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長榮大學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8/05/05 教室名稱：L20201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09:0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翻譯系2B班 胡湘苡 中文輸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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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長榮大學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8/05/05 教室名稱：L20201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09:0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人文社會學院 廖紜瑄 電腦簡報(實用級)  2 

國企系3A班 陳奕廷 電腦簡報(實用級)  3 

國際財務學士學

程 

李昀熹 電腦簡報(實用級)  4 

國際財務學士學

程 

王奕評 電腦簡報(實用級)  5 

國企系(所)1A班 謝琇真 電腦簡報(實用級)  6 

國企系(所)1A班 盧湉蓉 電腦簡報(實用級)  7 

國企系(所)1A班 程芯于 電腦簡報(實用級)  8 

國企系(所)1A班 葉昕瑜 電腦簡報(實用級)  9 

國企系(所)1A班 楊劭敏 電腦簡報(實用級)  10 

國企系(所)1A班 翁嘉呈 電腦簡報(實用級)  11 

國際財務學士學

程 

陳儀珊 電腦簡報(實用級)  12 

國企系(所)1A班 余珮慈 電腦簡報(實用級)  13 

國企系(所)1A班 黃于珊 電腦簡報(實用級)  14 

國企系(所)1A班 劉承翰 電腦簡報(實用級)  15 

國企系3B班 吳奕賢 電腦簡報(實用級)  16 

國企系3B班 江秩葦 電腦簡報(實用級)  17 

人文社會學院 鄭宜珊 電腦簡報(實用級)  18 

國企系(所)1A班 張雅雯 電腦簡報(實用級)  19 

國企系(所)1A班 李盈潔 電腦簡報(實用級)  20 

國企系(所)1A班 鄭泓昇 電腦簡報(實用級)  21 

國企系(所)1A班 賴昶成 電腦簡報(實用級)  22 

國企系(所)1A班 蔡雯薏 電腦簡報(實用級)  23 

管理學士學位學

程 

鄧家欣 電腦簡報(實用級)  24 

管理學士學位學

程 

林立晨 電腦簡報(實用級)  25 

國企系(所)1A班 吳仲堯 電腦簡報(實用級)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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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長榮大學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8/05/05 教室名稱：L20201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09:0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管理學士學位學

程 

蔡佳峻 電腦簡報(實用級)  27 

國企系(所)1A班 郭義修 電腦簡報(實用級)  28 

會資系3B班 曾鈺珊 電腦簡報(實用級)  29 

國企系3B班 吳怡真 電腦簡報(實用級)  30 

媒體系3A班 朱郁琪 電腦簡報(實用級)  31 

國企系(所)1A班 王怡雯 電腦簡報(實用級)  32 

國企系(所)1A班 林慧貞 電腦簡報(實用級)  33 

國企系(所)1A班 蔡柏慶 電腦簡報(實用級)  34 

國企系(所)1A班 林姸妏 電腦簡報(實用級)  35 

國際財務學士學

程 

陳有容 電腦簡報(實用級)  36 

國企系(所)1A班 蔡禎芳 電腦簡報(實用級)  37 

國企系(所)1A班 莊佳禎 電腦簡報(實用級)  38 

國企系(所)1A班 李佩芸 電腦簡報(實用級)  39 

管理學士學位學

程 

高靖純 電腦簡報(實用級)  40 

國企系(所)1A班 徐國瑄 電腦簡報(實用級)  41 

國企系(所)1A班 吳宜萍 電腦簡報(實用級)  42 

國企系(所)1A班 陳詠哲 電腦簡報(實用級)  43 

國企系(所)1A班 盧弈銘 電腦簡報(實用級)  44 

國企系(所)1A班 莊珮語 電腦簡報(實用級)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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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長榮大學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8/05/05 教室名稱：L20202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09:0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職安系3B班 林家良 電腦簡報(實用級)  1 

美術系3A班 廖容婕 電腦簡報(實用級)  2 

財金系3A班 陳悅心 電腦簡報(實用級)  3 

職安系(所)2A班 周倩伃 電腦簡報(實用級)  4 

數位創作學士學

程 

黃文 電腦簡報(實用級)  5 

財金系3A班 陳巧蓁 電腦簡報(實用級)  6 

美術系3A班 謝依婷 電腦簡報(實用級)  7 

數位創作學士學

程 

章瀞云 電腦簡報(實用級)  8 

護理系3A班 何書晴 電腦簡報(實用級)  9 

醫管系3A班 黃品瑄 電腦簡報(實用級)  10 

美術系3A班 王資皓 電腦簡報(實用級)  11 

營養系2A班 李宜 電腦簡報(實用級)  12 

不動產財金學士

學 

蔡張文 電腦簡報(實用級)  13 

護理系3A班 伍珮華 電腦簡報(實用級)  14 

醫管系3A班 李怡萱 電腦簡報(實用級)  15 

觀餐系4A班 孫運陞 電腦簡報(實用級)  16 

醫管系3A班 施育琪 電腦簡報(實用級)  17 

不動產財金學士

學 

李巧琳 電腦簡報(實用級)  18 

醫管系(所)2A班 陳姵伶 電腦簡報(實用級)  19 

職安系3B班 林鈺祥 電腦簡報(實用級)  20 

企管系4C班 陳思羽 電腦簡報(實用級)  21 

美術系3A班 周宜萱 電腦簡報(實用級)  22 

不動產財金學士

學 

曾莘玲 電腦簡報(實用級)  23 

職安系2B班 溫雅涵 電腦簡報(實用級)  24 

美術系(所)2A班 許維安 電腦簡報(實用級)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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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長榮大學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8/05/05 教室名稱：L20202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09:0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美術系3A班 黃鈺展 電腦簡報(實用級)  26 

