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調查日期 布氏級數

台中市 大雅區 四德里 2018/06/12 0

台中市 太平區 坪林里 2018/06/14 1

台中市 后里區 泰安里 2018/06/12 0

台中市 西屯區 何仁里 2018/06/14 1

台中市 西屯區 何安里 2018/06/14 1

台中市 西屯區 惠來里 2018/06/14 0

台中市 西屯區 廣福里 2018/06/14 1

台中市 沙鹿區 北勢里 2018/06/15 0

台中市 和平區 梨山里 2018/06/14 0

台中市 東勢區 泰昌里 2018/06/14 1

台中市 東勢區 隆興里 2018/06/14 1

台中市 東勢區 福隆里 2018/06/14 0

台中市 南　區 新榮里 2018/06/12 0

台中市 烏日區 三和里 2018/06/14 0

台中市 烏日區 東園里 2018/06/14 0

台中市 烏日區 溪埧里 2018/06/14 1

台中市 神岡區 大社里 2018/06/14 0

台中市 神岡區 岸裡里 2018/06/14 1

台中市 神岡區 社口里 2018/06/14 1

台東縣 成功鎮 三民里 2018/06/13 0

台東縣 成功鎮 博愛里 2018/06/12 0

台東縣 卑南鄉 利吉村 2018/06/14 0

台東縣 卑南鄉 初鹿村 2018/06/15 0

台南市 山上區 南洲里 2018/06/11 0

台南市 中西區 三合里 2018/06/15 0

台南市 中西區 大涼里 2018/06/15 0

台南市 中西區 中正里 2018/06/11 0

台南市 中西區 元安里 2018/06/13 1

台南市 中西區 天后里 2018/06/1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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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 中西區 民主里 2018/06/12 0

