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長榮大學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8/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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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金系1B班 王采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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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7 教室名稱：L20201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10:3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資工系1A班 陳奕翰 數字鍵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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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7 教室名稱：L20201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11:1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科工系1A班 劉庭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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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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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管系4A班 謝心茹 電腦簡報(進階級)  2 

財金系2B班 陳奕慈 電腦簡報(進階級)  3 

企管系4C班 黃品瑄 電腦簡報(進階級)  4 

企管系3B班 李宴如 電腦簡報(進階級)  5 

企管系3B班 李孟珊 電腦簡報(進階級)  6 

財金系1B班 王彥博 文書處理(進階級)  7 

財金系1B班 王彩纁 文書處理(進階級)  8 

財金系1B班 溫祺濬 文書處理(進階級)  9 

財金系1B班 王沛淯 文書處理(進階級)  10 

財金系1B班 陳駿彥 文書處理(進階級)  11 

財金系1B班 陳建瑋 文書處理(進階級)  12 

財金系1B班 蔡沛涵 文書處理(進階級)  13 

財金系1B班 魏珈伶 文書處理(進階級)  14 

財金系1B班 張名亞 文書處理(進階級)  15 

財金系1B班 張晉源 文書處理(進階級)  16 

財金系1B班 梁晏瑜 文書處理(進階級)  17 

財金系1B班 鄭雅珊 文書處理(進階級)  18 

財金系1B班 潘墨昂 文書處理(進階級)  19 

財金系1B班 吳思璇 文書處理(進階級)  20 

財金系1B班 黃宇祥 文書處理(進階級)  21 

財金系3B班 唐嘉祥 文書處理(進階級)  22 

財金系1B班 莊博勛 文書處理(進階級)  23 

財金系1B班 李政憲 文書處理(進階級)  24 

財金系1B班 許軒誠 文書處理(進階級)  25 

財金系1B班 施翔文 文書處理(進階級)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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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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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金系1B班 劉叡瑄 文書處理(進階級)  27 

財金系1B班 黃珮涵 文書處理(進階級)  28 

財金系1B班 葉柔欣 文書處理(進階級)  29 

財金系1B班 張毓君 文書處理(進階級)  30 

財金系1B班 許佳文 文書處理(進階級)  31 

財金系1B班 張淑茵 文書處理(進階級)  32 

財金系1B班 蔡和原 文書處理(進階級)  33 

財金系1B班 鍾博丞 文書處理(進階級)  34 

財金系1B班 林宸毅 文書處理(進階級)  35 

財金系1B班 李怡蓉 文書處理(進階級)  36 

財金系1B班 陳盈妤 文書處理(進階級)  37 

財金系1B班 程禕毅 文書處理(進階級)  38 

財金系1B班 羅俊凱 文書處理(進階級)  39 

財金系1B班 葉珍鳳 文書處理(進階級)  40 

財金系1B班 葉冠霆 文書處理(進階級)  41 

科工系1A班 劉庭安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42 

國企系1A班 郭芳君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43 

財金系1B班 方弈皓 資料庫管理系統(進階級)  44 

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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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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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管系3A班 石皓中 電腦簡報(實用級)  1 

