第 13 巷 11           

大南 南門路第 13 巷 11 之 1           

大南 南門路第 13 巷 12           

大南 南門路第 13 巷 12 之 1           

大南 南門路第 13 巷 13           

大南 南門路第 13 巷 14           

大南 南門路第 13 巷 14 之 1           

大南 南門路第 13 巷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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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地區日據時期番地與現在街路門牌對照表 

里名 路街巷名 門牌號 邊門數 後門數
舊住址 

町 丁目 番地 

大南 南門路第 13 巷 16           

大南 南門路第 13 巷 17           

大南 南門路第 13 巷 18           

竹溪 健康路竹溪巷 1     桶盤淺   18 

竹溪 健康路竹溪巷 2     桶盤淺   18 

竹溪 健康路竹溪巷 3,4,5,6     桶盤淺   18 

竹溪 健康路竹溪巷 7,9,11     桶盤淺   18 

竹溪 健康路竹溪巷 8,10     桶盤淺   18 

竹溪 健康路竹溪巷 12,13     桶盤淺   18 

竹溪 健康路竹溪巷 14     桶盤淺   18 

竹溪 健康路竹溪巷 14 之 2     桶盤淺   18 

竹溪 健康路竹溪巷 14 之 1     桶盤淺   18 

竹溪 健康路竹溪巷 15     桶盤淺   18 

竹溪 健康路竹溪巷 16     桶盤淺   18 

竹溪 健康路竹溪巷 17     桶盤淺   18 

竹溪 健康路竹溪巷 18     桶盤淺   18 

竹溪 健康路竹溪巷 19     桶盤淺   18 

竹溪 健康路竹溪巷 20     桶盤淺   18 

竹溪 健康路竹溪巷 21     桶盤淺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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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地區日據時期番地與現在街路門牌對照表 

里名 路街巷名 門牌號 邊門數 後門數
舊住址 

町 丁目 番地 

竹溪 健康路竹溪巷 22     桶盤淺   18 

竹溪 健康路竹溪巷 23     桶盤淺   18 

竹溪 健康路竹溪巷 24,25,26     桶盤淺   18 

竹溪 健康路竹溪巷 27     桶盤淺   18 

竹溪 健康路竹溪巷 28     桶盤淺   18 

竹溪 健康路竹溪巷 29     桶盤淺   18 

竹溪 健康路竹溪巷 30     桶盤淺   18 

竹溪 健康路竹溪巷 31     桶盤淺   18 

竹溪 健康路竹溪巷 32     桶盤淺   18 

竹溪 健康路竹溪巷 33     桶盤淺   18 

竹溪 健康路竹溪巷 34     桶盤淺   18 

竹溪 健康路竹溪巷 35,36     桶盤淺   18 

竹溪 健康路竹溪巷 37,38     桶盤淺   18 

竹溪 健康路竹溪巷 39     桶盤淺   18 

竹溪 健康路竹溪巷 40     桶盤淺   18 

竹溪 健康路竹溪巷 41     桶盤淺   18 

竹溪 健康路竹溪巷 42     桶盤淺   18 

竹溪 健康路竹溪巷 43     桶盤淺   18 

竹溪 健康路竹溪巷 44,45,46,47     桶盤淺   18 



 12

市區地區日據時期番地與現在街路門牌對照表 

里名 路街巷名 門牌號 邊門數 後門數
舊住址 

町 丁目 番地 

竹溪 健康路竹溪巷 48,49,50     桶盤淺   18 

竹溪 健康路竹溪巷 51     桶盤淺   18 

竹溪 健康路竹溪巷 52     桶盤淺   18 

竹溪 健康路竹溪巷 53     桶盤淺   18 

竹溪 健康路竹溪巷 54     桶盤淺   18 

南郊 新生街 6           

南郊 新生街 5           

南郊 新生街 4           

南郊 新生街 7           

南郊 新生街 8           

大林 大同南路 1,3,5     桶盤淺   132 

大林 大同南路 7     桶盤淺   132 

大林 大同南路 9     桶盤淺   132 

大林 大同南路 1     桶盤淺   130 

大林 大同南路 2     桶盤淺   129 

大林 大同南路 3     桶盤淺   129 

大林 大同南路 4     桶盤淺   131 

大林 大同南路 5     桶盤淺   131 

大林 大同南路 6     桶盤淺   131 

大林 大同南路 7     桶盤淺   131 

大林 大同南路 8     桶盤淺   131 

大林 大同南路 9         131 

大林 大同南路 10         131 

大林 大同南路 11         131 

大林 大同南路 12         130 

大林 大同南路 13         130 

大林 大同南路 14         130 

大林 大同南路 15         130 

大林 大同南路 16         130 

大林 大同南路 17         130 

大林 大同南路 18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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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地區日據時期番地與現在街路門牌對照表 

里名 路街巷名 門牌號 邊門數 後門數
舊住址 

町 丁目 番地 

大林 大同南路 19         130 

大林 大同南路 20         130 

大林 大同南路 21         130 

大林 大同南路 22         130 

大林 大同南路 23         130 

大林 大同南路 24         130 

大林 大同南路 25         130 

大林 大同南路 26         130 

大林 大同南路 27         130 

大林 大同南路 28         130 

大林 大同南路 29         130 

大林 大同南路 30         130 

大林 大同南路 31         130 

大林 大同南路 32         130 

大林 大同南路 33         130 

大林 大同南路 34         130 

大林 大同南路 35         130 

大林 大同南路 36         130 

大林 大同南路 37         130 

大林 大同南路 38         130 

大林 大同南路 39         130 

大林 大同南路 40         130 

大林 大同南路 41         130 

大林 大同南路 42         130 

大林 大同南路 43         124 

大林 大同南路 44         124 

大林 大同南路 45         124 

大林 大同南路 46         124 

大林 大同南路 47         124 

大林 大同南路 48         124 

大林 大同南路 49         124 

大林 大同南路 50         124 

大林 大同南路 51         124 

大林 大同南路 52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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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地區日據時期番地與現在街路門牌對照表 

里名 路街巷名 門牌號 邊門數 後門數
舊住址 

町 丁目 番地 

大林 大同南路 53         124 

大林 大同南路 54         124 

大林 大同南路 55         124 

大林 大同南路 56         124 

大林 大同南路 57         124 

大林 大同南路 58         124 

大林 大同路 11           

大林 大同路 13           

大林 大同路 15           

大林 大同北路 1           

大林 大同北路 2           

大林 大同北路 3           

大林 大同北路 4           

大林 大同北路 5           

大林 大同北路 6           

大林 大同北路 7           

大林 大同北路 8           

大林 大同北路 9           

大林 大同北路 10           

大林 大同北路 11           

大林 大同北路 12           

大林 大同北路 13           

大林 大同北路 14           

大林 大同北路 15           

大林 大同北路 16           

大林 大同北路 17           

大林 大同北路 18           

大林 大同北路 19           

大林 大同北路 20           

大林 大同北路 21           

大林 大同北路 22           

大林 大同北路 23           

大林 大同北路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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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地區日據時期番地與現在街路門牌對照表 

