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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函

地址：高雄市路竹區環球路452號

聯絡人：連政炘

電子信箱：sing1632045@ms.szmc.edu.tw

受文者：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產業工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5月10日

發文字號：樹專視字第108000052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檢送本校視光學科二年制在職專班招生訊息，敬請惠予公

告並轉知相關人員踴躍報名參加，請查照。

說明：

一、本校視光學科二年制在職專班招生,即日起受理報名。

二、本專班開班宗旨為培育視光領域管專業人才，以符合國家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驗光人員報考資格，

歡迎所屬人員報名參加。

三、報名資格：凡具有下列各項學歷(力)之一，並取得該項學

歷(力)後滿 1 年以上，且現為在職人員(但不限行業別)

。

(一)高級職業學校畢業或依教育部 103 年 5 月 14 日臺教

技（二）字第 1030064140 號函規定高級中學畢業滿 1

 年。

(二)符合教育部 106 年 6 月 2 日臺教高通字第 10600730

88B 號令修正發布「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 2

 條資格之一者，均得以同等學力資格報名。

四、本專班招生對象、報名方式等詳細資訊請參考本校夜間部

網站:http://www.szmc.edu.tw/o_night/index.html，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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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s0aNt

J_hnTzqkk4IxS7BYer1BTHHPBEMnYHVykQqLMZp5zA/viewfor

m留下聯絡資訊。

五、其餘未盡事宜請電洽夜間部教務組王英智組長：07-69793

28，或視光學科許亦婷主任：07-6979372。

正本：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大地工程技師公會、中華民國不動產

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公共汽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西藥代

理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保險代理人商業同業

公會、中華民國保險經紀人公會、中華民國保險經紀人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

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商業同業

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

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票券金融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

聯合會、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

民國遊覽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中華民國銀

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輪船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

環境檢驗測定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獸

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

顧問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

聯合會、台中市小客車租賃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土

木技師公會、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百貨商業同業公會、台北

市西藥代理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西藥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汽車代理商業同業

公會、台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台

北市海運承攬運送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航

空運輸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船務代理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葬儀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遊覽車客運商

業同業公會、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蔬菜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輪船

商業同業公會、台東縣藥師公會、台南市不動產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台灣防

水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台灣省旅行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台灣科學工業園

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不織布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用電設備檢驗維護工

程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羽毛輸出業同業公會、台灣區車輛工業同業公會、台灣

區乳品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動物用醫藥保健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照明燈具輸

出同業公會、台灣區電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台

灣區飼料工業同業公會、宜蘭縣旅行商業同業公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水土保持

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水利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社團法人中

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醫事檢驗師公

會全國聯合會、社團法人台中市護理師護士公會、社團法人台北市水利技師公會

、社團法人台北市地政士公會、社團法人台北市會計師公會、社團法人台灣省水

利技師公會、社團法人南投縣職能治療師公會、社團法人南投縣護理師護士公會

、社團法人桃園市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人公會、社團法人高雄市水土保持技師公

會、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社團法人高雄市藥師公會、社團法人基隆市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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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公會、社團法人雲林縣建築師公會、社團法人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社團法人

新北市中醫師公會、社團法人新北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社團法人新北市地政士

公會、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社團法人新竹市建築師公會、社團法人臺北

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社團法人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社團法人臺灣省水土保持

技師公會、社團法人臺灣省會計師公會、南投縣物理治療師公會、桃園市土木技

師公會、桃園市西藥商業同業公會、桃園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桃園市藥師公會

、桃園市藥劑生公會、桃園市護理師護士公會、高雄市土木技師公會、高雄市工

礦安全衛生技師公會、高雄市公證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高

雄市海事工程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報關商

業同業公會、高雄市景觀工程商業同業公會、基隆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基隆市

報驗商業同業公會、雲林縣旅行商業同業公會、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新北市手工藝品商業同業公會、新北市牙體技術師公會、新北市冷凍空調技師

