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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月19日 收件人 寄件人地址 函件號碼 簽章

秘書1 高雄都會發展文教基金會 982176

方講座1 因華生技製藥 116235

方講座2 因華生技製藥 349334

超微1 新綠能環保工程行 080479

超微2 天有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919839

超微3 高雄市政府環保局 341044

超微4 嘉南藥理大學 051605

超微5 高雄市政府環保局 341039

超微6 琨鼎環境科技 038246

超微7 元智大學 955678

超微8 中鋼公司 009697

超微9 精湛檢驗科技 369521

超微10 富元環保開發 907409

超微11 PChome 846392

超微12 榮工大發環保 955782

超微13 上將環保服務 947301

超微14 宏福資能科技 392925

超微15 日商倍樂生 128357

觀光1 高雄市左營區東門路107巷19號 982309

觀光2 高雄市鳳山區南和街118巷5號5樓 954937

土木1 冠宏記帳士事務所 901607

土木2 澄清湖郵局 031058

研發1 衛福部中央健保署 672865

研發2 衛福部中央健保署 672866

研發3 衛福部中央健保署 672867

研發4 衛福部中央健保署 672859

研發5 衛福部中央健保署 673053

研發6 衛福部中央健保署 673041

研發7 衛福部中央健保署 673131

研發8 衛福部中央健保署 673130

研發9 衛福部中央健保署 673129

研發10 衛福部中央健保署 672879

研發11 衛福部中央健保署 673054

研發12 衛福部中央健保署 673065

研發13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524350

研發14 河見電機工業  029545

研發15 高雄市三民區鼎金後路15-3 906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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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1 高雄市苓雅區建民路136號 948855

教務2 緯育 095048

教務3 高雄市路竹區下坑里大德路 劉0志 901877

教務4 屏東勝利郵局 971269

教務5 高雄建工郵局 961583

教務6 高雄瑞豐郵局 911875

教務7 大寮郵局 911860

教務8 岡山郵局 944441

教務9 大社郵局 989795

教務10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三路631巷2弄 980546

課外1 高雄市鳳山區文中街260巷19號 982698

課外2 台東縣成功鎮三民路243號 942034

課外3 高雄市新興區復興一路19號3樓 976083

機械1 佳碘精密企業 987997

機械2 世華金屬科技 034946

機械3 元晶太陽能科技 986419

師培1 新竹市香山區中華路四段181巷 930502

師培2 桃園市中壢區中正路1307巷57號 981057

師培3 屏東縣萬丹鄉新鐘村萬新路319巷 910444

師培4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269之2號 927062

師培5 台東市更生北路405巷20弄22號 927880

師培6 屏東縣潮州鎮愛國路55巷3號 912017

餐飲1 福容大飯店 141245

餐飲2 屏東縣東港鎮中山路70號 940599

餐飲3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北一街86號 955434

招生1 高雄市鳳山區西湖街89號12樓 945095

招生2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111號 928754

招生3 郡都集團 923740

招生4 高雄市楠梓區福昌里三山街99巷 956367

招生5 高雄市鼓山區民康街161號7樓 964079

招生6 高雄市鳥松區美山路306巷23號 955375

招生7 台中市豐原區仁洲街55號 905735

招生8 高雄市梓官區同安路234號 356067

招生9 高雄市鳥松區夢裡里 林0樺 902962

招生10 高雄市前鎮區瑞和街161號 927680

招生11 高雄市鳥松區大同路25巷2號 955243

招生12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422號8樓 959671

招生13 高雄市鳳山區文澄街50號10樓 984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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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1 國立成功大學 033274

總務2 衛福部中央健保署 076642

總務3 晴睿資訊 977391

幼保1 澄清湖郵局 002065

幼保2 東海大學 935739

人事1 黎明技術學院 賴0中 845060

人事2 嶺東科技大學 陳0生 976197

人事3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沈陳0銘 914980

人事4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陳0華 971410

人事5 日商倍樂生 127444

人事6 日商倍樂生 119304

圖資處1 中華經濟研究院 039606

圖資處2 中山醫學大學 149764

工管1 Yahoo 977364606934001

電機1 港記實業 937715

建築1 國立台灣文學館 964281

國務1 DHL 4742756432

資工1 台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248號 907273

電子1 英明國中 986932

資管1 GE佳儀國際 977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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