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號 成立日期

立案證書編號
備查文號

工會名稱

新北市職業工會名冊

會址/聯絡處

1

70年1月26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01號

新北市餐飲業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三⺠路2段37號9樓

2

79年2月13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02號

新北市防水防漏業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1段280號4樓之7

3

79年6月1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03號

新北市標準舞蹈業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成功路41巷1號

4

77年4月23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04號

新北市紙類加工業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2段255巷8號

5

78年1月6日

新北市金屬建築結構及組件製造業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權路202巷15弄18號4樓

6

73年1月17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06號

新北市銀樓業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1段286巷20-1號2樓

7

78年8月2日

新北市攤販業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南雅⻄路⼀段148號7樓

8

74年5月10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08號

新北市玻璃裝配業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路2段194號7樓

9

71年9月6日

新北市糕餅業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國慶路11號2樓之1

10

77年5月13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10號

新北市電子機械加工業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莒光路97號5樓

11

77年4月12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11號

新北市蔬菜加工業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仁化街117號4樓

12

80年12月29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12號

新北市視聽器材服務業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2段99巷2弄4號

13

77年7月16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13號

新北市檳榔包裝加工業職業工會

22043新北市板橋區雙十路二段33巷16號1樓

14

74年6月8日

新北市輪胎修理業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族路75號2樓

15

80年10月2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15號

新北市⻄點麵包製作業職業⼯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海山路37-1號2樓

16

75年7月4日

新北市果菜包裝運送業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南雅⻄路2段38巷5號

17

76年11月16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17號

新北市製茶業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155巷47號1樓

18

77年4月26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18號

新北市家事服務業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權路302巷10號

19

76年12月31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19號

新北市大眾傳播業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治街71巷1弄2號1樓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05號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07號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09號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14號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16號

電話(傳真)
2963-4041
傳真:2964-7455
02-2253-3049
傳真:2254-1202
2958-7957
傳真:2964-8590
2954-7705
傳真:2964-1028
2969-0533
傳真:2253-9143
29559345、29531559
傳真:29559345
29699918
傳真:2966-3822
2253-6195
傳真:2250-1922
29625222
傳真:29625233
2253-6110
傳真:2253-6190
2253-6847
傳真:2256-2174
8966-1211
傳真:8966-9766
2253-0916
傳真:2253-0926
8964-6717
傳真:8964-6737
8964-7029
傳真:2953-7085
2272-6620
傳真:2272-6621
2959-1029
傳真:2957-3317
2969-5551
傳真:2969-5933
22522414 22518833
傳真：22530926

email
cookery.union@ms
a.hinet.net
5235232apple@gm
ail.com
tapa2256@hotmail.
com.tw
paper29547705@y
ahoo.com.tw
c_c.union@msa.nin
et.net
chou0912811738@
gmail.com
gold.good@msa.hi
net.net
b210003464@yaho
o.com.tw
doh725@yahoo.co
m.tw
cabin.kohe@msn.hi
net.net
ck.jay@msa.hinet.n
et
g22536847@yahoo.
com.tw
min.po@msa.hinet.
net

top8964@yahoo.co
m.tw

pslu750704@yahoo
.com.tw
teaunion@yahoo.co
m.tw
queen.old666@msa
.hinet.net
a30x92s60@yahoo.
com.tw

20

65年7月10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20號

新北市技藝舞蹈表演業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族路61號6樓

21

72年11月30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21號

新北市室內裝潢業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太和街3巷4號1樓

22

68年12月4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22號

新北市按摩業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三⺠路2段37號9樓之2

23

75年4月22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23號

新北市打字複印業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治街71巷9號

24

75年7月1日

新北市寢具製作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2段488號8樓之1

25

68年12月23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25號

新北市機踏車服務業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2段237號10樓

26

74年7月8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26號

新北市禮儀用品業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大仁街50號3樓

27

70年9月3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27號

新北市水電裝置業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松江街72巷19號2樓

28

74年7月11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28號

新北市日用品運送服務業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永豐街86號4樓

29

56年10月28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29號

新北市派報業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館前東路152號4樓

30

77年10月14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30號

新北市家畜飼養業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忠孝路237號3樓之1

31

75年6月18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31號

新北市電器裝修業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松江街86號2樓

32

74年8月22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32號

新北市殯葬服務業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新海路456號4樓

33

77年8月6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33號

新北市建築鋼筋業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路2段232號8樓12室

34

65年9月1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34號

新北市照相業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路2段232號5樓之15

35

77年6月22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35號

新北市廚具爐具裝置運送業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大明街20巷29弄3號2樓

36

76年11月24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36號

新北市公寓大廈管理服務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大明街20巷29弄3-1號

37

76年6月11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37號

新北市竹工業職業工會

238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166號2樓

38

75年5月24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38號

新北市會計業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莒光路97號5樓

39

77年6月15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39號

新北市傘類加工修理業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莒光路97號5樓

40

67年8月10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40號

新北市縫紉業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245巷50弄61號3樓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24號

89538116
傳真:8953-8117
2951-5520
傳真：2952-1471
29631388
傳真:29648464
2253-2566
傳真:2250-0713
22555581、22528662
傳真:8252-9761
89660669、89662364
傳真：89661337
2969-7988
傳真:2272-5448
22517882
傳真:22527564
2953-2026
傳真：2953-9138
29555643、29532485
傳真:2955-4907
8952-4230
傳真:8952-4239
22509182、22509689
傳真:22500631
2257-4409
傳真:2258-3987
2253-8245
傳真:2253-8246
22561154
傳真:2254-3678
2964-5985
傳真:2958-7086
2957-4125
傳真:2958-7086
板橋22536110
三峽:26740071
傳真:26740072
2253-6110
傳真:2253-6190
2253-6110
傳真:2253-6190
⺠眾請打:29542528
29540023
內部使用:2963-7755
傳真:2955-6404

trabe.union@msa.hi
net.net
f501129@yahoo.co
m.tw
wu.twd2@msn.hine
t.net

motorcycle329@ya
hoo.com.tw
p38.k49@msa.hinet
.net
water01881559@yt
ahoo.com.tw
a11039869@yahoo.
com.tw
tppaper.uniun@ms
a.hinet.net
tcear@ms76.hinet.n
et
a2257.a4409@msa.
hinet.net
n3288.mag@msa.hi
net.net
tp232515@ymail.co
m
labor.union@msa.hi
net.net
labor@msa.hinet.ne
t
ck.jay@msa.hinet.n
et
tsaisam@hotmail.c
om
tsaisam@hotmail.c
om
tasw.com@msa.hin
et.net

41

77年5月10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41號

新北市魚類食品加工業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仁愛路79號3樓

42

77年8月15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42號

新北市家具製造修理業職業工會

247新北市蘆洲區⻑安街46巷1弄2號1樓

43

78年9月22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43號

新北市星相卜卦堪輿業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2段182巷1弄8號5樓

44

76年10月22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44號

新北市魚貨搬運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2段151號1樓

45

87年8月29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45號

新北市營建土木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吳鳳路17巷26弄8號

46

84年1月12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46號

新北市消防設備業職業工會

235新北市中和區⺠治街22-6號1樓

47

82年9月12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47號

新北市花藝設計製作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實踐路128號6樓之7

48

84年8月20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48號

新北市車輛材料理貨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304巷4號1樓

49

77年4月26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49號

新北市建築材料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249號15樓之1

50

84年1月22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50號

新北市青果加工業職業工會

235新北市中和區⺠治街22-6號1樓

51

77年8月24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51號

新北市稅務代理業職業工會(原新北市記帳士職業工
220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2段182巷3弄1號4樓
會)