公會、新北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新北市社區環境服務人員職業公會、新北

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新北市遊覽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新竹縣工程技術顧問商

業同業公會、嘉義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臺中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臺中市遊覽

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臺北市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商業同業公會、臺北市公證商業

同業公會、臺北市建築師公會、臺北市獸醫師公會、臺北市藥師公會、臺南市不

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臺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商業同業公會、臺南縣

不動產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臺南縣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臺灣自行

車輸出業同業公會、臺灣省工礦安全衛生技師公會、臺灣省都市計畫技師公會、

臺灣區電氣工程工業同業公會、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臺灣植物保護工業

同業公會、臺灣製藥工業同業公會、eye晉光眼鏡行、HOYA眼鏡公司、一愛眼鏡

行、丁愛眼鏡行、三悅眼鏡行、久久點久眼鏡行、大宇眼鏡行、大傢光學眼鏡公

司、大華國際眼鏡公司、大愛眼鏡行、大學眼鏡美學館、銓國隱形眼鏡有限公司

、億光眼鏡公司、儀光眼鏡行、德昌眼鏡行、德林眼科診所-眼鏡部、德興眼鏡行

、慶光堂眼鏡行、慶昇眼鏡行、慶昇眼鏡行(嘉義)、慶豐眼鏡行、標準眼鏡行、

澄園眼鏡行、澎湖縣鐘錶眼鏡商業同業公會、魅力眼鏡行、黎明眼鏡、黎明眼鏡

行、學士眼鏡公司、學視眼鏡鐘錶時尚館、寰宇眼鏡名店、樺愛眼鏡行、樺碩光

學眼鏡公司(善化店)、橘子眼鏡行、翰慶眼鏡行、興南眼鏡、興南眼鏡(成大城)

、錫愛眼鏡行、錦信鐘錶眼鏡公司、龍明眼鏡公司、龍華鐘錶眼鏡、優視眼鏡公

司、優視眼鏡公司(逢甲店)、瞳手工眼鏡行、鍚明眼鏡行、羅德眼鏡行、藝鏡國

際股份有限公司(藝鏡眼鏡)、鏡秀眼鏡有限公司、麗視眼鏡公司、寶石眼鏡行、

寶光眼鏡行、寶昌眼鏡行、寶威眼鏡行、寶島眼鏡公司、寶祥眼鏡行、寶傑眼鏡

行、寶凱眼鏡行、寶勝眼鏡、寶發眼鏡行、寶善眼鏡行、寶翔眼鏡大灣分公司、

寶貴眼鏡行、寶愛林眼鏡視光中心、寶瑞眼鏡行、寶誠鐘錶眼鏡行、寶優堂眼鏡

行、寶優堂眼鏡行2、寶鴻眼鏡行、齡愛眼鏡行、鏵嶸光學眼鏡行、蘭克斯眼鏡

公司、小林鐘錶眼鏡股份有限公司、中山診所眼鏡部、中央眼鏡行、中信眼鏡、

中國眼鏡公司、中視眼鏡行、仁愛眼鏡公司、仁愛眼鏡館、友利眼鏡行、友明眼

鏡行、天下眼鏡行、天明眼鏡公司、太平洋眼鏡、太平洋眼鏡公司、太平洋鐘錶

眼鏡行、文山世代眼鏡行、文昌眼鏡行、文雄眼鏡、文豪眼鏡行、文賢眼鏡、日

月光眼鏡、日王鐘錶眼鏡公司、日本owndays株式會社_台灣恩戴適股份有限公司(

眼鏡)、世全光學眼鏡、世明眼鏡行、北國眼鏡行、台中市鐘錶眼鏡商業同業公

會、台中縣鐘錶眼鏡商業同業公會、台灣九隆眼鏡行、左眼右眼眼鏡公司（青年

店）、平愛眼鏡行、正光眼鏡、正港眼鏡行、永光堂眼鏡行、永和鐘錶眼鏡行、

永昇鐘錶眼鏡行、永發眼鏡公司、玉 眼鏡行(東港店)、玉峰眼鏡行(東港店)、玉

愛眼鏡行、甲上眼鏡行、禾楓眼鏡眼鏡公司、立名眼鏡公司、光田眼鏡、光田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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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文賢店)、光原眼鏡店、光哲眼鏡公司、光彩眼鏡行、光復光學眼鏡行、光復