台南市 中西區 民權里 2018/06/14 0

台南市 中西區 永福里 2018/06/14 0

台南市 中西區 安海里 2018/06/13 1

台南市 中西區 西賢里 2018/06/12 1

台南市 中西區 赤嵌里 2018/06/15 1

台南市 中西區 青年里 2018/06/14 0

台南市 中西區 保安里 2018/06/11 1

台南市 中西區 建國里 2018/06/13 0

台南市 中西區 郡西里 2018/06/12 1

台南市 中西區 萬昌里 2018/06/11 0

台南市 中西區 銀同里 2018/06/11 0

台南市 中西區 藥王里 2018/06/13 1

台南市 仁德區 一甲里 2018/06/11 1

台南市 仁德區 二行里 2018/06/12 0

台南市 仁德區 三甲里 2018/06/13 0

台南市 仁德區 上崙里 2018/06/13 1

台南市 仁德區 大甲里 2018/06/12 1

台南市 仁德區 中生里 2018/06/15 1

台南市 仁德區 中洲里 2018/06/11 1

台南市 仁德區 仁愛里 2018/06/14 0

台南市 仁德區 成功里 2018/06/14 1

台南市 仁德區 成功里 2018/06/15 1

台南市 北　區 大仁里 2018/06/15 1

台南市 北　區 大港里 2018/06/12 0

台南市 北　區 大豐里 2018/06/13 0

台南市 北　區 元寶里 2018/06/15 3

台南市 北　區 公園里 2018/06/15 0

台南市 北　區 六甲里 2018/06/13 2

台南市 北　區 正覺里 2018/06/11 0

台南市 北　區 正覺里 2018/06/13 0

台南市 北　區 永祥里 2018/06/11 1



台南市 北　區 玉皇里 2018/06/14 2

台南市 北　區 成德里 2018/06/15 1

台南市 北　區 和順里 2018/06/12 0

台南市 北　區 長榮里 2018/06/11 2

台南市 北　區 長德里 2018/06/11 0

台南市 北　區 國姓里 2018/06/14 0

台南市 北　區 新勝里 2018/06/12 1

台南市 北　區 興北里 2018/06/13 1

台南市 左鎮區 中正里 2018/06/13 0

台南市 左鎮區 榮和里 2018/06/13 1

台南市 永康區 三民里 2018/06/13 1

台南市 永康區 三合里 2018/06/14 0

台南市 永康區 中華里 2018/06/14 1

台南市 永康區 中華里 2018/06/15 0

台南市 永康區 中興里 2018/06/15 0

台南市 永康區 五王里 2018/06/14 0

台南市 永康區 六合里 2018/06/14 1

台南市 永康區 王行里 2018/06/11 1

台南市 永康區 北灣里 2018/06/11 1

台南市 永康區 正強里 2018/06/15 1

台南市 永康區 光復里 2018/06/14 0

台南市 永康區 安康里 2018/06/13 0

台南市 永康區 西勢里 2018/06/15 0

台南市 永康區 西灣里 2018/06/11 1

台南市 永康區 東灣里 2018/06/12 1

台南市 永康區 南灣里 2018/06/15 1

台南市 永康區 建國里 2018/06/14 1

台南市 永康區 埔園里 2018/06/11 0

台南市 永康區 埔園里 2018/06/13 0

台南市 永康區 崑山里 2018/06/13 1

台南市 永康區 勝利里 2018/06/12 0

台南市 永康區 復華里 2018/06/14 1



台南市 永康區 復興里 2018/06/14 2

台南市 永康區 網寮里 2018/06/15 0

台南市 永康區 蔦松里 2018/06/12 1

台南市 永康區 龍潭里 2018/06/12 1

台南市 永康區 鹽行里 2018/06/11 1

台南市 安平區 石門里 2018/06/12 2

台南市 安平區 西門里 2018/06/14 1

台南市 安平區 育平里 2018/06/15 1

台南市 安平區 怡平里 2018/06/15 0

台南市 安平區 金城里 2018/06/11 1

台南市 安平區 建平里 2018/06/15 0

台南市 安平區 海頭里 2018/06/13 1

台南市 安平區 國平里 2018/06/15 0