52

76年4月15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52號

新北市蛋類加工派送業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國慶路3號7樓之2

53

87年5月19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53號

新北市乳品飲料派送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華興街54號2樓

54

76年10月19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54號

新北市計程車駕駛員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區運路82號2樓

55

66年11月16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55號

新北市鐘錶眼 業職業工會

56

77年9月23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56號

新北市 類食品加工業職業工會

57

78年3月6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57號

58

鏡

220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2段40巷6弄2之2號3樓

肉

220新北市板橋區三⺠路2段138巷1弄24號

新北市

塑膠製品製造工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2段50之6號

75年7月21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58號

新北市

氣體燃料裝置業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館前⻄路6號13樓之4

59

77年11月7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59號

新北市

煤氣配送業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文 路48號2樓

60

74年2月12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60號

新北市 水業職業工會

泥

224新北市瑞芳區⼀坑路70號之5-3樓

61

72年4月20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61號

新北市木工業職業工會

224新北市
區東和路33號2樓
22069 新北市板橋區⺠⽣路1段93號3樓

德

瑞芳

2962-2083
傳真:2962-2093
82866530、22512141
傳真:8283-1732
22573952
傳真:22574014
8925-5342
傳真:89525346
2253-6141
傳真:2253-9143
2225-1910
傳真:2225-4557
29616939
傳真:2955-9957
2951-3862
傳真:8951-0442
2963-7290
傳真:2963-7292
2225-1910
傳真:2225-4557
2259-6801
傳真:2259-6804
29589510、26589511
傳真:2958-9514
8953-3718
傳真:8953-3717

saikl2005@yahoo.c
om.tw
g120589563@yaho
o.com.tw
gedeb168@ms76.hi
net.net
fish7772008@yaho
o.com.tw
c.c.union@msa.nine
t.net
www.fivecintrol.co
m.tw
flo.wer@msa.hinet.
net

2962-8458
傳真:2959-0037

t9t99.t9t99
@msa.hinet.net

2954-1812
傳真:2954-9211
29542380
傳真:2963-3420
2954-0022
傳真:2961-2277
2963-6503
傳真:2963-6056
2255-8774
傳真:2251-4481
2497-5111、24969111( 工會)
傳真:2496-0401
2955-6662
傳真:2958-8080

leanne8256
@gmail.com
xcv01223@yahoo.
com.tw
0815@ms15.url.co
m.tw
22560236gas@gma
il.com
gas22558774@yah
oo.com.tw

非

s1042yy@msn.com

www.22251910.co
m.tw
tpacc2005@gmail.c
om
a6929654@ms76.hi
net.net
lin0933@kimo.com

z

matt920212@yaho
o.com.tw
jusme123@hotmail.
com

毛紡織業職業工會

62

73年10月16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62號

新北市

63

73年8月21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63號

新北市花

64

77年7月6日

新北市魚貨運 業職業工會

23159新北市新店區永平街27號6樓
聯絡處：220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1段221巷2號

65

76年9月24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65號

新北市⻄服業職業⼯會

231新北市新店區三⺠路137號

66

87年8月23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66號

新北市傳

67

78年1月9日

新北市

68

75年1月25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68號

新北市中 製造業職業工會

69

89年1月25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69號

新北市代

70

83年8月10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70號

新北市推拿與⺠俗傳統療法服務職業⼯會

71

77年8月25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71號

新北市理

72

71年9月30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72號

新北市 業工

73

39年12月30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73號

新北市 車駕駛員職業工會

74

77年8月13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74號

75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64號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67號

卉園藝業職業工會
銷

統整復員職業工會

帆布加工業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裕⺠街76巷6號1樓

店

231新北市新 區光明街224巷1號

會址：23446新北市永和區永貞路352號
聯絡處：10676臺北市大安區富陽街99號1樓
234新北市永和區⺠有街21巷14號

藥

234新北市永和區 和路109號2樓

客停車職業工會

會址：新北市板橋區⺠族路61號7樓
：新北市
區中 路266號

燙髮美容材料運送業職業工會

各

人聯合會

得

連絡處

樹林 正
234新北市永和區得和路109號2樓

23453新北市永和區⺠⽣路67巷29號1樓
23442新北市永和區

保安路81號3樓

汽

238新北市

新北市

地政業務從業人員職業工會

23571新北市中和區 新街141號

79年8月29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75號

新北市

音樂服務職業工會

236新北市土 區

76

76年11月10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76號

新北市 子

女 燙髮職業工會

235新北市中和區

77

75年4月21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77號

新北市 具業職業工會

玩

23566新北市中和區 運路8-15號9樓

78

75年9月30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78號

新北市

自行車裝修業職業工會

23559新北市中和區

79

73年10月13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79號

新北市

廣告服務職業工會

235新北市中和區莒光路98號2樓

80

77年7月29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80號

新北市

圖書文具運送業職業工會

235新北市中和區

81

76年10月28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81號

新北市服 設計職業工會

82

77年12月7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82號

新北市工 服務業職業工會

83

74年2月1日

新北市 工業職業工會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83號

鐵

樹林區中正路266號
景

城 承天路9號2樓
連城路347巷43號2樓
捷

景平路642號2樓

景平路381號8樓

飾

23566新北市中和區 運路8-15號9樓

捷

商

235新北市中和區 山路483之2號

南
德

235新北市中和區 光路83號2樓

2259-2919
2497-0397
傳真:2259-0072
29153766、29140155
傳真:2916-0321
2941-9550
29115009
傳真:29148081
27391757
傳真:27324249
2942-8183
傳真:2942-8154
29264099、29250439
傳真:29208239
2688-6661
傳真:2688-1224
2926-4099
傳真:2920-8239
2940-0814
傳真:2941-0580
29215180
傳真:29294988
2688-6661
傳真：2688-1224
2940-1559
傳真:2940-1564
2267-8525
傳真: 2269-7554
2222-6501
傳真:2221-4550
29417428
傳真:2948-2777
2245-3944
傳真:2245-3866
2959-5500
傳真:2959-5509
22420841
傳真: 2242-0842
29431375
傳真:29482777
2940-7809
傳真:8941-2248
(中和)29647301
(
)24971466
傳真：2957-8274

瑞芳

tsaojen2004@yaho
o.com.tw
sh011719@yahoo.c
om.tw
lin3855@yahoo.co
m.tw
ccm.s2955@msa.hi
net.net
yiwen6688@gmail.c
om
n3127.hong@msa.h
inet.net
thcfanny@yahoo.co
m.tw
daike89@gmail.co
m
mao55168@yahoo.
com.tw

yali54@yahoo.com.
tw
taipei_drivers@yah
oo.com.tw
killy605@yahoo.co
m.tw
k77282@yahoo.co
m.tw
at4601@gmail.com
tpe.toy@msa.hinet.
net
3964.968@msa.hin
et.net
g63880@yahoo.co
m.tw
tosu.gowa@msa.hi
net.net
tpe.toy@msa.hinet.
net
tsmcu@yahoo.com.
tw
wen5668@gmail.co
m

廣告代理職業工會

84

83年2月20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84號

新北市

85

77年7月22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85號

新北市廚 業職業工會

86

77年8月19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86號

新北市 類製造加工業職業工會

87

80年2月10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87號

新北市 果 飲服務業職業工會

88

59年12月19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88號

新北市

89

76年12月18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89號

新北市 藝造 業職業工會

90

72年3月28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90號

新北市

91

71年7月5日

新北市機械修 業職業工會

92

54年12月25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92號

新北市理

93

55年12月16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93號

新北市

94

60年9月20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94號

新北市電

95

67年8月5日

新北市印 業職業工會

96

74年7月12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96號

新北市貨 包裝運送業職業工會

97

73年1月30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97號

新北市

清潔管理服務業職業工會

24147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二段13巷7號1樓

98

73年3月19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98號

新北市

麵粉製品業職業工會

24147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二段13巷7號1樓

99

76年8月19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99號

新北市 車裝潢業職業工會

汽

220新北市板橋區⺠權路302巷10號1樓

100 69年11月5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00號

新北市 車服務業職業工會

汽

241新北市三重區忠孝路1段4號3樓

101 75年3月8日

新北市 類服務業職業工會

鞋

241新北市三重區

舊

241新北市三重區重 街70之19號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91號

北府勞組字第10040095號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01號

師

241新北市三重區仁愛街97號
241新北市三重區仁愛街53巷4號

鞋

241新北市三重區

冰 冷

241新北市三重區 華街58號

彫刻業職業工會

241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4段100號5樓

髮

241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4段91號4樓

型

屠宰業職業工會
護

燙髮美容業職業工會

皮鞋業職業工會

lcc0328@gmail.co
m

富

28559898、2987-6002
傳真:29717008
29764975、29761833
傳真:2974-5428
2286-8826
傳真:22869921
8973-1956
8973-1956(傳真)
2973-8468
傳真:2975-1286

fruitanddrink@hot
mail.com
sh114@ms58.hinet.
net
barber.tpc@msa.hi
net.net
lisa580806@yahoo.
com.tw

