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調查日期 布氏級數

台中市 大甲區 日南里 2018/12/17 1

台中市 大甲區 江南里 2018/12/17 1

台中市 大雅區 四德里 2018/12/20 1

台中市 大雅區 秀山里 2018/12/20 1

台中市 中　區 公園里 2018/12/18 0

台中市 太平區 太平里 2018/12/20 0

台中市 石岡區 九房里 2018/12/20 1

台中市 石岡區 萬安里 2018/12/20 1

台中市 西屯區 逢福里 2018/12/18 0

台中市 南屯區 永定里 2018/12/20 1

台中市 南屯區 楓樹里 2018/12/20 1

台中市 梧棲區 福德里 2018/12/18 0

台中市 清水區 臨江里 2018/12/18 1

台中市 潭子區 潭北里 2018/12/20 1

台中市 潭子區 潭秀里 2018/12/20 1

台中市 潭子區 潭陽里 2018/12/20 1

台中市 龍井區 忠和里 2018/12/20 1

台中市 龍井區 麗水里 2018/12/20 0

台東縣 成功鎮 和平里 2018/12/20 1

台東縣 成功鎮 忠智里 2018/12/17 1

台東縣 池上鄉 富興村 2018/12/20 0

台東縣 池上鄉 福原村 2018/12/21 0

台東縣 池上鄉 慶豐村 2018/12/20 0

台東縣 卑南鄉 太平村 2018/12/21 0

台東縣 長濱鄉 寧埔村 2018/12/17 2

台南市 七股區 後港里 2018/12/18 0

台南市 下營區 仁里里 2018/12/17 0

台南市 大內區 大內里 2018/12/18 0

台南市 大內區 石城里 2018/12/1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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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 中西區 三民里 2018/12/18 0

