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錄一、生育率檢定為顯著群集地區者 
附錄 1-1 15~19歲育齡婦女生育率「顯著較高」地區 
（由左至右依次為 1991、1992、2001、2002 年） 

  
顯著個數：133 顯著個數：130 顯著個數：118 顯著個數：118 
最大聚集區塊：55 最大聚集區塊：56 最大聚集區塊：33 最大聚集區塊：31 
p-value：NULL p-value：NULL p-value：NULL p-value：NULL 
次大聚集區塊：41 次大聚集區塊：26 次大聚集區塊：18 次大聚集區塊：19 
p-value：NULL p-value：NULL p-value：NULL p-value：NULL 

 
附錄 1-2 20~24歲育齡婦女生育率「顯著較高」地區 
（由左至右依次為 1991、1992、2001、2002 年） 

  
顯著個數：226 顯著個數：218 顯著個數：229 顯著個數：236 
最大聚集區塊：210 最大聚集區塊：184 最大聚集區塊：220 最大聚集區塊：213 
p-value：NULL p-value：NULL p-value：NULL p-value：NULL 
次大聚集區塊：4 次大聚集區塊：19 次大聚集區塊：4 次大聚集區塊：8 
p-value：NULL p-value：NULL p-value：NULL p-value：NULL 



附錄 1-3 25~29歲育齡婦女生育率「顯著較高」地區 
（由左至右依次為 1991、1992、2001、2002 年） 

  
顯著個數：113 顯著個數：114 顯著個數：145 顯著個數：139 
最大聚集區塊：78 最大聚集區塊：53 最大聚集區塊：121 最大聚集區塊：115 
p-value：NULL p-value：NULL p-value：NULL p-value：NULL 
次大聚集區塊：6 次大聚集區塊：24 次大聚集區塊：5 次大聚集區塊：3 
p-value：NULL p-value：NULL p-value：NULL p-value：NULL 

 
附錄 1-4-1 30~34歲育齡婦女生育率「顯著較高」地區 
（由左至右依次為 1991、1992、2001、2002 年） 

  
顯著個數：40 顯著個數：49 顯著個數：36 顯著個數：43 
最大聚集區塊：14 最大聚集區塊：18 最大聚集區塊：12 最大聚集區塊：12 
p-value：0 p-value：0 p-value：0 p-value：0.0008 
次大聚集區塊：6 次大聚集區塊：5 次大聚集區塊：8 次大聚集區塊：10 
p-value：0.026 p-value：0.147 p-value：0.001 p-value：0.001 