里名 路街巷名 門牌號 邊門數 後門數
舊住址 

町 丁目 番地 

大林 大同北路 25           

大林 大同北路 26           

大林 大同北路 27           

大林 大同北路 28           

大林 大同北路 29           

大林 大同北路 30           

大林 大同北路 31           

大林 大同北路 32           

大林 大同北路 33           

大林 大同北路 34           

大林 大同北路 35           

大林 大同北路 36           

大林 大同北路 37           

大林 大同北路 38           

大林 大同北路 39           

大林 大同北路 40           

大林 大同北路 41           

大林 大同北路 42           

大林 大同北路 43           

大林 大同北路 44           

大林 大同北路 45           

大林 大同北路 46           

大林 大同北路 47           

大林 大同北路 48           

大林 大同北路 49           

大林 大同北路 50           

大林 大同北路 51           

大林 大同北路 52           

大林 大同北路 53           

大林 大同北路 54           

大林 大同北路 55           

大林 大同北路 56           

大林 大同北路 57           

大林 大同北路 53 之 1           

大林 大同北路 55 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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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地區日據時期番地與現在街路門牌對照表 

里名 路街巷名 門牌號 邊門數 後門數
舊住址 

町 丁目 番地 

聖前 進學街 1     南門 二 43 

聖前 進學街 2           

聖前 進學街法院巷 1,2,3,4     南門   50 

聖前 進學街法院巷 5,6           

聖前 進學街法院巷 3           

聖前 進學街法院巷 7           

聖前 進學街法院巷 8           

聖前 進學街法院巷 9           

聖前 進學街法院巷 10           

聖前 進學街法院巷 11           

聖前 進學街法院巷 12           

聖前 進學街法院巷 13     南門   2-5 

聖前 進學街法院巷 14           

聖前 進學街法院巷 15           

聖前 進學街法院巷 16           

聖前 進學街法院巷 17           

聖前 新生街法院巷 1           

聖前 新生街法院巷 2           

聖前 新生街法院巷 3           

聖前 新生街法院巷 4           



 17

市區地區日據時期番地與現在街路門牌對照表 

里名 路街巷名 門牌號 邊門數 後門數
舊住址 

町 丁目 番地 

聖前 新生街法院巷 5           

聖前 新生街法院巷 6           

聖前 新生街法院巷 7           

聖前 新生街法院巷 8           

聖前 新生街法院巷 9           

聖前 新生街法院巷 10           

聖前 新生街 1           

聖前 新生街 2           

聖前 新生街 3         54 

聖前 新生街電力巷 1         51 

聖前 新生街電力巷 2           

聖前 新生街電力巷 3           

聖前 新生街電力巷 4           

聖前 新生街電力巷 5           

聖前 新生街電力巷 6           

聖前 新生街電力巷 7           

聖前 新生街電力巷 8           

聖前 新生街電力巷 9           

聖前 新生街電力巷 10           

聖前 新生街電力巷 11           

聖前 新生街電力巷 12           



 18

市區地區日據時期番地與現在街路門牌對照表 

里名 路街巷名 門牌號 邊門數 後門數
舊住址 

町 丁目 番地 

聖前 新生街電力巷 13           

聖前 新生街電力巷 14           

聖前 新生街電力巷 15           

聖前 新生街電力巷 16           

昆明 玉泉街 1           

昆明 玉泉街 3           

昆明 玉泉街 5         84 

昆明 玉泉街 7           

昆明 玉泉街 9           

昆明 玉泉街 11         99 

小西 玉泉街 13           

小西 玉泉街 15           

小西 玉泉街 17           

小西 玉泉街 19           

小西 玉泉街 21           

小西 玉泉街 23         99 

小西 玉泉街 25           

小西 玉泉街 27           

小西 玉泉街 29         103 

小西 玉泉街 31         103 

小西 玉泉街 33         103 

昆明 玉泉街昆明巷 1         83 

昆明 玉泉街昆明巷 2           

昆明 玉泉街昆明巷 3           

昆明 玉泉街昆明巷 4           

昆明 府前路 137 之 1           

昆明 府前路 137 之 2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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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地區日據時期番地與現在街路門牌對照表 

里名 路街巷名 門牌號 邊門數 後門數
舊住址 

町 丁目 番地 

昆明 府前路 137 之 3           

昆明 府前路 137 之 4           

昆明 府前路 137 之 5         58 

昆明 府前路 139 之 1         57 

昆明 府前路 139 之 2         57 

昆明 府前路 139 之 3           

昆明 玉泉街昆明巷 5         55,56,57 

昆明 玉泉街昆明巷 6           

昆明 玉泉街昆明巷 7           

昆明 玉泉街昆明巷 8           

昆明 玉泉街昆明巷 9           

昆明 玉泉街昆明巷 10           

昆明 玉泉街昆明巷 11           

昆明 玉泉街昆明巷 12           

昆明 玉泉街昆明巷 13           

昆明 玉泉街昆明巷 14           

昆明 玉泉街昆明巷 15           

昆明 玉泉街昆明巷 16           

昆明 玉泉街昆明巷 17           

昆明 玉泉街昆明巷 18           

昆明 玉泉街昆明巷 19           

昆明 玉泉街昆明巷 20           



 20

市區地區日據時期番地與現在街路門牌對照表 

里名 路街巷名 門牌號 邊門數 後門數
舊住址 

町 丁目 番地 

昆明 玉泉街昆明巷 21           

昆明 玉泉街昆明巷 22           

昆明 玉泉街昆明巷 23           

昆明 玉泉街昆明巷 24           

昆明 玉泉街昆明巷 25           

昆明 玉泉街昆明巷 26           

小西 玉泉街小西巷 1           

小西 玉泉街小西巷 2         95 

小西 玉泉街小西巷 3     泉   96 

小西 玉泉街小西巷 4           

小西 玉泉街小西巷 5           

小西 玉泉街小西巷 6           

小西 玉泉街小西巷 7           

小西 玉泉街小西巷 8           

小西 玉泉街小西巷 9           

小西 玉泉街小西巷 10           

小西 玉泉街小西巷 11           

小西 玉泉街小西巷 12           

小西 玉泉街小西巷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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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地區日據時期番地與現在街路門牌對照表 

