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長榮大學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9/01/05 教室名稱：L20201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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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金系1B班 吳思璇 中文輸入  2 

國企系4B班 高鈺芳 中文輸入  3 

財金系1B班 陳盈妤 中文輸入  4 

財金系1A班 李思妤 中文輸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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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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05 教室名稱：L20201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10:45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財金系1B班 吳思璇 英文輸入  1 

財金系1B班 葉珍鳳 英文輸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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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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05 教室名稱：L20201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09:3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創新應用系1A班 陳秉宏 文書處理(進階級)  6 

管理進修學程1C

班 

陳品佑 文書處理(進階級)  7 

財金系1B班 王彥博 文書處理(進階級)  8 

企管系4A班 李翊銘 文書處理(進階級)  9 

財金系1A班 楊紘泰 文書處理(進階級)  10 

財金系1A班 杜敏琪 文書處理(進階級)  11 

財金系1A班 林秋樺 文書處理(進階級)  12 

財金系1B班 溫祺濬 文書處理(進階級)  13 

財金系1A班 劉明承 文書處理(進階級)  14 

財金系1A班 王品閑 文書處理(進階級)  15 

財金系1A班 陳昀暄 文書處理(進階級)  16 

財金系1A班 金育賢 文書處理(進階級)  17 

財金系1B班 陳駿彥 文書處理(進階級)  18 

財金系1A班 張晉嘉 文書處理(進階級)  19 

財金系1B班 陳建瑋 文書處理(進階級)  20 

財金系1B班 蔡沛涵 文書處理(進階級)  21 

財金系1B班 魏珈伶 文書處理(進階級)  22 

經管博碩班2A班 許夢馨 文書處理(進階級)  23 

財金系1B班 張名亞 文書處理(進階級)  24 

財金系1A班 林琮羲 文書處理(進階級)  25 

財金系1B班 張晉源 文書處理(進階級)  26 

財金系1A班 姚家臻 文書處理(進階級)  27 

財金系1A班 陳鈺雯 文書處理(進階級)  28 

財金系1B班 梁晏瑜 文書處理(進階級)  29 

財金系1B班 鄭雅珊 文書處理(進階級)  30 

第 1 頁 / 共 3 頁 



 

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長榮大學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9/01/05 教室名稱：L20201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09:3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財金系1B班 潘墨昂 文書處理(進階級)  31 

財金系1A班 李沛嬑 文書處理(進階級)  32 

財金系1A班 陳姵岓 文書處理(進階級)  33 

財金系3B班 唐嘉祥 文書處理(進階級)  34 

財金系1B班 莊博勛 文書處理(進階級)  35 

財金系1B班 李政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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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班 許軒誠 文書處理(進階級)  38 

財金系1B班 施翔文 文書處理(進階級)  39 

企管系3A班 黃靖容 文書處理(進階級)  40 

財金系1A班 陳亭伃 文書處理(進階級)  41 

財金系1B班 黃珮涵 文書處理(進階級)  42 

財金系1B班 葉柔欣 文書處理(進階級)  43 

財金系1B班 張毓君 文書處理(進階級)  44 

財金系1B班 許佳文 文書處理(進階級)  45 

財金系1B班 張淑茵 文書處理(進階級)  46 

財金系1A班 王俐云 文書處理(進階級)  47 

財金系1B班 鍾博丞 文書處理(進階級)  48 

財金系1A班 黃郁洆 文書處理(進階級)  49 

財金系1B班 李怡蓉 文書處理(進階級)  50 

財金系1A班 陳思吟 文書處理(進階級)  51 

財金系1B班 方弈皓 文書處理(進階級)  52 

財金系1A班 陳世育 文書處理(進階級)  53 

財金系1B班 程禕毅 文書處理(進階級)  54 

財金系1B班 羅俊凱 文書處理(進階級)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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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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05 教室名稱：L20201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09:3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財金系1A班 趙宣菱 文書處理(進階級)  56 

財金系1A班 葉玉珍 文書處理(進階級)  57 

財金系1B班 葉冠霆 文書處理(進階級)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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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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05 教室名稱：L20202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09:3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企管系4C班 尤博凱 電腦簡報(進階級)  1 