眼鏡公司、光華隱形眼鏡公司、光進眼鏡公司(白河店)、光進眼鏡行、光陽眼鏡

行、先進眼鏡公司、先進眼鏡公司(嘉義)、先進眼鏡行、全冠眼鏡公司、全冠眼

鏡行(原寶島眼鏡行、全美眼鏡行、全陽眼鏡公司（美濃店）、全陽眼鏡公司（

高樹店）、吉田眼鏡、吉利眼鏡行、吉恩眼鏡公司、吉德昌眼鏡、名人光學眼鏡

行、名流眼鏡公司、名家眼鏡、名家眼鏡公司、合教眼鏡行、好的眼鏡量販店、

好亮流行眼鏡館、好樂視眼鏡、好樂勢眼鏡公司、安迪眼鏡行、安統眼鏡專店、

安達鐘錶眼鏡行、年代眼鏡行、年愛眼鏡行、成亮眼鏡行、旭立眼鏡行、有眼光

眼鏡行、百分百眼鏡行、佑愛眼鏡行、伯特利眼鏡公司、伯特利眼鏡覺民店、克

麗而眼鏡行、宏思眼鏡行、宏愛眼鏡行、廷穎眼鏡公司、志愛眼鏡行、每天眼鏡

、沛得眼鏡有限公司、汪愛眼鏡公司、玖玖點玖眼鏡行、育明眼鏡行、良昌眼鏡

公司、良視眼鏡、良視眼鏡行、良興眼鏡行、良霖隱型眼鏡公司、亞洲隱形眼鏡

行、亞洲鐘錶眼鏡公司、享美眼鏡公司、享美眼鏡流行館、佳視眼鏡公司、佳視

眼鏡有限公司(文化店)、佳愛眼鏡行、和風眼鏡、宗愛眼鏡行、宜蘭縣鐘錶眼鏡

商業同業公會、尚光豐眼鏡、尚朋眼鏡、尚朋眼鏡行、尚美眼鏡公司、尚新眼鏡

館、怡而美眼鏡公司、怡而美眼鏡精品店、明揚眼鏡行、明愛眼鏡公司、明愛眼

鏡行、明德昌眼鏡、明錦眼鏡行、昇愛眼鏡行、東光眼鏡流行館、金采眼鏡行、

金麗眼鏡行、非凡比眼鏡公司、亮晶晶眼鏡、信合美眼鏡有限公司、信愛眼鏡(鳳

山店)、信愛眼鏡行、俊愛眼鏡行、冠軍眼鏡行、冠傑眼鏡行、冠華眼鏡行、勁

好眼鏡行、南投縣鐘錶眼鏡商業同業公會、南投縣鐘錶眼鏡業職業工會、南統光

學眼鏡鐘錶行、品晟眼鏡行、建成鐘錶眼鏡行、建愛眼鏡行、彥愛眼鏡行、後勁

眼鏡行、思愛眼鏡行、恆春光立眼鏡行、柏特利眼鏡公司、柏愛眼鏡公司、洋明

眼鏡行、皇家眼鏡(光復店)、皇家眼鏡公司、紅星眼鏡行、美愛眼鏡公司、美愛

眼鏡行、茂昌眼鏡行、茂昌眼鏡行(新營區)、茂昌鐘錶眼鏡公司、茂昌鐘錶眼鏡

行、茂昌鐘錶眼鏡行(台東市)、英明隱形眼鏡公司、英倫眼鏡行、苑平眼鏡行、

香港眼鏡名店、洺家眼鏡行、哲愛眼鏡行、家愛眼鏡行、恩得華眼鏡行、悅視眼

鏡行、時代鐘錶眼鏡行、時尚美光學眼鏡行、時尚眼鏡行、益昌眼鏡行、益明眼

鏡行、益群眼鏡、真光眼鏡、真愛眼鏡公司、紐約眼鏡館、配得好眼鏡光學社、

高光度隱形眼鏡社、高視力眼鏡公司、高視眼鏡公司、國 眼鏡公司、國光眼鏡行

、國賓光學眼鏡、國賓鐘錶眼鏡公司、基隆市鐘錶眼鏡商業同業公會、彩晴眼鏡

公司、得正眼鏡行、得富眼鏡有限公司、得樂眼鏡有限公司、梅琳眼鏡名店、眼

見眼鏡公司、眼靚眼鏡流行館、眼鏡族流行館、統帥精品眼鏡、統領隱形眼鏡公

司、蛋蛋眼鏡行、頂尖光學眼鏡公司、傑克眼鏡行、最愛眼鏡行、凱羅隱形眼鏡

公司、勝美眼鏡、勝豐眼鏡行、博恩眼鏡、喜德盛眼鏡、壹品眼鏡、惠成眼鏡行