里名 路街巷名 門牌號 邊門數 後門數
舊住址 

町 丁目 番地 

小西 玉泉街小西巷 14           

小西 玉泉街小西巷 15           

小西 玉泉街小西巷 16           

小西 玉泉街小西巷 17           

小西 玉泉街小西巷 18           

小西 玉泉街小西巷 19           

小西 玉泉街小西巷 20           

小西 玉泉街小西巷 21           

小西 玉泉街小西巷 22           

小西 玉泉街小西巷 23           

小西 玉泉街小西巷 24           

小西 玉泉街小西巷 25           

小西 玉泉街小西巷 26           

小西 玉泉街小西巷 27           

小西 玉泉街小西巷 28           

小西 玉泉街小西巷 29           

小西 玉泉街小西巷 30           

小西 玉泉街小西巷 31           

小西 玉泉街小西巷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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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地區日據時期番地與現在街路門牌對照表 

里名 路街巷名 門牌號 邊門數 後門數
舊住址 

町 丁目 番地 

小西 玉泉街小西巷 33           

小西 玉泉街小西巷 34           

小西 玉泉街小西巷 35           

小西 玉泉街小西巷 36           

小西 玉泉街小西巷 37           

小西 玉泉街小西巷 38           

小西 玉泉街小西巷 39           

小西 玉泉街小西巷 40           

小西 玉泉街小西巷 41           

小西 玉泉街小西巷 42           

小西 玉泉街小西巷 43           

小西 玉泉街小西巷 44           

小西 玉泉街小西巷 45           

小西 玉泉街小西巷 46           

小西 玉泉街小西巷 47           

小西 玉泉街小西巷 48           

新昌 玉泉街 30     塩埕   5 

石橋 玉泉街 32     塩埕   3 

石橋 玉泉街 32 之 1           

石橋 玉泉街 34           

石橋 玉泉街 36           

石橋 玉泉街 36 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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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地區日據時期番地與現在街路門牌對照表 

里名 路街巷名 門牌號 邊門數 後門數
舊住址 

町 丁目 番地 

石橋 玉泉街 36 之 2           

石橋 玉泉街 36 之 3           

石橋 玉泉街 37           

石橋 玉泉街 37 之 1           

石橋 玉泉街 37 之 2           

石橋 玉泉街 37 之 3           

石橋 玉泉街 38           

石橋 玉泉街 38 之 1           

石橋 玉泉街 38 之 2           

石橋 玉泉街 38 之 3           

石橋 玉泉街 39           

石橋 玉泉街 39 之 1           

石橋 玉泉街 39 之 2           

石橋 玉泉街 39 之 3           

石橋 玉泉街 39 之 4           

石橋 玉泉街 39 之 5           

石橋 玉泉街 39 之 6     塩埕   3 

石橋 玉泉街 39 之 7           

石橋 玉泉街 40           

石橋 玉泉街 40 之 1           

石橋 玉泉街 40 之 2           

石橋 玉泉街 40 之 3           

石橋 玉泉街 40 之 4           

石橋 玉泉街 40 之 5           

石橋 玉泉街 40 之 6           

石橋 玉泉街 40 之 7           

石橋 玉泉街 41           

石橋 玉泉街 41 之 2     塩埕   3 

石橋 玉泉街 41 之 1           

石橋 玉泉街 41 之 3           

石橋 玉泉街 

41 之 4,41 之

5,41 之 6,41

之 7 

          

石橋 玉泉街 42           

石橋 玉泉街 42 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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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地區日據時期番地與現在街路門牌對照表 

里名 路街巷名 門牌號 邊門數 後門數
舊住址 

町 丁目 番地 

石橋 玉泉街 42 之 2           

石橋 玉泉街 42 之 3           

石橋 玉泉街 43           

石橋 玉泉街 33 之 5           

新昌 玉泉街魚行口後 10     塩埕   5 

新昌 玉泉街魚行口後 11           

新昌 玉泉街魚行口後 12     塩埕   5 

新昌 玉泉街魚行口後 13           

新昌 玉泉街魚行口後 14           

新昌 玉泉街魚行口後 30 之 1           

新昌 玉泉街魚行口後 30 之 2           

新昌 玉泉街魚行口後 30 之 3           

新昌 玉泉街魚行口後 8 之 1           

新昌 玉泉街魚行口後 9 之 1           

新昌 玉泉街魚行口後 30 之 4           

新昌 玉泉街魚行口後 30 之 5           

新昌 玉泉街魚行口後 306           

新昌 玉泉街魚行口後 30 之 7           

新昌 玉泉街魚行口後 30 之 8           

新昌 玉泉街魚行口後 15           

新昌 玉泉街魚行口後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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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地區日據時期番地與現在街路門牌對照表 

里名 路街巷名 門牌號 邊門數 後門數
舊住址 

町 丁目 番地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2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1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3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4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5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6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7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8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9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10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11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12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10 之 1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10 之 2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13           

新昌 玉泉街 44           

新昌 玉泉街 44 之 1           

新昌 玉泉街 44 之 2           

新昌 玉泉街 44 之 3           

新昌 玉泉街 45 之 2           

新昌 玉泉街 45 之 3           

新昌 玉泉街 45 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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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地區日據時期番地與現在街路門牌對照表 

里名 路街巷名 門牌號 邊門數 後門數
舊住址 

町 丁目 番地 

新昌 玉泉街 45           

新昌 玉泉街 46           

新昌 玉泉街 46 之 1           

新昌 玉泉街 46 之 2           

新昌 玉泉街 46 之 3           

新昌 玉泉街 46 之 4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14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15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17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16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18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18 之 1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18 之 2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18 之 3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18 之 4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18 之 5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18 之 6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19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19 之 1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19 之 2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19 之 3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21           



 27

市區地區日據時期番地與現在街路門牌對照表 

里名 路街巷名 門牌號 邊門數 後門數
舊住址 

町 丁目 番地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21 之 1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20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20 之 1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20 之 2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20 之 3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22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23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23 之 1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23 之 2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23 之 3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24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25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26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27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28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28 之 1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29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29 之 1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30           



 28

市區地區日據時期番地與現在街路門牌對照表 

里名 路街巷名 門牌號 邊門數 後門數
舊住址 

町 丁目 番地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31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31 之 1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32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33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34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34 之 1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35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34 之 2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36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36 之 1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36 之 2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36 之 3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36 之 4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36 之 5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36 之 6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36 之 7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36 之 8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37 之 1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37           



 29

市區地區日據時期番地與現在街路門牌對照表 

里名 路街巷名 門牌號 邊門數 後門數
舊住址 

町 丁目 番地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37 之 2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38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39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40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41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42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43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44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45           