企管系1B班 張楚旋 電腦簡報(進階級)  2 

企管系(所)1A班 陳品萱 電腦簡報(進階級)  3 

企管系(所)1A班 陳紫琪 電腦簡報(進階級)  4 

企管系(所)1A班 方友廷 電腦簡報(進階級)  5 

企管系(所)1A班 李亞浚 電腦簡報(進階級)  6 

企管系1B班 黃修邦 電腦簡報(進階級)  7 

企管系4A班 洪吟程 電腦簡報(進階級)  8 

企管系(所)1A班 葉玟慈 電腦簡報(進階級)  9 

企管系3A班 羅祖麒 電腦簡報(進階級)  10 

企管系1B班 魏綺萱 電腦簡報(進階級)  11 

企管系1B班 黃紅憫 電腦簡報(進階級)  12 

企管系4B班 張修瑀 電腦簡報(進階級)  13 

企管系(所)1A班 蔡宗興 電腦簡報(進階級)  14 

企管系(所)1A班 張雨媃 電腦簡報(進階級)  15 

國會展學程3A班 林晏如 電腦簡報(進階級)  16 

企管系1B班 莊欣蓓 電腦簡報(進階級)  17 

企管系1B班 李佩蓉 電腦簡報(進階級)  18 

企管系1B班 呂季眙 電腦簡報(進階級)  19 

企管系1B班 李蓓婷 電腦簡報(進階級)  20 

企管系(所)1A班 林竑蓁 電腦簡報(進階級)  21 

企管系1B班 林怡慈 電腦簡報(進階級)  22 

企管系(所)1A班 高晨豪 電腦簡報(進階級)  23 

企管系(所)1A班 林佳萱 電腦簡報(進階級)  24 

企管系(所)1A班 李孟璇 電腦簡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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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05 教室名稱：L20202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09:3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企管系(所)1A班 蔡康明 電腦簡報(進階級)  26 

企管系4C班 賴祐陞 電腦簡報(進階級)  27 

企管系4C班 李昀諴 電腦簡報(進階級)  28 

企管系(所)1A班 魏婷 電腦簡報(進階級)  29 

企管系(所)1A班 黃壬璿 電腦簡報(進階級)  30 

企管系4C班 蔡于蓁 電腦簡報(進階級)  31 

企管系(所)1A班 王子瑜 電腦簡報(進階級)  32 

企管系1B班 林姿含 電腦簡報(進階級)  33 

企管系3A班 陳婉榕 電腦簡報(進階級)  34 

企管系(所)1A班 張庭瑜 電腦簡報(進階級)  35 

企管系1B班 劉芳汝 電腦簡報(進階級)  36 

企管系1B班 侯沛瑩 電腦簡報(進階級)  37 

企管系4A班 蔡銘偉 電腦簡報(進階級)  38 

企管系4C班 李峻宇 電腦簡報(進階級)  39 

企管系4B班 卓原宇 電腦簡報(進階級)  40 

企管系4C班 葉盈呈 電腦簡報(進階級)  41 

企管系1B班 尚岳澟 電腦簡報(進階級)  42 

企管系1B班 薛仕展 電腦簡報(進階級)  43 

企管系1B班 黃晟維 電腦簡報(進階級)  44 

企管系1B班 郭雅婷 電腦簡報(進階級)  45 

企管系(所)1A班 陳靜萍 電腦簡報(進階級)  46 

企管系4A班 張峻明 電腦簡報(進階級)  47 

企管系(所)1A班 徐旭韋 電腦簡報(進階級)  48 

企管系4A班 力韋寧 電腦簡報(進階級)  49 

國會展學程3A班 林妍岑 電腦簡報(進階級)  50 

第 2 頁 / 共 3 頁 



 

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長榮大學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9/01/05 教室名稱：L20202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09:3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企管系4B班 任瑩禎 電腦簡報(進階級)  51 

企管系(所)1A班 林芊妤 電腦簡報(進階級)  52 

企管系4C班 鄭明傑 電腦簡報(進階級)  53 

創新應用系3A班 江采妮 電腦簡報(進階級)  54 

企管系(所)1A班 邱翊婷 電腦簡報(進階級)  55 

企管系(所)1A班 陳彥鴒 電腦簡報(進階級)  56 

企管系(所)1A班 方宇 電腦簡報(進階級)  57 

企管系(所)1A班 余兆虔 電腦簡報(進階級)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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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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05 教室名稱：L20201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10:45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企管系(所)2A班 楊博翔 資料庫管理系統(進階級)  3 