台南市 中西區 三民里 2018/12/19 0

台南市 中西區 三合里 2018/12/22 0

台南市 中西區 大南里 2018/12/21 0

台南市 中西區 大涼里 2018/12/21 0

台南市 中西區 小西里 2018/12/20 1

台南市 中西區 五妃里 2018/12/21 0

台南市 中西區 元安里 2018/12/20 0

台南市 中西區 公正里 2018/12/20 0

台南市 中西區 天后里 2018/12/18 0

台南市 中西區 文賢里 2018/12/17 1

台南市 中西區 水仙里 2018/12/19 0

台南市 中西區 永華里 2018/12/19 0

台南市 中西區 光賢里 2018/12/20 1

台南市 中西區 安海里 2018/12/22 1

台南市 中西區 西賢里 2018/12/20 0

台南市 中西區 赤嵌里 2018/12/16 0

台南市 中西區 赤嵌里 2018/12/20 0

台南市 中西區 協和里 2018/12/18 1

台南市 中西區 法華里 2018/12/18 2

台南市 中西區 青年里 2018/12/19 0

台南市 中西區 建國里 2018/12/17 1

台南市 中西區 郡王里 2018/12/17 0

台南市 中西區 郡西里 2018/12/21 0

台南市 中西區 普濟里 2018/12/21 0

台南市 中西區 開山里 2018/12/21 0

台南市 中西區 萬昌里 2018/12/18 1

台南市 中西區 福安里 2018/12/20 0

台南市 中西區 銀同里 2018/12/17 0

台南市 仁德區 一甲里 2018/12/18 1

台南市 仁德區 一甲里 2018/12/22 0

台南市 仁德區 二行里 2018/12/17 0



台南市 仁德區 上崙里 2018/12/21 1

台南市 仁德區 大甲里 2018/12/17 0

台南市 仁德區 仁義里 2018/12/20 0

台南市 仁德區 仁義里 2018/12/21 1

台南市 仁德區 仁德里 2018/12/18 0

台南市 仁德區 仁德里 2018/12/20 0

台南市 仁德區 仁德里 2018/12/22 0

台南市 仁德區 太子里 2018/12/20 1

台南市 仁德區 田厝里 2018/12/19 0

台南市 仁德區 成功里 2018/12/19 0

台南市 仁德區 成功里 2018/12/20 0

台南市 仁德區 保安里 2018/12/19 1

台南市 仁德區 後壁里 2018/12/18 1

台南市 仁德區 新田里 2018/12/19 1

台南市 北　區 三德里 2018/12/19 0

台南市 北　區 大山里 2018/12/17 0

台南市 北　區 大仁里 2018/12/17 0

台南市 北　區 大港里 2018/12/19 0

台南市 北　區 大道里 2018/12/20 0

台南市 北　區 大豐里 2018/12/19 1

台南市 北　區 小康里 2018/12/19 1

台南市 北　區 中樓里 2018/12/20 0

台南市 北　區 仁愛里 2018/12/21 0

台南市 北　區 公園里 2018/12/20 0

台南市 北　區 正風里 2018/12/20 0

台南市 北　區 永祥里 2018/12/21 0

台南市 北　區 玉皇里 2018/12/22 1

台南市 北　區 成德里 2018/12/18 0

台南市 北　區 延平里 2018/12/17 0

台南市 北　區 東興里 2018/12/20 0

台南市 北　區 長榮里 2018/12/18 0

台南市 北　區 長德里 2018/12/17 0



台南市 北　區 重興里 2018/12/18 0

台南市 北　區 國姓里 2018/12/21 0

台南市 北　區 勝安里 2018/12/21 0

台南市 北　區 華興里 2018/12/18 0

台南市 北　區 開元里 2018/12/19 0

台南市 北　區 開元里 2018/12/22 1

台南市 北　區 裕民里 2018/12/22 0

台南市 北　區 實踐里 2018/12/20 1

台南市 北門區 永華里 2018/12/18 0

台南市 永康區 二王里 2018/12/20 0

台南市 永康區 三合里 2018/12/17 0

台南市 永康區 大橋里 2018/12/20 0

台南市 永康區 大灣里 2018/12/18 1

台南市 永康區 中華里 2018/12/20 0

台南市 永康區 中興里 2018/12/22 0

台南市 永康區 六合里 2018/12/20 1

台南市 永康區 永康里 2018/12/17 1

台南市 永康區 甲頂里 2018/12/19 0

台南市 永康區 光復里 2018/12/17 0

台南市 永康區 西勢里 2018/12/21 0

台南市 永康區 西橋里 2018/12/18 0