台南市 安平區 港仔里 2018/06/13 1

台南市 安平區 華平里 2018/06/14 0

台南市 安平區 漁光里 2018/06/12 3

台南市 安平區 億載里 2018/06/11 1

台南市 安定區 海寮里 2018/06/10 0

台南市 安南區 大安里 2018/06/15 1

台南市 安南區 公塭里 2018/06/13 2

台南市 安南區 安東里 2018/06/14 1

台南市 安南區 州北里 2018/06/14 0

台南市 安南區 佃東里 2018/06/14 0

台南市 安南區 長安里 2018/06/14 0

台南市 安南區 南興里 2018/06/13 1

台南市 安南區 城中里 2018/06/13 1

台南市 安南區 海西里 2018/06/14 1

台南市 安南區 國安里 2018/06/15 1

台南市 安南區 淵中里 2018/06/11 2

台南市 安南區 淵西里 2018/06/11 2

台南市 安南區 淵東里 2018/06/11 2

台南市 安南區 理想里 2018/06/15 0



台南市 安南區 鹿耳里 2018/06/12 3

台南市 安南區 溪心里 2018/06/11 0

台南市 安南區 學東里 2018/06/13 1

台南市 西港區 新復里 2018/06/13 0

台南市 佳里區 安西里 2018/06/13 0

台南市 官田區 隆本里 2018/06/14 0

台南市 東　區 大同里 2018/06/14 0

台南市 東　區 大智里 2018/06/13 0

台南市 東　區 大德里 2018/06/14 0

台南市 東　區 大學里 2018/06/13 1

台南市 東　區 小東里 2018/06/15 0

台南市 東　區 文聖里 2018/06/12 1

台南市 東　區 成大里 2018/06/15 0

台南市 東　區 和平里 2018/06/12 0

台南市 東　區 忠孝里 2018/06/11 0

台南市 東　區 東安里 2018/06/13 1

台南市 東　區 東智里 2018/06/11 0

台南市 東　區 虎尾里 2018/06/15 1

台南市 東　區 泉南里 2018/06/15 0

台南市 東　區 崇文里 2018/06/13 1

台南市 東　區 崇善里 2018/06/11 0

台南市 東　區 崇德里 2018/06/11 0

台南市 東　區 崇學里 2018/06/11 0

台南市 東　區 復興里 2018/06/13 0

台南市 東　區 裕聖里 2018/06/12 0

台南市 東　區 裕農里 2018/06/15 0

台南市 東　區 德高里 2018/06/14 0

台南市 東　區 龍山里 2018/06/12 1

台南市 南　區 文南里 2018/06/13 0

台南市 南　區 文華里 2018/06/13 2

台南市 南　區 日新里 2018/06/15 0

台南市 南　區 永寧里 2018/06/15 0



台南市 南　區 田寮里 2018/06/15 0

台南市 南　區 白雪里 2018/06/14 0

台南市 南　區 光明里 2018/06/13 1

台南市 南　區 再興里 2018/06/12 1

台南市 南　區 同安里 2018/06/10 0

台南市 南　區 同安里 2018/06/11 1

台南市 南　區 明興里 2018/06/12 1

台南市 南　區 松安里 2018/06/11 0

台南市 南　區 金華里 2018/06/14 0

台南市 南　區 南都里 2018/06/15 0

台南市 南　區 建南里 2018/06/11 0

台南市 南　區 省躬里 2018/06/12 1

台南市 南　區 郡南里 2018/06/14 0

台南市 南　區 國宅里 2018/06/13 1

台南市 南　區 喜北里 2018/06/15 1

台南市 南　區 開南里 2018/06/13 1

台南市 南　區 廣州里 2018/06/11 2

台南市 南　區 興農里 2018/06/12 0

台南市 南　區 鯤鯓里 2018/06/15 1

台南市 柳營區 旭山里 2018/06/13 0

台南市 善化區 小新里 2018/06/10 0

台南市 善化區 牛庄里 2018/06/10 0

台南市 善化區 北關里 2018/06/13 0

台南市 善化區 南關里 2018/06/10 0

台南市 新營區 土庫里 2018/06/12 0

