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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 收件人 寄件人地址 函件號碼 簽章

秘書1 高雄苓雅 910714

鄭副1 羅O英 023511

超微1 尚發窯業 912096

超微2 首灃企業 919924

超微3 佑晟金屬 920444

超微4 燁民 100250

超微5 口加口非 953558

超微6 金盈 945891

超微7 昭俐 009675

超微8 惠民實業 009067

超微9 崴日 745380

超微10 SGS 125907

超微11 勝興儀器 948518

超微12 永禾田、永易田 966922

超微13 保吉、成信 316970

超微14 建利 046458

超微15 淇荃 905935

超微16 道濟製藥 165461

超微17 盤誠 927845

進修1 高雄 967979

進修2 余O億 978921

進修3 陳O亘 055549

進修4 高雄前鎮 985395

進修5 高雄左營 986227

進修6 李O名 965028

進修7 左營郵局 964554

進修8 南鎮天然氣 969085

進修9 高雄鳳山 954383

進修10 空中大學 910741

進修11 陳O仰 901537

進修12 郭O晶 920903

進修13 劉O芊 954361

進修14 郭O良 946277

進修15 三民國中 913315

幼保1 郵省道 165442

幼保2 家扶基金會 910365

幼保3 高雄社會局 953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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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1 衛福部健保署 689187

研發2 衛福部健保署 689312

研發3 衛福部健保署 689311

研發4 交通事件裁決 854919

研發5 吳鳳科大 024614

研發6 中山工商 034735

研發7 勞動部勞發署 566688

研發8 勞動部勞發署 566684

研發9 勞動部勞發署 566699

研發10 勞動部勞發署 133101

研發11 勞動部勞發署 133170

研發12 勞動部勞發署 133280

研發13 勞動部勞發署 133334

研發14 勞動部勞發署 134266

研發15 勞動部勞發署 133095

研發16 勞動部勞發署 134280

研發17 勞動部勞發署 132716

研發18 勞動部勞發署 132745

研發19 勞動部勞發署 134303

研發20 勞動部勞發署 134306

研發21 勞動部勞發署 133046

研發22 勞動部勞發署 133066

研發23 勞動部勞發署 133158

研發24 勞動部勞發署 670626

研發25 四海遊龍 424987

研發26 藏壽司 963970

機械1 昭俐 009670

機械2 晟恩 986219

機械3 勝公鋁材 927669

機械4 榮陞 074908

土木5 海報 670467

註冊1 李O豪 986149

註冊2 宋O誠 917967

註冊3 吳O翰 958151

註冊4 楊O權 961812

註冊5 李O展 943204

註冊6 康O緯 932075

註冊7 江O佑 967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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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輔1 高雄阿蓮 971936

生輔2 余O豪 969538

生輔3 王O凡 906921

生輔4 Pchome 586518

課外1 高雄小港 005019

課外2 高雄鳳山 979983

課外3 廖O萱 209363

課外4 溫O萱 905940

衛保1 鍾O峰 964354

衛保2 王O竑 918055

衛保3 鄭O霆 924581

衛保4 陳O毅 963714

衛保5 羅O彥 948340

衛保6 王O天 939788

圖資1 播種者 081938

圖資2 典藏 070442

總務1 台電放射試驗室 002617

總務2 網達 003097

建築1 高雄運發局 949330

建築2 高雄客家委員會 936666

藝文1 雲科大陳O賢 005766

藝文2 經典攝影 987041

藝文3 木星人 674357

藝文4 設計戰國策 199391

書局1 新文京 176276

國務1 Pchome 586369

餐飲1 華欣 140738

職涯1 艾朵 912590

工管1 陳O亘 055548

資工1 高雄鼓山 989185

電子1 薪威 921722

金融1 泰安李O庭 938072

學輔1 溫O萱 905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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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1 高師範 910289

土木2 信農混凝土 005274

土木3 屏東恆春 917595

土木4 李O憲 938687

土木5 港洲營造 953213

土木6 廖O喆 983515

土木7 建築中心 022386

土木8 屏東內埔 977576

土木9 王O雄 972068

土木10 黃O文 913425

土木11 海報 670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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