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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ăਬࢎٺ215ѐ7͡29͟)ߐഇα*˯̾:ॡ11̶Ăέ៉ࡊጯ̍ຽડࡊጯ̍ຽТຽ̳ົ212̂ົݭᛉ)ވາѻࡊጯડणຽ˘ྮ3ཱི*Ρฟ215ѐ۵ڌ૱ົĂצந۵ڌฟؕಡזॡมࠎ9ॡ41̶)тٺ9
ॡ41̶݈ԆјົಞҶཉĂ೩݈ฟؕצந۵ڌಡ*זĄົᛉΡะְϤĈ)˘*ಡӘְีĈ2/˘ŒˬѐޘᒉຽಡӘĄ3/ᆶࢍ؎ࣶົᆶߤ˘ŒˬѐޘՙზಡӘĄ4/ઉБᒉྻࢍ൪ેҖଐԛಡӘĄ5/
ಡӘĄ)˟*ٚᄮ̈́ኢְีĈ2/˘ŒˬѐޘᒉຽಡӘ३̈́ੑચಡܑĄ3/˘Œˬѐޘᓪຫᇥྃ९Ą4/̳Φౢ࣒ࢎ९Ą5/̳ฟ๒ะٕռ๒ѣᆊᙋד९Ą6/ྋੵְᚮຽ༰̝ͤࢨט९Ą)ˬ*ᓜ
ॡજᛉĄ
˟ăࠎЯᑕ̳ΦϏֽᒉྻٙᅮĂᑢٺ఼۵̙࿅
˟ăࠎЯᑕ̳ΦϏֽᒉྻٙᅮĂᑢٺ఼۵̙࿅26
26ᆆ۵ᗝ̰ޘĂᏱந઼̰னܛᆧྤăனܛᆧྤ൴Җາ۵ણᄃ൴Җঔγхጴᙋăռ๒఼۵ٕռ๒઼̰ٕঔγᖼೱ̳Φๅ
ᆆ۵ᗝ̰ޘĂᏱந઼̰னܛᆧྤăனܛᆧྤ൴Җາ۵ણᄃ൴Җঔγхጴᙋăռ๒఼۵ٕռ๒઼̰ٕঔγᖼೱ̳Φๅ)˭ჍĶώᆧྤķ
˭ჍĶώᆧྤķ*ćͽ
ćͽ
ռ๒͞ёᏱந઼̰ٕঔγᖼೱ̳ΦๅॡĂռ๒ᖼೱ̳Φๅᖼೱ఼̝۵۵ᇴᑕ݈ٺ26
ռ๒͞ёᏱந઼̰ٕঔγᖼೱ̳ΦๅॡĂռ๒ᖼೱ̳Φๅᖼೱ఼̝۵۵ᇴᑕ݈ٺ
26ᆆ۵ቑಛ̰Ăֶռ๒༊ॡ̝ᖼೱᆊॾࢍზ̝Ąᙯٺώᆧྤᑢ೩ኛ۵ົڌᝋְົෛξಞ̳ٕڶېΦ
ᆆ۵ቑಛ̰Ăֶռ๒༊ॡ̝ᖼೱᆊॾࢍზ̝Ąᙯٺώᆧྤᑢ೩ኛ۵ົڌᝋְົෛξಞ̳ٕڶېΦ
ᒉྻᅮՐĂፄ˘ٕα۰ٕͽລ੨͞ёᏱந̝Ąࡶͽռ๒͞ёᏱநࢋ̰टт˭Ĉ
āā)˘*ռ๒఼۵Ĉ
āā
ռ๒఼۵Ĉ2/
2/ռ๒ᆊॾࢎֶ̝ؠፂ̈́ЪநّĈώѨ൴Җᆊॾ̙Ҳ˭ٺЕ˟ૄࢍზᆊॾྵ۰̝ˣјĈ
ռ๒ᆊॾࢎֶ̝ؠፂ̈́ЪநّĈώѨ൴Җᆊॾ̙Ҳ˭ٺЕ˟ૄࢍზᆊॾྵ۰̝ˣјĈ
 B/ؠᆊ݈͟˘ăˬٕ̣࣎ᒉຽ͟ፄ˘ࢍზ఼̝۵ќሹᆊᖎಏზᇴπӮᇴĂ
B/ؠᆊ݈͟˘ăˬٕ̣࣎ᒉຽ͟ፄ˘ࢍზ఼̝۵ќሹᆊᖎಏზᇴπӮᇴĂ
љੵᐺ੨۵ੵᝋ̈́੨िĂ֭ΐаഴྤͅੵᝋ̝ޢ۵ᆊĄC/
љੵᐺ੨۵ੵᝋ̈́੨िĂ֭ΐаഴྤͅੵᝋ̝ޢ۵ᆊĄ
C/ؠᆊ݈͟ˬ˩࣎ᒉຽ఼͟۵ќሹᆊᖎಏზᇴπӮᇴĂљੵᐺ੨۵ੵᝋ̈́੨िĂ֭ΐаഴྤͅੵᝋ̝ޢ۵ᆊĄ၁ᅫռ๒ᆊॾ
ؠᆊ݈͟ˬ˩࣎ᒉຽ఼͟۵ќሹᆊᖎಏზᇴπӮᇴĂљੵᐺ੨۵ੵᝋ̈́੨िĂ֭ΐаഴྤͅੵᝋ̝ޢ۵ᆊĄ၁ᅫռ๒ᆊॾ
ᑢኛ۵ົڌᝋְົ̙ٺҲٺ۵ົڌՙᛉјᇴ̝ቑಛ̰ෛؠᆊ͟༊ॡξಞڶېՙؠĄ˯ᆊॾ̝ࢎؠĂੵ҂ณᙋדϹڱٽ၆ռ๒ѣᆊᙋדѣˬѐᖼឰࢨטγĂܼણ҂࠹ᙯ΄ڱఢቑ̈́
఼۵ќሹᆊ҃ؠĂᑕᛳЪநĄ3/
఼۵ќሹᆊ҃ؠĂᑕᛳЪநĄ
3/ռ๒পؠˠᏴፄ͞ёĈᑢֶᙋדϹڱٽௐ
ռ๒পؠˠᏴፄ͞ёĈᑢֶᙋדϹڱٽௐ54
54୧̝
୧̝7࠹ᙯఢؠፄؠপؠˠĄᑕ๒ˠࠎඉரّԸྤˠॡĂፄؠѣӄٺώ̳Φ೩چԫఙăฟ൴யݡăࢫҲј
࠹ᙯఢؠፄؠপؠˠĄᑕ๒ˠࠎඉரّԸྤˠॡĂፄؠѣӄٺώ̳Φ೩چԫఙăฟ൴யݡăࢫҲј