同安街28巷1弄2號

龍門路19巷10號

正義北路33巷4號

影戲劇業職業工會

24148新北市三重區⻑⽣街41號2樓

刷

241新北市三重區

物

241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4段167巷151號

102 77年4月29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02號

新北市 貨業職業工會

103 77年6月10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03號

新北市打 及

樣 剪裁業職業工會

正義北路107巷20號

龍濱路2-3號1樓
安

241新北市三重區

tpih.cook@msa.hin
et.net

29863335
傳真:29818758

241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4段122號4樓
241新北市三重區

numlock@xuite.net

正義北路33巷53號

24143新北市三重區
241新北市三重區

29723657、29737757
傳真:2976-2631
2976-8710
傳真:2975-4490

龍門路92號

#

2286-1005 19
傳真:2286-8769

tpa.union@msa.hin
et.net

2982-7008
傳真:2988-9855

chougin77929@yah
oo.com.tw

2977-1770

theather.union@gm
ail.com

2984-5119
傳真:2981-5216

t8537.t2851@msa.h
inet.net

22873740、22873750
傳真:2287-3751

liang.m320413@ms
a.hinet.net

29826633
傳真:2981-2585
29826391
傳真:29812585
2966-9446 29664006
傳真:29695933
(02)29815262
傳真:2971-5674
29727942
傳真:2973-2426
2976-5186
傳真:2978-1439
29729330、29750800
傳真：29729103

chiulin8882005@ya
hoo.com.tw
chiulin8882005@ya
hoo.com.tw
ecartaipei@gmail.c
om
taipei8.taiwan@ms
a.hinet.net
carol.cyc@msa.hine
t.net
2001440h@gmail.c
om
chtang101@gmail.c
om

；

汽

物

卸

104 45年12月1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04號

新北市 車貨 搬運裝 業職業工會

241新北市三重區仁愛街26號2樓

105 76年10月5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05號

新北市

鎖匙業職業工會

241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4段167巷35號

106 77年8月19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06號

新北市

保險服務職業工會

241新北市三重區文化 路24巷5號 1

107 77年8月11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07號

新北市搬家服務職業工會

241新北市三重區文化 路24巷5號 1

108 75年6月27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08號

新北市 車服務業職業工會

109 73年3月27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09號

新北市

110 51年9月12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10號

新北市 貨車裝運業職業工會

111 76年8月24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11號

新北市

南

B

南

B

針

241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4段86號2樓

油漆業職業工會

241新北市三重區重 路1段71號3樓

小

241新北市三重區國 路2巷1號

冷凍空調業職業工會

241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1段22-2號1樓

陽

隆

29720930
傳真:29736204
2287-3388
傳真:2286-8348
29734977
傳真2978-4947
29734977
傳真2978-4947
89727162、89727163
傳真:29706268
29826623、89820918
傳真:29850876
29826153
傳真:89810247
2977-1719
傳真:29771720
2989-2910
傳真:29891320
29731150
傳真:29761815
2989-7209
傳真:2989-1320

tp041@yahoo.com.
tw
tpkey.com@msa.hi
net.net
caa.a88@msn.hinet.
net
movingtaipei@gma
il.com
fjk.f750627@msa.hi
net.net
varnisha6623a@ms
a.hinet.net
f29826153@yahoo.
com.tw
newtaipeiairjob
@gmail.com
newtaipeieatjob
@gmail.com
y29767817@yahoo.
com.tw

117 80年9月13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17號

小吃業職業工會
新北市模板業職業工會
新北市成衣服飾整理加工業職業工會
新北市電鍍業職業工會
新北市褓姆業職業工會
新北市佛具用品製作業職業工會

正義北路190巷4號1樓
241新北市三重區環河南路220之6號2樓
241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190巷4號1樓
241新北市三重區龍濱路140號2樓
241新北市三重區國隆路2巷19號
241新北市三重區國隆路8巷28號

118 95年5月29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18號

新北市⻄藥服務職業⼯會

241新北市三重區三⺠街114之2號3樓

119 46年11月4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19號

新北市

120 74年1月10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20號

新北市 金業職業工會

121 88年7月30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21號

新北市食品 貨運送職業工會

241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3段91巷147號

122 83年2月14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22號

新北市縫製裝 品製作工職業工會

飾

241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3段109號3樓

123 83年11月21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23號

新北市

遊樂場所服務職業工會

241新北市三重區重 路4段130號10樓

124 91年8月24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24號

新北市

不靠行計程車駕駛員職業工會

會址:22061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2段239號12樓
聯絡處:241新北市三重區福音街3巷2弄4樓、新北市板橋區實踐路39號1樓

電 ：8966-9822
傳真:89669821

bukauhang91@gm
ail.com

125 78年9月23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25號

新北市工

220新北市板橋區新⺠街29號7樓

29684732
傳真:2960-3195

tcoc@tcoc.net.tw

112 79年7月9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12號

113 77年11月14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13號
114 78年3月10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14號

現行立案證書編號：七七北府勞三字第
流水取號立案證書編號：北府勞組字第

115 77年10月23日 384158號

116 77年11月16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16號

新北市

241新北市三重區

鑲牙齒模承造業職業工會

241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三段83巷76號

五

241新北市三重區⻑壽⻄街168號6樓

雜

商團體會務工作人員職業工會

陽

29721825、29759021
29880208、29826874
傳真:2982-4675
29813388
傳真:29803217
29712101
傳真:29833844
8973-2569
傳真:2984-7268
2989-4011
傳真:2989-6591
89725369
傳真:89725379
2986-9288
傳真:2985-2935
2986-0320
傳真:2986-2378

話

newtaipeiclothesjob
@gmail.com

z

lee.s uyi@mas.hine
t.net
peng510525@yaho
o.com.tw
sandy900915@hot
mail.com
labour.a1198@msa.
hint.net
cntootn@hotmail.c
om
fivegild@seed.net t
w
2100217339@tnet.
net.tw
sewing.org@msa.hi
net.net

,

,

betty@egct com.tw

126 76年11月30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26號

新北市

病患家事服務職業工會

242新北市新 區 愛路1巷9號1樓

127 77年8月9日

新北市

鑿井業職業工會

242新北市新 區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27號

汽

莊 福樂街90號5樓
會址：242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2段141號2樓
聯絡處：242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398號1樓
241新北市三重區環河南路220之6號2樓

洗染業職業工會

242新北市新 區中 路223號5樓

128 77年7月14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28號

新北市家具運送業職業工會

129 89年5月27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29號

新北市 車修理職業工會

130 70年1月26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30號

新北市

131 78年6月3日

新北市銀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31號

莊 博

行行員職業工會

莊

港

會 址：247新北市蘆洲區中⼭⼀路100號
：11263 北市北 區中 北路1段2號4樓

聯絡處

臺

投

央

豆

242新北市新 區中華路2段141號2樓

碾米業職業工會

236新北市土 區仁愛路22號

132 78年3月16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32號

新北市 類加工職業工會

133 72年1月12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33號

新北市

衣

2996-6735
傳真:2276-8482
2996-3235 、29963249
傳真:8994-2487
2276-8503
傳真:29933919
29769587
傳真:29761815
2992-1037
傳真:2992-9013
2892-6597

莊

2276-5200
傳真:2993-5919

城

2260-5959

址

淡

春

134 79年9月22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34號

新北市成 服裝包裝運送職業工會

會
：251新北市 水區新 街126巷15弄1號2樓
聯絡處：10449臺北市中⼭區⺠權⻄路20號5樓之12

135 67年12月20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35號

新北市營造業職業工會

251新北市 水區

136 70年9月20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36號

新北市

137 77年9月24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37號

新北市 事服務業職業工會

138 79年6月8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38號

淡

tw.nfbeu@msa.hine
t.net
hung8259@yahoo.c
om.tw
a226059.rice@msa.
hinet.net
cv20080616@gmail
.com
taipei.workers@ms
a.hinet.net
28056052@
.
leeh8.a588@msn.hi
net.net

GOLF
MAIL COM

G

251新北市 水區中 路1段6巷32號

農

221新北市汐⽌區福德⼀路272巷16號4樓

新北市

陶瓷工職業工會

239新北市

鶯歌區中山路138巷1號2樓

26782447
傳真:2678-0737

union.china@msa.h
inet.net

139 81年10月9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39號

新北市

不動產服務職業工會

247新北市

蘆洲區正和街11巷2號

140 78年2月14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40號

新北市 金屬

非

237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166號2樓

141 88年1月20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41號

新北市 館服務 員職業工會

t02002226@yahoo.
com.tw
tsaism@hotamil.co
m
tcta@ms72.hinet.ne
t

142 88年5月23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42號

新北市

保育人員職業工會

143 88年8月9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43號

新北市

推銷員職業工會

2283-4226
傳真:2283-4225
2674-0071
傳真:2674-0072
89682606
傳真:89682273
2983-6577
傳真:2983-6578
2283-4226
傳真:2283-4225