、揭氏眼鏡行、揚明眼鏡行、斯恩綺眼鏡、晴礦眼鏡行、晶冠眼鏡館、晶展眼鏡

、晶鼎眼鏡行、景生眼鏡行、智愛眼鏡行、欽愛眼鏡行、湧康眼鏡行、湘霓佩眼

鏡行、華國眼鏡行、華國鐘錶眼鏡行、視禾眼鏡、視界眼鏡行、視寶眼鏡、詠昌

鐘錶眼鏡刻印行、超級眼鏡、超視代眼鏡行、陽明眼鏡(內惟店)、陽明眼鏡公司

(自由店)、雅康光學眼鏡有限公司、雲林縣鐘錶眼鏡商業同業公會、雲林縣鐘錶

眼鏡業職業工會、順愛眼鏡行、圓融眼鏡行、愛明眼鏡行、愛美眼鏡行、新市眼

鏡行、新形象眼鏡、新勝鐘錶眼鏡行、新視力眼鏡公司、新視力眼鏡行、新視界

眼鏡公司、新視界眼鏡行、新鑫眼鏡行、極致眼鏡公司、楊格眼鏡行、楨明眼鏡

行、楓葉眼鏡美學館、瑞宏眼鏡行、瑞翎眼鏡行、睛華眼鏡行、睛賀眼鏡行、萬

國鐘錶眼鏡行、群展眼鏡公司（明誠店）、群展眼鏡光學公司、群展眼鏡光學華

榮店、聖光堂眼鏡、聖凱爾眼鏡、解像力眼鏡行、達特眼鏡、馳名眼鏡公司、鼎

愛眼鏡行、鈺新眼鏡行、嘉倫眼鏡公司、嘉詳眼鏡行、彰化縣鐘錶眼鏡商業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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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會、彰化縣鐘錶眼鏡業職業工會、維康眼鏡行、臺中市鐘錶眼鏡業職業公會、

誘眼精品眼鏡、豪昌隱形眼鏡公司(中山店)、銘祥眼鏡行、銘愛眼鏡行、銘詳眼

鏡行、銓威眼鏡行、大學光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今國光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小原光學股份有限公司、亞洲光學股份有限公司、亞洲光學股份有限公司安

和分公司、和光光學股份有限公司、保得士光學股份有限公司、保勝光學股份有

限公司、揚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晶碩光學股份有限公司、雷笛克光學股份有限

公司、熒茂光學股份有限公司、精湛光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精華光學股份有限

公司、毅大光學股份有限公司、優你康光學股份有限公司、聯一光學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寶利徠光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寶島光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商