營養系3A班 陳靜慧 電腦簡報(實用級)  2 

大傳系2A班 石晊維 電腦簡報(實用級)  3 

資工系1A班 陳奕翰 電腦簡報(實用級)  4 

科工系3A班 吳詩琪 電腦簡報(實用級)  5 

資工系1A班 林利恩 電腦簡報(實用級)  6 

科工系4A班 莊秉諺 電腦簡報(實用級)  7 

科工系3A班 王奕程 電腦簡報(實用級)  8 

心理系2A班 李郁培 電腦簡報(實用級)  9 

營養系3A班 林宜儒 電腦簡報(實用級)  10 

科工系4A班 郭哲瑋 電腦簡報(實用級)  11 

管理進修學程1D

班 

陳皇達 電腦簡報(實用級)  12 

科工系3A班 吳冠融 電腦簡報(實用級)  13 

管理進修學程1D

班 

蔡善樺 電腦簡報(實用級)  14 

台灣文創學程1A

班 

卓俐萱 電腦簡報(實用級)  15 

管理進修學程1D

班 

蘭美華 電腦簡報(實用級)  16 

企管系4C班 潘彥宇 電腦簡報(實用級)  17 

管理進修學程1D

班 

王漢紳 電腦簡報(實用級)  18 

翻譯系4B班 陳慕儀 電腦簡報(實用級)  19 

台灣文創學程1A

班 

余嘉珮 電腦簡報(實用級)  20 

醫管系(所)1A班 黃莉婷 文書處理(實用級)  21 

財金系1A班 黃宇廷 文書處理(進階級)  22 

財金系1A班 張郁琳 文書處理(進階級)  23 

財金系1A班 楊紘泰 文書處理(進階級)  24 

財金系1A班 杜敏琪 文書處理(進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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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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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金系1A班 林秋樺 文書處理(進階級)  26 

財金系1A班 劉明承 文書處理(進階級)  27 

財金系1A班 王品閑 文書處理(進階級)  28 

財金系1A班 陳昀暄 文書處理(進階級)  29 

財金系1A班 金育賢 文書處理(進階級)  30 

財金系1A班 張晉嘉 文書處理(進階級)  31 

財金系1A班 林琮羲 文書處理(進階級)  32 

財金系1A班 姚家臻 文書處理(進階級)  33 

財金系1A班 陳鈺雯 文書處理(進階級)  34 

財金系1A班 李沛嬑 文書處理(進階級)  35 

財金系1A班 陳姵岓 文書處理(進階級)  36 

財金系1A班 黃浡濰 文書處理(進階級)  37 

財金系1A班 陳亭伃 文書處理(進階級)  38 

財金系1A班 王俐云 文書處理(進階級)  39 

財金系1A班 黃郁洆 文書處理(進階級)  40 

財金系1A班 陳佑菱 文書處理(進階級)  41 

財金系1A班 吳芳綺 文書處理(進階級)  42 

財金系1A班 王琬詅 文書處理(進階級)  43 

財金系1A班 陳思吟 文書處理(進階級)  44 

財金系1A班 李思妤 文書處理(進階級)  45 

財金系1A班 陳世育 文書處理(進階級)  46 

財金系1A班 趙宣菱 文書處理(進階級)  47 

財金系1A班 葉玉珍 文書處理(進階級)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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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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7 教室名稱：L20201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10:3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國企系1A班 周晉寬 電腦簡報(實用級)  2 

國企系1A班 張智斌 電腦簡報(實用級)  3 

國企系1A班 李彧 電腦簡報(實用級)  4 

國企系1A班 林京翰 電腦簡報(實用級)  5 

國企系1A班 洪梓珊 電腦簡報(實用級)  6 

國企系1A班 林香伶 電腦簡報(實用級)  7 

國企系1A班 吳祥瑋 電腦簡報(實用級)  8 

國企系1A班 賴怡璇 電腦簡報(實用級)  9 

國企系1A班 吳柔瑩 電腦簡報(實用級)  10 

國企系1A班 梁珺涵 電腦簡報(實用級)  11 

國企系1A班 林品蓁 電腦簡報(實用級)  12 

國企系1A班 徐浩鈞 電腦簡報(實用級)  13 

國企系1A班 胡竣凱 電腦簡報(實用級)  14 

國企系1A班 游宗翰 電腦簡報(實用級)  15 

護理系(所)1A班 廖鈺茹 電腦簡報(實用級)  16 

國企系1A班 李宸緯 電腦簡報(實用級)  17 

國企系1A班 陳正穎 電腦簡報(實用級)  18 

國企系1A班 蔡博宇 電腦簡報(實用級)  19 

國企系1A班 蕭子晴 電腦簡報(實用級)  20 

國企系1A班 林佳穎 電腦簡報(實用級)  21 

國企系1A班 楊淳惠 電腦簡報(實用級)  22 

國企系1A班 黃郁茜 電腦簡報(實用級)  23 

國企系1A班 蘇珮綺 電腦簡報(實用級)  24 

國企系1A班 張美莛 電腦簡報(實用級)  25 

國企系1A班 楊玉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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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7 教室名稱：L20201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10:3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護理系(所)1A班 秦雪玲 電腦簡報(實用級)  27 