ώă٤णξಞٕૻ̼͗މᙯܼඈड़ৈ̝࣎ˠٕڱˠĂͽᖣགྷរăԫఙăۢᙊăᓏ఼ٕྮĂ೩̿ώ̳Φ̝ᚮ˧ۋăᒉྻᒻड़ٕᒔӀਕ˧Ą4/
ώă٤णξಞٕૻ̼͗މᙯܼඈड़ৈ̝࣎ˠٕڱˠĂͽᖣགྷរăԫఙăۢᙊăᓏ఼ٕྮĂ೩̿ώ̳Φ̝ᚮ˧ۋăᒉྻᒻड़ٕᒔӀਕ˧Ą
4/ռ๒̝υࢋநϤĈ҂ณྤܛξಞڶېăᚯྤ
ռ๒̝υࢋநϤĈ҂ณྤܛξಞڶېăᚯྤ
ॡड़ّă൴Җјώ̈́۵ᝋᘦؠඈЯ৵ޢĂᑢͽռ๒͞ёᏱநᚯྤĄώѨռ๒т͔ซඉரّԸྤˠॡĂᑕܼ҂ณռ๒ѣᆊᙋ̝דᖼឰࢨטΞቁ̳ܲΦᄃඉரّԸྤˠม̝ܜഇЪүᙯܼĂͷ
ᝦٺռ๒ྤܛϡܼЯᑕ̳Φᒉྻ൴णٙᅮĂ֭၆̳Φགྷᒉ̝ᘦّ̈́ؠ۵ڌᝋৈѣϒࢬӄৈĄ
āā)˟*ռ๒઼̰ٕঔγᖼೱ̳ΦๅĈ
āā
ռ๒઼̰ٕঔγᖼೱ̳ΦๅĈ2/
2/൴ҖഇมĈҋ൴Җ͟ზ̙࿅˛ѐĄ
൴ҖഇมĈҋ൴Җ͟ზ̙࿅˛ѐĄ3/
3/ைࢬӀதĈᝋְົෛξಞ̝ؠࢎڶېĄ
ைࢬӀதĈᝋְົෛξಞ̝ؠࢎڶېĄ4/
4/ռ๒ᆊॾࢎֶ̝ؠፂ̈́ЪநّĈώѨռ๒ᖼೱ̳Φๅ൴Җᆊॾ̝ࢎ
ռ๒ᆊॾࢎֶ̝ؠፂ̈́ЪநّĈώѨռ๒ᖼೱ̳Φๅ൴Җᆊॾ̝ࢎ
ؠĂ̙Ҳٺநኢᆊॾ̝ˣјĂͷᖼೱᆊॾ̙Ҳ˭ٺЕ˟ૄࢍზᆊॾྵ۰̝ˣјĈB/
ؠĂ̙Ҳٺநኢᆊॾ̝ˣјĂͷᖼೱᆊॾ̙Ҳ˭ٺЕ˟ૄࢍზᆊॾྵ۰̝ˣјĈ
B/ؠᆊ݈͟˘ăˬٕ̣࣎ᒉຽ͟ፄ˘ࢍზ఼̝۵ќሹᆊᖎಏზᇴπӮᇴĂљੵᐺ੨۵ੵᝋ̈́੨
ؠᆊ݈͟˘ăˬٕ̣࣎ᒉຽ͟ፄ˘ࢍზ఼̝۵ќሹᆊᖎಏზᇴπӮᇴĂљੵᐺ੨۵ੵᝋ̈́੨
िĂ֭ΐаഴྤͅੵᝋ̝ޢ۵ᆊĄC/
िĂ֭ΐаഴྤͅੵᝋ̝ޢ۵ᆊĄ
C/ؠᆊ݈͟ˬ˩࣎ᒉຽ఼͟۵ќሹᆊᖎಏზᇴπӮᇴĂљੵᐺ੨۵ੵᝋ̈́੨िĂ֭ΐаഴྤͅੵᝋ̝ޢ۵ᆊĄ၁ᅫռ๒ᆊॾᑢኛ۵ົڌᝋְົ
ؠᆊ݈͟ˬ˩࣎ᒉຽ఼͟۵ќሹᆊᖎಏზᇴπӮᇴĂљੵᐺ੨۵ੵᝋ̈́੨िĂ֭ΐаഴྤͅੵᝋ̝ޢ۵ᆊĄ၁ᅫռ๒ᆊॾᑢኛ۵ົڌᝋְົ
̙ٺҲٺ۵ົڌՙᛉјᇴ̝ቑಛ̰ෛؠᆊ͟༊ॡξಞڶېՙؠĄ˯ᆊॾ̝ࢎؠĂੵ҂ณᙋדϹڱٽ၆ռ๒ѣᆊᙋדѣˬѐᖼឰࢨטγĂܼણ҂࠹ᙯ΄ڱఢቑ఼̈́۵ќሹᆊ҃ؠĂᑕᛳ
ЪநĄ5/
ЪநĄ
5/ռ๒পؠˠᏴፄ͞ёĈᑢֶᙋדϹڱٽௐ
ռ๒পؠˠᏴፄ͞ёĈᑢֶᙋדϹڱٽௐ54
54୧̝
୧̝7࠹ᙯఢؠፄؠপؠˠĄᑕ๒ˠࠎඉரّԸྤˠॡĂፄؠѣӄٺώ̳Φ೩چԫఙăฟ൴யݡăࢫҲјώă٤णξಞٕૻ̼͗މ
࠹ᙯఢؠፄؠপؠˠĄᑕ๒ˠࠎඉரّԸྤˠॡĂፄؠѣӄٺώ̳Φ೩چԫఙăฟ൴யݡăࢫҲјώă٤णξಞٕૻ̼͗މ
ᙯܼඈड़ৈ̝࣎ˠٕڱˠĂͽᖣགྷរăԫఙăۢᙊăᓏ఼ٕྮĂ೩̿ώ̳Φ̝ᚮ˧ۋăᒉྻᒻड़ٕᒔӀਕ˧Ą6/
ᙯܼඈड़ৈ̝࣎ˠٕڱˠĂͽᖣགྷរăԫఙăۢᙊăᓏ఼ٕྮĂ೩̿ώ̳Φ̝ᚮ˧ۋăᒉྻᒻड़ٕᒔӀਕ˧Ą
6/ռ๒̝υࢋநϤĈ҂ณྤܛξಞڶېăᚯྤॡड़ّă൴Җјώ̈́۵ᝋ
ռ๒̝υࢋநϤĈ҂ณྤܛξಞڶېăᚯྤॡड़ّă൴Җјώ̈́۵ᝋ
ᘦؠඈЯ৵ޢĂᑢͽռ๒͞ёᏱநᚯྤĄώѨռ๒т͔ซඉரّԸྤˠॡĂᑕܼ҂ณռ๒ѣᆊᙋ̝דᖼឰࢨטΞቁ̳ܲΦᄃඉரّԸྤˠม̝ܜഇЪүᙯܼĂͷᝦٺռ๒ྤܛϡܼЯᑕ
̳Φᒉྻ൴णٙᅮĂ֭၆̳Φགྷᒉ̝ᘦّ̈́ؠ۵ڌᝋৈѣϒࢬӄৈĄ