台南市 永康區 西灣里 2018/12/19 0

台南市 永康區 尚頂里 2018/12/19 0

台南市 永康區 尚頂里 2018/12/22 0

台南市 永康區 東橋里 2018/12/22 0

台南市 永康區 東灣里 2018/12/18 1

台南市 永康區 建國里 2018/12/21 1

台南市 永康區 埔園里 2018/12/21 0

台南市 永康區 神洲里 2018/12/19 0

台南市 永康區 神洲里 2018/12/22 1

台南市 永康區 崑山里 2018/12/21 0

台南市 永康區 勝利里 2018/12/20 1



台南市 永康區 復國里 2018/12/17 0

台南市 永康區 復華里 2018/12/20 0

台南市 永康區 復興里 2018/12/21 0

台南市 永康區 網寮里 2018/12/21 1

台南市 永康區 蔦松里 2018/12/21 0

台南市 永康區 鹽行里 2018/12/18 0

台南市 永康區 鹽洲里 2018/12/21 1

台南市 安平區 文平里 2018/12/19 0

台南市 安平區 平安里 2018/12/19 0

台南市 安平區 平通里 2018/12/20 0

台南市 安平區 石門里 2018/12/18 0

台南市 安平區 西門里 2018/12/17 0

台南市 安平區 育平里 2018/12/20 0

台南市 安平區 怡平里 2018/12/20 0

台南市 安平區 怡平里 2018/12/22 0

台南市 安平區 金城里 2018/12/21 0

台南市 安平區 建平里 2018/12/21 0

台南市 安平區 海頭里 2018/12/21 1

台南市 安平區 國平里 2018/12/22 0

台南市 安平區 港仔里 2018/12/20 0

台南市 安平區 港仔里 2018/12/22 0

台南市 安平區 華平里 2018/12/18 0

台南市 安平區 漁光里 2018/12/20 0

台南市 安平區 億載里 2018/12/17 0

台南市 安定區 六嘉里 2018/12/20 0

台南市 安定區 港南里 2018/12/18 0

台南市 安南區 大安里 2018/12/17 0

台南市 安南區 公塭里 2018/12/21 0

台南市 安南區 公親里 2018/12/19 0

台南市 安南區 四草里 2018/12/18 0

台南市 安南區 四草里 2018/12/22 0

台南市 安南區 布袋里 2018/12/22 0



台南市 安南區 安西里 2018/12/20 0

台南市 安南區 安富里 2018/12/20 1

台南市 安南區 安順里 2018/12/19 1

台南市 安南區 州南里 2018/12/17 0

台南市 安南區 東和里 2018/12/17 0

台南市 安南區 長安里 2018/12/19 1

台南市 安南區 青草里 2018/12/21 0

台南市 安南區 南興里 2018/12/21 1

台南市 安南區 城東里 2018/12/21 0

台南市 安南區 城南里 2018/12/18 0

台南市 安南區 城南里 2018/12/21 1

台南市 安南區 海西里 2018/12/20 1

台南市 安南區 海佃里 2018/12/20 1

台南市 安南區 海東里 2018/12/21 0

台南市 安南區 海南里 2018/12/18 0

台南市 安南區 國安里 2018/12/18 0

台南市 安南區 梅花里 2018/12/17 1

台南市 安南區 淵中里 2018/12/22 0

台南市 安南區 淵東里 2018/12/22 0

台南市 安南區 鹿耳里 2018/12/18 0

台南市 安南區 新順里 2018/12/19 0

台南市 安南區 溪心里 2018/12/21 1

台南市 安南區 溪東里 2018/12/20 0

台南市 安南區 溪墘里 2018/12/20 0

台南市 安南區 學東里 2018/12/21 0

台南市 安南區 總頭里 2018/12/22 0

台南市 西港區 慶安里 2018/12/20 0

台南市 西港區 檨林里 2018/12/22 0

台南市 佳里區 民安里 2018/12/20 0

台南市 佳里區 嘉福里 2018/12/21 0

台南市 佳里區 興化里 2018/12/19 0

台南市 佳里區 興化里 2018/12/21 0



台南市 東　區 大福里 2018/12/21 0

台南市 東　區 仁和里 2018/12/17 0

台南市 東　區 文聖里 2018/12/18 0

台南市 東　區 成大里 2018/12/18 0

台南市 東　區 成大里 2018/12/20 0

台南市 東　區 和平里 2018/12/21 0

台南市 東　區 東門里 2018/12/19 1

台南市 東　區 東智里 2018/12/17 0

台南市 東　區 虎尾里 2018/12/22 0