144 88年9月7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44號

新北市大貨車駕駛員職業工會

145 88年10月9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45號

新北市 區服務 員職業工會

旅

社

人

人

正

a210004416@yaho
o.com.tw
ad120931@cathayli
fe.com.tw
allision5757@yaho
o.com.tw
his.jan@msa.hinet.n
et

高爾夫球場服務職業工會

礦物製品製造業職業工會

淡

英專路71號2樓

2622-0512
2521-4525
傳真:2562-6630
傳真:2521-4747
26234567
傳真:2620-6323
28059352
傳真:28056187
2694-3637
傳真:2694-9656

hhy@cgt.com.tw

220新北市板橋區

南雅南路1段67號3樓

址
F
聯絡處
張
址
陽
聯絡處
蘆洲 正
會址:22061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2段239號12樓
聯絡處:新北市樹林區中正路266號、新北市板橋區實踐路39號1樓
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新生街98巷22號4
：241新北市三重區三 街80號
會 ：241新北市三重區重 路4段118號
：247新北市
區 和街11巷2號

莊

242新北市新 區復興路2段198號2樓

話

u18237512@gmail.
c om
g02002555@yahoo.
com.tw

電 ：8966-9822
傳真:89669821

g02002555@yahoo.
com.tw

2997-5328
傳真:2997-5329

lin.kkk@msa.hinet.n
et

146 79年6月20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46號

新北市

宗教服務職業工會

252新北市三 區中山路1段9巷26弄1號

26362361

147 88年10月25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47號

新北市

資訊服務職業工會

會址：220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2段239號12樓
聯絡處:新北市板橋區實踐路39號1樓

電 ：8966-9822
傳真:89669821

148 88年10月23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48號

新北市

碼頭裝卸搬運職業工會

會 :249新北市
區
路32號3樓
:新北市三重區仁愛街26號2樓

149 88年12月24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49號

新北市

美容職業工會

234新北市永和區⺠⽣路67巷29號1樓

150 89年1月24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50號

新北市

驗關開箱職業工會

221新北市
區大 路3段205號
:新北市三重區仁愛街26號2樓

151 88年12月23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51號

新北市

個人投資理財代理人職業工會

242新北市新 區復興路2段198號2樓

152 89年2月20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52號

新北市電 文

153 89年2月11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53號

新北市市 服務工作 員職業工會

154 89年2月18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54號

新北市

美髮美容技術指導員職業工會

236新北市土 區明 路2段98巷3號2樓

155 89年3月19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55號

新北市

仲介業從業人員職業工會

241新北市三重區

156 89年5月6日

新北市 結車駕駛員職業工會

聯

221新北市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56號

芝

址
聯絡處
聯絡處

八里 商港

汐止

同

莊

腦 書處理人員職業工會

235新北市中和區

場

220新北市板橋區忠孝路48巷9弄28號

人

城

連城路347巷43號2樓
德

正義北路33巷53號

汐止區大同路3段437號6樓之1

157 89年6月11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57號

新北市

美姿禮儀造型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340巷4號

158 89年6月29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58號

新北市

針織工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莒光路78巷8號1樓

159 89年6月24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59號

新北市電子 件裝配 員職業工會

160 89年10月21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60號

新北市

書畫美術人員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海山路37之1號2樓

161 89年11月4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61號

新北市

寵物服務員職業工會

241新北市三重區

162 89年11月15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62號

新北市

安親班從業人員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族路61號6樓

163 89年11月4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63號

新北市 車 養 員職業工會

汽 保 人

241新北市三重區重 街70之19號

164 90年1月4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64號

新北市

保全業職業工會

242新北市新 區新 路229號6樓之2

165 90年1月9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65號

新北市茶業包裝加工 員職業工會

零

人

人

242新北市新莊區後港⼀路65巷2號4樓

環河南路220之6號2樓
安

莊

泰

220新北市板橋區太和街3巷4號2樓

話

2972-0930
8630-4896
傳真:8630-4876
8941-8526
傳真:2941-0580
2972-0930
8648-7470
傳真:2973-6204
8993-6209
傳真:2997-5329
2222-6501
傳真:2221-4550
2959-3857
傳真:2951-3808
2262-0508
傳真:2262-0507
2982-3778
傳真:2981-8758
8647-6231
傳真：8647-6230
2959-7509
傳真:8951-0442
2252-8831
8259-5523
傳真:22556775
2202-8088
傳真:8201-0528
8964-7029
傳真:2953-7085
2972-6670
傳真:29761815
89538116
傳真:8953-8117
8973-1788
傳真:2978-1439
8992-9289
傳真:2983-8958
29637150
傳真:2952-1471

z

t shin88@gmail.co
m
tp041@yahoo.com.
tw
beautifultp@yahoo.
com.tw

at4601@gmail.com
insent.e7e5@msa.hi
net.net
face29758627@gm
ail.com
ccaatt123456789@
yahoo.com.tw
tda.tpc@msa.hinet.
net
s1042yy@msn.com
patty00ms28@yaho
o.com.tw
william1946@pcho
m.com.tw

y29767817@yahoo.
com.tw

zoo2678h@gmail.c
om

tea.packer@msa.hi
net.net

百 行售貨職業工會

236新北市土 區

彩券販賣人員職業工會

242新北市新莊區建國⼀路60號

166 91年1月28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66號

新北市 貨

167 90年1月6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67號

新北市

168 89年7月9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68號

新北市電 工程 員職業工會

腦

人

城 延峰街9號1樓

23544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3段115號2樓

169 90年2月11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69號

新北市

漫畫從業人員職業工會

242新北市新莊區後港⼀路65巷2號4樓

170 90年3月2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70號

新北市

裱褙服務職業工會

會 址：236新北市⼟城區裕⺠路127號3樓
聯絡處：236新北市⼟城區裕⺠路136巷19號1樓

171 90年3月19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71號

新北市

旅遊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234新北市永和區⺠⽣路67巷29號

172 73年9月29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72號

新北市 工藝業職業工會

手

241新北市三重區

173 90年7月8日

新北市中餐服務 員職業工會

174 90年6月28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74號

新北市

直銷人員職業工會

同安東街27號
會 址：234新北市永和區豫溪街20號
聯絡處：234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29號3樓
234新北市永和區秀安街5號1樓

175 90年7月15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75號

新北市

幼兒托育職業工會

242新北市新莊區後港⼀路130巷25號1、2樓

176 89年3月26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76號

新北市

體育用品服務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

177 90年8月25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77號

新北市作

物栽培職業工會

251新北市 水區公明街51號2樓

178 90年9月14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78號

新北市運

動場所服務職業工會

242新北市新 區

179 90年8月12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79號

新北市成

衣熨燙人員職業工會

242新北市新 區明 街10號

180 90年10月12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80號

新北市

181 90年12月5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81號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73號

182 90年12月23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82號
183 91年1月20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83號
184 91年2月3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84號

185 91年1月22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85號

人

信義路150巷34之3號4樓

淡

莊 褔樂街90號5樓
莊

智
251新北市淡水區新春街126巷15弄1號2樓

通信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聯絡處：10449臺北市中⼭區⺠權⻄路20號5樓之12

新北市 販業職業工會

小

242新北市新 區雙鳳路117號5樓

租賃小客車駕駛人職業工會
新北市農產品運送工職業工會
新北市模具製作工職業工會

樹林區中正路266號
247新北市蘆洲區復興路410巷11號2樓
242新北市新莊區新興街48巷13號5樓

新北市

才 教學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新北市 藝

莊

238新北市

247新北市蘆洲區⻑安街267巷7弄1號

2274-5082、2225-1910
傳真:8261-7748
2903-0798
傳真:2901-1907
2221-5962
傳真:8227-7422
2207-2166
傳真:8201-0528

day_0211@yahoo.c
om.tw
a210028630@hotm
ail.com
service@pclabor.org.tw
slash.lin325@msa.h
inet.net