台南市 新營區 中營里 2018/06/12 0

台南市 新營區 鐵線里 2018/06/14 0

宜蘭縣 三星鄉 大義村 2018/06/15 0

宜蘭縣 三星鄉 尚武村 2018/06/15 0

宜蘭縣 冬山鄉 八寶村 2018/06/11 1

宜蘭縣 頭城鎮 二城里 2018/06/13 1

宜蘭縣 頭城鎮 下埔里 2018/06/13 1



宜蘭縣 頭城鎮 金盈里 2018/06/13 0

宜蘭縣 礁溪鄉 大忠村 2018/06/12 0

宜蘭縣 礁溪鄉 吳沙村 2018/06/12 0

屏東縣 內埔鄉 大新村 2018/06/11 0

屏東縣 內埔鄉 中林村 2018/06/14 0

屏東縣 內埔鄉 振豐村 2018/06/14 0

屏東縣 內埔鄉 義亭村 2018/06/12 0

屏東縣 內埔鄉 興南村 2018/06/11 0

屏東縣 內埔鄉 龍泉村 2018/06/12 1

屏東縣 內埔鄉 龍潭村 2018/06/13 0

屏東縣 內埔鄉 豐田村 2018/06/13 0

屏東縣 牡丹鄉 石門村 2018/06/11 1

屏東縣 牡丹鄉 石門村 2018/06/12 0

屏東縣 牡丹鄉 旭海村 2018/06/11 2

屏東縣 牡丹鄉 牡丹村 2018/06/11 2

屏東縣 牡丹鄉 東源村 2018/06/11 1

屏東縣 車城鄉 保力村 2018/06/13 1

屏東縣 車城鄉 後灣村 2018/06/13 1

屏東縣 車城鄉 埔墘村 2018/06/13 2

屏東縣 車城鄉 射寮村 2018/06/13 1

屏東縣 車城鄉 新街村 2018/06/13 0

屏東縣 車城鄉 溫泉村 2018/06/12 2

屏東縣 車城鄉 福興村 2018/06/14 1

屏東縣 東港鎮 船頭里 2018/06/12 1

屏東縣 東港鎮 新勝里 2018/06/11 1

屏東縣 東港鎮 興東里 2018/06/13 2

屏東縣 東港鎮 興東里 2018/06/14 1

屏東縣 屏東市 仁愛里 2018/06/14 0

屏東縣 屏東市 北勢里 2018/06/14 0

屏東縣 屏東市 民權里 2018/06/14 1

屏東縣 屏東市 崇禮里 2018/06/14 0

屏東縣 屏東市 崇蘭里 2018/06/11 0



屏東縣 潮州鎮 九塊里 2018/06/14 0

屏東縣 潮州鎮 三共里 2018/06/12 0

屏東縣 潮州鎮 三星里 2018/06/14 0

屏東縣 潮州鎮 四春里 2018/06/11 1

屏東縣 潮州鎮 永春里 2018/06/13 0

屏東縣 潮州鎮 泗林里 2018/06/12 2

苗栗縣 公館鄉 開礦村 2018/06/15 1

苗栗縣 公館鄉 館南村 2018/06/11 1

苗栗縣 苑裡鎮 玉田里 2018/06/12 1

苗栗縣 苑裡鎮 田心里 2018/06/12 1

桃園市 大溪區 員林里 2018/06/13 1

桃園市 中壢區 中堅里 2018/06/11 1

桃園市 中壢區 後寮里 2018/06/12 0

桃園市 中壢區 復興里 2018/06/13 0

桃園市 平鎮區 山峰里 2018/06/12 1

桃園市 平鎮區 中正里 2018/06/14 0

桃園市 平鎮區 復興里 2018/06/12 0

桃園市 平鎮區 新貴里 2018/06/14 0

桃園市 平鎮區 廣仁里 2018/06/12 0

桃園市 桃園區 大樹里 2018/06/14 1

桃園市 桃園區 中山里 2018/06/11 0

桃園市 桃園區 中信里 2018/06/11 0

桃園市 桃園區 中路里 2018/06/11 0

桃園市 桃園區 文化里 2018/06/14 0

桃園市 桃園區 西門里 2018/06/14 0

桃園市 桃園區 青溪里 2018/06/12 0

桃園市 桃園區 南門里 2018/06/14 0

桃園市 桃園區 南埔里 2018/06/12 0

桃園市 桃園區 朝陽里 2018/06/11 0

桃園市 新屋區 永興里 2018/06/11 0

桃園市 楊梅區 永平里 2018/06/14 0

桃園市 楊梅區 青山里 2018/06/11 0



桃園市 楊梅區 高上里 2018/06/11 0

桃園市 楊梅區 高山里 2018/06/11 0

桃園市 楊梅區 裕成里 2018/06/14 0

桃園市 龍潭區 中正里 2018/06/15 2

桃園市 龍潭區 東興里 2018/06/13 3

桃園市 龍潭區 武漢里 2018/06/15 0