視亨光學鏡片股份有限公司、大臺南護理師護士公會、中華民國牙體技術師公會

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物理治療生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

國聯合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

聯合會、台中巿護理師護士公會、台中市牙體技術師公會、台中市護理師護士公

會、台北市牙體技術師公會、台東縣護理師護士公會、台南巿醫事放射師公會、

台南巿護理師護士公會、台南市牙體技術師公會、台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台南

市護理師護士公會、台灣省女子美容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附設北區職業訓中心、

台灣省工礦安全衛生技師公會附設高雄職業訓練中心、台灣區冷凍空調工程工業

同業公會、台灣區鰻蝦輸出業同業公會水產品檢驗中心、宜蘭縣牙醫師公會、宜

蘭縣牙體技術師公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社團法人

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社團法人台中市物理治療師公會、社團法

人台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社團法人台南市護理師護士公會、社團法人高雄市物

理治療生公會、社團法人高雄市物理治療師公會、社團法人高雄市職能治療師公

會、社團法人臺北市牙體技術師公會、花蓮縣牙體技術師公會、南投縣牙體技術

師公會、南投縣護理師護士公會、屏東縣牙體技術師公會、屏東縣醫事放射師公

會、屏東縣護理師護士公會、苗栗縣護理師護士公會、桃園市牙體技術師公會、

高雄巿醫事放射師公會、高雄巿護理師護士公會、高雄市牙體技術師公會、高雄

市放射士公會、高雄市金銀珠寶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高雄

市醫事放射公會、高雄市醫事放射師公會、高雄律師公會、高雄縣物理治療生公

會 行政中心、高雄縣醫事放射師公會、雲林縣牙體技術師公會、雲林縣齒模製

造技術員公會、雲林縣護理師護士公會、新北市牙體技術師公會、新竹市牙體技

術師公會、新竹市護理師護士公會、新竹縣護理師護士公會、新高雄護理師護士

公會、聖公會幼稚園、嘉義市牙體技術師公會、嘉義市醫事放射師公會、嘉義市

護理師護士公會、嘉義縣醫事放射師公會、嘉義縣護理師護士公會、彰化縣牙體

技術師公會、彰化縣齒模製造技術員公會、彰化縣護理師護士公會、臺中市物理

治療生公會、臺南市物理治療生公會、臺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臺南市醫事放射

師公會、臺灣省建築師公會、台南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已停止)、大

台南餐飲業職業工會、中華民國餐飲業工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海員總工會、北北

基教育產業工會、台中市教師職業工會、台中市導遊服務人員職業工會、台中市

觀光領隊人員職業工會、台北市工具車輛操作員職業工會、台北市足部反射療法

從業人員職業工會、台北市服飾設計業職業工會、台北市星相卜卦堪輿業職業工

會、台北市針織業職業工會、台北市通信服務人員職業工會、台北市陰陽宅設計

職業工會、台北市就業服務人員職業工會、台北市園藝花卉業職業工會、台北市

電器裝置業職業工會、台北市鋼琴調音業職業工會、台北市攝錄影業職業工會、

台南市成衣服裝包裝運送職業工會、台南市傳統整復員職業工會、台南縣青草藥

製造職業工會、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全國私立學校產業工會、全國金融業工

會聯合總會、全國客戶服務業產業工會、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產業工會、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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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產業總工會、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秘書處、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全國產

