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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鋼鐵股份有限公司111年股東常會委託書徵求人彙總名單

股東常會日期111年06月10日

徵求人 委任股東
擬支持董事
被選舉人名單

董事被選舉人之經營理念 徵求場所名稱或所委託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名稱

1.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全省徵求場所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三段210號1樓、B1或B2
　電話：02-2586-5859
2.全通事務處理股份有限公司-全省徵求場所
　台北市承德路3段206之2號
　電話：02-2521-2335 
3.長龍會議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全省徵求場所
　台北市博愛路80號B1
　電話：02-2388-8750
4.聯洲企管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全省徵求場所
　台北市襄陽路6號3樓
　電話：02-2382-5390
5.統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山區新聚里東興路8號1樓
　電話：02-2746-3797
6.宏遠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236號3樓
　電話：02-7719-8899

　　　　　【限徵求1,000股(含)以上】

1.重視風險管理並強化公司

　治理。

2.注意長期策略，掌握經營

　契機，致力永續經營。

3.提高公司核心價值，創造

　股東及員工最大利益，回

　饋社會。

董事：

1.繪(股)公司

　代表人：林耿立

2.繪(股)公司

　代表人：柯麗卿

3.長榮物流(股)公司

4.維達開發(股)公司

　代表人：李孟玲

1.張國華

2.長榮航空(股)公司

3.長榮物流(股)公司

元大證券股份

有限公司

(簡稱：

元大、

元大証、

元大證、

元大証券、

元大證券、

元大証券(股)

公司、

元大證券(股)

公司）

註：1.以上資料係屬彙總資料，股東如須查詢詳細資料請至證基會網站（http://free.sfi.org.tw/）查詢(證券代號：2211)。
　　2.股東如欲委託徵求人代理出席時，請洽徵求人徵求場所辦理(各徵求場所得視徵求狀況提早結束徵求)

序
號

1

台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部暨徵求場所(詳附件)
台北市建國北路一段96號B1　　　　　　
聯絡電話：(02)2504-8125
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部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97號B2　　　
聯絡電話：(02)2703-5000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徵求場所(詳附件)  
台北市中正區懷寧街70號　　　　　　　
聯絡電話：(02)6636-5566
(中信各據點營業時間：股務代理部9:00~17:00；其他分行9:00~15:30)
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徵求場所(詳附件) 
台北市中正區許昌街17號2樓　　　　　
聯絡電話：(02)2361-1300
元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徵求場所(詳附件) 
台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11巷35號B1　　
聯絡電話：(02)2768-6668
國票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徵求場所(詳附件)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188號15樓　
聯絡電話：(02)2528-8988
日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徵求場所(詳附件)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85號7樓、1樓 
聯絡電話：(02)2541-9977
康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徵求場所(詳附件)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176號B1　　　
聯絡電話：(02)8787-1888
　　　　(全部徵求場所明細請詳證基會網站查詢)
　　　　徵求股數限1,000股(含)以上

1.注意長期策略，追求永續

　經營。

2.提高公司核心價值，創造

　股東權益最大利益。

3.實質審閱公司之營運計劃。

4.督促公司經營階層達成各

　項財務計劃，防制不法行

　為。

5.協助公司遵循各項法規、

　制度與規章，降低管理風

　險。

董事：

1.長榮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

2.凱明投資有限公司

3.鄭深池

獨立董事：林天送

長榮國際(股)公司

負責人：凱明投資有

　　　　限公司

代表人：鄭深池

台新綜合證券

股份有限公司

(簡稱：

台新/

台新證/

台新証/

台新證券/

台新証券/

台新證券(股)

公司/

台新証券(股)

公司)

