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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 收件人 寄件人地址 函件號碼 簽章

周講座1 何O蓴 920105

超微1 北極光 258849

超微2 3F Apple 922602

超微3 建安 901101

超微4 淇荃 901213

超微5 亞太環境 043241

超微6 商品檢驗中心 114973

超微7 雄藝 901205

進修1 郭O涵 925946

進修2 溫o萱 920887

進修3 一卡通 421927

進修4 廖叔叔 952761

進修5 退件 948792

進修6 顏O祐 967816

進修7 高雄楠梓 969754

進修8 陳O豪 939786

註冊1 吳O臻 978738

註冊2 羅O峰 962956

註冊3 江O瑤 971097

註冊4 一卡通 421926

生創1 和詮 929832

生創2 高雄林園 962862

企管1 台灣菸酒 964698

企管2 統一超商 284352

餐飲1 安欣 079294

餐飲2 漢來 927006

資管1 屏科大 941731

資管2 程曦 106427

資管3 商管教育發展協會 191183

資工1 黃O雯 933443

資工2 崑山科大 923267

土木1 岡山和平路郵局 905508

土木2 楊O楨 905977

土木3 經濟部工業局 087576

土木4 新亞 902573

土木5 立勝 917942

土木6 李O鴻、龍O惠 959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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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1 衛福部健保署 688764

國務2 衛福部健保署 688763

國務3 勞動部勞發署 127498

國務4 勞動部勞發署 127502

國務5 勞動部勞發署 127520

國務6 勞動部勞發署 127524

國務7 勞動部勞發署 128591

國務8 勞動部勞發署 128599

國務9 勞動部勞發署 128605

國務10 勞動部勞發署 128614

國務11 勞動部勞發署 128102

國務12 勞動部勞發署 128104

國務13 勞動部勞發署 128751

國務14 勞動部勞發署 128377

國務15 勞動部勞發署 128328

國務16 勞動部勞發署 128308

國務17 勞動部勞發署 128304

國務18 勞動部勞發署 128302

國務19 勞動部勞發署 128298

國務20 勞動部勞發署 128299

國務21 勞動部勞發署 128546

國務22 勞動部勞發署 128539

國務23 勞動部勞發署 128389

國務24 勞動部勞發署 128390

國務25 勞動部勞發署 128385

國務26 勞動部勞發署 128383

國務27 勞動部勞發署 128382

國務28 勞動部勞發署 128105

國務29 勞動部勞發署 128113

國務30 勞動部勞發署 128125

國務31 勞動部勞發署 127563

國務32 勞動部勞發署 128278

國務33 中小企業銀行 212807

國務34 台南北區 986267

國務35 謙懿 744510

國務36 韓國 JD014600009107147343

師育1 桃園大園 935058

師育2 顏O祐 967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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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保1 鄭O霆 924289

衛保2 李O翔 911733

衛保3 蔡O仁 952141

衛保4 林O緯 964474

衛保5 廖O嘉 983465

衛保6 王O謙 949279

衛保7 柯O櫻 964132

研發1 華鏞 963164

研發2 經濟研究院 121805

研發3 康橋商旅 922934

研發4 漢來 927007

機械1 自動機工程學會 000328

機械2 元滿 970605

機械3 INSTRON 941534

機械4 工研院 002448

機械5 LEADWELL 952140

機械6 大寶 968651

職涯1 一卡通 577581

體育1 金超力 082016

電機1 郵省道 163654

藝文1 高雄歷史博物館 957534

電競1 多得規劃 029465

管院1 台灣菸酒 964699

觀光1 國賓大飯店 974339

人事1 高雄三民 966890

圖資1 碩睿 963244

圖資2 唯騰 958109

圖資3 禪學協會 955365

圖資4 輔仁大學 006133

校研1 momo 346472

建築1 翁O敏 012584

總務1 阜爾通運 042398

總務2 成大環資 036222

妝彩1 北恆 918665

妝彩2 玄奘大學 93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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