2265-3724
傳真:2265-3784

mjpp94815@yahoo
.com.tw

8941-8527
傳真:2941-0580
2976-0367
傳真:29772179
89250055、89250033
傳真:8925-2299
22317142
傳真:29264423

wu5910@msn.com
tphcs89250055@ya
hoo.com.tw
td.union@msa.hine
t.net

2208-2667
傳真:2208-2679

tcc22082667@gmai
lo.com

29512276
傳真 : 29532258

peggy468@yahoo.c
om.tw

2622-8021
傳真:2621-5891
2996-3235、2996-3249
傳真:8994-2487
2279-6018
傳真:2996-8280

missli0220@kimo.c
om
aa210029306@yah
oo.com.tw
iron.t199714@msa.
hinet.net

26220512、25214747
傳真:2562-6630

cv2000616
@gmail.com

2901-0099
傳真:2901-9966
2688-6661
傳真8966-9821
22890000、82858869
傳真 :22889494
8993-3356
傳真:8993-3358
2848-8000
傳真:8285-5847

13679876@hawker.
org.tw
t uren90@gmail.co
m
wen0606@tnet.net.
tw
14542505.wu@gma
il.com
le010181120@yaho
o.com.tw

z

個人計程車駕駛員職業工會

238新北市

網 咖啡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241新北市三重區重 路4段130號10樓

外燴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24753新北市蘆洲區中⼭⼀路173號2樓

米

231新北市新店區三⺠路137號

186 91年2月2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86號

新北市

187 91年3月2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87號

新北市 路

188 91年4月21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88號

新北市

189 91年4月15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89號

新北市 食製品 業 員職業工會

190 91年5月5日

新北市 路技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90號

從 人

網

術研發人員職業工會

樹林區中正路248巷3號1樓
陽

莊

平

242新北市新 區中 路132巷4號1樓

動力援助人員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路2段192號4樓

新北市照 服務員職業工會

顧

241新北市三重區仁華街80巷11號4樓

194 91年9月20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94號

輕 架架設工職業工會
新北市青草藥製造職業工會

汐止區和平街2巷12號1樓
239新北市鶯歌區三鶯路46號

195 91年9月1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95號

新北市

196 92年1月8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96號

新北市機車

191 91年5月26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91號

新北市勞

192 91年6月29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92號
193 91年8月25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93號

新北市 鋼

保險業務職業工會
美容洗車業職業工會

22166新北市

址

元

會
：234新北市永和區永 路3號5樓
聯絡處：10850台北市萬華區中華路⼀段182號1樓

莊

樹

242新北市新 區新 路53巷14號
聯絡處：新北市中和區⺠治街22-6號1樓

汽 洗

236新北市土 區

新北市

環保廢棄物清除處理業職業工會

247新北市蘆洲區⻑安街46巷1弄2號

199 92年1月10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99號

新北市

通信器材維修業職業工會

247新北市

蘆洲區水湳街399號1樓

200 92年1月25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00號

新北市中 服務 員職業工會

239新北市

鶯歌區三鶯路46號

201 92年3月5日

新北市

197 91年12月29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97號

新北市 車 車工職業工會

198 92年1月17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198號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01號

藥

人

輔育人員職業工會
盒

202 92年6月18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02號

新北市餐 製作包裝運送工職業工會

203 93年2月3日

新北市藝文 作 員職業工會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03號

創 人

飾

城 延峯街9號1樓

店

231新北市新 區光明街224巷1號

店

23145新北市新 區永新街7號1樓

址
聯絡處

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2段182巷5弄7-2號
：10863 北市 華區 大路254號

台

萬

萬

莊 龍安路515號4樓

204 93年1月10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04號

新北市 品加工職業工會

242新北市新 區

205 93年2月12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05號

新北市配

音人員職業工會

235新北市中和區

圓通路282號5樓

2689-9797
傳真:2689-4182
2986-0237
傳真:2986-2378
2285-5509
傳真:22816603
2911-1269
傳真:2914-8081
8992-1170
傳真:29933377
2258-5963
傳真:2259-1110
2857-1360
傳真:2857-1322
2643-0411
傳真:2642-2840
86717501
傳真:26744921
25972631 、
25976453、25910667
傳真:25976453

kaokim1230@hotm
ail.com

,

betty@egct com.tw
angel_f1212@msn.c
om
ccm.s2955@msa.hi
net.net
chencjtw@anet.net.
tw
j1534458@yahoo.c
om.tw
wu13081504@hot
mail.com
st733390@yahoo.c
om.tw
kinkan@ceatsun.co
m
cca.a88@msa.hinet.
net

2225-1910
傳真:2225-4557
2274-5082
傳真：8261-7748
82832291
傳真:82831732
82853355
傳真:22838877
26744921、23378436
傳真:233-7952
2917-5115
傳真:29160321
8665-0857
傳真:2916-0589

day_0211@yahoo.c
om.tw
g120589563@yaho
o.com.tw
thtmw.tp@msa.hin
et.net

；

zaq12wsx21@yaho

23073089 23073084
傳真:23073081
2202-2773
傳真:2208-4822
2246-0022
傳真:2247-3914

sh011719@yahoo.c
om.tw
geenf@hotmail.co
m
o.com.tw

jojolinda77@yahoo.
com.tw
tp22460022@yaho
o.com.tw

206 93年9月2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06號

新北市⻄餐服務⼈員職業⼯會

動力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207 92年10月28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07號

新北市勞

208 93年7月10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08號

新北市

210 92年8月8日

新北市 區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10號

會址:220新北市板橋區⺠族路61號7樓
:220新北市板橋區文 街173號8 、新北市

聯絡處

聖

F

樹林區中正路266號

235新北市中和區⺠治街132巷6之3號4樓
聯絡處:11490台北市內湖區⺠權東路6段180巷6號6樓606室

淡

春

陰陽宅設計職業工會

251新北市 水區新 街126巷15弄1號2樓
聯絡處：10449臺北市中⼭區⺠權⻄路20號5樓之12

社 環境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247新北市

蘆洲區和平路77號1樓

211 93年5月13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11號

新北市

地政士職業工會

235新北市中和區 新街141號

212 93年9月9日

新北市

腳底按摩職業工會

會 ：24347新北市 山區明 路1段453-1號1樓

婚

會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12號

人

213 93年6月13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13號

新北市 禮設計服務 員職業工會

214 93年5月30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14號

新北市蛋類包裝職業工會

215 93年11月20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15號

新北市

216 93年11月20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16號

新北市木材

217 84年3月28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17號

新北市 食製作職業工會

218 94年3月1日

新北市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18號

景

址

泰

志

址：234新北市永和區保平路93巷5弄4號2樓
聯絡處：104臺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3段61號6樓之6
235新北市中和區

秀朗路3段128巷17弄26號1樓

2688-6661
傳真2688-1224

shitsan93@gmail.co
m

22269878
傳真:2301-3616

family1369@fullens
.com.tw

26220512、25214747
傳真:2562-6630

cv20080616@gmail
.com

2285-1262
傳真:2285-0912
29401559
傳真 : 29401564
2900-9777
傳真:2900-9777
89210389
：25865078
25952013
傳真：25940499
2941-3918
傳真:2949-5570

tlclabor77@hotmail
.com
killy605@yahoo.co
m.tw
sifone0223@hotma
il.com

聯絡處

rx.home@msa.hinet
.net

電 ：8966-9822
傳真:89669821

meimei06127@hot
mail.com
shangshou93@gma
il.com

創意壓花技藝人員職業工會

聯絡處:23544新北市中和區⺠治街22之6號1樓
:220新北市板橋區太和街6巷3號
會 : 山街109巷63弄1號

29893088
傳真:29893395
2225-1910
傳真:2225-4557
89645966
傳真:2951-9352

p94768@yahoo.co
m.tw
a08222822@hotma
il.com
pocky3311@hotmai
l.com

觀 領隊人員職業工會

247新北市蘆洲區三⺠路126巷68號2樓
：10843 北市 華區
街122號2樓之1

86605880
傳真：23831068

tourmanagers@hot
mail.com

芳薰香植物精油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236新北市土 區明 路2段98巷3號2樓

2262-0906
傳真:2262-0507
2958-0363
(電器 業公會)
8252-2331
(電 工會新電 )
傳真：2951-7753
傳真：8252-2355
(電 工會新傳真)

face29758627@gm
ail.com

商店售貨職業工會
裁剪加工運送職業工會

麵

219 94年6月14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19號

新北市 光

220 94年5月21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20號

新北市

會址::22061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2段239號12樓
聯絡處：220新北市板橋區文聖街173號8樓、新北市板橋區實踐路39號1樓