國企系1A班 黃彥菱 電腦簡報(實用級)  28 

護理系(所)1A班 許任秀 電腦簡報(實用級)  29 

國企系1A班 涂嘉欣 電腦簡報(實用級)  30 

國企系1A班 曾莉萱 電腦簡報(實用級)  31 

國企系1A班 王昱驊 電腦簡報(實用級)  32 

國企系1A班 劉玟伶 電腦簡報(實用級)  33 

國企系1A班 李建廷 電腦簡報(實用級)  34 

國企系1A班 盧奕璇 電腦簡報(實用級)  35 

國企系1A班 黃竫貽 電腦簡報(實用級)  36 

國企系1A班 楊羽霏 電腦簡報(實用級)  37 

國企系1A班 楊沂瑋 電腦簡報(實用級)  38 

國企系1A班 丘家綺 電腦簡報(實用級)  39 

國企系1A班 李一欣 電腦簡報(實用級)  40 

國企系1A班 周暄軨 電腦簡報(實用級)  41 

國企系1A班 李欣潔 電腦簡報(實用級)  42 

科工系1A班 劉庭安 文書處理(實用級)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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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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7 教室名稱：L20202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10:3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國企系1B班 黃海綺 電腦簡報(實用級)  1 

國企系2A班 趙遠翰 電腦簡報(實用級)  2 

國企系1B班 郭智威 電腦簡報(實用級)  3 

國企系1B班 鄭景云 電腦簡報(實用級)  4 

國企系1B班 蘇品儒 電腦簡報(實用級)  5 

護理系3B班 方和圓 電腦簡報(實用級)  6 

護理系3B班 黃政豪 電腦簡報(實用級)  7 

國企系1B班 鄭祥鈴 電腦簡報(實用級)  8 

國企系1B班 黃百嘉 電腦簡報(實用級)  9 

國企系2A班 朱庭緯 電腦簡報(實用級)  10 

國企系1B班 林珈汝 電腦簡報(實用級)  11 

國企系1B班 林睿愷 電腦簡報(實用級)  12 

護理系3B班 吳凱翔 電腦簡報(實用級)  13 

國企系1B班 邱博舜 電腦簡報(實用級)  14 

國企系1B班 張茗凱 電腦簡報(實用級)  15 

國企系1B班 王朝為 電腦簡報(實用級)  16 

教務處 徐尚群 電腦簡報(實用級)  17 

國企系1B班 王昱翔 電腦簡報(實用級)  18 

國企系1B班 吳思函 電腦簡報(實用級)  19 

國企系1B班 陳韜 電腦簡報(實用級)  20 

國企系1B班 李俊孟 電腦簡報(實用級)  21 

國企系1B班 張琬喻 電腦簡報(實用級)  22 

國企系1B班 林姿瑗 電腦簡報(實用級)  23 

國企系1B班 張鈞涵 電腦簡報(實用級)  24 

國企系1B班 沈珮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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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7 教室名稱：L20202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10:3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國企系1B班 楊淨雯 電腦簡報(實用級)  26 

國企系1B班 張慈 電腦簡報(實用級)  27 

國企系2A班 陳昌佑 電腦簡報(實用級)  28 

國企系1B班 詹政軒 電腦簡報(實用級)  29 

國企系1B班 吳睿騏 電腦簡報(實用級)  30 

國企系1B班 張郡倫 電腦簡報(實用級)  31 

國企系1B班 徐嘉貞 電腦簡報(實用級)  32 

國企系1B班 陳亭瑜 電腦簡報(實用級)  33 

國企系1B班 陳永潔 電腦簡報(實用級)  34 

國企系1B班 張筑閔 電腦簡報(實用級)  35 

國企系1B班 沈姿嫻 電腦簡報(實用級)  36 

國企系1B班 陳咏澤 電腦簡報(實用級)  37 

醫管系(所)1A班 黃莉婷 電腦簡報(實用級)  38 

國企系1B班 葉純嫣 電腦簡報(實用級)  39 

國企系1B班 陳欣愉 電腦簡報(實用級)  40 

國企系1B班 郭柏佑 電腦簡報(實用級)  41 

國企系1B班 葉美蓮 電腦簡報(實用級)  42 

國企系1B班 武廷君 電腦簡報(實用級)  43 

國企系1B班 王靖喬 電腦簡報(實用級)  44 

國企系1B班 郭雅甄 電腦簡報(實用級)  45 

教務處 柯美荷 電腦簡報(實用級)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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