桃園市 龍潭區 烏樹林里 2018/06/13 0

桃園市 龜山區 文化里 2018/06/11 1

桃園市 龜山區 南美里 2018/06/11 1

桃園市 觀音區 坑尾里 2018/06/14 1

桃園市 觀音區 新興里 2018/06/14 1

高雄市 三民區 十全里 2018/06/13 0

高雄市 三民區 十美里 2018/06/13 1

高雄市 三民區 本元里 2018/06/12 2

高雄市 三民區 本元里 2018/06/13 0

高雄市 三民區 本揚里 2018/06/14 0

高雄市 三民區 德行里 2018/06/12 0

高雄市 三民區 德東里 2018/06/12 1

高雄市 三民區 灣華里 2018/06/15 1

高雄市 小港區 港后里 2018/06/14 0

高雄市 小港區 港明里 2018/06/14 1

高雄市 小港區 港明里 2018/06/15 0

高雄市 左營區 光輝里 2018/06/12 0

高雄市 左營區 菜公里 2018/06/12 0

高雄市 左營區 菜公里 2018/06/13 0

高雄市 左營區 新下里 2018/06/12 1

高雄市 左營區 新下里 2018/06/13 0

高雄市 左營區 新中里 2018/06/10 1

高雄市 左營區 新中里 2018/06/11 0

高雄市 左營區 新中里 2018/06/12 2

高雄市 前金區 榮復里 2018/06/14 0

高雄市 前鎮區 竹南里 2018/06/12 1



高雄市 前鎮區 明孝里 2018/06/12 1

高雄市 前鎮區 明孝里 2018/06/13 1

高雄市 苓雅區 正大里 2018/06/14 0

高雄市 苓雅區 田西里 2018/06/15 0

高雄市 苓雅區 奏捷里 2018/06/12 0

高雄市 苓雅區 苓昇里 2018/06/15 1

高雄市 苓雅區 苓洲里 2018/06/14 0

高雄市 苓雅區 苓雅里 2018/06/15 1

高雄市 苓雅區 博仁里 2018/06/15 0

高雄市 苓雅區 鼓中里 2018/06/15 0

高雄市 苓雅區 福人里 2018/06/14 0

高雄市 苓雅區 福地里 2018/06/14 0

高雄市 苓雅區 福居里 2018/06/13 2

高雄市 苓雅區 福居里 2018/06/14 1

高雄市 苓雅區 福東里 2018/06/14 0

高雄市 苓雅區 福海里 2018/06/14 0

高雄市 梓官區 信蚵里 2018/06/13 0

高雄市 新興區 文昌里 2018/06/13 1

高雄市 楠梓區 玉屏里 2018/06/13 0

高雄市 楠梓區 秀昌里 2018/06/12 0

高雄市 楠梓區 和昌里 2018/06/12 0

高雄市 楠梓區 隆昌里 2018/06/12 1

高雄市 楠梓區 慶昌里 2018/06/12 1

高雄市 鼓山區 正德里 2018/06/14 2

高雄市 鼓山區 延平里 2018/06/11 0

高雄市 鼓山區 延平里 2018/06/12 1

高雄市 鼓山區 惠安里 2018/06/12 0

高雄市 鼓山區 龍子里 2018/06/11 0

高雄市 鼓山區 龍水里 2018/06/14 0

高雄市 旗津區 北汕里 2018/06/13 1

高雄市 旗津區 南汕里 2018/06/13 1

高雄市 鳳山區 一甲里 2018/06/13 1



高雄市 鳳山區 和興里 2018/06/12 1

高雄市 鳳山區 武慶里 2018/06/14 0

高雄市 鳳山區 誠信里 2018/06/13 0

高雄市 鳳山區 誠智里 2018/06/13 0

高雄市 燕巢區 西燕里 2018/06/13 0

高雄市 燕巢區 西燕里 2018/06/15 0

基隆市 仁愛區 忠勇里 2018/06/11 0

基隆市 仁愛區 明德里 2018/06/11 0

基隆市 仁愛區 書院里 2018/06/11 0

基隆市 暖暖區 八西里 2018/06/13 0

雲林縣 二崙鄉 來惠村 2018/06/15 1

雲林縣 大埤鄉 北和村 2018/06/12 1

雲林縣 大埤鄉 西鎮村 2018/06/12 1

雲林縣 大埤鄉 南和村 2018/06/13 1

雲林縣 台西鄉 蚊港村 2018/06/14 0

雲林縣 崙背鄉 水尾村 2018/06/12 0

新北市 土城區 青雲里 2018/06/12 0

新北市 土城區 清溪里 2018/06/12 0