附錄 1-4-2 30~34歲育齡婦女生育率「顯著較高」地區 
1991 1992 2001 2002 
臺北市松山區 臺北市松山區 臺北市松山區 臺北市松山區 
臺北市大安區 臺北市大安區 臺北市大安區 臺北市大安區 
臺北市中山區 臺北市中山區 臺北市大同區 臺北市大同區 
臺北市內湖區 臺北市內湖區 臺北市中山區 臺北市中山區 
臺北市士林區 臺北市南港區 臺北市內湖區 臺北市內湖區 
臺北市北投區 臺北市士林區 臺北市南港區 臺北市南港區 
臺北市信義區 臺北市北投區 臺北市士林區 臺北市士林區 
臺北市中正區 臺北市信義區 臺北市北投區 臺北市北投區 
臺北市萬華區 臺北市中正區 臺北市信義區 臺北市信義區 
臺北市文山區 臺北市文山區 臺北市中正區 臺北市中正區 
新竹市北區 新竹市東區 臺北市萬華區 臺北市萬華區 
臺中市南區 新竹市北區 臺北市文山區 臺北市文山區 
臺中市北區 臺中市西區 新竹市東區 高雄市左營區 
臺中市西屯區 臺中市西屯區 新竹市北區 新竹市東區 
臺中市南屯區 臺中市南屯區 新竹市香山區 新竹市北區 
臺中市北屯區 臺北縣中和市 臺中市南區 新竹市香山區 
臺北縣中和市 臺北縣新店市 臺中市西屯區 臺中市南區 
臺北縣新店市 臺北縣淡水鎮 臺中市南屯區 臺中市南屯區 
臺北縣汐止市 臺北縣汐止市 桃園縣桃園市 桃園縣桃園市 
臺北縣蘆洲市 臺北縣蘆洲市 桃園縣蘆竹鄉 桃園縣蘆竹鄉 
桃園縣中壢市 臺北縣五股鄉 桃園縣觀音鄉 新竹縣關西鎮 
桃園縣新屋鄉 臺北縣石碇鄉 新竹縣關西鎮 新竹縣竹東鎮 
桃園縣觀音鄉 臺北縣八里鄉 新竹縣竹東鎮 新竹縣竹北市 
新竹縣關西鎮 桃園縣中壢市 新竹縣竹北市 新竹縣橫山鄉 
新竹縣湖口鄉 桃園縣楊梅鎮 新竹縣橫山鄉 新竹縣芎林鄉 
新竹縣北埔鄉 桃園縣新屋鄉 新竹縣寶山鄉 新竹縣寶山鄉 
新竹縣峨眉鄉 桃園縣觀音鄉 宜蘭縣五結鄉 新竹縣五峰鄉 
新竹縣五峰鄉 新竹縣竹東鎮 苗栗縣西湖鄉 苗栗縣通霄鎮 
宜蘭縣冬山鄉 新竹縣橫山鄉 臺中縣東勢鎮 苗栗縣三義鄉 
苗栗縣通霄鎮 新竹縣新豐鄉 臺中縣大安鄉 臺中縣清水鎮 
苗栗縣竹南鎮 新竹縣寶山鄉 彰化縣彰化市 臺中縣新社鄉 
苗栗縣頭份鎮 宜蘭縣冬山鄉 彰化縣田尾鄉 臺中縣石岡鄉 
苗栗縣公館鄉 苗栗縣南庄鄉 雲林縣斗南鎮 彰化縣彰化市 
苗栗縣銅鑼鄉 苗栗縣三義鄉 雲林縣四湖鄉 彰化縣溪州鄉 
苗栗縣三灣鄉 苗栗縣西湖鄉 嘉義縣水上鄉 南投縣集集鎮 
臺中縣大安鄉 苗栗縣三灣鄉 花蓮縣玉里鎮 雲林縣大埤鄉 
彰化縣溪州鄉 苗栗縣獅潭鄉  雲林縣崙背鄉 
南投縣南投市 臺中縣大甲鎮  雲林縣口湖鄉 
南投縣集集鎮 臺中縣清水鎮  嘉義縣民雄鄉 
高雄縣鳥松鄉 臺中縣新社鄉  嘉義縣六腳鄉 
 臺中縣外埔鄉  臺南縣左鎮鄉 
 彰化縣二林鎮  高雄縣鳥松鄉 
 彰化縣福興鄉  花蓮縣吉安鄉 
 南投縣集集鎮   
 南投縣名間鄉   
 南投縣國姓鄉   
 嘉義縣義竹鄉   
 屏東縣霧臺鄉   
 臺東縣臺東市   

 
 



附錄 1-5-1 35~39歲育齡婦女生育率「顯著較高」地區 
（由左至右依次為 1991、1992、2001、2002 年） 

  
顯著個數：36 顯著個數：31 顯著個數：32 顯著個數：34 
最大聚集區塊：20 最大聚集區塊：19 最大聚集區塊：14 最大聚集區塊：12 
p-value：0 p-value：0 p-value：0 p-value：0 
次大聚集區塊：5 次大聚集區塊：3 次大聚集區塊：4 次大聚集區塊：4 
p-value：0.009 p-value：0.118 p-value：0.062 p-value：0.115 

 