台南市 東　區 南聖里 2018/12/20 1

台南市 東　區 後甲里 2018/12/21 1

台南市 東　區 泉南里 2018/12/17 1

台南市 東　區 崇成里 2018/12/20 1

台南市 東　區 崇善里 2018/12/22 0

台南市 東　區 崇誨里 2018/12/20 0

台南市 東　區 崇德里 2018/12/17 0

台南市 東　區 新東里 2018/12/16 1

台南市 東　區 新東里 2018/12/19 0

台南市 東　區 裕聖里 2018/12/21 0

台南市 東　區 德高里 2018/12/18 1

台南市 東山區 三榮里 2018/12/17 0

台南市 東山區 東中里 2018/12/19 0

台南市 東山區 青山里 2018/12/19 0

台南市 東山區 科里里 2018/12/18 0

台南市 南　區 大忠里 2018/12/17 0

台南市 南　區 大林里 2018/12/18 0

台南市 南　區 大恩里 2018/12/20 1

台南市 南　區 文南里 2018/12/19 1

台南市 南　區 文華里 2018/12/19 1

台南市 南　區 日新里 2018/12/21 0

台南市 南　區 田寮里 2018/12/22 1

台南市 南　區 白雪里 2018/12/22 0



台南市 南　區 光明里 2018/12/18 1

台南市 南　區 再興里 2018/12/20 0

台南市 南　區 佛壇里 2018/12/17 0

台南市 南　區 明興里 2018/12/20 1

台南市 南　區 松安里 2018/12/19 0

台南市 南　區 金華里 2018/12/17 0

台南市 南　區 南都里 2018/12/21 0

台南市 南　區 南華里 2018/12/20 2

台南市 南　區 省躬里 2018/12/18 0

台南市 南　區 國宅里 2018/12/21 0

台南市 南　區 喜北里 2018/12/19 0

台南市 南　區 喜東里 2018/12/17 1

台南市 南　區 開南里 2018/12/20 0

台南市 南　區 新生里 2018/12/21 0

台南市 南　區 新昌里 2018/12/20 0

台南市 南　區 新昌里 2018/12/21 0

台南市 南　區 新興里 2018/12/22 0

台南市 南　區 廣州里 2018/12/22 0

台南市 南　區 鯤鯓里 2018/12/18 0

台南市 柳營區 光福里 2018/12/21 0

台南市 柳營區 旭山里 2018/12/17 0

台南市 將軍區 仁和里 2018/12/17 0

台南市 將軍區 長沙里 2018/12/19 0

台南市 善化區 小新里 2018/12/16 0

台南市 善化區 文昌里 2018/12/18 0

台南市 善化區 胡厝里 2018/12/17 0

台南市 學甲區 中洲里 2018/12/20 0

台南市 學甲區 慈福里 2018/12/20 0

台南市 學甲區 新榮里 2018/12/19 0

台南市 學甲區 豐和里 2018/12/17 0

台南市 龍崎區 中坑里 2018/12/18 0

台南市 關廟區 北勢里 2018/12/19 0



台南市 關廟區 南花里 2018/12/17 0

台南市 鹽水區 水仙里 2018/12/21 0

台南市 鹽水區 義稠里 2018/12/21 0

宜蘭縣 三星鄉 義德村 2018/12/22 0

宜蘭縣 三星鄉 雙賢村 2018/12/22 0

宜蘭縣 冬山鄉 三奇村 2018/12/18 0

宜蘭縣 冬山鄉 東城村 2018/12/19 0

宜蘭縣 冬山鄉 香和村 2018/12/19 0

宜蘭縣 冬山鄉 補城村 2018/12/18 0

宜蘭縣 宜蘭市 中興里 2018/12/17 0

宜蘭縣 宜蘭市 延平里 2018/12/17 0

宜蘭縣 頭城鎮 拔雅里 2018/12/22 1

宜蘭縣 頭城鎮 金盈里 2018/12/20 0

宜蘭縣 頭城鎮 金面里 2018/12/21 0

宜蘭縣 頭城鎮 頂埔里 2018/12/20 1

宜蘭縣 頭城鎮 新建里 2018/12/22 0

宜蘭縣 頭城鎮 福成里 2018/12/21 0

宜蘭縣 礁溪鄉 三民村 2018/12/17 0

花蓮縣 花蓮市 民心里 2018/12/20 0

花蓮縣 花蓮市 民有里 2018/12/20 0

花蓮縣 花蓮市 民享里 2018/12/20 0

花蓮縣 花蓮市 民樂里 2018/12/20 0

南投縣 水里鄉 水里村 2018/12/22 1

南投縣 水里鄉 新城村 2018/12/21 1

南投縣 水里鄉 農富村 2018/12/18 1

南投縣 竹山鎮 下坪里 2018/12/19 0

南投縣 竹山鎮 中山里 2018/12/20 1

南投縣 竹山鎮 中和里 2018/12/17 1

南投縣 竹山鎮 坪頂里 2018/12/19 1

