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長榮大學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8/08/16 教室名稱：L20202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14:0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人文社會學院 蔡佳容 英文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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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16 教室名稱：L20202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14:0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社工系3A班 吳錦怡 文書處理(實用級)  2 

推教中心 張佳琪 文書處理(實用級)  3 

管理學院 胡仕軒 文書處理(實用級)  4 

入學服務中心 許嘉洪 文書處理(實用級)  5 

教職員 洪良碩 文書處理(實用級)  6 

人文社會學院 趙葭蓓 文書處理(實用級)  7 

航管系(所)2A班 陳幸如 文書處理(實用級)  8 

教職員 莊惠淳 文書處理(實用級)  9 

研發處 蔡郁珊 文書處理(實用級)  10 

教務處 張家玲 文書處理(實用級)  11 

總務處 陳怡靜 文書處理(實用級)  12 

總務處 郭怡君 文書處理(實用級)  13 

推教中心 陳姵云 文書處理(實用級)  14 

推教中心 施慧固 文書處理(實用級)  15 

推教中心 吳佳燕 文書處理(實用級)  16 

會計室 王珮琦 文書處理(實用級)  17 

教職員 陳彥臻 文書處理(實用級)  18 

研發處 林琇瑩 文書處理(實用級)  19 

推教中心 陳妤婷 文書處理(實用級)  20 

社工系3A班 陳乃嘉 文書處理(實用級)  21 

推教中心 陳君雅 文書處理(實用級)  22 

總務處 黃琴芳 文書處理(實用級)  23 

社工系4A班 石家恩 文書處理(實用級)  24 

圖書資訊處 吳昱漳 文書處理(實用級)  25 

會計室 劉怡彣 文書處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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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16 教室名稱：L20202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14:0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教職員 蔡沛芸 文書處理(實用級)  27 

教職員 郭明憲 文書處理(實用級)  28 

總務處 林昌淵 文書處理(實用級)  29 

管理學院 郭偉達 文書處理(實用級)  30 

推教中心 王琈瑢 文書處理(實用級)  31 

資訊暨設計學院 林明薰 文書處理(實用級)  32 

資訊暨設計學院 黃昱淳 文書處理(實用級)  33 

教職員 謝佳惠 文書處理(實用級)  34 

醫管系4A班 林憶華 文書處理(實用級)  35 

研發處 陳姿秀 文書處理(實用級)  36 

總務處 劉倚甄 文書處理(實用級)  37 

教職員 許小芳 文書處理(實用級)  38 

推教中心 胡家軫 文書處理(實用級)  39 

管理學院 郭惠瑄 文書處理(實用級)  40 

教職員 黃郁芳 文書處理(實用級)  41 

人資處 劉莉娣 文書處理(實用級)  42 

學務處 侯咨羽 文書處理(實用級)  43 

秘書處 許瑟音 文書處理(實用級)  44 

校務研究中心 蔡宜儒 文書處理(實用級)  45 

入學服務中心 陳曉瑩 文書處理(實用級)  46 

秘書處 虎艾霓 文書處理(實用級)  47 

人文社會學院 王怡媗 文書處理(實用級)  48 

研發處 楊宜佳 文書處理(實用級)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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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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16 教室名稱：L20202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15:0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校牧室 杜雪貞 電腦簡報(實用級)  1 

企管系(所)2A班 李文娟 電腦簡報(實用級)  2 

健康科學學院 林君馨 電腦簡報(實用級)  3 

學務處 黃淑鴻 電腦簡報(實用級)  4 

教職員 李季樺 電腦簡報(實用級)  5 

教務處 李小萍 電腦簡報(實用級)  6 

健康科學學院 黃家菱 電腦簡報(實用級)  7 

會計室 鄧舒方 電腦簡報(實用級)  8 

健康科學學院 鄭淑茵 電腦簡報(實用級)  9 

醫藥科學產業系1 陳苡秭 電腦簡報(實用級)  10 

教職員 張芷榆 電腦簡報(實用級)  11 

教務處 孫儀婷 電腦簡報(實用級)  12 

土開系(所)1A班 黃靜如 電腦簡報(實用級)  13 

健康科學學院 馬昱菁 電腦簡報(實用級)  14 

台研所1A班 王淳羚 電腦簡報(實用級)  15 

人資處 翁慧茹 電腦簡報(實用級)  16 

校牧室 鄭淑芬 電腦簡報(實用級)  17 

學務處 張倍瑄 電腦簡報(實用級)  18 

人資處 陳妍伶 電腦簡報(實用級)  19 

校務研究中心 林晏如 電腦簡報(實用級)  20 

校務研究中心 曾青華 電腦簡報(實用級)  21 

校牧室 吳季昀 電腦簡報(實用級)  22 

國際會展學士學

程 

董怡彣 電腦簡報(實用級)  23 

健康科學學院 方惠毅 電腦簡報(實用級)  24 

教職員 陳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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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16 教室名稱：L20202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15:0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會計室 康湘琳 電腦簡報(進階級)  26 

圖書資訊處 林潔如 電腦簡報(進階級)  27 

圖書資訊處 洪光毅 電腦簡報(進階級)  28 

圖書資訊處 吳方瀠 電腦簡報(進階級)  29 

圖書資訊處 陳筱萍 電腦簡報(進階級)  30 

圖書資訊處 陳卉儀 電腦簡報(進階級)  31 

圖書資訊處 郭玲伶 電腦簡報(進階級)  32 

管理學院 林燕慧 電腦簡報(專業級)  33 

會計室 陳卉婷 文書處理(進階級)  34 

人文社會學院 巫淑芬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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