業總工會、宜蘭縣革履服務職業工會、宜蘭縣婚喪喜慶司儀人員職業工會、宜蘭

縣教師職業工會、宜蘭縣魚貨運銷業職業工會、宜蘭縣搬家服務業職業工會、宜

蘭縣鼓樂業職業工會、宜蘭縣餐飲業職業工會、宜蘭縣總工會、宜蘭縣總工會附

設職業訓練中心、花蓮縣教育產業工會、花蓮縣教師職業工會、南投縣教育產業

工會、南投縣餐飲業職業工會、屏東縣教育產業工會、屏東縣教師職業工會、屏

東縣餐飲業職業工會、苗栗縣教師職業工會、桃園市美容美髮膚質諮詢檢測人員

職業工會、桃園市計程車駕駛員職業工會、桃園市記帳士職業工會、桃園市教育

產業工會、桃園市電腦用品運送服務人員職業工會、桃園縣不靠行計程車駕駛員

職業工會、桃園縣自行車裝修業職業工會、高雄中餐服務人員職業工會附設職業

訓練中心、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委託高雄市輔育人員職業工會辦理高雄市新興公共

托嬰中心、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高雄市教師職業工會、高雄市餐飲業職業工會

、高雄市職業安全衛生指導員職業工會、基隆市教師職業工會、推拿與民俗傳統

療法服務職業工會、雲林縣教育產業工會、新北市人體彩繪從業人員職業工會、

新北市下水道工程從業人員職業工會、新北市大眾傳播業職業工會、新北市女子

燙髮職業工會、新北市小吃業職業工會、新北市小販業職業工會、新北市小貨車

裝運業職業工會、新北市工具車輛操作員職業工會、新北市工商服務業職業工會

、新北市工業成品全檢人員職業工會、新北市才藝教學服務人員職業工會、新北

市不動產服務職業工會、新北市不動產業產業工會、新北市不動產經紀人職業工

會、新北市中餐服務人員職業工會、新北市五金業職業工會、新北市公寓大廈管

理服務職業工會、新北市升學補習教學人員職業工會、新北市手工藝業職業工會

、新北市日用品運送服務業職業工會、新北市木工業職業工會、新北市木材裁剪

加工運送職業工會、新北市毛紡織業職業工會、新北市水電裝置業職業工會、新

北市牙醫助理職業工會、新北市牙體技術人員職業工會、新北市台灣通信股份有

限公司工會、新北市外燴服務人員職業工會、新北市市場服務工作人員職業工會

、新北市市場暨民意調查從業人員職業工會、新北市幼兒托育職業工會、新北市

幼教從業人員職業工會、新北市打字複印業職業工會、新北市打樣及剪裁業職業

工會、新北市民俗技藝工作者職業工會、新北市皮鞋業職業工會、新北市立體彩

色印花從業人員職業工會、新北市仲介業從業人員職業工會、新北市冰果冷飲服

務業職業工會、新北市冰類製造職業工會、新北市印刷業職業工會、新北市各業

工人總工會、新北市地政業務從業人員職業工會、新北市多層次傳銷從業人員職

業工會、新北市安親班從業人員職業工會、新北市成衣服裝包裝運送職業工會、

新北市成衣服飾整理加工業職業工會、新北市成衣熨燙人員職業工會、新北市百

貨行售貨職業工會、新北市竹工業職業工會、新北市米食製品從業人員職業工會

、新北市肉類食品加工業職業工會、新北市自行車裝修業職業工會、新北市西服

業職業工會、新北市西藥服務職業工會、新北市佛具用品製作業職業工會、新北

市冷凍空調業職業工會、新北市坐月子照顧服務人員職業工會、新北市技工工友

職業工會、新北市技藝舞蹈表演業職業工會、新北市汽車服務業職業工會、新北

市汽車保養人員職業工會、新北市汽車美容人員職業工會、新北市汽車貨物搬運

裝卸業職業工會、新北市汽車裝潢業職業工會、新北市汽車電機冷氣保修業職業

工會、新北市豆類加工職業工會、新北市足部反射療法從業人員職業工會、新北

市車輛材料理貨職業工會、新北市車輛保管人員職業工會、新北市防水防漏業職

業工會、新北市乳品飲料派送職業工會、新北市刻印職業工會、新北市拍賣人員

職業工會、新北市服飾設計職業工會、新北市果菜包裝運送業職業工會、新北市

果菜運銷股份有限公司工會、新北市板車職業工會、新北市泥水業職業工會、新

北市油漆業職業工會、新北市玩具業職業工會、新北市直銷人員職業工會、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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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社區服務人員職業工會、新北市芳薰香植物精油服務人員職業工會、新北市青