南投縣 竹山鎮 延山里 2018/12/20 1

南投縣 竹山鎮 瑞竹里 2018/12/19 1

南投縣 信義鄉 人和村 2018/12/18 0



南投縣 信義鄉 地利村 2018/12/19 0

南投縣 信義鄉 自強村 2018/12/18 0

南投縣 信義鄉 愛國村 2018/12/18 0

南投縣 信義鄉 潭南村 2018/12/19 0

南投縣 信義鄉 雙龍村 2018/12/19 0

屏東縣 內埔鄉 上樹村 2018/12/20 0

屏東縣 內埔鄉 大新村 2018/12/19 0

屏東縣 內埔鄉 內田村 2018/12/19 0

屏東縣 內埔鄉 內埔村 2018/12/17 0

屏東縣 內埔鄉 和興村 2018/12/18 0

屏東縣 內埔鄉 東片村 2018/12/17 0

屏東縣 內埔鄉 東勢村 2018/12/20 1

屏東縣 內埔鄉 建興村 2018/12/18 0

屏東縣 內埔鄉 振豐村 2018/12/21 1

屏東縣 內埔鄉 義亭村 2018/12/22 0

屏東縣 內埔鄉 興南村 2018/12/22 0

屏東縣 東港鎮 東和里 2018/12/20 0

屏東縣 東港鎮 東隆里 2018/12/22 0

屏東縣 東港鎮 頂中里 2018/12/19 0

屏東縣 東港鎮 頂新里 2018/12/18 1

屏東縣 東港鎮 朝安里 2018/12/21 0

屏東縣 東港鎮 新勝里 2018/12/19 0

屏東縣 東港鎮 鎮海里 2018/12/17 0

屏東縣 屏東市 三山里 2018/12/20 0

屏東縣 屏東市 仁義里 2018/12/18 1

屏東縣 屏東市 太平里 2018/12/21 1

屏東縣 屏東市 北勢里 2018/12/18 0

屏東縣 屏東市 永安里 2018/12/17 0

屏東縣 屏東市 永安里 2018/12/19 1

屏東縣 屏東市 永城里 2018/12/19 0

屏東縣 屏東市 光榮里 2018/12/19 0

屏東縣 屏東市 光榮里 2018/12/21 0



屏東縣 屏東市 和興里 2018/12/19 1

屏東縣 屏東市 明正里 2018/12/20 0

屏東縣 屏東市 金泉里 2018/12/19 0

屏東縣 屏東市 信和里 2018/12/21 1

屏東縣 屏東市 海豐里 2018/12/17 1

屏東縣 屏東市 崇智里 2018/12/20 0

屏東縣 屏東市 勝利里 2018/12/17 0

屏東縣 屏東市 勝利里 2018/12/18 1

屏東縣 屏東市 廣興里 2018/12/22 1

屏東縣 屏東市 潭墘里 2018/12/20 0

屏東縣 屏東市 擇仁里 2018/12/18 0

屏東縣 屏東市 擇仁里 2018/12/19 0

屏東縣 萬丹鄉 加興村 2018/12/17 1

屏東縣 萬丹鄉 後村村 2018/12/21 0

屏東縣 萬丹鄉 香社村 2018/12/19 1

屏東縣 萬丹鄉 廈南村 2018/12/22 1

屏東縣 萬丹鄉 新鐘村 2018/12/18 0

屏東縣 萬丹鄉 萬全村 2018/12/20 0

屏東縣 潮州鎮 九塊里 2018/12/19 1

屏東縣 潮州鎮 三共里 2018/12/20 0

屏東縣 潮州鎮 三共里 2018/12/21 1

屏東縣 潮州鎮 三和里 2018/12/19 1

屏東縣 潮州鎮 三星里 2018/12/18 1

屏東縣 潮州鎮 三星里 2018/12/22 1

屏東縣 潮州鎮 五魁里 2018/12/20 1

屏東縣 潮州鎮 四春里 2018/12/20 1

屏東縣 潮州鎮 永春里 2018/12/21 1

屏東縣 潮州鎮 光華里 2018/12/22 1

屏東縣 潮州鎮 崙東里 2018/12/18 1

屏東縣 潮州鎮 富春里 2018/12/17 1

屏東縣 潮州鎮 彭城里 2018/12/17 1

屏東縣 潮州鎮 新生里 2018/12/18 1



屏東縣 潮州鎮 新榮里 2018/12/17 1

屏東縣 潮州鎮 新榮里 2018/12/18 0

屏東縣 潮州鎮 潮州里 2018/12/19 0

屏東縣 潮州鎮 蓬萊里 2018/12/21 1

屏東縣 潮州鎮 興美里 2018/12/22 1

苗栗縣 三義鄉 西湖村 2018/12/17 1

苗栗縣 三灣鄉 大坪村 2018/12/19 1

苗栗縣 大湖鄉 富興村 2018/12/21 0

苗栗縣 竹南鎮 大埔里 2018/12/22 0

苗栗縣 竹南鎮 營盤里 2018/12/20 0

苗栗縣 南庄鄉 獅山村 2018/12/18 0

苗栗縣 通霄鎮 平元里 2018/12/18 1

苗栗縣 頭份鎮 文化里 2018/12/19 1

高雄市 三民區 本元里 2018/12/17 2

高雄市 三民區 同德里 2018/12/21 0

高雄市 三民區 安生里 2018/12/18 0

高雄市 三民區 安和里 2018/12/18 1