附錄 1-5-2 35~39歲育齡婦女生育率「顯著較高」地區 
1991 1992 2001 2002
臺北市松山區  臺北市松山區 臺北市松山區 臺北市松山區  
臺北市大安區  臺北市大安區 臺北市大安區 臺北市大安區  
臺北市大同區  臺北市大同區 臺北市大同區 臺北市大同區  
臺北市中山區  臺北市中山區 臺北市中山區 臺北市中山區  
臺北市內湖區  臺北市內湖區 臺北市內湖區 臺北市內湖區  
臺北市士林區  臺北市南港區 臺北市南港區 臺北市南港區  
臺北市北投區  臺北市士林區 臺北市士林區 臺北市士林區  
臺北市信義區  臺北市北投區 臺北市北投區 臺北市北投區  
臺北市中正區  臺北市信義區 臺北市信義區 臺北市信義區  
臺北市萬華區  臺北市中正區 臺北市中正區 臺北市中正區  
臺北市文山區  臺北市萬華區 臺北市萬華區 臺北市萬華區  
基隆市暖暖區  臺北市文山區 臺北市文山區 臺北市文山區  
新竹市北區  新竹市東區 高雄市旗津區 基隆市中山區  
臺中市北區  新竹市北區 新竹市東區 基隆市信義區  
臺北縣板橋市  臺中市北屯區 臺中市南區 新竹市東區  
臺北縣永和市  臺南市安平區 臺中市西屯區 新竹市北區  
臺北縣中和市  臺北縣三重市 臺北縣林口鄉 臺中市南區  
臺北縣新店市  臺北縣永和市 臺北縣八里鄉 臺中市西屯區  
臺北縣樹林市  臺北縣中和市 新竹縣關西鎮 臺中市南屯區  
臺北縣汐止市  臺北縣新店市 新竹縣橫山鄉 桃園縣蘆竹鄉  
臺北縣深坑鄉  臺北縣淡水鎮 新竹縣芎林鄉 桃園縣龜山鄉  
臺北縣八里鄉  臺北縣汐止市 新竹縣寶山鄉 桃園縣復興鄉  
桃園縣新屋鄉  臺北縣蘆洲市 新竹縣尖石鄉 新竹縣關西鎮  
新竹縣新埔鎮  桃園縣龍潭鄉 宜蘭縣三星鄉 新竹縣竹東鎮  
新竹縣竹東鎮  桃園縣觀音鄉 臺中縣新社鄉 新竹縣寶山鄉  
宜蘭縣三星鄉  新竹縣竹東鎮 臺中縣龍井鄉 苗栗縣銅鑼鄉  
苗栗縣苗栗市  苗栗縣南庄鄉 南投縣國姓鄉 彰化縣溪湖鎮  
南投縣魚池鄉  花蓮縣玉里鎮 臺南縣將軍鄉 嘉義縣六腳鄉  
南投縣信義鄉  花蓮縣光復鄉 花蓮縣瑞穗鄉 花蓮縣鳳林鎮  
南投縣仁愛鄉  花蓮縣秀林鄉 花蓮縣萬榮鄉 花蓮縣富里鄉  
花蓮縣吉安鄉  臺東縣池上鄉 臺東縣太麻里鄉 花蓮縣秀林鄉  
花蓮縣光復鄉   臺東縣長濱鄉 花蓮縣萬榮鄉  
花蓮縣瑞穗鄉   臺東縣太麻里鄉 
花蓮縣秀林鄉   臺東縣長濱鄉  
臺東縣卑南鄉   
臺東縣太麻里鄉  
 
 



附錄 1-6-1 40~44歲育齡婦女生育率「顯著較高」地區 
（由左至右依次為 1991、1992、2001、2002 年） 

  
顯著個數：13 顯著個數：10 顯著個數：11 顯著個數：13 
最大聚集區塊：10 最大聚集區塊：7 最大聚集區塊：9 最大聚集區塊：7 
p-value：0 p-value：0 p-value：0 p-value：0 
次大聚集區塊：1 次大聚集區塊：2 次大聚集區塊：1 次大聚集區塊：1 
p-value：1 p-value：0.041 p-value：1 p-value：1 

 
附錄 1-6-2 40~44歲育齡婦女生育率「顯著較高」地區 
1991 1992 2001 2002
臺北市中山區  臺北市松山區 臺北市松山區 臺北市松山區  
臺北市內湖區  臺北市中山區 臺北市大安區 臺北市大安區  
臺北市士林區  臺北市信義區 臺北市中山區 臺北市大同區  
臺北市信義區  臺北市萬華區 臺北市內湖區 臺北市中山區  
臺北市中正區  臺北市文山區 臺北市南港區 臺北市中正區  
臺北市文山區  臺北縣中和市 臺北市士林區 臺北市文山區  
高雄市苓雅區  臺北縣新店市 臺北市信義區 高雄市鼓山區  
臺北縣永和市  臺北縣樹林市 臺北市中正區 新竹市東區  
臺北縣中和市  桃園縣楊梅鎮 臺北市文山區 臺中市西屯區  
臺北縣新店市  桃園縣龍潭鄉 臺北縣鶯歌鎮 嘉義市東區  
臺北縣新莊市   臺東縣臺東市 臺北縣新店市  
臺北縣汐止市   臺北縣淡水鎮  
桃園縣平鎮市   臺南縣新營市  