新昌 玉泉街下林子 46           

新昌 玉泉街 
47,48,49,50,

51 
          

新昌 玉泉街 52           

新昌 玉泉街 53           

新昌 玉泉街 54           

新昌 玉泉街 54 之 1           

仙草 玉泉街 

55,57,59,61,

63,65,67,69,

71 

          

新昌 玉泉街 

56,58,60,62,

64,66,68,70,

72 

          

仙草 玉泉街 73           

仙草 玉泉街 75           

仙草 玉泉街 77           

仙草 玉泉街 79           

仙草 玉泉街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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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地區日據時期番地與現在街路門牌對照表 

里名 路街巷名 門牌號 邊門數 後門數
舊住址 

町 丁目 番地 

仙草 玉泉街大寮 1           

仙草 玉泉街大寮 2           

仙草 玉泉街大寮 3           

仙草 玉泉街大寮 4           

仙草 玉泉街大寮 5           

仙草 玉泉街大寮 6           

仙草 玉泉街大寮 7           

仙草 玉泉街大寮 8           

仙草 玉泉街大寮 9           

仙草 玉泉街大寮 10           

仙草 玉泉街大寮 11           

仙草 玉泉街大寮 12           

仙草 玉泉街大寮 13           

仙草 玉泉街大寮 14           

仙草 玉泉街大寮 15           

仙草 玉泉街大寮 16           

仙草 玉泉街大寮 17           

仙草 玉泉街大寮 18           

仙草 玉泉街大寮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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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地區日據時期番地與現在街路門牌對照表 

里名 路街巷名 門牌號 邊門數 後門數
舊住址 

町 丁目 番地 

仙草 玉泉街大寮 20           

仙草 玉泉街大寮 21           

仙草 玉泉街大寮 22           

仙草 玉泉街大寮 23           

仙草 玉泉街大寮 24           

仙草 玉泉街大寮 25           

仙草 玉泉街大寮 26           

仙草 玉泉街大寮 82           

仙草 玉泉街大寮 82 之 1           

仙草 玉泉街大寮 82 之 2           

仙草 玉泉街大寮 82 之 3           

仙草 玉泉街大寮 83           

仙草 玉泉街大寮 83 之 1           

仙草 健康路 53           

仙草 健康路 53 之 1           

仙草 玉泉街 52 之 1           

田寮 玉泉街 74           

田寮 玉泉街 84           

田寮 玉泉街 85           

田寮 玉泉街 85 之 1           

田寮 玉泉街 86           

田寮 玉泉街 86 之 1           

田寮 玉泉街 86 之 2           

田寮 玉泉街 85 之 2           

田寮 玉泉街 85 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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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地區日據時期番地與現在街路門牌對照表 

里名 路街巷名 門牌號 邊門數 後門數
舊住址 

町 丁目 番地 

田寮 玉泉街 86 之 3           

田寮 玉泉街 87           

田寮 玉泉街 87 之 1           

田寮 玉泉街 88           

田寮 玉泉街 88 之 1           

田寮 玉泉街 89           

田寮 玉泉街 90           

田寮 玉泉街 90 之 1           

田寮 玉泉街 90 之 2           

田寮 玉泉街 90 之 3           

田寮 玉泉街 91           

田寮 玉泉街 92           

田寮 玉泉街 93           

田寮 玉泉街 94           

田寮 玉泉街 95           

田寮 玉泉街 96           

田寮 玉泉街 90 之 3           

仙草 玉泉街 97     塩埕   147 

田寮 玉泉街 98,98 之 1           

田寮 玉泉街 
99,99 之 1,99

之 2,99 之 3
          

田寮 玉泉街 

100,100 之

1,100 之

2,100 之

3,100 之

4,100 之 5 

          

田寮 玉泉街 101           

田寮 玉泉街 102           

田寮 玉泉街 103           

田寮 玉泉街(田寮) 1           

田寮 玉泉街(田寮) 2           

田寮 玉泉街(田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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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地區日據時期番地與現在街路門牌對照表 

里名 路街巷名 門牌號 邊門數 後門數
舊住址 

町 丁目 番地 

田寮 玉泉街(田寮) 4           

田寮 玉泉街(田寮) 5           

田寮 玉泉街(田寮) 6           

田寮 玉泉街(田寮) 6 之 1           

田寮 玉泉街(田寮) 7           

田寮 玉泉街(田寮) 7 之 1           

田寮 玉泉街(田寮) 88 之 1           

田寮 玉泉街(田寮) 89           

田寮 玉泉街(田寮) 9 之 1           

田寮 玉泉街(田寮) 10           

田寮 玉泉街(田寮) 10 之 1           

田寮 玉泉街(田寮) 11 之 1           

田寮 玉泉街(田寮) 11           

田寮 玉泉街(田寮) 12           

田寮 玉泉街(田寮) 12 之 1           

田寮 玉泉街(田寮) 13           

田寮 玉泉街(田寮) 13 之 1           

田寮 玉泉街(田寮) 14           

田寮 玉泉街(田寮)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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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地區日據時期番地與現在街路門牌對照表 

里名 路街巷名 門牌號 邊門數 後門數
舊住址 

町 丁目 番地 

田寮 玉泉街(田寮) 16           

田寮 玉泉街(田寮) 17           

田寮 玉泉街(田寮) 18           

田寮 玉泉街(田寮) 19           

田寮 玉泉街(田寮) 20           

日新 塩埕路 1           

日新 塩埕路 2           

日新 塩埕路 3           

日新 塩埕路 4           

日新 塩埕路 5           

日新 塩埕路 6           

日新 塩埕路 7           

日新 塩埕路 8           

日新 塩埕路 9           

日新 塩埕路 10           

日新 塩埕路 11           

日新 塩埕路 12           

日新 塩埕路 13           

日新 塩埕路 14           

日新 塩埕路 15           

日新 塩埕路 16           

日新 塩埕路 17           

日新 塩埕路 18           

日新 塩埕路 19           

日新 塩埕路 20           

日新 塩埕路 21           

日新 塩埕路 22           

日新 塩埕路 23           

日新 塩埕路 24           

日新 塩埕路 25           

日新 塩埕路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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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地區日據時期番地與現在街路門牌對照表 