高雄市 三民區 博惠里 2018/12/17 1

高雄市 三民區 裕民里 2018/12/19 1

高雄市 三民區 達仁里 2018/12/21 1

高雄市 三民區 達明里 2018/12/18 1

高雄市 三民區 達勇里 2018/12/21 1

高雄市 三民區 達德里 2018/12/18 0

高雄市 三民區 德智里 2018/12/18 0

高雄市 小港區 二苓里 2018/12/18 1

高雄市 小港區 三苓里 2018/12/18 0

高雄市 小港區 大坪里 2018/12/17 1

高雄市 小港區 大苓里 2018/12/18 1

高雄市 小港區 山明里 2018/12/18 1

高雄市 小港區 正苓里 2018/12/18 0

高雄市 小港區 坪頂里 2018/12/17 1

高雄市 小港區 松山里 2018/12/17 1



高雄市 小港區 高松里 2018/12/18 0

高雄市 小港區 港南里 2018/12/18 1

高雄市 小港區 順苓里 2018/12/18 0

高雄市 左營區 自助里 2018/12/22 0

高雄市 左營區 尾北里 2018/12/17 0

高雄市 左營區 屏山里 2018/12/17 0

高雄市 左營區 崇實里 2018/12/22 0

高雄市 左營區 菜公里 2018/12/16 0

高雄市 左營區 新光里 2018/12/17 1

高雄市 左營區 聖西里 2018/12/22 1

高雄市 岡山區 大莊里 2018/12/21 1

高雄市 岡山區 華崗里 2018/12/21 1

高雄市 岡山區 潭底里 2018/12/21 0

高雄市 前金區 長生里 2018/12/22 0

高雄市 前鎮區 興邦里 2018/12/22 1

高雄市 前鎮區 鎮北里 2018/12/22 0

高雄市 苓雅區 文昌里 2018/12/17 0

高雄市 苓雅區 正大里 2018/12/19 1

高雄市 苓雅區 正仁里 2018/12/17 1

高雄市 苓雅區 和煦里 2018/12/22 1

高雄市 苓雅區 林華里 2018/12/22 2

高雄市 苓雅區 美田里 2018/12/17 1

高雄市 苓雅區 苓中里 2018/12/19 1

高雄市 苓雅區 朝陽里 2018/12/20 0

高雄市 苓雅區 福人里 2018/12/19 0

高雄市 苓雅區 福康里 2018/12/17 0

高雄市 苓雅區 福康里 2018/12/19 0

高雄市 新興區 玉衡里 2018/12/22 1

高雄市 新興區 東坡里 2018/12/22 1

高雄市 新興區 愛平里 2018/12/22 0

高雄市 楠梓區 久昌里 2018/12/17 0

高雄市 楠梓區 大昌里 2018/12/18 1



高雄市 楠梓區 五常里 2018/12/18 0

高雄市 楠梓區 仁昌里 2018/12/21 1

高雄市 楠梓區 宏昌里 2018/12/18 1

高雄市 楠梓區 宏昌里 2018/12/21 1

高雄市 楠梓區 享平里 2018/12/18 0

高雄市 楠梓區 和昌里 2018/12/18 0

高雄市 楠梓區 東寧里 2018/12/18 0

高雄市 楠梓區 建昌里 2018/12/18 0

高雄市 楠梓區 泰昌里 2018/12/17 1

高雄市 楠梓區 國昌里 2018/12/19 2

高雄市 楠梓區 國昌里 2018/12/20 1

高雄市 楠梓區 盛昌里 2018/12/17 0

高雄市 楠梓區 裕昌里 2018/12/20 1

高雄市 楠梓區 福昌里 2018/12/17 0

高雄市 楠梓區 慶昌里 2018/12/18 0

高雄市 楠梓區 興昌里 2018/12/17 0

高雄市 楠梓區 興昌里 2018/12/20 1

高雄市 路竹區 下坑里 2018/12/19 1

高雄市 路竹區 甲北里 2018/12/19 0

高雄市 路竹區 竹園里 2018/12/19 1

高雄市 鼓山區 正德里 2018/12/22 0

高雄市 鼓山區 民族里 2018/12/21 2

高雄市 鼓山區 明誠里 2018/12/19 1

高雄市 鼓山區 前峰里 2018/12/21 0

高雄市 鼓山區 華豐里 2018/12/19 1

高雄市 鼓山區 華豐里 2018/12/21 0

高雄市 鼓山區 雄峰里 2018/12/21 0

高雄市 鼓山區 裕興里 2018/12/21 0

高雄市 鼓山區 鼓峰里 2018/12/21 1

高雄市 鼓山區 龍子里 2018/12/19 0

高雄市 鼓山區 龍水里 2018/12/19 3

高雄市 鳳山區 瑞竹里 2018/12/22 1



高雄市 鳳山區 瑞興里 2018/12/22 1

高雄市 燕巢區 角宿里 2018/12/21 1

高雄市 燕巢區 鳳雄里 2018/12/21 1

高雄市 燕巢區 橫山里 2018/12/21 1

高雄市 鹽埕區 府北里 2018/12/22 0

高雄市 鹽埕區 陸橋里 2018/12/22 1