附錄 1-7 45~49歲育齡婦女生育率「顯著較高」地區 
（由左至右依次為 1991、1992、2001、2002 年） 

  
顯著個數：0 顯著個數：0 顯著個數：0 顯著個數：0 
最大聚集區塊：0 最大聚集區塊：0 最大聚集區塊：0 最大聚集區塊：0 
p-value：NA p-value：NA p-value：NA p-value：NA 
次大聚集區塊：0 次大聚集區塊：0 次大聚集區塊：0 次大聚集區塊：0 
p-value：NA p-value：NA p-value：NA p-value：NA 

 
附錄 1-8 不分年齡層育齡婦女生育率「顯著較高」地區 
（由左至右依次為 1991、1992、2001、2002 年） 

  
顯著個數：228 顯著個數：228 顯著個數：235 顯著個數：229 
最大聚集區塊：204 最大聚集區塊：218 最大聚集區塊：210 最大聚集區塊：202 
p-value：NULL p-value：NULL p-value：NULL p-value：NULL 
次大聚集區塊：12 次大聚集區塊：5 次大聚集區塊：7 次大聚集區塊：7 
p-value：NULL p-value：NULL p-value：NULL p-value：NULL 



附錄 1-9 15~19歲育齡婦女生育率「顯著較低」地區 
（由左至右依次為 1991、1992、2001、2002 年） 

  
顯著個數：0 顯著個數：0 顯著個數：0 顯著個數：0 
最大聚集區塊：0 最大聚集區塊：0 最大聚集區塊：0 最大聚集區塊：0 
p-value：NA p-value：NA p-value：NA p-value：NA 
次大聚集區塊：0 次大聚集區塊：0 次大聚集區塊：0 次大聚集區塊：0 
p-value：NA p-value：NA p-value：NA p-value：NA 

 
附錄 1-10-1 20~24歲育齡婦女生育率「顯著較低」地區 
（由左至右依次為 1991、1992、2001、2002 年） 

  
顯著個數：31 顯著個數：31 顯著個數：29 顯著個數：26 
最大聚集區塊：16 最大聚集區塊：17 最大聚集區塊：17 最大聚集區塊：16 
p-value：0 p-value：0 p-value：0 p-value：0 
次大聚集區塊：8 次大聚集區塊：7 次大聚集區塊：5 次大聚集區塊：4 
p-value：0 p-value：0 p-value：0.002 p-value：0.005 



附錄 1-10-2 20~24歲育齡婦女生育率「顯著較低」地區 
1991 1992 2001 2002
臺北市松山區  臺北市松山區 臺北市松山區 臺北市松山區  
臺北市大安區  臺北市大安區 臺北市大安區 臺北市大安區  
臺北市大同區  臺北市大同區 臺北市大同區 臺北市大同區  
臺北市中山區  臺北市中山區 臺北市中山區 臺北市中山區  
臺北市內湖區  臺北市內湖區 臺北市內湖區 臺北市內湖區  
臺北市南港區  臺北市南港區 臺北市士林區 臺北市士林區  
臺北市士林區  臺北市士林區 臺北市北投區 臺北市北投區  
臺北市北投區  臺北市北投區 臺北市信義區 臺北市信義區  
臺北市信義區  臺北市信義區 臺北市中正區 臺北市中正區  
臺北市中正區  臺北市中正區 臺北市萬華區 臺北市萬華區  
臺北市萬華區  臺北市萬華區 臺北市文山區 臺北市文山區  
臺北市文山區  臺北市文山區 高雄市鼓山區 高雄市三民區  
高雄市鼓山區  高雄市左營區 高雄市三民區 高雄市新興區  
高雄市左營區  高雄市三民區 高雄市新興區 高雄市苓雅區  
高雄市三民區  高雄市新興區 高雄市苓雅區 高雄市前鎮區  
高雄市新興區  高雄市前金區 臺中市西區 臺中市西區  
高雄市前金區  高雄市苓雅區 臺中市北區 臺中市北區  
高雄市苓雅區  高雄市前鎮區 臺中市北屯區 臺南市東區  
高雄市前鎮區  臺中市西區 臺南市東區 臺南市南區  
臺中市西區  臺中市南區 臺南市南區 臺南市北區  
臺中市北區  臺中市北區 臺南市北區 臺北縣板橋市  
臺南市東區  臺南市東區 臺南市中區 臺北縣永和市  
臺南市西區  臺南市北區 臺北縣板橋市 臺北縣中和市  
臺南市中區  臺南市中區 臺北縣三重市 臺北縣新店市  
嘉義市東區  嘉義市東區 臺北縣永和市 臺北縣新莊市  
臺北縣板橋市  臺北縣板橋市 臺北縣中和市 屏東縣屏東市  
臺北縣永和市  臺北縣三重市 臺北縣新店市 