後 圍
會址:新北市永和區福和路63號3樓

241新北市三重區 竹 街231號2樓

通訊處
址富
聯絡處

台

城

萬

峨嵋

德

話

同

221 94年3月11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21號

氣

新北市電 裝修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路3段207號1樓

氣

話

b22530657@sonet.net.tw

氣

222 94年5月7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22號

新北市

指甲彩繪美睫美容職業工會

241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4段206號2樓之2

2972-9293
傳真2972-9293

cpa@ccppa.org.tw

223 94年5月14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23號

新北市

保險代理職業工會

224 94年6月7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24號

新北市

保險經紀職業工會

225 94年6月10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25號

新北市

人體彩繪從業人員職業工會

226 94年5月1日

新北市技工工 職業工會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26號

正義北路33巷53號1樓
會 址：234新北市永和區永亨路156巷1號
聯絡處：112臺北市東華街2段212號1樓
241新北市三重區

友

會址：242新北市新莊區⺠安路187號4樓
聯絡處：242新北市新莊區⺠安路207巷7弄7號1樓(1060810變更)
241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1段47號5樓之3

網 購物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會 :247新北市

新北市

不動產經紀人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族路61號5樓

229 94年6月19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29號

新北市

拍賣人員職業工會

235新北市中和區中 路703號1樓

230 94年7月2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30號

新北市電 用品運送服務 員職業工會

231 94年6月5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31號

新北市禮儀服務職業工會

232 94年9月3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32號

新北市 業服務 員職業工會

227 94年5月25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27號

新北市 路

228 94年7月24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28號

腦

蘆洲區中正路192巷2弄3號1樓

正

人

就

址

人

美容美髮用品器材製造裝修職業工會

f122299@yahoo.co
m.tw

22061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2段239號12樓

電 ：8966-9822
傳真:89669821

liyi94@gmail.com

2932-5187
傳真:29329697
8961-2168
傳真 :2950-4789
2279-5830、2901-6145
傳真:2996-6626

meihsiu0316@yaho
o.com.tw
wsx246810@yahoo.
com.tw
drink.org@msa.hin
et.net

22426727、22487595
傳真:22465050

b210003464@yaho
o.com.tw

29739702
傳真:89726128
2273-5757
傳真:2264-6324

msr0903.tw@msa.h
inet.net
seven1205@yahoo.
com.tw

會 址:220新北市板橋區⺠族路61號6樓
:116 北市文山區 華街47號1

聯絡處 臺
景
F
會 址: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2段50之2號2樓
242新北市新 區

235 94年9月25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35號

新北市⺠有市場零售攤販職業⼯會

235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2段3巷22弄30號1樓

236 94年9月3日

新北市機器製修職業工會

24147新北市三重區

汽 美容人員職業工會
人

莊 幸福路569號2樓

城

介壽路39巷170號

城

236新北市土 區金 路3段93巷20號1樓

238 94年10月29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38號

新北市室內設計 員職業工會

10342臺北市⼤同區⻄寧北路83號6樓之2

239 94年10月29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39號

新北市 士

道 法師服務職業工會

10342臺北市⼤同區⻄寧北路83號6樓之2

240 95年3月15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40號

新北市電

信人員職業工會

話

liuhann@yahoo.co
m.tw

2926-4812

貞

新北市飲料 製運送服務職業工會(103年11月更名)

新北市 車

2957-5761
傳真:2962-8934

23444新北市永和區永 路395號

234 94年8月24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34號

237 94年11月13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37號

82827160、22882672、
egolinch@hotmail.c
28474184
om
傳真：2847-6301

auctioneer@hotmai
l.com.tw

新北市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36號

#

lcc0328@gmail.co
m
lin80321010@yaho
o.com.tw
master.salon@msa
hinet.net
jung.sun@msa.hine
t.net

電 ：2225-2123
傳真：2225-2835

233 94年8月27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33號

調

2985-7979
傳真:2981-8758
2822-0789
傳真:2826-3508
2203-3895
傳真:2208-2109
8511-0789 21
傳真:8512-3523

247新北市

蘆洲區中央路105巷3號1樓

話

話
FAX

電 ：(02)2556-1776、
(02)2559-3442
tongboy2580@yah
：(02)2556-7943
oo.com.tw

話
FAX

電 ：(02)2556-1776、
jacky_top8888@yah
(02)2559-3442
oo.com.tw
：(02)2556-7943
82854739
傳真:29819887

gototel@hotmail.co
m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41號

新北市

瑜珈教學人員職業工會

242 95年4月16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42號

新北市

牙體技術人員職業工會

243 95年4月30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43號

新北市建築

244 95年4月22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44號

新北市 印職業工會

245 95年4月22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45號

新北市工具車輛 作員職業工會

246 95年4月29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46號

新北市機車貨 運送職業工會

247 95年5月27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47號

新北市 造 員職業工會

248 95年5月22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48號

新北市

249 95年6月18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49號

241 95年4月1日

物拆除搬運工職業工會

刻

址：234新北市三重區過圳街7巷8號2樓之5
聯絡處：111臺北市德行東路93巷4號3樓
241新北市三重區分子尾街79巷5號5樓
會

後 圍

241新北市三重區 竹 街207號3樓

店

平

店

平

231新北市新 區永 街27號6樓
220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1段221巷2號

通訊處

操

231新北市新 區永 街27號6樓
220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1段221巷2號

通訊處

鑄 人

231新北市新店區永平街27號6樓
通訊處 220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1段221巷2號
241新北市三重區後竹圍街207號3樓

立體彩色印花從業人員職業工會

247新北市

蘆洲區中正路192巷2弄3號1樓

新北市 舞藝 服務 員職業工會

歌

247新北市

蘆洲區復興路197號

250 95年7月26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50號

新北市機車修理職業工會

22042新北市板橋區莒光路78巷8號

251 95年5月20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51號

新北市 光配

252 95年8月27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52號

新北市

253 95年6月16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53號

新北市電 電視演藝業職業工會

254 95年9月6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54號

新北市

挽臉從業人員職業工會

241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4段206號2樓之2

255 95年10月28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55號

新北市

衛浴器材服務職業工會

241新北市三重區

256 95年11月17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56號

新北市

陸上運輸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會址：:22061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2段239號12樓
聯絡處：22064新北市板橋區實踐路39號1樓
2013新聯絡處: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二段239號12樓

257 95年11月1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57號

新北市

導遊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247新北市蘆洲區⻑安街46巷1弄2號1F

258 96年2月13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58號

新北市 中市

集

241新北市三重區 竹 街231號2樓

259 96年5月31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59號

新北市

物

能

驗

人

鏡人員職業工會

骨節整復職業工會
影

場零售攤販職業工會

遊覽車駕駛員職業工會

福

23449新北市永和區 和路63號3樓
聯絡處 : 23544新北市中和區⺠治街22-6號1樓
235新北市中和區明仁街3號
北
:10084 北市中 區

台 聯絡處

台

正 南昌路2段42巷14號1樓

址：220新北市新莊區復興路2段198-1號2樓
聯絡處：11573臺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63巷2號4樓
會

自強路3段34巷28號3樓

後 圍
會 址：249新北市八里區龍米路2段31號4樓
聯絡處：23741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39-7號12樓

2834-7105
傳真:8866-5756
2988-6222
傳真:2988-8786
2984-7069
傳真:2980-9638

mei22406099@gm
ail.com
ntcdental@gmail.co
m

8965-1858
傳真:8965-1899

a29419550@xuite.n
et

8965-1858
傳真:8965-1899

a29419550@xuite.n
et

8965-1858
傳真:8965-1899

a29419550@xuite.n
et

29847069、 22869095
傳真:29809638
2847-4184
傳真:2847-4184
2285-5827
傳真:2288-8675
22528831 22513746
82595523
傳真:22556775
22250726、22251910
傳真:22254557

amyyu1129@hotm
ail.com

；

bbao992@yahoo.co
m.tw

a08222822@hotma
il.com

2351-1009、2940-1935 ann0912ann@yaho
傳真：02-23415415
o.com.tw

話

電 ：(02)2788-8782、
tfdbu2012@gmail.c
2311-2044
om
傳真：2382-1080
2972-9293
cpa@ccppa.org.tw
傳真:29729293
2981-2478
傳真:2981-0331