2

地址分公司 電話

元大證券(股)公司全省各徵求場所

暨147點，囿於版面僅臚列部分據點如下

股務代理部

台北

館前

承德

大同

經紀部

松山

忠孝

仁愛

敦南

萬華

永春

大天母

士林

內湖

基隆孝二

基隆

板橋三民

汐止

雙和

土城

土城永寧

新莊

福營

東蘆

新竹經國

中壢

龍潭

楊梅

成功

桃園

桃興

台中中港

文心興安

大里

大雅

鹿港

草屯

嘉義

西螺

北港

學甲

新營

善化

前金

四維

高雄

小港

博愛

屏東民生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三段210號1樓、B1、B2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86號6樓或1樓

臺北市中正區開封街一段2號3樓

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三段210號2樓、2樓之2

臺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66號2樓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219號11樓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92號2樓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300號3樓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237號2樓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225號2樓、2樓之2

臺北市萬華區西園路一段200號地下1樓

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410號3樓、3樓之1、412號3樓之2

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六段126號4樓

臺北市士林區文林路342號2樓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四段166號地下1樓、168號3樓

基隆市仁愛區孝二路86之5號

基隆市信義區信一路132號3樓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40號2樓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159號4樓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232號2樓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一段255號2樓

新北市土城區員福街8號1樓、8號2樓、10號1樓、10號2樓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246號2樓

新北市新莊區龍安路284號1樓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一路10號2樓

新竹市北區經國路二段100號3樓

桃園市中壢區中央東路7號3、4樓

桃園市龍潭區神龍路39號

桃園市楊梅區新成路125號2樓

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一段32號9樓

桃園市桃園區莊敬路一段375號2樓

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96號2樓

臺中市西區臺灣大道二段489號10樓之2

臺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934之1號2樓

臺中市大里區國光路二段259號2樓

臺中市大雅區民興街39號3樓

彰化縣鹿港鎮公園一路88號

南投縣草屯鎮中興路88號2樓

嘉義市西區林森西路173號3樓

雲林縣西螺鎮延平路190、192號1、2樓

雲林縣北港鎮文化路40號4樓

臺南市學甲區華宗路295號

臺南市新營區中山路117號2樓

臺南市善化區大成路281號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143號4樓之1、4樓之2、5樓、8樓之1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四路3號3樓之1、2、3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462號2樓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381號8樓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491號地下層之1

屏東縣屏東市民生路287號5樓

02-2586-5859

02-2383-0968

02-2311-3030

02-2597-5888

02-2559-8585

02-2717-7777

02-2753-5888

02-2776-6288

02-2706-7777

02-2775-2121

02-2336-3588

02-8780-5277

02-2831-2888

02-2883-0202

02-2793-3636

02-2420-2626

02-2424-6688

02-2958-8887

02-2648-2277

02-2248-3388

02-2270-8369

02-2270-9191

02-2997-7123

02-2201-0011

02-2288-6699

03-535-9888

03-422-7188

03-480-8699

03-488-2688

03-335-3399

03-326-8777

03-332-7700

04-2328-9000

04-2233-9983

04-2406-6598

04-2560-8888

04-775-1211

049-235-4506

05-223-7666

05-587-0123

05-783-8222

06-783-8989

06-635-1600

06-583-0888

07-215-2888

07-330-6666

07-385-5678

07-802-0068

07-557-1133

08-732-3789

地址 電話

全通事務處理股份有限公司部份徵求場地表

(全省徵求點請參照網站www.acsc.com.tw及Line官方帳號搜尋〝全通事務〞)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18號

台北市中正區武昌街一段16巷10號1樓&2樓之1

台北市中正區館前路6號12樓之8（捷運台北車站新光三越出口）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三段206之2號（元大隔壁）

台北市中山區吉林路144巷10號2樓

台北市中山區合江街188巷2號1樓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155巷6號1樓（長春路口）

台北市大安區延吉街135之2號7樓（忠孝東路口）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321號1樓A17室（捷運大安站6號出口）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11巷22號（敦南信義路口）

台北市信義區虎林街100巷17號1樓

台北市士林區承德路四段10巷57號

台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20號1樓（彩券行內）

台北市北投區致遠一路二段117號1樓（陽信銀旁）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四段61巷32弄14號1樓（冠博未上市）