āā)ˬ*༊൴Җᆊॾ࿅۵ைࢬᗝॡĂᄃࢬᗝ̝मᗝٙயϠ̝໕ᆊᖼЕྤώ̳᎕ć༊൴ҖᆊॾҲٺ۵ைࢬᗝॡĂᄃࢬᗝ̝मᗝٙயϠ̝ᓪຫֶ͞ؠڱёᑓྃĄ൴Җᆊॾ̝ࢎؠĂֶ΄ڱ
āā
༊൴Җᆊॾ࿅۵ைࢬᗝॡĂᄃࢬᗝ̝मᗝٙயϠ̝໕ᆊᖼЕྤώ̳᎕ć༊൴ҖᆊॾҲٺ۵ைࢬᗝॡĂᄃࢬᗝ̝मᗝٙயϠ̝ᓪຫֶ͞ؠڱёᑓྃĄ൴Җᆊॾ̝ࢎؠĂֶ΄ڱ
ఢּ)ؠтĈᙋדϹڱٽ၆ռ๒ѣᆊᙋˬדѐᖼឰࢨטඈ
ఢؠ
ּтĈᙋדϹڱٽ၆ռ๒ѣᆊᙋˬדѐᖼឰࢨטඈ*̈́۵ົڌՙᛉᏱநγĂ֭҂ณ̳Φགྷᒉ̝ᘦّؠăੑચඕၹ̝щБّăྤܛᅮՐ̝ާّ࢝ă๒ะ̝ΞҖّĂ̶̈́ژ၆۵ڌᝋৈ
̈́۵ົڌՙᛉᏱநγĂ֭҂ณ̳Φགྷᒉ̝ᘦّؠăੑચඕၹ̝щБّăྤܛᅮՐ̝ާّ࢝ă๒ะ̝ΞҖّĂ̶̈́ژ၆۵ڌᝋৈ
̝ࢦ̂ᇆᜩޢᏱநĄߏͽĂᆊॾ̝ࢎٕؠϏଳϡๅّኳᚯྤ͞ё̝ࣧЯᑕᛳЪநĄ
āā)α*ֶᙋϹڱௐ
āā
ֶᙋϹڱௐ54
54୧̝
୧̝7ఢؠĂᏱநռ๒ᑕᄲีְځĂΞҌ̳ฟྤੈ៍ീ৭Ķռ๒ડķ
ఢؠĂᏱநռ๒ᑕᄲีְځĂΞҌ̳ฟྤੈ៍ീ৭Ķռ๒ડķ)შӬĈ
შӬĈiuuq;00npqt/uxtf/dpn/ux*
iuuq;00npqt/uxtf/dpn/ux*̈́ώ̳Φ
̈́ώ̳Φ)შӬĈ
შӬĈiuuq;00xxx/nbdspojy/dpn*
iuuq;00xxx/nbdspojy/dpn*ߤྙĄ
ˬăᑢֶ̳Φڱௐ31:୧ఢؠᄲځώ̳Φְࠎᛳ̳ٺΦᒉຽቑಛ̰̝ҖࠎĂ೩ኛ۵ົڌТຍҋྍְಶЇ̝͟Ăྋੵᚮຽ༰̝ͤࢨྎ)ט̰टኛણዦ۵ົڌᛉְ͘Ί*Ą
αăώѨ۵ົڌᛉ९ܑՙ;ੵགྷयᇈྙளᛉෛТܑՙ఼࿅̝ᛉ९γĂयϯಶ࣎९Ϲ;ܑՙٕಶ೩९̝Бొٕ˘ొٺᓜॡજᛉ९ซҖٕԆј݈ĂͽԸை͞ёܑՙĄ
̣ăֶ̳Φڱௐ276୧ఢؠĂҋ215ѐ5͡31͟Ҍ215ѐ7͡29ͤ͟ઃͤ۵ை࿅͗Ą
̱ăੵ̳ٺฟྤੈ៍ീ৭̳ӘγĂপב؇྿Ă֭ᐌܢ۵ڌ૱ົय఼ۢ३̈́؎३Ч˘ЊĂҌԓāߤᇥ̴यĄāෳ۵؎ࡶڌநˠयॡĂኛ؎३֭ᄏౢٕᘪЩĂٺฟົ̣݈͟
)ਖ਼*྿ώ̳Φ۵ચވĄᏐҋय۰Ăኛٺय఼ۢ३˯ᄏౢٕᘪЩĂົٺᛉ༊͇ᛸҌົಞᏱநयಡ)זኛ̻ྍྤफ़а*Ą
˛ă୬य۵ڌ૱ົ̝۵ٕڌநˠĂኛᛸ̶֗ᙋ͛ځІĂͽ౯ߤរĄ
ˣăтѣ۵ڌᇈՐ؎३Ăώ̳Φٺ215ѐ6͡29͟ᄦүᇈՐˠᇈՐྤफ़ຉᓁܑΊ೬ᜨٺᙋૄົშ৭ĂԸྤˠт୬ߤྙĂΞۡତᔣˢშӬĈiuuq;00gsff/tgj/psh/ux Ҍĺ؎३̳Ә࠹ᙯྤफ़Һ
ߤྙրĻĂᏴፄĺߤྙ؎३̳Әฟົྤफ़ϤѩซˢĻޢĂᏮˢߤྙ୧ІӈΞĞᙋཱིדĈǭǮǮǲğĄώѨ۵؎ົڌ३ࢍរᙋ፟ၹࠎٻԈ̄۵Њѣࢨ̳Φ۵ચވĄ
˝ăώѨ۵ົڌ۵ͽڌ̄͞ёҖֹܑՙᝋĂҖֹഇมҋ215ѐ6͡2:͟Ҍ215ѐ7͡26ͤ͟Ăኛూ൳ˢᄂ៉ะܲ̚გඕზٙ۵Њѣࢨ̳ΦĶ۵ڌfை఼ķშࢱ)შӬ;iuuq;00xxx/tupdlwpuf/dpn/ux*Ă
ֶ࠹ᙯᄲځԸைĄ
˩ăະኛāߤᏱநࠎఈĄ
āāāāāāāāāѩā
āāāෳ۵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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ฟົ఼ۢ३ኛӈٵዦ