雲林縣 大埤鄉 吉田村 2018/12/19 1

雲林縣 大埤鄉 尚義村 2018/12/19 1

雲林縣 元長鄉 西莊村 2018/12/20 0

雲林縣 台西鄉 永豐村 2018/12/17 0

雲林縣 台西鄉 富琦村 2018/12/17 0

雲林縣 西螺鎮 廣福里 2018/12/22 1

雲林縣 東勢鄉 嘉隆村 2018/12/17 0

雲林縣 褒忠鄉 田洋村 2018/12/17 0

雲林縣 褒忠鄉 新湖村 2018/12/17 0

新北市 三重區 大園里 2018/12/17 0

新北市 三重區 中山里 2018/12/17 0

新北市 三重區 中正里 2018/12/18 0

新北市 三重區 五常里 2018/12/20 0

新北市 三重區 五華里 2018/12/22 0

新北市 三重區 五順里 2018/12/20 0

新北市 三重區 五福里 2018/12/22 0

新北市 三重區 仁忠里 2018/12/20 0

新北市 三重區 民生里 2018/12/17 0

新北市 三重區 永春里 2018/12/18 0

新北市 三重區 吉利里 2018/12/18 0

新北市 三重區 重陽里 2018/12/17 0

新北市 三重區 國隆里 2018/12/17 0

新北市 三重區 富福里 2018/12/20 0

新北市 三重區 菜寮里 2018/12/18 0

新北市 三重區 慈化里 2018/12/22 0

新北市 三重區 慈祐里 2018/12/20 0



新北市 三重區 慈惠里 2018/12/22 0

新北市 三重區 慈愛里 2018/12/22 0

新北市 三峽區 八張里 2018/12/20 1

新北市 土城區 大安里 2018/12/21 0

新北市 土城區 安和里 2018/12/22 0

新北市 土城區 清溪里 2018/12/22 0

新北市 土城區 貨饒里 2018/12/22 0

新北市 土城區 瑞興里 2018/12/22 0

新北市 五股區 成德里 2018/12/17 0

新北市 永和區 仁愛里 2018/12/19 1

新北市 永和區 民族里 2018/12/21 1

新北市 永和區 永安里 2018/12/21 0

新北市 永和區 保安里 2018/12/19 1

新北市 永和區 信義里 2018/12/21 0

新北市 永和區 潭墘里 2018/12/18 1

新北市 板橋區 西安里 2018/12/18 0

新北市 板橋區 明翠里 2018/12/18 0

新北市 板橋區 崑崙里 2018/12/22 0

新北市 板橋區 朝陽里 2018/12/18 0

新北市 林口區 東勢里 2018/12/21 0

新北市 林口區 南勢里 2018/12/22 0

新北市 林口區 麗園里 2018/12/21 0

新北市 金山區 大同里 2018/12/19 1

新北市 金山區 和平里 2018/12/19 0

新北市 貢寮區 龍門里 2018/12/20 0

新北市 淡水區 八勢里 2018/12/19 0

新北市 淡水區 中興里 2018/12/18 0

新北市 淡水區 水碓里 2018/12/18 1

新北市 淡水區 北投里 2018/12/18 0

新北市 淡水區 正德里 2018/12/18 1

新北市 淡水區 民生里 2018/12/19 0

新北市 淡水區 民安里 2018/12/19 0



新北市 淡水區 民權里 2018/12/19 0

新北市 淡水區 竹圍里 2018/12/18 0

新北市 淡水區 竹圍里 2018/12/19 0

新北市 淡水區 協元里 2018/12/19 0

新北市 淡水區 油車里 2018/12/19 0

新北市 淡水區 竿蓁里 2018/12/18 0

新北市 淡水區 草東里 2018/12/19 0

新北市 淡水區 義山里 2018/12/18 0

新北市 深坑區 萬福里 2018/12/18 1

新北市 瑞芳區 光復里 2018/12/19 0

新北市 瑞芳區 龍潭里 2018/12/21 0

新北市 瑞芳區 龍興里 2018/12/17 0

新北市 瑞芳區 龍鎮里 2018/12/18 0

新北市 萬里區 大鵬里 2018/12/22 1

新北市 萬里區 溪底里 2018/12/21 0

新北市 樹林區 文林里 2018/12/19 0

新北市 樹林區 圳生里 2018/12/21 1

新北市 樹林區 圳安里 2018/12/21 1

新北市 樹林區 圳福里 2018/12/21 0

新北市 樹林區 育英里 2018/12/21 0

新北市 樹林區 坡內里 2018/12/21 0

新北市 樹林區 東山里 2018/12/21 0

新北市 樹林區 東昇里 2018/12/19 0

新北市 樹林區 金寮里 2018/12/19 1

新北市 樹林區 潭底里 2018/12/19 1

新北市 蘆洲區 中原里 2018/12/18 0

