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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 收件人 寄件人地址 函件號碼 簽章

秘書1 教育部 134759

周講座1 葉O芬 934371

超微1 榮工大發 958409

超微2 石化工業 961714

超微3 勢動 983482

超微4 華門 950097

超微5 萬美崙仁大 003419

超微6 太一 937833

超微7 三福氣體 038520

超微8 清溪 004282

超微9 玖廷 918382

超微10 清華科技檢驗 975035

超微11 東典 139244

超微12 崴日 745856

超微13 錦德 087955

超微14 全國認證基金會 052105

超微15 全國認證基金會 050608

超微16 商品檢驗中心 115127

超微17 琨鼎 000988

進修1 屏東東港 951108

進修2 董O箐 984014

進修3 林O煊 958824

進修4 楊O奇 933624

進修5 張O晴 985669

進修6 林O婷 911024

進修7 陳O志 985527

進修8 張O豪 963375

註冊1 蔡O勳 951507

註冊2 廖O桀 979854

註冊3 黃O玲 909230

註冊4 高雄草衙郵局 938632

註冊5 陳O伶 905305

註冊6 黃O延 921021

註冊7 吳O蓁 912435

註冊8 台東卑南 930858

註冊9 顏O皓 926671

註冊10 高雄科大 050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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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1 徐O涵 965053

研發2 勞動部勞發署 136909

研發3 勞動部勞發署 136158

研發4 勞動部勞發署 135354

研發5 勞動部勞發署 136176

研發6 勞動部勞發署 136175

研發7 勞動部勞發署 136179

研發8 勞動部勞發署 136191

研發9 勞動部勞發署 136197

研發10 鮪魚家族郭O梅 960048

研發11 東陽 040695

機械1 十地 963000

機械2 飛旭 922445

機械3 呂O琦 923468

機械4 元滿 970793

機械5 至安 943178

機械6 郵省道 166335

機械7 全國認證基金會 050662

機械8 全國認證基金會 051307

機械9 宏肯 935793

土木1 高雄前鎮 974476

土木2 瑞興 931684

土木3 經濟部水利署 101340

土木4 全國認證基金會 050920

土木5 許O科 943138

土木6 高雄大樹 931148

生輔1 高雄三民 958179

生輔2 許O煬 905955

生輔3 顏O銜 985030

生輔4 楊O諠 900980

生輔5 許O瑋 933339

生輔6 羅O嫙 985086

課外1 黃O誠 963734

課外2 林O翔 958697

課外3 台銀鳳山分行 354374

課外4 郭O哲 983266

金融1 鈞慶 062187

金融2 太陽 063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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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1 禾泰 923582

藝文2 文賢國小 962891

藝文3 全國認證基金會 051241

觀光1 行政院林務局 038446

觀光2 新光人壽 907172

休運1 推拿師公會 928308

休運2 健身協會 093182

電機1 潔淨能源 936223

電機2 尹O力 913840

電機3 全國認證基金會 052485

電機4 商品檢驗中心 115130

企管1 榮總屏東 000691

企管2 統一 030952

電子1 資訊工業策進會 142578

電子2 高雄科大 050493

國務1 衛福部健保署 689724

建築1 退件 021724

人事1 勞保局 675732

總務1 日谷 979965

電競1 高雄新興 919769

數位1 甫東李O順 958824

資工1 微微笑廣播 945341

餐飲1 黃O花 963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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