話

電 ：8966-9822
傳真:89669821

luyun95@gmail.co
m

8283-2291
傳真:8283-1732
2989-3088
傳真:29893395
8672-1722
傳真:8672-5986

g120589563@yaho
o.com.tw
p94768@yahoo.co
m.tw
yi.lun0920@msa.hi
net.net

汽

冷氣保修業職業工會

260 96年4月14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60號

新北市 車電機

261 96年9月30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61號

新北市舞蹈業職業工會

263 97年4月9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63號

新北市勞工

264 97年5月4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64號

新北市

安全衛生管理人員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區運路82號2樓
24759新北市

蘆洲區中正路192巷2弄3號1樓

241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4段98號6樓之1

址
聯絡處

深坑
臺

深

套房租賃仲介從業人員職業工會

會 ：222新北市
區北 路3段215巷6弄5號7樓
：11683 北市文山區 華街21號

冰

景

樹林區保安二街59號1樓

265 97年5月23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65號

新北市 類製造職業工會

238新北市

266 97年9月30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66號

新北市鐘錶裝配業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2段40巷6弄2號3樓

267 97年12月6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67號

新北市

芳療整體保養職業工會

241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4段206號2樓之2

269 98年8月13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69號

解說員職業工會
新北市醫務雜務職業工會

234新北市永和區 和路414號2樓

270 98年8月31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70號

新北市板車職業工會

24141新北市三重區中 北路111號

271 98年9月9日

新北市⺠俗技藝⼯作者職業⼯會

242新北市新莊區中港⼀街55號

268 97年12月15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68號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71號

272 98年10月29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72號
號：北府勞組字第
10040273號
273 98年12月28日
備 文號：北府勞組字第
1000432101號

證書編
查

274 99年4月9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74號

新北市

新北市建築

220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2段62號3樓之1

得

正

鷹架工職業工會

24357新北市泰⼭區⺠⽣路136號

保 人

220新北市板橋區⺠⽣路2段175號2樓

新北市車輛 管 員職業工會

02-22251910
傳真:22254557

g2727.g2727@msa.
hinet.net

升學補習教學人員職業工會

234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2段116號4樓

279

1000183748號

話 人

新北市 務 員職業工會

sulin@sulin.org.tw

23544新北市中和區⺠治街22之6號1樓

新北市

新北市市場暨⺠意調查從業⼈員職業⼯會

t8863@ms25.hinet.
net
kiki19850211@hot
mail.com
to.pma@msa.hinet.
net

lialo.su@gmail.com

276 99年7月7日

278

cpa@ccppa.org.tw

02-22533049
傳真:22541202

220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2段419號3樓

庭教學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ice.i1917@msa.hine
t.net
leanne8256@gmail.
com

22041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1段280號4樓之7

幼教從業人員職業工會

新北市家

2675-1917
傳真:2675-1029
29541812、29533277
傳真:29549211
29775106、29729293
傳真:2972-9293
2964-9569
傳真:2964-9589、
29649381
2920-8805
傳真: 2920-3205
29861076
傳真:2986-1016
2993-2165
傳真29989005
2296-3371
傳真：8522-7681

lppj2064@hotmail.c
om
23757646@pchom
e.com.tw
enter.t4899@msa.hi
net.net
chen0550@yahoo.c
om.tw

莊 思源路161號3樓

新北市

證書編號：北府勞組字第
10040278號
100年1月27日
備查文號：北府勞組字第
1000140745號
證書編號：北府勞組字第
10040279號
100年2月13日
備查文號：北府勞組字第

meihua9301@yah
oo.com.tw

service@tlo.org.tw

2997-7788
傳真:2996-2113
89521816
傳真:89521817
29264899
傳真:2926-4888
2970-2863
傳真:02-8982-8391

242新北市新 區

277 99年7月16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77號

2935-0559
傳真:2925-7618

#

taipei3480@gmail.c
om

275 99年5月15日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75號
北府勞組字第10040276號

y2k70223@yahoo.c
om.tw
tomchengdancer@
yahoo.com.tw

02-22530901
傳真:2255-7175

汽 仲介業從業人員職業工會

新北市 車

2962-8458
傳真:2959-0037
2847-4184
傳真:2847-6301
2974-9588 58 89731318
傳真：8973-1317

址

會 ：241新北市三重區

福德北路69號1樓

證書編號：北府勞組字第
10040280號
備查文號：北府勞組字第
1000484600號
證書編號：北府勞組字第
10040281號
100年5月25日
備查文號：北府勞組字第
1000543749號
證書編號：北府勞組字第
10040282號
100年6月25日
備查文號：北府勞組字第
1000674218號
證書編號：北府勞組字第
10040283號
100年5月9日
備查文號：北府勞組字第
1000794683號
證書編號：北府勞組字第
10040284號
100年8月22日
備查文號：北府勞組字第
1000781547號
證書編號：北府勞組字第
10040285號
100年7月23日
備查文號：北府勞組字第
1001055341號
證書編號：北府勞組字第
10040286號
100年7月20日
備查文號：北府勞組字第
1000788310號
證書編號：北府勞組字第
10040287號
100年8月5日
備查文號：北府勞組字第
1001082686號
證書編號：北府勞組字第
10040288號
100年9月9日
備查文號：北府勞組字第
1001456389號
證書編號：北府勞組字第
10040289號
101年1月11日
備查文號：北府勞組字第
1011113129號
證書編號：北府勞組字第
10040290號
101年1月18日
備查文號：北府勞組字第
1011158792號
證書編號：北府勞組字第
10040291號
101年3月11日
備查文號：北府勞組字第
1011447207號
證書編號：北府勞組字第
10040292號
101年4月14日
備查文號：北府勞組字第

專利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241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段113巷1弄46號

02-89883286
傳真：29834400

smile_798@yahoo.c
om.tw

專

會址：241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段113巷1弄46號
聯絡處：241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段113巷1弄46號

02-8988-3150
傳真：2983-4400

cmta.taiwan@gmail
.com

廣告傳單發送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22067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2段255巷8號

02-29587715
傳真:29641028

下 道

24755新北市
區光華路132巷9號
：10561 北市松山區
路4段245巷32弄42號6樓

新北市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1011641828號

新北市 業職

新北市

溪頭里 鄰宏

ttpau@yahoo.com.t
w

281

283

址
聯絡處

02-25151580
傳真：25153929

新北市演藝

282

經紀人職業工會

會 ：22046新北市板橋區
3
國路86號
：10457 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2段66號2樓之3

280 100年4月26日

能培訓人員職業工會

從 人

新北市 水 工程 業 員職業工會

新北市工業成品

全檢人員職業工會

聯絡處

臺

蘆洲
臺

241新北市三重區

八德

話

電 ：02-8981-5855
傳真：02-8981-5857
傳真：02-8982-7770

貴陽街72號4樓

址
聯絡處

02-27486681
傳真：27489673

B

話

新北市

多層次傳銷從業人員職業工會

會 ：24161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4段97號21樓之2 室
：22043新北市板橋區雙十路2段225號16樓

新北市

教師職業工會

24245新北市新 區中 路238巷3弄24號3樓
連絡處：220新北市板橋區⼤觀路⼀段59號

電 ：(02)8993-6855
傳真：02-2960-1966

新北市

體育運動教練職業工會

會 ：24247新北市新 區中 路695號1樓
：23741新北市三峽區中山路23號2樓

址
聯絡處

電 :(02)2672-8030
傳真:02-26718020

237新北市三峽區國際⼀街98號15樓之3

電 :02-26728030
傳真:02-26718020

新北市大

新北市

莊

專教師職業工會

莊

港

牙醫助理職業工會

23451 新北市永和區 和路417號2樓

坐

23642新北市土 區

顧

人

新北市 月子照 服務 員職業工會

新北市

港

咖啡加工職業工會

得

城 延峯街9號1樓
溪

220新北市板橋區 北路5號

電 ：(02)82510191
傳真：(02)82510193

話
話
話
話

電 ：02-29208805

話

電 ：2678-1098、
86772389
傳真:2679-5289

話

電 ：26814159
傳真：86852626

ntp.sew_org@yaho
o.com.tw
8imomuna@ms63.h
inet.net
mkl2m@yahoo.com
.tw
2011
om

NTPT@gmail.c

taekwon.do3564@
msa.hinet.net
poopoo199180022
0@yahoo.com.tw
s93816@yahoo.co
m.tw
shyau01@yahoo.co
m.tw

證書編號：北府勞組字第
10040293號
備查文號：北府勞組字第
1011787529號
證書編號：北府勞組字第
10040294號
101年7月6日
備查文號：北府勞組字第
1012175775號
證書編號：北府勞組字第
10040295號
101年7月17日
備查文號：北府勞組字第
1012243797號
證書編號：北府勞組字第
10040296號
101年6月30日
備查文號：北府勞組字第
1012197216號
證書編號：北府勞組字第
10040297號
101年8月30日
備查文號：北府勞組字第
1012514184號
證書編號：北府勞組字第
10040298號
101年6月10日
備查文號：北府勞組字第
1012012653號
證書編號：北府勞組字第
10040299號
101年9月7日
備查文號：北府勞組字第
1012595498號
證書編號：北府勞組字第
101年11月14
10040300號
日
備
查文號：北府勞組字第
證書編
號：北府勞組字第