果加工業職業工會、新北市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職業工會、新北市保全業職業

工會、新北市保養品從業人員職業工會、新北市保險代理職業工會、新北市保險

服務職業工會、新北市保險業務職業工會、新北市室內設計人員職業工會、新北

市室內裝潢業職業工會、新北市建築物拆除搬運工職業工會、新北市按摩業職業

工會、新北市政府委託新北市幼兒托育職業工會辦理新莊昌隆公共托育中心、新

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工會、新北市洗車工職業工會、新北市派報業職業工會、新

北市玻璃裝配業職業工會、新北市美姿禮儀造型職業工會、新北市美容美髮用品

器材製造裝修職業工會、新北市美容美髮膚質諮詢檢測人員職業工會、新北市美

容職業工會、新北市美髮美容技術指導員職業工會、新北市計程車駕駛員職業工

會、新北市音樂服務職業工會、新北市食材加工人員職業工會、新北市食品雜貨

運送職業工會、新北市個人投資理財代理人職業工會、新北市個人計程車駕駛員

職業工會、新北市家事服務業職業工會、新北市家具運送業職業工會、新北市家

具製造修理業職業工會、新北市家庭教學服務人員職業工會、新北市家畜飼養業

職業工會、新北市家禽飼養業職業工會、新北市旅遊服務人員職業工會、新北市

旅館服務人員職業工會、新北市氣體燃料裝置業職業工會、新北市消防設備業職

業工會、新北市病患家事服務職業工會、新北市紙類加工業職業工會、新北市茶

業包裝加工人員職業工會、新北市記帳士職業工會、新北市配音人員職業工會、

新北市針車服務業職業工會、新北市針織工職業工會、新北市骨節整復職業工會

、新北市高爾夫球場服務職業工會、新北市商品包膜服務人員職業工會、新北市

國小教師職業工會、新北市國中教師職業工會、新北市婚禮設計服務人員職業工

會、新北市專利服務人員職業工會、新北市屠宰業職業工會、新北市彩券販賣人

員職業工會、新北市彫刻業職業工會、新北市推銷員職業工會、新北市教育人員

產業工會、新北市教育產業工會、新北市教師職業工會、新北市清潔管理服務業

職業工會、新北市淨水濾水從業人員職業工會、新北市理燙髮美容材料運送業職

業工會、新北市理燙髮美容業職業工會、新北市產業總工會、新北市產職業聯合

總工會、新北市蛋類加工派送業職業工會、新北市蛋類包裝職業工會、新北市貨

物包裝運送業職業工會、新北市陸上運輸服務人員職業工會、新北市陶瓷工職業

工會、新北市魚貨運銷業職業工會、新北市魚類食品加工業職業工會、新北市傘

類加工修理業職業工會、新北市創意壓花技藝人員職業工會、新北市勞工安全衛

生管理人員職業工會、新北市勞動力服務人員職業工會、新北市勞動力援助人員

職業工會、新北市就業服務人員職業工會、新北市菸酒運銷業職業工會、新北市

街頭藝人職業工會、新北市視聽器材服務業職業工會、新北市集中市場零售攤販

職業工會、新北市飲料調製運送服務職業工會、新北市傳統整復員職業工會、新

北市塑膠製品製造工職業工會、新北市搬家服務職業工會、新北市會計業職業工

會、新北市煤氣配送業職業工會、新北市照顧服務員職業工會、新北市瑜珈教學

人員職業工會、新北市話務人員職業工會、新北市農事服務業職業工會、新北市

農產品運送工職業工會、新北市運動埸所服務職業工會、新北市遊樂場所服務職

業工會、新北市遊覽車駕駛員職業工會、新北市道士法師服務職業工會、新北市

電子零件裝配人員職業工會、新北市電子機械加工業職業工會、新北市電信人員

職業工會、新北市電氣裝修職業工會、新北市電腦工程人員職業工會、新北市電

腦文書處理人員職業工會、新北市電腦用品運送服務人員職業工會、新北市電影

電視演員業職業工會、新北市電影戲劇業職業工會、新北市電器裝修業職業工會

、新北市飾品加工職業工會、新北市圖書文具運送業職業工會、新北市寢具製作

職業工會、新北市演藝經紀人職業工會、新北市漫畫從業人員職業工會、新北市