里名 路街巷名 門牌號 邊門數 後門數
舊住址 

町 丁目 番地 

日新 塩埕路 27           

日新 塩埕路 28           

日新 塩埕路 29           

日新 塩埕路 30           

日新 塩埕路 31           

日新 塩埕路 32           

日新 塩埕路 33           

日新 塩埕路 34           

日新 塩埕路 35           

日新 塩埕路 36           

日新 塩埕路 37           

日新 塩埕路 38           

日新 塩埕路 39           

日新 塩埕路 40           

日新 塩埕路 41           

日新 塩埕路 42           

日新 塩埕路 43           

日新 塩埕路 44           

日新 塩埕路 45           

日新 塩埕路 46           

日新 塩埕路 47           

日新 塩埕路 48           

日新 塩埕路 49           

日新 塩埕路 50           

日新 塩埕路 51           

日新 塩埕路 52           

日新 塩埕路 53           

日新 塩埕路 54           

日新 塩埕路 55           

日新 塩埕路 56           

日新 塩埕路 57           

日新 塩埕路 58           

日新 塩埕路 59           

日新 塩埕路 60           

日新 塩埕路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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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地區日據時期番地與現在街路門牌對照表 

里名 路街巷名 門牌號 邊門數 後門數
舊住址 

町 丁目 番地 

日新 塩埕路 62           

日新 塩埕路 63           

日新 塩埕路 64           

日新 塩埕路 65           

日新 塩埕路 66           

日新 塩埕路 67           

日新 塩埕路 68           

日新 塩埕路 69           

日新 塩埕路 70           

日新 塩埕路 71           

日新 塩埕路 72           

日新 塩埕路 73           

日新 塩埕路 74           

日新 塩埕路 75           

白雪 塩埕路 1           

白雪 塩埕路 2           

白雪 塩埕路 3           

白雪 塩埕路 4           

白雪 塩埕路 5           

白雪 塩埕路 6           

白雪 塩埕路 7           

白雪 塩埕路 8           

白雪 塩埕路 9           

白雪 塩埕路 10           

白雪 塩埕路 11           

白雪 塩埕路 12           

白雪 塩埕路 13           

白雪 塩埕路 14           

白雪 塩埕路 15           

白雪 塩埕路 16           

白雪 塩埕路 1           

白雪 塩埕路 18           

白雪 塩埕路 19           

白雪 塩埕路 20           

白雪 塩埕路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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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地區日據時期番地與現在街路門牌對照表 

里名 路街巷名 門牌號 邊門數 後門數
舊住址 

町 丁目 番地 

白雪 塩埕路 22           

白雪 塩埕路 23           

白雪 塩埕路 24           

白雪 塩埕路 25           

白雪 塩埕路 26           

白雪 塩埕路 27           

白雪 塩埕路 28           

白雪 塩埕路 29           

白雪 塩埕路 30           

白雪 塩埕路 31           

白雪 塩埕路 32           

白雪 塩埕路 33           

白雪 塩埕路 34           

白雪 塩埕路 35           

白雪 塩埕路 36           

白雪 塩埕路 37           

白雪 塩埕路 38           

白雪 塩埕路 39           

白雪 塩埕路 40           

白雪 塩埕路 41           

白雪 塩埕路 42           

白雪 塩埕路 43           

白雪 塩埕路 44           

白雪 塩埕路 45           

白雪 塩埕路 46           

白雪 塩埕路 47           

白雪 塩埕路 48           

白雪 塩埕路 49           

白雪 塩埕路 50           

白雪 塩埕路 51           

白雪 塩埕路 52           

白雪 塩埕路 53           

白雪 塩埕路 54           

白雪 塩埕路 55           

白雪 塩埕路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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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地區日據時期番地與現在街路門牌對照表 

里名 路街巷名 門牌號 邊門數 後門數
舊住址 

町 丁目 番地 

白雪 塩埕路 57           

白雪 塩埕路 58           

白雪 塩埕路 59           

白雪 塩埕路 60           

明亮 塩埕路 1           

明亮 塩埕路 2           

明亮 塩埕路 3           

明亮 塩埕路 4           

明亮 塩埕路 5           

明亮 塩埕路 6           

明亮 塩埕路 7           

明亮 塩埕路 8           

明亮 塩埕路 9           

明亮 塩埕路 10           

明亮 塩埕路 11           

明亮 塩埕路 12           

明亮 塩埕路 13           

明亮 塩埕路 14           

明亮 塩埕路 15           

明亮 塩埕路 16           

明亮 塩埕路 17           

明亮 塩埕路 18           

明亮 塩埕路 19           

明亮 塩埕路 20           

明亮 塩埕路 21           

明亮 塩埕路 22           

明亮 塩埕路 23           

明亮 塩埕路 24           

明亮 塩埕路 25           

明亮 塩埕路 26           

明亮 塩埕路 27           

明亮 塩埕路 28           

明亮 塩埕路 29           

明亮 塩埕路 30           

明亮 塩埕路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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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地區日據時期番地與現在街路門牌對照表 

里名 路街巷名 門牌號 邊門數 後門數
舊住址 

町 丁目 番地 

明亮 塩埕路 32           

明亮 塩埕路 33           

明亮 塩埕路 34           

明亮 塩埕路 35           

明亮 塩埕路 36           

明亮 塩埕路 37           

明亮 塩埕路 38           

明亮 塩埕路 39           

明亮 塩埕路 40           

明亮 塩埕路 41           

明亮 塩埕路 42           

明亮 塩埕路 43           

明亮 塩埕路 44           

明亮 塩埕路 45           

明亮 塩埕路 46           

明亮 塩埕路 47           

明亮 塩埕路 48           

光明 塩埕路 1           

光明 塩埕路 2           

光明 塩埕路 3           

光明 塩埕路 4           

光明 塩埕路 5           

光明 塩埕路 6           

光明 塩埕路 7           

光明 塩埕路 8           

光明 塩埕路 9           

光明 塩埕路 10           

光明 塩埕路 11           

光明 塩埕路 12           

光明 塩埕路 13           

光明 塩埕路 14           

光明 塩埕路 15           

光明 塩埕路 16           

光明 塩埕路 17           

光明 塩埕路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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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地區日據時期番地與現在街路門牌對照表 

里名 路街巷名 門牌號 邊門數 後門數
舊住址 

町 丁目 番地 

光明 塩埕路 19           

光明 塩埕路 20           

光明 塩埕路 21           

光明 塩埕路 22           

光明 塩埕路 23           

光明 塩埕路 24           

光明 塩埕路 25           

光明 塩埕路 26           

光明 塩埕路 27           

光明 塩埕路 28           

光明 塩埕路 29           

光明 塩埕路 30           

光明 塩埕路 31           

光明 塩埕路 32           

光明 塩埕路 33           

光明 塩埕路 34           

光明 塩埕路 35           

光明 塩埕路 36           

光明 塩埕路 37           

光明 塩埕路 38           

光明 塩埕路 39           

光明 塩埕路 40           

光明 塩埕路 41           

光明 塩埕路 42           

光明 塩埕路 43           

光明 塩埕路 44           

光明 塩埕路 45           

光明 塩埕路 46           

光明 塩埕路 47           

光明 塩埕路 48           

光明 塩埕路 49           

光明 塩埕路 50           

光明 塩埕路 51           

光明 塩埕路 52           

聖前 進學街電力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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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地區日據時期番地與現在街路門牌對照表 