布 完稿設計職業工會

22061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2段239號12樓

電 ：89537213

紋身從業人員職業工會

會址：220新北市板橋區三⺠路2段185號4樓
：10842 北市 華區漢中街50巷6-3號

電 ：2955-8988
傳真：2314-2039

293 101年4月22日

新北市 花

294

新北市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101年10月24
10040301號
日
備 文號：北府勞組字第
號：北府勞組字第
101年12月24 10040302號
日
備 文號：北府勞組字第
1021067070號
號：北府勞組字第
102年03月22 10040303號
日
備 文號：北府勞組字第
1021067070號
號：北府勞組字第
102年04月26 10040304號
日
備 文號：北府勞組字第
1021859024號
號：北府勞組字第
102年05月25 10040305號
備 文號：北府勞組字第
日
1022020977號
號：北府勞組字第
10040306號
102年6月24日
備 文號：北府勞組字第
1022127547號

查
證書編
查
證書編
查
證書編
查
證書編
查
證書編
查

禽

新北市家 飼養業職業工會

新北市

不動產營業員職業工會

新北市新

新北市

娘秘書從業人員職業工會

臺

241新北市三重區

萬

自強路3段34巷28號3樓

淡

春

淡

春

251新北市 水區新 街126巷15弄1號2樓
聯絡處：10449臺北市中⼭區⺠權⻄路20號5樓之12
251新北市 水區新 街126巷15弄1號2樓
聯絡處：臺北市中⼭區⺠權⻄路20號5樓之12

話
話

電 ：2981-2478
傳真：2981-0331

話

電 ：25319033

話

電 ：25319033
傳真：25626630

話

藥妝運送服務業職業工會

241新北市三重區 華街58號1樓

淨 濾 從 人

242新北市新 區

電 ：8992-3326
傳真：2996-3315

護 人

247 新北市蘆洲區中⼭⼀路173號2樓

電 ：22855509

美容美髮膚質諮詢檢測人員職業工會

221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2段50之2號2樓

新北市 水 水 業 員職業工會
新北市 理 員職業工會
新北市

聯絡處

話

康 保健職業工會

新北市養生 復

富

電 ：28559898
傳真：28559109

話

莊 銘德街88號

220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277號3樓(
樓)
23572新北市中和區

新北市

鑽孔機操作從業人員職業工會

220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1段100號4樓

新北市

企劃經理人職業工會

235新北市中和區中 路736號9樓之6
:10646 北市大 區
路2段91號16樓之2

頭 人

新北市街 藝 職業工會

聯絡處

247新北市

臺

安平路134巷1弄7號

正

傳真：29504789

連絡處：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1段15號3 電話:2391-3589

美 編輯設計職業工會

新北市 工

話
電話：89612168

安 羅斯福

蘆洲區中央路105巷3號1樓

傳真：2391-7295

話

電 29420918
傳真:29481620

話

電 2285-8509
傳真8282-5309

話

電 ：23693392
傳真：23693295

話

電 ：2288-2276、
2848-8000
傳真：82855847

證書編號：北府勞組字第
10040307號
備查文號：北府勞組字第
1022418493號
證書編號：北府勞組字第
102年11月15 10040308號
日
備查文號：北府勞組字第
1022967169號
證書編號：北府勞組字第
10040309號
103年3月27日
備查文號：北府勞組字第
1030339246號
證書編號：北府勞組字第
10040310號
103年2月22日
備查文號：北府勞組字第
1030512337號
證書編號：北府勞組字第
103年05月16 10040311號
日
備查文號：北府勞組字第
1031037599號
證書編號：北府勞組字第
103年05月03 10040312號
日
備查文號：北府勞組字第
1030999799號
證書編號：北府勞組字第
10040313號
103年8月15日
備查文號：北府勞組字第
1031608097號
證書編號：北府勞組字第
103年08月25 10040314號
日
備查文號：北府勞組字第
1031658689號
證書編號：北府勞組字第
103年09月19 10040315號
日
備查文號：北府勞組字第
1031903591號
證書編號：北府勞組字第
103年10月28 10040316號
備查文號：北府勞組字第
日
1032106091號
證書編號：新北府勞組字第
104年03月09 10040317號
日
備查文號：新北府勞組字第
1040422847號
證書編號：新北府勞組字第

307 102年8月12日

新北市車用

308

新北市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影音安裝職業工會

菸酒運銷業職業工會
信 道 纜

從 人

新北市電 管 光 裝機 業 員職業工會

商

膜

人

新北市 品包 服務 員職業工會

新北市中

等教育教師職業工會

保

從 人

新北市 養品 業 員職業工會

新北市國

電 ：02-8965-1858
傳真：02-8965-1899

242新北市新莊區⻄盛街158巷3號1樓
114台北市內湖區⺠權東路6段150之5號9樓之3

電 ：02-87921607
傳真：

話

城 學

電 ：02-82601811
傳真：02-82601811

241新北市三重區

236新北市土 區
街3號12樓
：新北市板橋
13-35號

教師職業工會

236新北市土 區
街3號12樓
：新北市板橋
13-35號

話
話

同安東街27號

電 ：02-29760367
傳真：02-29772179

話

店

通訊地

話

電 ：8992-0672
傳真：8992-1330

236新北市土 區 士路16號13樓

通訊地

話

莊

242新北市新 區復興路3段101號

小教師職業工會

新北市國中

電 ：02-29114116
傳真：02-29152693

城 立雲
郵政

信箱

電 ：02-22611170
傳真：02-22639858

城 立雲
郵政

信箱

電 ：02-22611170
傳真：02-22639858

信箱

電 ：02-22611170
傳真：02-22639858

英

話

220新北市板橋區 士路3號11樓
：新北市板橋
13-35號

新北市

熱泵裝修職業工會

22065新北市板橋區新⺠街29號7樓

電 ：02-29580363
傳真：02-29517753

會 ：24241新北市新 區 前街2號5樓
：新北市新 區新豐街20巷5號1樓

址
聯絡處

電 :02-22022063
傳真:02-22023057

22069新北市板橋區三⺠路2段37號9樓

電 ：02-29623515
傳真：02-29647455

24153新北市三重區仁華街118巷26弄3號
通訊地：10469台北市中⼭區⺠權東路2段26號7樓之5

電 ：02-25428208
傳真：02-25429665

證書編

契約規劃從業人員職業工會

號：新北府勞組字第
319 104年6月28日 10040319號備查文號：新北府 新北市食材加工 員職業工會

勞組字第1041332108號

號：新北府勞組字第
320 104年6月26日 10040320號備查文號：新北府 新北市

人

度量衡裝修業職業工會

莊

郵政

莊 武

alex53.huang@msa.
hinet.net
sharon5982003@g
mail.com
ellan810227@yaho
o.com.tw
n2147888@gmail.c
om

話

高級中等學校教師職業工會

通訊地

go541688886@yah
oo.com.tw

話

新北市

勞組字第1040920601號

勞組字第1041273207號

22050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1段221巷2號

242新北市新 區中興路1段84號

104年3月30日 10040318號備查文號：新北府 新北市生前

證書編

電 ：2857-9943
傳真：

動

新北市電 車服務職業工會

話

241新北市三重區仁愛街701號1樓

話

話
話
話

heatpump0309@g
mail.com
bbb0935503@gmai
l.com

321

證書編

號：新北府勞組字第
104年11月22
10040321號備查文號：新北府 新北市 類 業 員職業工會
日

勞組字第1041273207號

證書編
查
證書編
查

號：新北府勞組字第
10040322號
322 105年4月8日
備 文號：新北府勞組字第
1050692653號
號：新北府勞組字第
10040323號
323 108年3月4日
備 文號：新北府勞組字第
1080396109號

門

醬 從 人

220新北市板橋區金 街151巷42弄2號
：220新北市板橋區大 路3段140號8樓

社

235新北市中和區建 路2號10樓之6
通訊地：25153新北市淡⽔區新⺠街222巷36號4樓

人

新北市 會工作 員職業工會

網 自媒體從業人員職業工會

新北市 路

通訊地

觀

八

保

235新北市永和區 生路22巷19弄23號6樓
：235新北市永和區 生路2號12樓

通訊地

保

話

電 ：02-26820133

話

電 ：0988-113677

話

電 ：02-823167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