۵ڌέୁ
ŏٻԈ̄۵Њѣࢨ̳ΦĞ˭Ⴭώ̳Φğૄٺ۵ڌგநă۵ચְચந̳̈́Φᒉྻඈϫ۞Ăٺώ̳Φхᜈഇม̰Ăд̚රϔ઼ဩ̰̈́ώ̳ΦᒉྻгᕇĂᄓะăநٕӀϡώ̳Φۡତٕมତҋᄂ៉ะܲ̚გඕზٕٙώ̳Φࣶ̍ă۵ڌăᇄથăމ
͗ඈௐˬˠٕפᄓะ̝࣎ˠྤफ़Ąāέბᐌॡֶ࣎ˠྤफ़᜕ܲ࠹ᙯڱఢĂШώ̳Φ)iuuq;00nyxfc/nyjd/dpn/ux0xfc0gffecbdl/otg0GffecbdlDi@pqfogpsn*ኛՐߤྙăᄦගኑώăྃ·ՀϒăኛՐઃͤᄓะăநăӀϡٕӁੵέბ̝࣎ˠྤफ़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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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求人
吳敏求
胡定華
陳鴻智
盧志遠
方成義
游敦行
倪福隆
潘文森
葉沛甫
趙炎海
林雲龍
洪俊雄
傳賢
李景雲
建全投資
股份有限
公司(簡稱
：建全)
鴻記投資
股份有限
公司(簡稱
：鴻記)
ٻԈ
104.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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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ᑭα
˛ܢ
३ගˬ
Җវ̟˛
ࠎְᑭˬ
Ąᙋᓝˬ
āāѩā
ШረĄ
āāٻԈ̄۵Њѣࢨ̳Φ
ะܛ
āāᝋ͟ഇāāāāāāѐāāāāāāā͡āāāāāāā͟