網路技術研發人員職業工會、新北市網路咖啡服務人員職業工會、新北市網路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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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服務人員職業工會、新北市舞蹈業職業工會、新北市製茶業職業工會、新北市

輔育人員職業工會、新北市銀樓業職業工會、新北市裱褙服務職業工會、新北市

廚具爐具裝置運送業職業工會、新北市廚師業職業工會、新北市廣告服務職業工

會、新北市廣告傳單發送服務人員職業工會、新北市廣告類單發送服務人員職業

工會、新北市模具製作工職業工會、新北市熱泵裝修職業工會、新北市碾米業職

業工會、新北市碼頭散裝貨物搬運職業工會、新北市碼頭裝卸搬運職業工會、新

北市蔬菜加工業職業工會、新北市衛浴器材服務職業工會、新北市褓姆業職業工

會、新北市輪胎修理業職業工會、新北市鞋類服務業職業工會、新北市鞋類製造

加工業職業工會、新北市髮藝造型業職業工會、新北市導遊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新北市機車美容洗車業職業工會、新北市機車修理職業工會、新北市機車貨物運

送職業工會、新北市機械修護業職業工會、新北市機踏車服務業職業工會、新北

市機器製修職業工會、新北市糕餅業職業工會、新北市餐盒製作包裝運送工職業

工會、新北市餐飲業產業工會、新北市餐飲業職業工會、新北市營造業職業工會

、新北市環保廢棄物清除處理業職業工會、新北市縫紉業職業工會、新北市縫製

裝飾品製作工職業工會、新北市總工會、新北市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工會、新北

市聯結車駕駛員職業工會、新北市檳榔包裝加工業職業工會、新北市職業總工會

、新北市舊貨業職業工會、新北市鎖匙業職業工會、新北市藝文創作人員職業工

會、新北市藥妝運送服務業職業工會、新北市鐘錶裝配業職業工會、新北市麵食

製作職業工會、新北市麵粉製品業職業工會、新北市鐵工業職業工會、新北市攤

販業職業工會、新北市鑄造人員職業工會、新北市驗光配鏡人員職業工會、新北

市驗關開箱職業工會、新北市體育運動教練職業工會、新北市觀光領隊人員職業

工會、新北市鑽孔機操作從業人員職業工會、新北市鑿井業職業工會、新竹市教

師職業工會、新竹縣教育產業工會、嘉義市五金業職業工會、嘉義市升學補習教

學人員職業工會、嘉義市安全衛生從業人員職業工會、嘉義市教師職業工會、嘉

義市資訊服務職業工會、嘉義市餐飲業職業工會、嘉義市職業總工會、嘉義縣成

衣服飾整理加工業職業工會、嘉義縣教師職業工會、彰化縣教師職業工會、臺中

市教育產業工會、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臺北市下水道工程從業

人員職業工會、臺北市水管裝置業職業工會、臺北市幼教從業人員職業工會、臺

北市室內設計人員職業工會、臺北市教師職業工會、臺北市飲料運送服務職業工

會、臺北市解說員職業工會、臺北市臺灣教育產業工會、臺北市學校教育產業工

會、臺北市餐飲業職業工會、臺南市高中職教師職業工會、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

、臺南市餐飲業職業工會、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臺灣新光

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廠工會、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臺灣鐵路產業

工會、聲寶股份有限公司工會、正合驗光所、大學眼科配鏡部(台中)、陽明配鏡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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