新北市 永和區 大同里 2018/06/14 1

新北市 永和區 文化里 2018/06/15 0

新北市 永和區 水源里 2018/06/12 0

新北市 永和區 竹林里 2018/06/11 1

新北市 永和區 協和里 2018/06/12 0

新北市 永和區 忠義里 2018/06/15 0

新北市 永和區 復興里 2018/06/15 1

新北市 永和區 網溪里 2018/06/13 1

新北市 永和區 雙和里 2018/06/11 1

新北市 坪林區 上德里 2018/06/13 1

新北市 坪林區 漁光里 2018/06/13 0

新北市 板橋區 九如里 2018/06/11 0

新北市 板橋區 正泰里 2018/06/11 0

新北市 板橋區 民安里 2018/06/11 0



新北市 板橋區 玉光里 2018/06/12 0

新北市 板橋區 光仁里 2018/06/12 0

新北市 板橋區 東丘里 2018/06/12 0

新北市 板橋區 社後里 2018/06/11 0

新北市 板橋區 建國里 2018/06/13 0

新北市 板橋區 香社里 2018/06/11 0

新北市 板橋區 香雅里 2018/06/11 0

新北市 板橋區 埔墘里 2018/06/11 0

新北市 板橋區 振興里 2018/06/11 0

新北市 板橋區 溪頭里 2018/06/11 0

新北市 板橋區 廣新里 2018/06/12 0

新北市 板橋區 雙玉里 2018/06/12 0

新北市 烏來區 福山里 2018/06/13 0

新北市 貢寮區 福連里 2018/06/11 0

新北市 新店區 百忍里 2018/06/13 0

新北市 新莊區 中全里 2018/06/11 1

新北市 新莊區 中美里 2018/06/11 0

新北市 新莊區 中泰里 2018/06/11 0

新北市 新莊區 中隆里 2018/06/11 0

新北市 新莊區 中誠里 2018/06/11 0

新北市 新莊區 民有里 2018/06/10 1

新北市 新莊區 思源里 2018/06/15 0

新北市 瑞芳區 東和里 2018/06/12 0

新北市 瑞芳區 龍川里 2018/06/12 0

新北市 蘆洲區 光明里 2018/06/13 0

新北市 蘆洲區 光華里 2018/06/13 0

新竹市 東　區 綠水里 2018/06/14 0

新竹縣 竹北市 大義里 2018/06/12 0

新竹縣 竹北市 竹北里 2018/06/13 0

新竹縣 竹北市 麻園里 2018/06/12 0

新竹縣 竹東鎮 榮樂里 2018/06/12 0

新竹縣 新埔鎮 五埔里 2018/06/11 0



新竹縣 新豐鄉 松柏村 2018/06/13 0

新竹縣 新豐鄉 崎頂村 2018/06/15 0

嘉義市 西　區 文化里 2018/06/13 0

嘉義市 西　區 北湖里 2018/06/11 0

嘉義市 西　區 北新里 2018/06/11 0

嘉義市 西　區 永和里 2018/06/14 2

嘉義市 西　區 光路里 2018/06/15 1

嘉義市 西　區 竹圍里 2018/06/13 0

嘉義市 西　區 西平里 2018/06/12 2

嘉義市 西　區 西榮里 2018/06/13 0

嘉義市 西　區 車店里 2018/06/13 0

嘉義市 西　區 保生里 2018/06/15 0

嘉義市 西　區 保安里 2018/06/12 1

嘉義市 西　區 保福里 2018/06/12 1

嘉義市 西　區 垂楊里 2018/06/14 1

嘉義市 西　區 後驛里 2018/06/11 1

嘉義市 西　區 紅瓦里 2018/06/13 1

嘉義市 西　區 美源里 2018/06/15 1

嘉義市 西　區 重興里 2018/06/13 0

嘉義市 西　區 香湖里 2018/06/14 1

嘉義市 西　區 書院里 2018/06/12 1

嘉義市 西　區 港坪里 2018/06/11 0

嘉義市 西　區 湖內里 2018/06/12 1

嘉義市 西　區 湖邊里 2018/06/14 1

嘉義市 西　區 新西里 2018/06/14 1

嘉義市 西　區 新厝里 2018/06/15 1

嘉義市 西　區 新富里 2018/06/14 1

嘉義市 西　區 福全里 2018/06/15 2

嘉義市 西　區 福安里 2018/06/15 0

嘉義市 西　區 劉厝里 2018/06/11 0