ҋᆷĂ̙ͽᄏౢ͞ёആğࠎώ۵ڌநˠĂयώ̳Φ104
ѐ6͡18͟ᓝҖ̝۵ڌ૱ົĂநˠֶ֭˭ЕᝋҖֹ۵ڌᝋӀĈ
āāś (˘)நώ۵ڌಶົᛉְีҖֹ۵ڌᝋӀĄ(Бᝋ؎)
āāś (˟)நώ۵ڌಶ˭ЕЧีᛉ९Җֹώ۵ڌٙ؎ܑϯ̝ᝋӀᄃ
ຍ֍Ă˭Еᛉ९Ϗ̺Ᏼ۰Ăෛࠎ၆Чྍᛉ९ܑϯٚᄮٕᙒјĄ
Ǭ/˘ŒˬѐޘᒉຽಡӘ३̈́ੑચಡܑĈ (1)Œٚᄮ(2)Œͅ၆(3)Œୢᝋ
(1)Œٚᄮ(2)Œͅ၆(3)Œୢᝋ

ǭ/˘Œˬѐޘᓪຫᇥྃ९Ĉ
(1)Œᙒј(2)Œͅ၆(3)Œୢᝋ

Ǯ/̳Φౢ࣒ࢎ९Ĉ
(1)Œᙒј(2)Œͅ၆(3)Œୢᝋ

ǯ/̳ฟ๒ะٕռ๒ѣᆊᙋד९Ĉ
(1)Œᙒј(2)Œͅ၆(3)Œୢᝋ

ǰ/ྋੵְᚮຽ༰̝ͤࢨט९Ĉ

Ǳ/ᓜॡજᛉĄ
˟ăώ۵ڌϏี݈ٺś̰̺ᏴᝋቑಛٕТॡ̺Ᏼ۰ĂෛࠎБᝋ؎Ă
ҭ۵ચந፟ၹፉЇצநˠ۰Ă̙ତצБᝋ؎Ăநˠ
ᑕֶ݈ี)˟*̝ᝋ̰टҖֹ۵ڌᝋӀĄ
ˬăώ۵ڌநˠ၆ົᛉᓜॡְآБᝋந̝Ą
αăኛयᙋĞٕयᘪזΙğϹநˠќેĂтЯ߇ԼഇฟົĂ
ώ؎३̪ᛳѣड़Ğࢨѩ˘ົഇğĄ

電 話
(02)2382-5390
(02)2312-0777
(02)2382-5391
(02)2557-1730
(02)2506-3606
(02)2337-5258
(02)2756-9400
(02)2721-2403
(02)2733-6028
(02)2706-9192
0958-216677
0936-043246
(02)2762-8708
0936-043246
(02)2834-1768
(02)2894-3945
(02)2791-1430
0911-952759
(02)2790-9393
(02)2239-9845
(02)2642-2707
(02)2212-4395
(02)2250-3242
(02)2254-0548
(02)2252-2955
(02)2942-2700
(02)2233-1005
(02)2248-2750
(02)2287-7143
0916-862198
(02)2288-2276
(02)2279-6530
(02)2994-4661
0919-717339
0921-837939
(02)2621-5498