台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六段268號1樓（順明眼鏡行）

新北市板橋區東門街30之2號（府中1號出口）

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一段98巷24號（廣福派出所對面巷子）

新北市新店區新坡一街201號之1（原五峰路木材行）

新北市永和區永元路52巷23號1樓（秀朗國小前）

新北市三重區安樂街46號（正義北路聯邦銀行旁巷內）

新北市新莊區公園一路70巷2號（阿耀的店旁巷）

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42巷3號1樓（亞太電信旁入）

宜蘭市吉祥路146號（弘大國術館旁）

桃園市中壢區中台路15號

桃園市八德區東勇街69巷21號（屈臣氏義勇店後巷）

桃園市楊梅區新成路120號

新竹市北大路305巷8號（國泰世華旁巷）

新竹縣竹北市民權街18號（寶寶園生活百貨）

台中市南區正義街133巷2之1號（劉永洲）

台中市西區金山路49之5號

台中市大里區爽文路359號（爽文路全家斜對面晉源中藥房）

台中市豐原區豐陽路3號（7-11對面）

台中市大甲區五福街60號（三媽臭臭鍋對面）

彰化市曉陽路260巷2號（地下道旁）

南投縣草屯鎮炎峰街3之7號（土銀對面）

雲林縣西螺鎮大同路60號（茂盛米店）

嘉義市忠義街68號

台南市中西區友愛東街15號（萬川餅店旁）

台南市北區公園路128號（好鄰居藥局）

台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二段407號1樓（舊大舞台對面）

台南市新營區永安街3之1號 （近交通台）

高雄市新興區南台路45號（中正、南台路三信合作社對面）

高雄市前金區六合二路228號（市議會後面）

高雄市苓雅區正大路27號（輔仁路口轉入）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98號1樓（仁愛街王品牛排旁第三間）

高雄市左營區海德路41號

高雄市岡山區公園東路124號

屏東市中正路131號（秀波股務）

花蓮市福建街199號

（02）2341-0902

（02）2311-1376

（02）2331-2141

（02）2595-6189

（02）2563-5077

（02）2506-2926

（02）2718-0952

（02）2778-3412

（02）2501-5529

（02）2706-3889

（02）2753-5992

0932-135-683

（02）2828-2007

（02）2827-9151

（02）8792-9175

（02）2931-1663

（02）2956-2019

（02）2262-0589

（02）2915-1413

（02）2920-8426

（02）2980-4817

（02）2993-1020

（02）2682-1252

（03）932-9510

（03）426-0715

（03）367-1202

（03）475-6783

（03）523-7681

（03）551-4141

（04）2287-2837

（04）2372-4785

（04）2407-8776

（04）2524-2955

（04）2686-2732

（04）726-0060

（049）232-7456

（05）586-2435

（05）222-3203

（06）228-6026

（06）221-9015

（06）221-8925

（06）635-0786

（07）282-2088

（07）201-4827

（07）723-1100

（07）237-9898

（07）582-1886

（07）623-6250

（08）765-7277

（038）33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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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正區博愛路80號B1

台北市中正區武昌街一段2之1號1樓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13號(胡椒餅隔壁彩券行內)

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301巷4號(黃豆家豆花店旁邊)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三段231號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8號Toffee服飾(松江路口,路易莎旁)

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一段96號

台北市松山區東興路5號1樓(統一證正對面)

台北市大安區延吉街116號(服飾店)

台北市萬華區大理街22號(捷運龍山寺站3號出口對面)

台北市萬華區東園街68-1號2樓(由66巷2弄進入)

台北市信義區永吉路278巷27弄32號1樓(永吉市場旁)

台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95號(芝加哥數位影像)

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173號(大北路口彩券行)

台北市北投區裕民六路90巷1弄20號(近石牌捷運富邦證券後)

台北市內湖區金湖路2號(近捷運內湖站2號出口)

台北市南港區八德路四段909號1樓(貓狗909)