大傳系3A班 張簡暐展 電腦簡報(實用級)  27 

美術系3A班 王馨怡 電腦簡報(實用級)  28 

職安系2B班 洪婉馨 電腦簡報(實用級)  29 

財金系3A班 陳意婷 電腦簡報(實用級)  30 

翻譯系2B班 黃育慧 電腦簡報(實用級)  31 

護理系3A班 余德慧 電腦簡報(實用級)  32 

心理系3A班 周詠聰 電腦簡報(實用級)  33 

書畫系3A班 李鴻軒 電腦簡報(實用級)  34 

企管系3C班 陳宇軒 電腦簡報(進階級)  35 

企管系4A班 彭昭睿 電腦簡報(進階級)  36 

企管系3C班 趙小嫻 電腦簡報(進階級)  37 

心理系4A班 陳昱蓁 電腦簡報(進階級)  38 

財金系1B班 趙妍雅 電腦簡報(進階級)  39 

企管系3C班 曾冠程 電腦簡報(進階級)  40 

財金系2B班 樂誠得 電腦簡報(進階級)  41 

財金系1B班 徐慶宗 電腦簡報(進階級)  42 

企管系3C班 薛致柔 電腦簡報(進階級)  43 

心理系4A班 曾芷晴 電腦簡報(進階級)  44 

企管系3A班 邱怡瑄 電子商務概論(進階級)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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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長榮大學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8/05/05 教室名稱：L20201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10:2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翻譯系3A班 陳緯謙 文書處理(實用級)  1 

國企系4A班 高欣妤 文書處理(實用級)  2 

醫管系(所)2A班 王玟喬 文書處理(實用級)  3 

醫管系(所)2A班 黃敬介 文書處理(實用級)  4 

翻譯系3A班 黃奕誠 文書處理(實用級)  5 

觀餐系4A班 孫運陞 文書處理(實用級)  6 

護理系(所)1B班 謝佳霖 文書處理(實用級)  7 

醫管系(所)2A班 王筠絜 文書處理(實用級)  8 

醫管系(所)2A班 顏婉沂 文書處理(實用級)  9 

翻譯系3A班 高野千尋 文書處理(實用級)  10 

翻譯系2B班 蘇子芸 文書處理(實用級)  11 

翻譯系2B班 潘瑜翎 文書處理(實用級)  12 

會資系1A班 廖君誥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13 

醫管系3A班 陳而雅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14 

會資系1A班 洪鈺淇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15 

會資系1A班 葉珈瑜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16 

會資系1A班 黃米崎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17 

會資系1A班 謝獻杰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18 

會資系1A班 賴佳妘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19 

會資系1A班 張奕涵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20 

會資系1A班 張語凡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21 

會資系1A班 楊雅淳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22 

會資系1A班 林彥秀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23 

會資系1A班 李佩璇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24 

會資系1A班 林秋萍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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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長榮大學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8/05/05 教室名稱：L20201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10:2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會資系1A班 蔡佳吟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26 

會資系1A班 陳恭耀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27 

會資系1A班 李常宇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28 

心理系4A班 蘇郁純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29 

會資系1A班 顏秀陵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30 

心理系4A班 黃怡禎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31 

會資系1A班 李雅涵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32 

會資系1A班 董立婷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33 

會資系1A班 楊梓榕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34 

會資系4B班 李昇法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35 

會資系1A班 劉思妤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36 

會資系1A班 陳柔安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37 

會資系1A班 鍾宜芸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38 

醫管系3A班 陳映蓉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39 

會資系1A班 傅品慈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40 

會資系1A班 蔡宜伶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41 

會資系1A班 曾意惠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42 

會資系1A班 李牧迪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43 

會資系1A班 林佳君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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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長榮大學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8/05/05 教室名稱：L20202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10:2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國際財務學士學

程 

黃昱鑫 文書處理(進階級)  1 

企管系4A班 彭昭睿 文書處理(進階級)  2 

企管系3C班 陳詠恩 文書處理(進階級)  3 

財金系1A班 林峻瑋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4 

財金系1A班 楊宇碩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5 

財金系1A班 吳佩洳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6 

財金系1B班 曹茵茵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7 

財金系1B班 呂玉婷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8 

心理系4A班 陳昱蓁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9 

財金系1A班 陳彥蓉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10 

財金系1B班 陳奕慈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11 

財金系1A班 謝明妤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12 

財金系1A班 李育誠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13 

財金系1B班 趙妍雅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14 

財金系1A班 黃鐘亮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15 

財金系1A班 詹沛涵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16 

財金系1A班 黃禹萍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17 

財金系1A班 吳桂茹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18 

財金系1A班 許佩琪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19 

企管系4A班 蔡銘偉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20 

財金系2B班 唐嘉祥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21 

財金系2B班 樂誠得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22 

財金系1A班 魏辰宇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23 

財金系1A班 劉家銘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24 

財金系1B班 徐慶宗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25 

第 1 頁 / 共 2 頁 



 

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長榮大學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8/05/05 教室名稱：L20202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10:2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財金系1B班 張善紘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26 

財金系1A班 翁緗琳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27 

東南亞文化與產業學士學

程1A班 
張立媛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28 

財金系1B班 張倚瑄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29 

財金系1A班 楊孟蓁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30 

財金系1A班 鐘一嘉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31 

東南亞文化與產業學士學

程1A班 
鄭湘玲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32 

財金系1B班 江玉琳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33 

財金系1A班 林彥汝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34 

財金系1A班 張喬棻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35 

財金系1B班 苗雲婷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36 

心理系4A班 曾芷晴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37 

企管系3A班 邱怡瑄 物聯網智慧應用及技術(專業級)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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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長榮大學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8/05/05 教室名稱：L20202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11:2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企管系4A班 彭昭睿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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