地
址
基隆市信義區東明路124號(全聯斜對面)
基隆市成功二路99號(阿友檳榔)
基隆市暖暖區八堵路117號(永廉社)(八堵火車站對面)
基隆市七堵區南光街102號 (後面光明路消防隊對面) (亞太檳榔)
桃園市桃園區文化街83號(南門市場)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363號(源士林)(三民路和中正路口)
桃園市桃園區蓮埔街96號2樓
桃園市中壢區成章一街188號6樓
桃園市八德區忠孝街39號(大湳形象商圈)
桃園市龍潭區華南路１段6號(第一銀行對面巷內)
新竹市東區食品路114巷4號
新竹市培英街35巷7號(食品路115巷進入)
新竹縣竹北市四維街197號
苗栗縣苗栗市為公路84號(清香餅行)
苗栗縣頭份鎮永安街3號(建國路近麥當勞)
苗栗縣頭份鎮成功里11鄰建國路170號(台鹽生技頭份店)
苗栗縣頭份鎮東民二街20號(近大潤發)
苗栗縣竹南鎮博愛街329號(振生冷氣冷凍電氣行)
台中市北區梅亭街21-2號1樓(37號後面)
台中市東區台中路247號(台中路建成路口)
台中市西區南屯路一段33號(元友機車行)(全聯隔壁)
台中市清水區文昌街74號(精文書局)
台中市豐原區向陽路293號(建成書局)
台中市后里區復興街102號(明弘書局)
台中市大甲區新政路53號(永松鐘錶刻印)
台中市大肚區沙田路二段619號(大肚超市)
台中市大雅區神林南路305號(萬益彩券行)
台中市梧棲區梧棲路90號(學友書局)
台中市龍井區中央路二段7號(成龍照相館)
台中市大里區仁化路580號(宏益書局)
台中市烏日區溪南路一段253號(振新中醫診所旁)
南投縣南投市文昌街58號(小美布包)(文昌街和復興路口)
南投縣草屯鎮和興街39號(美美精品服飾)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2段153號(有學書局)(彰化戲院樓下)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3段21號(實踐路口.中油旁)
彰化縣鹿港鎮青雲路35號(文武廟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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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
台北市中正區襄陽路6號1樓、3樓(重慶南路口花旗銀行旁)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35號1樓(一銀總行對面)
台北市中正區襄陽路29號1樓、6樓
台北市大同區保安街76號(六和香鋪)(延平北路口)
台北市中山區五常街53巷14號(芊易彩券行)
台北市萬華區長泰街282巷11弄2號4樓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５段250巷12號(存原書局)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３段217巷3弄6號1樓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３段276號(尚佳彩色沖印)
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一段279巷6號1樓(楠珍茶莊)(延平中學旁)
台北市信義區松隆路198號(振新汽車)(永吉國中斜對面)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361巷1弄1號4樓
台北市信義區永吉路427號(信傑鎖店)(松山路口)
台北市信義區莊敬路231號1樓(橫濱汽車美容)
台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324號1樓(元祥文具行)
台北市北投區溫泉路110之1號(蘿特思咖啡店)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６段73號(卓見眼鏡行)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3段174巷27-1號(老張胡椒餅)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二段413號(清興廚藝)(金龍路口)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233號(金鑽汽車美容)
新北市汐止區中正路117號(立千彩券行)
新北市新店區安和路２段138號之2(欣運汽車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懷德街80之3號1樓(民治街口)(EnjoyBook)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１段212巷2弄3之1號2樓
新北市板橋區莊敬路151號(文化中心斜對面)( EnjoyBook)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68號1樓(順寶電器行)
新北市永和區安樂路304巷10弄3號1樓(永安市場旁)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2段131巷16號1樓(南山高中廣福路56巷入)
新北市三重區力行路２段152號(旭隆機車行)
新北市三重區溪尾街344號(家樂影視社)
新北市蘆洲區中央路105巷3號1樓(才藝工會)(湧蓮寺旁)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一街157號2樓(中港國小斜對面)
新北市新莊區復興路2段23號(豐鑫行)
新北市土城區水源街32巷6號(員福里黃金資收站)
新北市樹林區日新街63號(阿宏豆漿涼麵王)
新北市淡水區學府路200號(速比富彩印)(淡江大學總站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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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話
(02)2465-2000
0936-058397
0936-061208
0911-954111
(03)333-2005
0987-779223
0987-779223
(03)452-2826
(03)366-4604
(03)489-4880
(035)268-390
0933-117390
0921-920490
(037)261-069
0937-619376
0937-619376
0937-619376
(037)470-729
(04)2230-9676
0921-780597
(04)2371-3991
(04)2622-3657
(04)2526-0926
(04)2556-2246
(04)2686-8702
(04)2699-4802
(04)2560-2801
(04)2656-2084
(04)2639-8086
(04)2491-9377
0921-780597
0938-809182
0938-809182
(04)725-8207
(04)722-4817
(04)774-4216

徵求人
金合發鋼
鐵股份有
限公司(簡
稱：金合
發)
泰山電子
股份有限
公司(簡稱
：泰山)
堅群投資
有限公司(
簡稱：堅
群)