臺北縣中和市  臺北縣永和市 臺北縣新莊市 

臺北縣新店市  臺北縣中和市 高雄縣鳳山市 

高雄縣鳳山市  臺北縣新店市 

屏東縣屏東市  高雄縣鳳山市 



附錄 1-11-1 25~29歲育齡婦女生育率「顯著較低」地區 
（由左至右依次為 1991、1992、2001、2002 年） 

  
顯著個數：15 顯著個數：18 顯著個數：24 顯著個數：21 
最大聚集區塊：11 最大聚集區塊：12 最大聚集區塊：15 最大聚集區塊：11 
p-value：0 p-value：0 p-value：0 p-value：0 
次大聚集區塊：2 次大聚集區塊：3 次大聚集區塊：6 次大聚集區塊：6 
p-value：0.096 p-value：0.013 p-value：0 p-value：0 

附錄 1-11-2 25~29歲育齡婦女生育率「顯著較低」地區 
1991 1992 2001 2002
臺北市松山區  臺北市松山區 臺北市松山區 臺北市松山區  
臺北市大安區  臺北市大安區 臺北市大安區 臺北市大安區  
臺北市大同區  臺北市大同區 臺北市大同區 臺北市中山區  
臺北市中山區  臺北市中山區 臺北市中山區 臺北市士林區  
臺北市士林區  臺北市南港區 臺北市士林區 臺北市北投區  
臺北市北投區  臺北市士林區 臺北市北投區 臺北市信義區  
臺北市信義區  臺北市北投區 臺北市中正區 高雄市鼓山區  
臺北市中正區  臺北市信義區 臺北市萬華區 高雄市三民區  
臺北市萬華區  臺北市中正區 臺北市文山區 高雄市新興區  
臺北市文山區  臺北市萬華區 高雄市三民區 高雄市苓雅區  
高雄市新興區  臺北市文山區 高雄市新興區 高雄市前鎮區  
高雄市前金區  高雄市新興區 高雄市前金區 臺中市北區  
臺南市中區  高雄市苓雅區 高雄市苓雅區 臺南市南區  
臺北縣永和市  臺南市東區 高雄市前鎮區 臺南市北區  
高雄縣旗山鎮  臺南市西區 臺中市北區 嘉義市東區  
 臺南市中區 臺南市東區 臺北縣板橋市  
 臺北縣永和市 臺南市中區 臺北縣三重市  
 屏東縣屏東市 臺北縣板橋市 臺北縣永和市  
  臺北縣三重市 臺北縣中和市  
  臺北縣永和市 臺北縣新店市  
  臺北縣中和市 高雄縣鳳山市  
  臺北縣新店市

  臺北縣汐止市

  高雄縣鳳山市



附錄 1-12 30~34歲育齡婦女生育率「顯著較低」地區 
（由左至右依次為 1991、1992、2001、2002 年） 

  
顯著個數：0 顯著個數：2 顯著個數：0 顯著個數：0 
最大聚集區塊：0 最大聚集區塊：1 最大聚集區塊：0 最大聚集區塊：0 
p-value：NA p-value：1 p-value：NA p-value：NA 
次大聚集區塊：0 次大聚集區塊：1 次大聚集區塊：0 次大聚集區塊：0 
p-value：NA p-value：1 p-value：NA p-value：NA 

 
附錄 1-13 35~39歲育齡婦女生育率「顯著較低」地區 
（由左至右依次為 1991、1992、2001、2002 年） 

  
顯著個數：0 顯著個數：0 顯著個數：0 顯著個數：0 
最大聚集區塊：0 最大聚集區塊：0 最大聚集區塊：0 最大聚集區塊：0 
p-value：NA p-value：NA p-value：NA p-value：NA 
次大聚集區塊：0 次大聚集區塊：0 次大聚集區塊：0 次大聚集區塊：0 
p-value：NA p-value：NA p-value：NA p-value：NA 