台北市文山區景明街1號(興隆路一段隆美窗簾對面)

基隆市仁愛區孝二路29巷9號1樓

新北市板橋區自由路3號(原柯達斜對面)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187之1號(南記鎖匙刻印行)

新北市永和區中和路591號(金鴻興鐘錶行)

新北市土城區裕生路83巷21號(樂利國小旁)

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一段118號(弘爺漢堡店)稅捐處正對面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225巷23弄12號(台北富邦銀行隔壁巷弄內)

(02)2388-8750

0980-137-002

(02)2375-3556

(02)2339-1391

(02)2592-6278

(02)2542-9368

0972-891-240

0958-327-999

(02)8771-3691

(02)2336-3999

(02)2307-1773

(02)8787-5802

(02)2838-2572

(02)2881-7777

(02)2827-3035

(02)2791-8777

0975-756-871

(02)2935-5555

0955-020-407

(02)2250-0199

(02)2913-3480

(02)2927-0606

(02)2265-5723

(02)2982-4289

(02)2992-4784

徵求點地址 徵求點電話徵求點地址 徵求點電話

長龍會議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全台徵求點請參照公司網站www.clco.com.tw與 LINE官方帳號搜尋 “長龍會議”

宜蘭縣羅東鎮林森路111號(諾貝爾麵包店後面)

新竹市北區和福街3號(北大路鬍鬚張旁邊巷子)

新竹市東區西大路97巷8號(牛肉麵巷內)

新竹縣竹北市博愛街379號(博愛街郵局對面)

新竹縣竹東鎮中正路7號

桃園市中壢區民權路214號(萬利市場對面7-11巷口進入)

桃園市龍潭區龍青路3號-刻印行(台灣銀行對面)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東路199號(青溪國中對面)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984號(武陵高中對面)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426之2號1樓(地政士事務所)日進大樓

台中市北區英才路184號1樓-陳素菡(大麵羹斜對面)

台中市大雅區民生路一段133巷19號(國泰世華銀巷子進入)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885-2號1樓(金伍翔鋁門窗)

彰化縣伸港鄉中興路一段301號(國品電信企業)

彰化縣員林市大仁街1號(大同路二段全家便利商店斜對面)

南投市彰南路一段1078號(南投國小對面)

嘉義市西區忠義街123號(近中山路口第三家)

嘉義市東區成仁街273之2號(靠近林森西路)

台南市東區大同路一段45巷5號(東門圓環阿明清粥旁)

高雄市三民區重慶街46號(後火車站中國信託後方)

高雄市岡山區正言街41號(太子爺廟旁)

高雄市鳳山區三誠路13號(近五甲廟、福誠高中)

屏東縣潮州鎮四維路315之1號(長生房屋)

台東縣台東市新生路456號

花蓮縣吉安鄉自強路449號1樓(建宏電器行)

(03)956-0316

(03)523-6082

(03)526-8892

(03)555-5276

0952-682-951

(03)494-9706

(03)480-1964

(03)331-8844

0965-355-336

0905-334-770

(04)2203-9343

(04)2560-3566

(04)720-1027

(04)799-1777

(04)834-4546

(049)222-2366

(05)222-2705

(05)276-6189

(06)214-1371

(07)311-8641

(07)626-7751

(07)823-0388

0908-775-038

(089)323-009

(03)856-7001

富邦證券全省徵求場所

三重分公司

敦南分公司

仁愛分公司

板橋分公司

新店分公司

基隆分公司

中壢分公司

桃園分公司

竹北分公司

台中分公司

員林分公司

虎尾分公司

北港分公司

台南分公司

左營分公司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序號 單　　位 地址 電話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279號B1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108號B1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376號3樓及10樓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266號1F之1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二段252號B1之5

基隆市中正區信一路133號1F

桃園市中壢區慈惠三街162號1F

桃園巿桃園區中正路1066號3樓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263號3F、4F

台中市西屯區漢口路二段138號

彰化縣員林市莒光路598號

雲林縣虎尾鎮公安路133號2、3F

雲林縣北港鎮西勢里文化路40號2F(部分)