里名 路街巷名 門牌號 邊門數 後門數
舊住址 

町 丁目 番地 

聖前 進學街電力巷 2           

聖前 進學街電力巷 3           

聖前 進學街電力巷 4           

聖前 進學街電力巷 5           

聖前 進學街電力巷 6           

聖前 進學街電力巷 7           

聖前 進學街電力巷 8           

聖前 進學街電力巷 9           

聖前 進學街 4     南門町 三 51 

南郊 進學街 5           

南郊 進學街 6           

南郊 進學街 7           

南郊 進學街一巷 1           

南郊 進學街一巷 2           

南郊 進學街一巷 3           

南郊 進學街一巷 4           

南郊 進學街一巷 5           

南郊 進學街一巷 5 之 1           

南郊 進學街一巷 6           

南郊 進學街一巷 7           

南郊 進學街一巷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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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地區日據時期番地與現在街路門牌對照表 

里名 路街巷名 門牌號 邊門數 後門數
舊住址 

町 丁目 番地 

南郊 進學街一巷 8 之 1           

南郊 進學街 9           

南郊 進學街 10           

南郊 進學街 11           

南郊 進學街 12           

南郊 進學街 7     塩埕   152 

南郊 進學街 8           

南郊 進學街二巷 1           

南郊 進學街二巷 2           

南郊 進學街二巷 3           

南郊 進學街二巷 4           

南郊 進學街二巷 9           

南郊 進學街三巷 1           

南郊 進學街三巷 2           

南郊 進學街三巷 3           

南郊 進學街三巷 4           

南郊 進學街三巷 5           

南郊 進學街三巷 6           

南郊 進學街三巷 7           

南郊 進學街三巷 8           

南郊 進學街三巷 9           

南郊 進學街三巷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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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地區日據時期番地與現在街路門牌對照表 

里名 路街巷名 門牌號 邊門數 後門數
舊住址 

町 丁目 番地 

南郊 進學街三巷 11           

南郊 進學街三巷 12           

南郊 進學街三巷 13           

南郊 進學街三巷 14           

南郊 進學街三巷 15           

南郊 進學街 9           

南郊 進學街 10           

南郊 進學四巷 1           

南郊 進學四巷 2           

南郊 進學四巷 3           

南郊 進學四巷 4           

南郊 進學四巷 5           

南郊 進學四巷 6           

南郊 進學四巷 7           

南郊 進學四巷 8           

南郊 進學四巷 9           

南郊 進學四巷 10           

南郊 進學四巷 11           

南郊 進學四巷 12           

南郊 進學四巷 13           

南郊 進學四巷 14           

南郊 進學四巷 15           

南郊 進學街 11           

南郊 進學街 12           

南郊 進學街 13           

南郊 進學街 13 之 1           

南郊 進學街 13 之 2           

南郊 進學街 14           

南郊 進學街 14 之 1           

南郊 進學街 14 之 2           

南郊 進學街 14 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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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地區日據時期番地與現在街路門牌對照表 

里名 路街巷名 門牌號 邊門數 後門數
舊住址 

町 丁目 番地 

南郊 進學街 15           

南郊 進學街 16           

南郊 進學街 17           

南郊 進學街 14 之 4           

南郊 進學街 14 之 5           

南郊 進學街 18           

南郊 進學街 19           

南郊 進學街 20           

南郊 進學街 20 之 1           

南郊 進學街 21           

南郊 進學街 22           

南郊 進學街 23           

南郊 進學街 24           

南郊 進學街 24 之 1           

南郊 進學街 25           

南郊 進學街 26           

南郊 進學六巷 1           

南郊 進學六巷 2           

南郊 進學六巷 3           

南郊 進學六巷 4           

南郊 進學六巷 5           

南郊 進學六巷 6           

南郊 進學六巷 7           

南郊 進學六巷 8           

南郊 進學六巷 9           

南郊 進學六巷 10           

南郊 進學六巷 11           

南郊 進學六巷 12           

南郊 進學六巷 13           

南郊 進學街 22 之 1           

南郊 進學五巷 1           

南郊 進學五巷 2           

南郊 進學五巷 3           

南郊 進學五巷 4           

南郊 進學五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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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地區日據時期番地與現在街路門牌對照表 

里名 路街巷名 門牌號 邊門數 後門數
舊住址 

町 丁目 番地 

南郊 進學五巷 6           

南郊 進學五巷 7           

南郊 進學五巷 8           

南郊 進學五巷 9           

南郊 進學五巷 10           

南郊 進學五巷 11           

南郊 進學五巷 12           

南郊 進學五巷 13           

南郊 進學街 27           

南郊 進學街 28           

南郊 進學街 29           

南郊 進學街 30           

南郊 進學街 31           

南郊 進學街 32     塩埕   1 番地 31

仙莫 進學街 33           

仙草 進學街 34           

大南 進學十三巷 19           

大南 進學十三巷 20           

大南 進學十三巷 21           

大南 進學十三巷 22           

大南 進學十三巷 23           

大南 進學十三巷 24           

大南 進學十三巷 25           

大南 進學十三巷 20 之 1           

大南 進學十三巷 21 之 1           

大南 進學十三巷 23 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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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地區日據時期番地與現在街路門牌對照表 

里名 路街巷名 門牌號 邊門數 後門數
舊住址 

町 丁目 番地 

大南 進學十三巷 25 之 1           

仙草 健康路 46           

仙草 健康路 47           

仙草 健康路 48           

仙草 健康路 49           

仙草 健康路 50           

仙草 健康路 51           

仙草 健康路 52           

石橋 新生一街 1           

石橋 新生一街 2           

石橋 新生一街 3           

石橋 新生一街 4           

石橋 新生一街 5           

石橋 新生一街 6           

石橋 新生一街 7           

石橋 新生一街 8           

石橋 新生一街 9           

石橋 新生一街 10           

石橋 新生一街 11           

石橋 新生一街 12           

石橋 新生一街 13           

石橋 新生一街 14           

石橋 新生一街 15           

石橋 新生一街 16           

石橋 新生二街 1           

石橋 新生二街 2           

石橋 新生二街 3           

石橋 新生二街 4           

石橋 新生二街 5           

石橋 新生二街 6           

石橋 新生二街 7           

石橋 新生二街 8           

石橋 新生二街 9           

石橋 新生二街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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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地區日據時期番地與現在街路門牌對照表 