 



附錄 1-14 40~44歲育齡婦女生育率「顯著較低」地區 
（由左至右依次為 1991、1992、2001、2002 年） 

  
顯著個數：0 顯著個數：0 顯著個數：0 顯著個數：0 
最大聚集區塊：0 最大聚集區塊：0 最大聚集區塊：0 最大聚集區塊：0 
p-value：NA p-value：NA p-value：NA p-value：NA 
次大聚集區塊：0 次大聚集區塊：0 次大聚集區塊：0 次大聚集區塊：0 
p-value：NA p-value：NA p-value：NA p-value：NA 

 
附錄 1-15 45~49歲育齡婦女生育率「顯著較低」地區 
（由左至右依次為 1991、1992、2001、2002 年） 

  
顯著個數：0 顯著個數：0 顯著個數：0 顯著個數：0 
最大聚集區塊：0 最大聚集區塊：0 最大聚集區塊：0 最大聚集區塊：0 
p-value：NA p-value：NA p-value：NA p-value：NA 
次大聚集區塊：0 次大聚集區塊：0 次大聚集區塊：0 次大聚集區塊：0 
p-value：NA p-value：NA p-value：NA p-value：NA 

 



附錄 1-16-1 不分年齡層育齡婦女生育率「顯著較低」地區 
（由左至右依次為 1991、1992、2001、2002 年） 

  
顯著個數：26 顯著個數：27 顯著個數：24 顯著個數：25
最大聚集區塊：13 最大聚集區塊：13 最大聚集區塊：12 最大聚集區塊：13
p-value：0 p-value：0 p-value：0 p-value：0 
次大聚集區塊：7 次大聚集區塊：6 次大聚集區塊：5 次大聚集區塊：5
p-value：0 p-value：0 p-value：0.003 p-value：0.001

附錄 1-16-2 不分年齡層育齡婦女生育率「顯著較低」地區 
1991 1992 2001 2002
臺北市松山區  臺北市松山區 臺北市松山區 臺北市松山區  
臺北市大安區  臺北市大安區 臺北市大安區 臺北市大安區  
臺北市大同區  臺北市大同區 臺北市中山區 臺北市中山區  
臺北市中山區  臺北市中山區 臺北市士林區 臺北市內湖區  
臺北市士林區  臺北市士林區 臺北市北投區 臺北市士林區  
臺北市北投區  臺北市北投區 臺北市中正區 臺北市北投區  
臺北市信義區  臺北市信義區 高雄市楠梓區 高雄市楠梓區  
臺北市中正區  臺北市中正區 高雄市三民區 高雄市三民區  
臺北市萬華區  臺北市萬華區 高雄市新興區 高雄市新興區  
臺北市文山區  臺北市文山區 高雄市苓雅區 高雄市苓雅區  
高雄市左營區  高雄市三民區 高雄市前鎮區 高雄市前鎮區  
高雄市三民區  高雄市新興區 臺中市西區 臺中市西區  
高雄市新興區  高雄市前金區 臺中市北區 臺中市北區  
高雄市前金區  高雄市苓雅區 臺南市東區 臺南市東區  
高雄市苓雅區  高雄市前鎮區 臺南市南區 臺南市南區  
高雄市前鎮區  臺中市中區 臺南市中區 臺南市中區  
臺中市中區  臺南市東區 臺北縣板橋市 臺北縣板橋市  
臺中市西區  臺南市西區 臺北縣三重市 臺北縣三重市  
臺南市東區  臺南市北區 臺北縣永和市 臺北縣永和市  
臺南市中區  臺南市中區 臺北縣中和市 臺北縣中和市  
嘉義市東區  嘉義市東區 臺北縣新店市 臺北縣新店市  
臺北縣板橋市  臺北縣板橋市 臺北縣新莊市 臺北縣新莊市  
臺北縣永和市  臺北縣永和市 高雄縣鳳山市 臺北縣土城市  
臺北縣中和市  臺北縣中和市 屏東縣屏東市 高雄縣鳳山市  
高雄縣鳳山市  高雄縣鳳山市 屏東縣屏東市  
屏東縣屏東市  屏東縣屏東市

 花蓮縣花蓮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