台南市中區民生路二段279號2F之1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418之1號1F及2F

(02)8981-8189

(02)8771-5888

(02)2754-2866

(02)2254-6996

(02)2917-8818

(02)2421-3355

(03)425-6767

(03)338-1668

(03)551-5588

(04)2312-9999

(04)834-3100

(05)633-6611

(05)783-1888

(06)226-5000

(07)557-0123

日盛證券全省徵求場所  

忠孝分公司

景美分公司

雙和分公司

文化分公司

板橋分公司

土城分公司

三峽分公司

八德分公司

豐原分公司

員林分公司

台南分公司

鳳山分公司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序號 單　　位 地址 電話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10號11樓

台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六段403號3樓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356號3樓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182巷1弄2號3樓

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29號4樓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二段324之5號2樓

新北市三峽區文化路59號4樓之一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919號B1

台中市豐原區三民路95號4、5樓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路一段753號4、5樓

台南市東區東門路一段358號2樓之1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163號2樓

(02)2311-7676

(02)2935-3966

(02)2920-6868

(02)2256-9999

(02)2969-3333

(02)8261-3366

(02)2674-8988

(03)362-2888

(04)2522-9688

(04)832-6118

(06)208-9999

(07)746-2488

國票證券全省徵求場所

國票綜合證券經紀部(大同)

國票綜合證券北投分公司

國票綜合證券南港分公司

國票綜合證券南崁分公司

國票綜合證券台中分公司

國票綜合證券中正分公司

國票綜合證券台東分公司

1

2

3

4

5

6

7

序號 單　　位 地址 電話

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199號B1

台北市北投區北投路二段13號2樓

台北市南港區興中路12巷25號B1���

桃園市蘆竹區中正路295號3樓之1、3樓之2

台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一路1號7樓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213號1樓

台東市更生路560號2樓、3樓

(02)2593-3888

(02)2896-9268

(02)2653-5757

(03)311-5688

(04)2255-3232

(07)216-6166

(089)321-789

 康和證券全省徵求場所

延平分公司

永和分公司

南崁分公司

澎湖分公司

1

2

3

4

序號 單　　位 地址 電話

台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406號5樓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312號2樓

桃園市蘆竹區中正路90號3樓

澎湖縣馬公市大仁街9號2樓

(02)2556-7222

(02)8668-5858

(03)311-9388

(06)926-8858

松江分公司

中壢分公司

台中分公司

高雄分公司

1

2

3

4

序號 單　　位 地址 電話

台新證券全省徵求場所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22號3樓

桃園市中壢區延平路368號3樓

台中市南屯區東興路二段187號3樓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260號3樓之1

02-2537-1188

03-280-5759

04-2475-5000

07-537-5589

中國信託全省徵求場所

城東分行

內湖分行

三重分行

新莊分行

中原分行

南桃園分行

中港分行

彰化分行

嘉義分行

台南分行

九如分行

北高雄分行

青年分行

羅東分行

花蓮分行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序號 單　　位 地址 電話

台北市104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88號

台北市114內湖區成功路四段358號

新北市241三重區正義北路208號

新北市242新莊區中正路320號

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二段203、205號1~2樓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845號1-2樓

台中市403西區臺灣大道二段536號1-2樓

彰化市500曉陽路76號

嘉義市600西區民生北路241號

台南市700中西區府前路一段159號

高雄市807三民區九如一路551號

高雄市807三民區明誠二路52號

高雄市830鳳山區青年路二段315號1-2樓

宜蘭縣265羅東鎮興東南路232號

花蓮縣970花蓮市中山路376號

(02)25677377

(02)27938668

(02)2982-8121

(02)2992-9696

(03)4662211

(03)3600533

(04)23149999

(04)7279933

(05)2286600

(06)2152345

(07)3805558

(07)3461199

(07)7777668

(03)9574320

(03)8340566

元富證券全省徵求場所

城中分公司

信義分公司

古亭分公司

西松分公司

永和分公司

新莊分公司

基隆分公司

中壢分公司

新竹分公司

文心分公司

彰化分公司

草屯分公司

台南分公司

四維分公司

新興分公司

同大分公司

屏東分公司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序號 單　　位 地址 電話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一段17號B1