地
址
雲林縣虎尾鎮和平路82號(台一書局)
雲林縣斗六市鎮北路154號(中國書局)
雲林縣崙背鄉南光路1巷2號(大有運動休閒廣場)
雲林縣北港鎮大同路614號
嘉義市西區世賢路４段32號(新民路與民生南路中間)
嘉義市東區忠孝路140號(同海電器行)
嘉義縣中埔鄉中埔村坪頂6號
台南市安南區海佃路１段213巷52號(淨美洗衣店)
台南市東區林森路2段113-2號(鴻宇光學)
台南市新營區民治路162號(五穀王廟旁邊)
台南市新營區大同路43-15號(米軒壽司)
台南市佳里區文化路271號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232號(慈航嬰兒用品店)
高雄市三民區嫩江街54號(後驛鳳鳴電台斜對面)
高雄市左營區文自路512之3號(麥力汽車保養廠)

電 話
(05)632-3265
(05)532-1148
(05)696-2430
0928-433289
(05)283-0079
(05)222-4544
(05)253-9380
(06)250-4090
(06)275-3049
(06)659-5723
(06)633-2972
0920-959202
(07)350-2867
(07)316-0446
(07)345-2142

˟ă઼̚ܫથຽᅙҖ۵Њѣࢨ̳Φ)ᖎჍĈ̚ܫᅙ*Ĉ
地
址
地
址
電 話
苗栗縣頭份鎮中華路951號
台北市懷寧街70號
02-66365566
台中市文心路4段875號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187號
02-29606600
彰化市曉陽路76號
桃園市復興路393號
03-3388866
斗六市興華街2號
中壢市中北路2段445號
03-4662211
嘉義市民生北路241號
新竹市金山街2號
03-5638080
台南市府前路一段159號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49號
03-6560222

地
址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451號(綺麗精品- 桶仔 )
高雄市前鎮區保泰路375-6號(全聯福利對面-桶仔 )
高雄市新興區河北一路247巷4號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923號1樓(茄子電訊)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三路5號(捷美髮品)(宏亞診所斜對面)
高雄市岡山區仁壽路92巷8號
高雄市楠梓區學專路348號(上申汽車保養廠)
屏東縣屏東市德豐街200號(近瑞光國小)
宜蘭縣宜蘭市民權路二段150號(麥味登早餐店)
宜蘭縣羅東鎮忠孝路108號(新泰藥局)
花蓮縣花蓮市林森路249巷25號(佳美髮廊)
花蓮縣吉安鄉吉安村吉興三街99巷5號
台東縣台東市強國街302號
澎湖縣馬公市菜園里9之2號

電 話
037-695678
04-22469988
04-7279933
05-5360099
05-2286600
06-2152345

地
址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21號
高雄市九如一路551號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388號
宜蘭縣羅東鎮興東南路232號
花蓮市中山路376號

電 話
(07)722-1203
(07)722-8747
(07)235-3789
(07)521-4297
(07)812-3627
(07)626-4122
(07)362-1715
(08)736-2512
0952-088517
(039)545-253
(038)333-451
0911-322362
(089)341-837
0912-779329

電 話
07-3366768
07-3805558
07-6235500
03-9574320
03-8340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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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7039167

地

游敦行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182巷7弄9號1樓(鐘鳴汽車音響)

02-22559226 彰化縣埔心鄉中山路77號(郵局正對面)

04-8323894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434號(惠明獸醫院)

02-26416977 彰化縣彰化市民族路238號(原名佳美大門正對面)

04-7248881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568巷16號(立泰企業社)

02-82287742 彰化縣員林鎮惠來街118號(惠來鎖印社)

04-8350411

新北市土城區中華路一段43號(裕德幼稚園斜對面)

0912-877039 彰化縣田中鎮員集路二段578號(昭陽書局)

04-8752557

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一段49號(學生書城)

02-22705415 彰化縣北斗鎮宮後街5-1號

04-8885777

新北市樹林區育英街45號(亮晶晶彩券行)

02-26862880 嘉義市中正路518號(金玉和銀樓)

05-2279830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三段101巷32號1樓(德林寺旁巷內)

0919-841468 台南市安平區府平路267巷3號(快樂小叮噹幼兒園)

06-2972511

倪福隆

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281號1樓(台灣彩券)

02-25950789 台北市萬華區西園路二段137號(西園137彩券行)

02-23086678

台北市中山區合江街180巷18號1樓(蘇活廣告)

02-25177888 台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121號(金源發彩券行)

02-28358686

葉沛甫

台北市大安區金山南路二段67號1樓(源美機車行)

02-23216698 台北市北投區懷德街11巷2號1樓(近明德捷運站:科化大圖輸出)

02-28215163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二段98號(閃金鎮彩券行)

02-23581861 台北市文山區育英街4-1號1樓

0932-219230

02-27350587 新北市板橋區陽明街23巷11號(岑欣印刷:新埔捷運站1號出口)

02-82537181

(02)2541-9977
(02)2541-9977

趙炎海

電 話

地

址

02-2381-6288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路338號1樓

02-8992-3999

彰化市民族路532號5、6樓

04-722-4256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29號3樓

02-2509-6677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370號

02-2231-1818

彰化縣員林鎮大同路一段338號五樓

04-836-7338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49號1樓

02-8751-6889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2段252號2樓

02-8911-9777

台南市南區西門路一段655號4樓

06-2243-888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80號2樓

02-2771-6588

桃園市南華街77號3樓

03-336-1100

高雄市三民區自立一路247號

07-311-0598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三段35號1樓

02-2502-8588

新竹市中正路129號4樓

03-526-8999

高雄市鳳山區保泰路396號

07-726-3000

新北市板橋府中路29-2號1樓

02-2968-6888

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一段728號7樓

04-2202-1234

屏東市中正路125號4樓

08-732-2277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113號1樓

02-2981-1199

台中市南屯區公益路二段72號B1

04-2326-3456

地

址

電 話

洪俊雄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225巷8號1樓(品皇咖啡)

