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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 收件人 寄件人地址 函件號碼 簽章

秘書1 台灣好璃奧 904344

周講座1 台北教育局 134310

超微1 富元 953485

超微2 屏東 931230

超微3 精湛 378392

超微4 惠普 012775

超微5 景泰順 012336

超微6 信利 049105

超微7 先創 938522

超微8 朝陽小客車 002126

超微9 嘉南藥理 057658

超微10 建利 031546

課外1 周O婷 915412

課外2 蘇O翔 920159

課外3 蘇O衣 912128

課外4 張O俞 917579

課外5 高雄仁武 917274

課外6 陳O 932623

課外7 王O甫 033359

課外8 辛O萍 033360

課外9 高雄堅山慈善會 146394

課外10 霽鴻 040438

課外11 林O壕 936665

進修1 陳O諭 942297

進修2 屏東鹽埔 942298

進修3 九典吳O華 934222

進修4 張簡O晉 941439

進修5 高雄大寮 958557

進修6 林O娗 961692

進修7 高O羚 971153

進修8 張O淵 906323

進修9 高雄左營 960179

進修10 潘O貞 900855

進修11 單O嘉 987167

註冊1 高雄 967979

註冊2 陳O翰 962413

註冊3 賴O盛 927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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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4 陳O琴、程O怡 967147

註冊5 退件 037883

註冊6 趙O筑 953025

註冊7 包裹box1 049847

研發1 宇陽 912159

研發2 警察局 166021

研發3 警察局 032485

研發4 勞動部勞發署 130955

研發5 勞動部勞發署 130816

研發6 勞動部勞發署 130810

研發7 勞動部勞發署 130716

研發8 勞動部勞發署 130749

研發9 勞動部勞發署 130754

研發10 勞動部勞發署 130672

研發11 勞動部勞發署 131453

研發12 勞動部勞發署 131482

研發13 勞動部勞發署 565600

研發14 勞動部勞發署 565587

研發15 勞動部勞發署 565583

研發16 勞動部勞發署 565588

研發17 勞動部勞發署 130766

研發18 勞動部勞發署 130876

研發19 勞動部勞發署 130871

研發20 勞動部勞發署 130860

研發21 勞動部勞發署 130859

研發22 勞動部勞發署 565579

研發23 勞動部勞發署 565531

研發24 勞動部勞發署 565946

研發25 勞動部勞發署 565935

研發26 勞動部勞發署 130067

總務1 仁美中醫 913183

總務2 崇友 038887

總務3 台電放射試驗室 954562

總務4 冠晏 954485

總務5 趙O筑 953025

生創1 喜憨兒社福基金會 948137

生創2 采伊美學 912192

生創3 陳O川 105017512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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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保1 張O伶 977491

衛保2 林O妮 964303

衛保3 蘋果亞洲 424642

衛保4 劉O筌 984082

土木1 交通公路總局 007980

土木2 高雄大寮 906283

土木3 王O益 979488

土木4 立勝 019007

資工1 荃合 924516

資工2 日月光李O瑩 097753

國務1 蘋果亞洲 425661

國務2 衛福部健保署 689187

機械1 東台精機 386785

機械2 守加 959551

機械3 祥儀 019498

機械4 法務部 122676

藝文1 鳳山五甲郵局 925760

藝文2 榮總 000497

妝彩1 新思惟 122671

妝彩2 安美謙德 101158642712

書局1 滄海圖書 977464801515

建築1 高雄工務局 949312

金融1 證券期貨基金會 096684

圖資1 大鐸 948959

資管1 南山人壽 908937

視傳1 歸仁國小 922372

工管1 屏東里港 942299

電機1 潔淨能源 963375

會計1 吳O 084296

職涯1 原住民族委員會 028505

幼保1 燭光協會 957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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