新北市 蘆洲區 水湳里 2018/12/17 0

新北市 蘆洲區 民和里 2018/12/19 0

新北市 蘆洲區 樹德里 2018/12/19 0

新竹市 東　區 南大里 2018/12/21 0

新竹縣 五峰鄉 大隘村 2018/12/21 0

新竹縣 尖石鄉 新樂村 2018/12/18 0



新竹縣 尖石鄉 錦屏村 2018/12/21 0

新竹縣 竹北市 興安里 2018/12/17 0

新竹縣 竹東鎮 仁愛里 2018/12/18 0

新竹縣 竹東鎮 東寧里 2018/12/18 0

新竹縣 新埔鎮 文山里 2018/12/17 0

新竹縣 新埔鎮 四座里 2018/12/19 0

新竹縣 新埔鎮 新民里 2018/12/17 0

新竹縣 新埔鎮 新生里 2018/12/19 0

新竹縣 新埔鎮 新埔里 2018/12/19 0

嘉義縣 大林鎮 上林里 2018/12/19 2

嘉義縣 大林鎮 中林里 2018/12/19 0

嘉義縣 中埔鄉 和美村 2018/12/17 1

嘉義縣 中埔鄉 和美村 2018/12/20 0

嘉義縣 六腳鄉 蒜南村 2018/12/21 0

嘉義縣 六腳鄉 豐美村 2018/12/18 0

嘉義縣 六腳鄉 蘇厝村 2018/12/19 0

嘉義縣 布袋鎮 好美里 2018/12/22 0

嘉義縣 布袋鎮 岑海里 2018/12/20 0

嘉義縣 布袋鎮 見龍里 2018/12/17 0

嘉義縣 布袋鎮 復興里 2018/12/17 0

嘉義縣 布袋鎮 新民里 2018/12/22 0

嘉義縣 布袋鎮 興中里 2018/12/22 0

嘉義縣 梅山鄉 梅北村 2018/12/19 0

嘉義縣 梅山鄉 梅南村 2018/12/19 0

嘉義縣 鹿草鄉 下潭村 2018/12/20 0

嘉義縣 鹿草鄉 光潭村 2018/12/20 0

嘉義縣 番路鄉 番路村 2018/12/18 0

嘉義縣 番路鄉 觸口村 2018/12/18 0

彰化縣 二林鎮 西平里 2018/12/21 0

彰化縣 田中鎮 中路里 2018/12/20 0

彰化縣 田中鎮 碧峰里 2018/12/17 0

彰化縣 芳苑鄉 芳中村 2018/12/21 0



彰化縣 芳苑鄉 芳苑村 2018/12/21 0

彰化縣 埔心鄉 大華村 2018/12/20 1

彰化縣 埔鹽鄉 瓦嗂村 2018/12/20 1

彰化縣 溪湖鎮 番婆里 2018/12/20 1

彰化縣 線西鄉 下犁村 2018/12/18 0

澎湖縣 馬公市 山水里 2018/12/17 0

澎湖縣 馬公市 山水里 2018/12/19 0

澎湖縣 馬公市 中央里 2018/12/17 2

澎湖縣 馬公市 五德里 2018/12/18 0

澎湖縣 馬公市 井垵里 2018/12/21 0

澎湖縣 馬公市 石泉里 2018/12/19 0

澎湖縣 馬公市 光明里 2018/12/18 0

澎湖縣 馬公市 光復里 2018/12/20 1

澎湖縣 馬公市 光榮里 2018/12/17 0

澎湖縣 馬公市 光榮里 2018/12/19 0

澎湖縣 馬公市 光榮里 2018/12/20 0

澎湖縣 馬公市 西文里 2018/12/19 0

澎湖縣 馬公市 西衛里 2018/12/18 0

澎湖縣 馬公市 東文里 2018/12/17 0

澎湖縣 馬公市 東文里 2018/12/21 0

澎湖縣 馬公市 東衛里 2018/12/18 1

澎湖縣 馬公市 虎井里 2018/12/16 0

澎湖縣 馬公市 虎井里 2018/12/17 0

澎湖縣 馬公市 虎井里 2018/12/18 0

澎湖縣 馬公市 虎井里 2018/12/19 0

澎湖縣 馬公市 虎井里 2018/12/20 0

澎湖縣 馬公市 虎井里 2018/12/21 0

澎湖縣 馬公市 重光里 2018/12/18 0

澎湖縣 馬公市 風櫃里 2018/12/20 0

澎湖縣 馬公市 案山里 2018/12/19 0

澎湖縣 馬公市 啟明里 2018/12/20 0

澎湖縣 馬公市 朝陽里 2018/12/17 0



澎湖縣 馬公市 朝陽里 2018/12/20 0

澎湖縣 馬公市 朝陽里 2018/12/21 0

澎湖縣 馬公市 菜園里 2018/12/21 0

澎湖縣 馬公市 蒔裡里 2018/12/19 0

澎湖縣 馬公市 興仁里 2018/12/21 0

澎湖縣 馬公市 鎖港里 2018/12/19 0

澎湖縣 馬公市 鎖港里 2018/12/22 0

澎湖縣 馬公市 鐵線里 2018/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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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