02-29929523 台南市南區永華路一段67號(愛得體育社、新光三越對面)

06-2213900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867-8號(三洋機車行)

0919-841468 台南市金華路一段479號(時尚通訊社、麥當勞對面)

06-2657999

新北市蘆洲區長榮路46巷2-6號(大埔鐵板燒巷內)

0932-148365 台南市安南區安中路三段6之1號(長欣通信行)

06-2550556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67之6號2樓(全家資產管理企業社)

02-24284899 台南市東區林森路二段113號(天生贏家投注站)

06-2004518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228號1樓(許文斌代書事務所)

03-3478368 台南市東區大同路二段61巷27號(香圃麵店旁巷內)

06-2143823

建全投資
股份有限
公司(簡稱
：建全)

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180號4樓(桃園縣職訓教育協進會)

03-3378075 台南市關廟區大仁街358號(華豐資訊)

06-5953789

桃園市中壢區環北路577號(中華六福茶具百貨批發)

03-4623043 台南市新化區信義路226號(愛客麥商店)

06-5909155

桃園市中壢區復興路46號12樓(虹宇職業訓練中心)

03-4259355 台南市西港區中山路493之3號(南寶賜百齡旁)

06-7954181

鴻記投資
股份有限
公司(簡稱
：鴻記)

桃園市中壢區健行路55號(後站正前方100公尺)

03-4576100 台南市永康區大灣路1026號(崑山圖書文具行)

06-2730509

桃園市中壢區永福路987號1樓(嘉又專業鎖店)

03-4635252 台南市新營區三民路128號(博大書局)

06-6326865

桃園市楊梅區永美路227號(聯強國際電信聯盟埔心店)

03-4315577 高雄市前金區七賢二路398號2樓(愛河旁，近七賢國中)

07-2822763

金合發鋼
鐵股份有
限公司(簡
稱：金合
發)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134號(杏洋藥局)

03-3112799 高雄市岡山區公園東路98號(凱基證券對面)

07-6221650

新竹市中華路二段355號(爬山王電動車)

03-5250722 高雄市左營區文康路165號(原田生活館)

07-3591734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356號(雅逸花苑，清大門口對面)

03-5712099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117號(http://四行倉庫.tw高雄郵政總局旁)

07-2410638

新竹市經國路一段834號(金輝餐廳對面，華州汽車)

03-5426978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86巷17號1樓(http://四行倉庫.tw)

07-7279556

泰山電子
股份有限
公司(簡稱
：泰山)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423號(華美禮品彩券行，富邦證券旁)

037-333299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65號(大連皮鞋街上)

07-3110071

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2段453號(大道廚具)

04-23897616 高雄市楠梓區加宏路162號(欣吉鑫彩券行)

07-3653285

台中市北屯區北屯路367號(興良螺絲)

04-22431617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257號(縣政府對面)

07-7991473

堅群投資
有限公司(
簡稱：堅
群)

台中市北區柳川西路四段90號1樓(大雅路轉文武街，東興市場旁）

04-22025750 屏東縣內埔鄉學人路235號(學仁會館)

08-7787070

台中市西屯區黎明路三段220巷1號(東詮無線)

04-24523611 宜蘭縣宜蘭市新興路211號(立可達數位印刷)

03-9333260

台中市西區五權五街180號(東欣化工)

04-23769848 花蓮縣花蓮市德安一街223巷7號(德安運動公園對面)

0933-483143

南投縣南投市復興路162號(劉鐘錶眼鏡行)

049-2223369 台東縣台東市寶桑路268號1樓

089-320127

電 話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2號1樓

電 話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15巷2號(光明派出所斜對面：晶晶汽車美容) 02-29833058 台南市中西區金華路四段122號(福華運動彩券行)

傳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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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

林雲龍

李景雲
址

ξᎩ

02-25526267 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578號2樓之1(信義光復南路口，永和豆漿旁)

徵求人

潘文森

地

ડᗉฏ

02-27370657

電 話

֧Յ

電 話

02-27683228 台北市大安區通化街170巷6號1樓

址

ྮූ

址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2號1樓(台開大樓，忠孝西路重慶南路口)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84-1號(億順公益彩券行，安東市場旁)

߱


地

02-87325595

αă͟ᙋד۵Њѣࢨ̳Φ)ᖎჍĈ͟ᙋ*Ĉ台北市重慶南路1段10號1樓
āāāāāāāāāāāāāāāāāāāā台北市南京東路2段85號7樓、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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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話

02-27683228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228巷34號(飛來富二六八彩券行)

地

ޒ


方成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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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志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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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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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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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159號B1、8樓(近市政府捷運站4號出口)

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21號1樓A區1325號(永樂市場1號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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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22332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