嘉義市 西　區 慶安里 2018/06/11 0

嘉義市 西　區 磚嗂里 2018/06/12 1



嘉義市 東　區 中山里 2018/06/15 0

嘉義市 東　區 王田里 2018/06/12 0

嘉義市 東　區 圳頭里 2018/06/12 0

嘉義市 東　區 東川里 2018/06/14 0

嘉義市 東　區 東興里 2018/06/15 1

嘉義市 東　區 林森里 2018/06/13 1

嘉義市 東　區 長竹里 2018/06/13 1

嘉義市 東　區 後湖里 2018/06/14 0

嘉義市 東　區 頂寮里 2018/06/14 1

嘉義市 東　區 新店里 2018/06/13 0

嘉義市 東　區 興村里 2018/06/15 0

嘉義市 東　區 蘭潭里 2018/06/12 1

嘉義縣 布袋鎮 永安里 2018/06/12 0

嘉義縣 布袋鎮 岑海里 2018/06/14 0

嘉義縣 布袋鎮 興中里 2018/06/14 0

嘉義縣 梅山鄉 大南村 2018/06/11 1

嘉義縣 梅山鄉 梅東村 2018/06/11 0

嘉義縣 番路鄉 新福村 2018/06/14 1

嘉義縣 番路鄉 觸口村 2018/06/14 1

彰化縣 二水鄉 源泉村 2018/06/13 0

彰化縣 二林鎮 復豐里 2018/06/13 1

彰化縣 二林鎮 豐田里 2018/06/14 0

彰化縣 大村鄉 貢旗村 2018/06/15 0

彰化縣 北斗鎮 新生里 2018/06/14 0

彰化縣 永靖鄉 浮圳村 2018/06/13 0

彰化縣 永靖鄉 港西村 2018/06/13 0

彰化縣 田中鎮 平和里 2018/06/14 0

彰化縣 田中鎮 龍潭里 2018/06/13 0

彰化縣 田尾鄉 溪頂村 2018/06/14 0

彰化縣 伸港鄉 汴頭村 2018/06/12 0

彰化縣 秀水鄉 安東村 2018/06/14 0

彰化縣 社頭鄉 仁和村 2018/06/12 2



彰化縣 社頭鄉 廣興村 2018/06/15 0

彰化縣 芬園鄉 嘉興村 2018/06/11 0

彰化縣 芳苑鄉 路上村 2018/06/15 0

彰化縣 芳苑鄉 路平村 2018/06/14 0

彰化縣 員林鎮 振興里 2018/06/14 0

彰化縣 埔心鄉 二重村 2018/06/12 1

彰化縣 埔鹽鄉 西湖村 2018/06/11 1

彰化縣 鹿港鎮 洛津里 2018/06/11 1

彰化縣 溪州鄉 三條村 2018/06/14 0

彰化縣 溪湖鎮 太平里 2018/06/14 1

彰化縣 彰化市 介壽里 2018/06/12 0

彰化縣 彰化市 竹巷里 2018/06/11 0

彰化縣 彰化市 快官里 2018/06/13 0

彰化縣 福興鄉 麥厝村 2018/06/13 0

彰化縣 線西鄉 德興村 2018/06/12 0

澎湖縣 馬公市 石泉里 2018/06/12 0

澎湖縣 馬公市 石泉里 2018/06/15 1

澎湖縣 馬公市 光復里 2018/06/11 1

澎湖縣 馬公市 光復里 2018/06/12 1

澎湖縣 馬公市 光復里 2018/06/13 0

澎湖縣 馬公市 光榮里 2018/06/15 0

澎湖縣 馬公市 西文里 2018/06/11 0

澎湖縣 馬公市 西衛里 2018/06/13 1

澎湖縣 馬公市 東衛里 2018/06/12 0

澎湖縣 馬公市 虎井里 2018/06/11 1

澎湖縣 馬公市 虎井里 2018/06/12 0

澎湖縣 馬公市 虎井里 2018/06/13 1

澎湖縣 馬公市 虎井里 2018/06/14 0

澎湖縣 馬公市 虎井里 2018/06/15 0

澎湖縣 馬公市 前寮里 2018/06/13 0

澎湖縣 馬公市 案山里 2018/06/13 0

澎湖縣 馬公市 復興里 2018/06/15 0



澎湖縣 馬公市 朝陽里 2018/06/11 0

澎湖縣 馬公市 陽明里 2018/06/11 0

澎湖縣 馬公市 陽明里 2018/06/15 0

澎湖縣 望安鄉 中社村 2018/06/14 0

澎湖縣 湖西鄉 成功村 2018/06/14 1

澎湖縣 湖西鄉 西溪村 2018/06/12 0

澎湖縣 湖西鄉 紅羅村 2018/06/11 0

註：本資料僅呈現「住宅地區」且「調查戶數大於等於50戶」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