里名 路街巷名 門牌號 邊門數 後門數
舊住址 

町 丁目 番地 

石橋 新生二街 11           

石橋 新生二街 12           

石橋 新生二街 13           

石橋 新生二街 14           

石橋 新生二街 15           

石橋 新生二街 16           

石橋 新生三街 1           

石橋 新生三街 2           

石橋 新生三街 3           

石橋 新生三街 4           

石橋 新生三街 5           

石橋 新生三街 6           

石橋 新生三街 7           

石橋 新生三街 8           

石橋 新生三街 9           

石橋 新生三街 10           

石橋 新生三街 11           

石橋 新生三街 12           

石橋 新生三街 13           

石橋 新生三街 14           

石橋 新生三街 15           

石橋 新生三街 16           

石橋 新生三街 17           

石橋 新生三街 18           

石橋 新生三街 19           

石橋 新生三街 20           

石橋 新生三街 21           

石橋 新生三街 22           

石橋 新生三街 23           

石橋 新生三街 24           

石橋 新生三街 25           

石橋 新生三街 26           

石橋 新生三街 27           

石橋 新生街 2 之 1           

石橋 新生街 2 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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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地區日據時期番地與現在街路門牌對照表 

里名 路街巷名 門牌號 邊門數 後門數
舊住址 

町 丁目 番地 

石橋 新生街 2 之 3           

石橋 新生街 2 之 4           

石橋 新生街 2 之 5           

聖前 府前路 88     南門 1 92 

聖前 府前路 89 之 1     南門 1 91 

聖前 府前路 89 之 2     南門 1 89 

聖前 府前路 89     南門 1 89 

聖前 府前路 89 之 3     南門 1 89 

聖前 府前路 89 之 4     南門 1 89 

聖前 府前路 90     南門 1 86 

聖前 府前路 91     南門 1 83 

聖前 府前路 91     南門 1 82 

聖前 府前路 92     南門 1 82 

聖前 府前路 92 之 1     南門 1 86 

聖前 府前路 93     南門     

聖前 府前路 94     南門 1 66 

聖前 府前路 95     南門 1 63 

聖前 府前路 96     南門 1 63 

聖前 府前路 97     南門 1 62 

聖前 府前路 98     南門 1 62.66 

聖前 府前路 99     南門 1 60 

聖前 府前路 100     南門 1 60 

聖前 府前路 101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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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地區日據時期番地與現在街路門牌對照表 

里名 路街巷名 門牌號 邊門數 後門數
舊住址 

町 丁目 番地 

聖前 府前路 102     南門   60 

聖前 府前路 103     南門   47 

聖前 府前路 117           

聖前 府前路 119           

聖前 府前路 121     南門 3 14 

聖前 府前路 121 之 1         14 

聖前 府前路 123         14 

昆沙 府前路 125   1 泉   8 

昆沙 府前路 125 之 1   1 泉   8 

昆沙 府前路 125 之 2   1 泉   8 

昆沙 府前路 125 之 3   1 泉   8 

昆沙 府前路 127   1 泉   8 

昆沙 府前路 129   1 泉   7 

聖前 進學街 1     南門     

聖前 進學街 2     南門     

聖前 府前路 104 1   南門     

聖前 府前路 105     南門     

聖前 府前路 106     南門     

聖前 府前路 107     南門     

聖前 府前路 108     南門     

聖前 府前路 109     南門     

石橋 府前路 111     南門     

石橋 府前路 113     南門     

石橋 府前路 115     南門     

昆沙 府前路 131   1 泉   9 

昆沙 府前路 135   1 泉     

昆明 府前路 135     泉   63 

昆明 府前路 137     泉   70 

昆明 府前路 139     泉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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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地區日據時期番地與現在街路門牌對照表 

里名 路街巷名 門牌號 邊門數 後門數
舊住址 

町 丁目 番地 

昆明 府前路 141     泉   71 

昆明 府前路 143     泉   73 

昆明 府前路 145     泉   74 

昆明 府前路 147     泉   75 

昆明 府前路 149     泉   77.78 

昆明 府前路 151     泉   77 

大南 南門路 2     泉     

大南 南門路 4     泉     

大南 南門路 6     泉     

大南 南門路 14     泉     

大南 南門路 22     泉     

大南 南門路 32     泉     

大南 南門路 34     泉     

大南 南門路 36     泉     

昆沙 府前路昆沙巷 1     泉   8 

昆沙 府前路昆沙巷 2     泉   3 

昆沙 府前路昆沙巷 3 1 1 泉   13 

昆沙 府前路昆沙巷 4     泉 22 13 

昆沙 府前路昆沙巷 5     泉   22 

昆沙 府前路昆沙巷 6     泉   21 

昆沙 府前路昆沙巷 7     泉   21 

昆沙 府前路昆沙巷 8     泉   21 

昆沙 府前路昆沙巷 9     泉 24 25 

昆沙 府前路昆沙巷 10     泉   31 

昆沙 府前路昆沙巷 11     泉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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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地區日據時期番地與現在街路門牌對照表 

里名 路街巷名 門牌號 邊門數 後門數
舊住址 

町 丁目 番地 

昆沙 府前路昆沙巷 12     泉   35 

昆沙 府前路昆沙巷 13     泉   34 

昆沙 府前路昆沙巷 14     泉   29 

昆沙 府前路昆沙巷 15     泉   29 

昆沙 府前路昆沙巷 16     泉   29 

昆沙 府前路昆沙巷 17     泉   26 

昆沙 府前路昆沙巷 18     泉     

昆沙 府前路昆沙巷 19     泉   27 

昆沙 府前路昆沙巷 20     泉   27 

昆沙 府前路昆沙巷 21     泉   17 

昆沙 府前路昆沙巷 22     泉   27 

昆沙 府前路昆沙巷 23     泉   28 

昆沙 府前路昆沙巷 24     泉   35 

昆沙 府前路昆沙巷 25     泉     

昆沙 府前路昆沙巷 26     泉   35 

昆沙 府前路昆沙巷 27     泉   19 

昆沙 府前路昆沙巷 28     泉   18 

昆沙 府前路昆沙巷 29     泉   16 

昆沙 府前路昆沙巷 30     泉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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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地區日據時期番地與現在街路門牌對照表 

