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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 收件人 寄件人地址 函件號碼 簽章

周講座1 佛光大學 921907

超微1 長白山咖啡 937731

超微2 聯華氣體 106319

超微3 經濟部工業局 085572

超微4 精湛 375446

超微5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059811

超微6 利百景 923241

超微7 利百景 923242

超微8 利百景 923243

超微9 利百景 923244

超微10 利百景 923245

超微11 光采 094279

超微12 林O瑋 932691

超微13 宸昶 930709

超微14 宸昶 930710

藝文1 陳澄波基金會 734241

藝文2 林O盛 901175

藝文3 退件 037826

載具1 邁森 956654

載具2 樺陽 954472

餐飲1 奧丁丁 958883

餐飲2 南六 087354

總務1 高雄小港 917161

總務2 聯碩 983439

國務1 健保署 687721

國務2 勞動部勞發署 119588

國務3 勞動部勞發署 118836

國務4 勞動部勞發署 118893

國務5 勞動部勞發署 118895

國務6 勞動部勞發署 118873

國務7 勞動部勞發署 118934

國務8 勞動部勞發署 118899

國務9 勞動部勞發署 118904

國務10 勞動部勞發署 117665

國務11 勞動部勞發署 117662

國務12 勞動部勞發署 117660

國務13 勞動部勞發署 117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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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14 勞動部勞發署 118940

國務15 勞動部勞發署 117634

國務16 勞動部勞發署 117625

國務17 勞動部勞發署 117601

國務18 勞動部勞發署 119668

國務19 勞動部勞發署 119695

國務20 勞動部勞發署 119669

國務21 勞動部勞發署 118874

國務22 勞動部勞發署 116344

國務23 中小企業銀行 199910

國務24 屏東科大 008389

註課1 招策會謝O閔 928591

註課2 高雄鳳山 956148

註課3 吳O瑜 961161

註課4 陳O諺 902599

註課5 李O瑄 946342

註課6 王O課 954005

註課7 吳O瑩 917322

註課8 陳O佑 952653

進修1 王O瑋 984806

進修2 吳O瑩 985331

進修3 趙O蓉 922359

進修4 王O宏 943820

進修5 李O菁 986308

進修6 高雄鳳山 743291

進修7 陳O珊 934774

進修8 翁O夆 934725

進修9 洪O翎 961123

進修10 林O直 957001

電競1 黃O婷 911713

電競2 豐潤 075049

電競3 多得規劃 963593

觀光1 悠旅謝O樺 765234

觀光2 捷利 926086

研發1 屏東交通隊 804882

研發2 中山工商 111922

土木1 技師公會 909334

土木2 黃O輝 92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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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3 高雄三民 920017

土木4 高雄水利局 941862

土木5 大成 930561

土木6 曾O鳳 922508

土木7 上記/百佑 988630

土木8 路竹國小 956560

機械1 飛旭 919666

機械2 印鑫 953643

機械3 儀鴻 023656

機械4 承輝 986701

機械5 大寶 986357

機械6 劉O宗 953480

圖資1 漢星 027950

圖資2 城隍廟 379480

圖資3 國家傳播會 097936

通識1 Pchome 495684

師育1 葉O昀 988185

資工1 高雄茄定 913863

資工2 普特 975447

妝彩1 華格那 046456

妝彩2 均緯 932376

學輔1 郵省道 161790

幼保1 長愛育幼院 930522

招生1 江O硯 902884

電機1 全國認證基金會 012143

企管1 台灣商務策畫協會 014333

體育1 中山大學 001236

建築1 雲科大 969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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