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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 收件人 寄件人地址 函件號碼 簽章

秘書1 科學園區 502490

秘書2 高雄交通局 926859

秘書3 黃O娟 954575

秘書4 教育部 134245

周講座1 台北教育局 134178

超微1 元智 910658

超微2 淇荃 902434

超微3 旭鎰、元晃 009152

超微4 琨鼎 000957

超微5 和桐 939731

超微6 長豐 943491

超微7 黃O琴 932872

超微8 倍樂生 274807

超微9 環佑 106100

超微10 梅特勒-托利多 071779

超微11 保吉/成信 316782

超微12 維多衛浴 987358

超微13 亞東工業氣體 076597

超微14 嘉易創 052673

超微15 華光 045802

超微16 元智大學 004000

超微17 賽默飛世爾 978917

超微18 亞太環境 982397

電機1 勞動部技檢中心 327062

電機2 勞動部技檢中心 327063

電機3 勞動部技檢中心 327064

電機4 勞動部技檢中心 327065

電機5 勞動部技檢中心 327066

電機6 勞動部技檢中心 327067

電機7 勞動部技檢中心 327068

電機8 勞動部技檢中心 327069

電機9 勞動部技檢中心 327070

電機10 勞動部技檢中心 327071

電機11 勞動部技檢中心 327072

電機12 勞動部技檢中心 327073

電機13 工研院 002799

資工1 洪O芳 941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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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工2 華泰謝O怡 002104

圖資1 三欣 961658

圖資2 集智 962151

圖資3 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 089417

圖資4 台師大工教系 039408

圖資5 馨鴻 002915

妝彩1 旺旺 004784

妝彩2 SGS 268623

招生1 李O梅 941653

招生2 屏科大 008274

註課1 高雄楠梓 981730

註課2 林O威 900809

註課3 邱O庭 027512

註課4 退件 037743

註課5 呂O熙 937930

註課6 苗栗後龍 968145

註課7 謝o峻 929902

機械1 佳碘 914921

機械2 沈o羿 987055

機械3 瑞隆鑄造 978055

機械4 聯合醫院 061620

機械5 益佐 077521

土木1 宗億 980836

土木2 輕質骨材協會 930170

土木3 尚O國 947085

土木4 高雄三民 969327

土木5 中興工程顧問 936203

土木6 林O竣 940882

土木7 吳O璟 936598

土木8 正興土木 902629

研發1 蘇O萍 930935

研發2 交通大隊 055815

研發3 黃O銘 961815

研發4 登騰電子林O華 931112

研發5 嘉易創 052683

研發6 帕莎蒂娜 936679

研發7 藏壽司 959147

研發8 佳湘 952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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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1 高雄國稅局 024124

國務2 衛服部健保署 686443

國務3 勞動部勞發署 106907

國務4 勞動部勞發署 106918

國務5 勞動部勞發署 106953

國務6 勞動部勞發署 106947

國務7 勞動部勞發署 107106

國務8 勞動部勞發署 108911

國務9 日勝 049019

通識1 高雄教育局 353879

通識2 高雄教育局 353882

建築1 退件 021753

建築2 勞動部技檢中心 649152

總務1 新北中和 925307

總務2 成大資研中心 035715

總務3 淞鉞 911790

總務4 先傑 936351

人事1 倍樂生 265614

人事2 台銀 018456

餐飲1 高雄農業局 971945

餐飲2 涵碧 005954

藝文1 高雄文化局 908922

藝文2 鳳嬌催化室 911455

金融1 太陽保險 003894

金融2 太陽保險 003891

金融3 東展 009427

工管1 康熙 903527

電子1 安索斯 570210

電子2 人培計畫林O惠 928042

數位1 雲科大 922143

幼兒園1 momo 168496

幼保1 楊O雯 939757


	Sheet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