里名 路街巷名 門牌號 邊門數 後門數
舊住址 

町 丁目 番地 

昆沙 府前路昆沙巷 31     泉   12 

昆沙 府前路昆沙巷 32     泉   14 

昆沙 府前路昆沙巷 33     泉   14 

昆沙 府前路昆沙巷 34     泉   14 

大南 南門路第三巷 1    
桶盤淺

52 之 22
    

大南 南門路第三巷 2     
桶盤淺

52 之 22
    

大南 南門路第三巷 3     
桶盤淺

52 之 22
    

大南 南門路第三巷 4     
桶盤淺

52 之 22
    

大南 南門路第三巷 5     
桶盤淺

52 之 22
    

大南 南門路第三巷 6     
桶盤淺

52 之 22
    

大南 南門路第三巷 7     
桶盤淺

52 之 22
    

大南 南門路第三巷 8     
桶盤淺

52 之 22
    

大南 南門路第三巷 9     
桶盤淺

52 之 22
    

大南 南門路第三巷 10     
桶盤淺

52 之 22
    

大南 南門路第三巷 11     
桶盤淺

52 之 22
    

大南 南門路第三巷 12     
桶盤淺

52 之 22
    

大南 南門路第三巷 13     
桶盤淺

52 之 22
    

大南 南門路第三巷 14     
桶盤淺

52 之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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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地區日據時期番地與現在街路門牌對照表 

里名 路街巷名 門牌號 邊門數 後門數
舊住址 

町 丁目 番地 

大南 南門路第三巷 14 之 1     
桶盤淺

52 之 22
    

大南 南門路第三巷 14 之 2     
桶盤淺

52 之 22
    

大南 南門路第三巷 15     
桶盤淺

52 之 22
    

大南 南門路第三巷 16     
桶盤淺

52 之 22
    

大南 南門路第三巷 17     
桶盤淺

52 之 22
    

大南 南門路第三巷 18     
桶盤淺

52 之 22
    

大南 南門路第三巷 19     
桶盤淺

52 之 22
    

大南 南門路第三巷 20     
桶盤淺

52 之 22
    

大南 南門路第三巷 20 之 1     
桶盤淺

52 之 22
    

大南 南門路第三巷 21     
桶盤淺

52 之 22
    

大南 南門路第三巷 22     
桶盤淺

52 之 22
    

大南 南門路第三巷 23     
桶盤淺

52 之 22
    

大南 南門路第三巷 24     
桶盤淺

52 之 22
    

大南 南門路第三巷 25     
桶盤淺

52 之 22
    

大南 南門路第三巷 26     
桶盤淺

52 之 22
    

大南 南門路第三巷 26 之 1     
桶盤淺

52 之 22
    

大南 南門路第三巷 27     
桶盤淺

52 之 22
    

大南 南門路第三巷 28     
桶盤淺

52 之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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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地區日據時期番地與現在街路門牌對照表 

里名 路街巷名 門牌號 邊門數 後門數
舊住址 

町 丁目 番地 

大南 南門路第五巷 1     
桶盤淺

52 之 22
    

大南 南門路第五巷 2     
桶盤淺

52 之 22
    

大南 南門路第五巷 3     
桶盤淺

52 之 22
    

大南 南門路第五巷 4     
桶盤淺

52 之 22
    

大南 南門路第五巷 
5.6.7.8.9.10.

11.12.13 
    

桶盤淺

52 之 22
    

大南 南門路第五巷 14     
桶盤淺

52 之 22
    

大南 南門路第五巷 
15.16.17.18.

19.20.21 
    

桶盤淺

52 之 22
    

大南 南門路第五巷 22     
桶盤淺

52 之 22
    

大南 南門路第五巷 
23.24.25.26.

27.28 
    

桶盤淺

52 之 22
    

大南 南門路第五巷 29.3     
桶盤淺

52 之 22
    

大南 南門路第七巷 1     
桶盤淺

52 之 22
    

大南 南門路第七巷 2     
桶盤淺

52 之 22
    

大南 南門路第七巷 3     
桶盤淺

52 之 22
    

大南 南門路第七巷 4     
桶盤淺

52 之 22
    

大南 南門路第七巷 5     
桶盤淺

52 之 22
    

大南 南門路第七巷 6     
桶盤淺

52 之 22
    

大南 南門路第七巷 7     
桶盤淺

52 之 22
    

大南 南門路第七巷 8     
桶盤淺

52 之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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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地區日據時期番地與現在街路門牌對照表 

里名 路街巷名 門牌號 邊門數 後門數
舊住址 

町 丁目 番地 

大南 南門路第十三巷 

9.10.11.12.1

3.14.15.16.1

7.18.19.20.2

1.22.23.24.2

5.26.27.28 

    
桶盤淺

52 之 22
    

大南 南門路第十三巷 1.2     
桶盤淺

52 之 157
    

大南 南門路第十三巷 3     
桶盤淺

52 之 157
    

大南 南門路第十三巷 4     
桶盤淺

52 之 157
    

大南 南門路第十三巷 4 之 2     
桶盤淺

52 之 157
    

大南 南門路第十三巷 4 之 3.4 之 4     
桶盤淺

52 之 157
    

大南 南門路第十三巷 5     
桶盤淺

52 之 157
    

大南 南門路第十三巷 6     
桶盤淺

52 之 157
    

大南 南門路第十三巷 7     
桶盤淺

52 之 157
    

大南 南門路第十三巷 8     
桶盤淺

52 之 157
    

大南 南門路第十三巷 9     
桶盤淺

52 之 157
    

大南 南門路第十三巷 10.10 之 1     
桶盤淺

52 之 157
    

大南 南門路第十三巷 11     
桶盤淺

52 之 157
    

大南 南門路第十三巷 11 之 1     
桶盤淺

52 之 157
    

大南 南門路第十三巷 12     
桶盤淺

52 之 157
    

大南 南門路第十三巷 12 之 1     
桶盤淺

52 之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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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地區日據時期番地與現在街路門牌對照表 

里名 路街巷名 門牌號 邊門數 後門數
舊住址 

町 丁目 番地 

大南 南門路第十三巷 13     
桶盤淺

52 之 157
    

大南 南門路第十三巷 14     
桶盤淺

52 之 157
    

大南 南門路第十三巷 14 之 1     
桶盤淺

52 之 157
    

竹溪 南門路第十三巷 11     
桶盤淺

52 之 157
  18 

竹溪 南門路第十三巷 12     
桶盤淺

52 之 157
    

竹溪 南門路第十三巷 13     
桶盤淺

52 之 157
    

竹溪 南門路第十三巷 13 之 1     
桶盤淺

52 之 157
    

竹溪 南門路第十三巷 14     
桶盤淺

52 之 157
    

竹溪 南門路第十三巷 15     
桶盤淺

52 之 157
    

竹溪 南門路第十三巷 
17.19.21.23.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