台北市中正區信義路二段101號2樓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三段28號2樓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108號3樓

新北市永和區民有街1號2樓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368號1-2樓

基隆市仁愛區愛四路60號4樓

桃園市中壢區元化路226號3樓

新竹市東區信義街68號7樓

台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645號2樓

彰化縣彰化市彰美路一段186號6樓

南投縣草屯鎮和興街92號

台南市中西區忠義路二段47號3-5樓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四路30號3樓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一路251號2樓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339號3、4樓

屏東縣屏東市中正路123號2樓

(02)2556-3636

(02)2358-7778

(02)8369-5288

(02)2756-2288

(02)2949-1888

(02)2996-2299

(02)2422-6688

(03)426-3888

(03)525-8282

(04)2252-1010

(04)728-3456

(049)235-5888

(06)221-9089

(07)335-6677

(07)238-5678

(07)622-5788

(08)733-9522

徵求點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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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中正區懷寧街36號1樓(漢口街，懷寧街口)(旅樂序3館旁)

台北市大同區保安街76號(六和香鋪)(延平北路口)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336號(永荃文具店)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2段84-1號(億順彩券行)(安東市場旁)

台北市信義區永吉路427號(信傑鎖店)(松山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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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737巷4號(妮妮美妝精品店)(博登藥局對面)

台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6段403號1樓(景美站1號出口)樂立杯飲料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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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板橋區陽明街23巷11號(岑欣印刷)(新埔站1號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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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68號1樓(順寶電器行)

新北市新莊區新莊路111號(新莊老街上大眾廟正對面) 

基隆市成功二路99號(阿友檳榔)(24小時營業)

桃園市桃園區文化街85號(南門市場) (文化街與三民路口)

(02)2382-5390

(02)2312-0777

(02)2557-1730

(02)2501-8941

(02)2735-0587

(02)2762-8708

(02)2834-1768

(02)2894-3945

(02)2798-5363

0936-205-600

(02)2642-2707

(02)2212-4395

(02)8253-7181

(02)2248-2750

(02)2942-2700

0928-993059

0936-058397

(03)333-2005

徵求點地址 徵求點電話徵求點電話

聯洲企管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全國處理徵求事務地址(全國徵求場所請參照公司網站www.lccco.tw)

桃園市八德區忠孝街39號(大湳形象商圈)

新竹市培英街35巷7號1樓(由食品路155巷進入)

苗栗縣苗栗市為公路84號(清香餅行)

台中市北區梅亭街21-2號1樓(37號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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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2段153號(有學書局)(彰化戲院轉角)

彰化縣鹿港鎮青雲路35號(文武廟隔壁)

雲林縣虎尾鎮和平路82號(台一書局)

嘉義市中正路518號(金玉和銀樓)

台南市東區林森路2段113號(鴻宇光學(望遠鏡)旁)

台南市東區崇善路232巷17弄2號

高雄市三民區褒揚街293-5號(慈航嬰兒用品店)

高雄市三民區嫩江街54號(後火車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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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三路5號(捷美髮品)(宏亞診所斜對面)

屏東縣屏東市德豐街200號(民進黨部正後面)

宜蘭縣宜蘭市民權路二段150號(麥味登早餐店)

(03)366-4604

(035)268-390

(037)261-069

(04)2230-9676

(04)2622-3657

(04)2526-0926

(04)725-8207

(04)774-4216

(05)632-3265

(05)227-8430

(06)275-3049

(06)260-3856

(07)350-2867

(07)316-0446

(07)345-2142

(07)812-3627

(08)736-2512

0952-0885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