企管系3B班 謝子翔 資料庫管理系統(進階級)  4 

企管系2B班 吳貞儀 資料庫管理系統(進階級)  5 

企管系(所)2A班 杜怡靚 資料庫管理系統(進階級)  6 

企管系2B班 蔡宓亘 資料庫管理系統(進階級)  7 

企管系3B班 李亦梵 資料庫管理系統(進階級)  8 

企管系(所)2A班 謝宜真 資料庫管理系統(進階級)  9 

企管系3B班 鄭傑夫 資料庫管理系統(進階級)  10 

企管系(所)2A班 許呈善 資料庫管理系統(進階級)  11 

企管系(所)2A班 陳姿君 資料庫管理系統(進階級)  12 

企管系2B班 鄭伊恬 資料庫管理系統(進階級)  13 

企管系2B班 王崇守 資料庫管理系統(進階級)  14 

企管系(所)2A班 陶芷筠 資料庫管理系統(進階級)  15 

企管系2B班 詹欣穎 資料庫管理系統(進階級)  16 

企管系3B班 廖怡婷 資料庫管理系統(進階級)  17 

企管系(所)2A班 田偉辰 資料庫管理系統(進階級)  18 

企管系2B班 李翊瑄 資料庫管理系統(進階級)  19 

企管系4C班 許家豪 資料庫管理系統(進階級)  20 

企管系2B班 李美綺 資料庫管理系統(進階級)  21 

企管系2B班 吳懿婷 資料庫管理系統(進階級)  22 

企管系2B班 董欣怡 資料庫管理系統(進階級)  23 

企管系3B班 李閣翰 資料庫管理系統(進階級)  24 

企管系2B班 蔡名韋 資料庫管理系統(進階級)  25 

企管系2B班 羅郁翔 資料庫管理系統(進階級)  26 

企管系(所)2A班 陳瑩惠 資料庫管理系統(進階級)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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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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05 教室名稱：L20201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10:45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企管系(所)2A班 黃獻樟 資料庫管理系統(進階級)  28 

企管系2B班 李亭諭 資料庫管理系統(進階級)  29 

企管系(所)2A班 鄒念吟 資料庫管理系統(進階級)  30 

企管系2B班 劉明瀚 資料庫管理系統(進階級)  31 

企管系3B班 林立誠 資料庫管理系統(進階級)  32 

企管系(所)2A班 林語涵 資料庫管理系統(進階級)  33 

企管系3A班 張瀞芸 資料庫管理系統(進階級)  34 

企管系2B班 張簡盈杏 資料庫管理系統(進階級)  35 

企管系2B班 陳捷 資料庫管理系統(進階級)  36 

企管系2B班 李翊菁 資料庫管理系統(進階級)  37 

企管系3A班 張博昀 資料庫管理系統(進階級)  38 

企管系(所)2A班 鄭螢伶 資料庫管理系統(進階級)  39 

企管系(所)2A班 高儀庭 資料庫管理系統(進階級)  40 

企管系(所)2A班 黃義倫 資料庫管理系統(進階級)  41 

企管系2B班 林浩揚 資料庫管理系統(進階級)  42 

企管系4A班 伍志鵬 資料庫管理系統(進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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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05 教室名稱：L20202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10:45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科工系3A班 林延旻 電腦簡報(實用級)  1 

資管系4A班 林家立 電腦簡報(實用級)  2 

科工系3A班 葉立宇 電腦簡報(實用級)  3 

資管系4A班 洪尚毅 電腦簡報(實用級)  4 

翻譯系3A班 李霓 電腦簡報(實用級)  5 

營養系3A班 洪曉祈 電腦簡報(實用級)  6 

營養系3A班 王彥婷 電腦簡報(實用級)  7 

醫管系3A班 黃郁婷 電腦簡報(實用級)  8 

護理系(所)1B班 吳苡禎 電腦簡報(實用級)  9 

醫管系3A班 曾綿綿 電腦簡報(實用級)  10 

運技系3A班 劉倚秀 電腦簡報(實用級)  11 

科工系3A班 蔡兆威 電腦簡報(實用級)  12 

營養系3A班 陳佳汶 電腦簡報(實用級)  13 

護理系(所)1B班 黃毓婷 電腦簡報(實用級)  14 

東南亞學程2A班 蕭云瑄 電腦簡報(實用級)  15 

護理系(所)1B班 陳虹樺 電腦簡報(實用級)  16 

醫藥系2A班 舒恩德 電腦簡報(實用級)  17 

運技系4A班 顏志明 電腦簡報(實用級)  18 

國財商學程1A班 許云滎 電腦簡報(實用級)  19 

國財商學程1A班 許靖丹 電腦簡報(實用級)  20 

國企系4B班 高鈺芳 電腦簡報(實用級)  21 

大傳系1B班 趙伯溦 電腦簡報(實用級)  22 

國企系1A班 丘家綺 電腦簡報(實用級)  23 

營養系3A班 孫雯雯 電腦簡報(實用級)  24 

翻譯系4A班 周芷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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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05 教室名稱：L20202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10:45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護理系4A班 吳俐嫻 電腦簡報(實用級)  26 

人力資源發展處 蘇春梅 電腦簡報(實用級)  27 

護理系3B班 梁浩泉 電腦簡報(實用級)  28 

營養系3A班 張佩儀 電腦簡報(實用級)  29 

運技系4A班 陳宇珩 文書處理(實用級)  30 

運技系4A班 羅聿喆 文書處理(實用級)  31 

國企系1B班 張慈 文書處理(實用級)  32 

台灣文創學程4A

班 

解家瑜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33 

航管系3A班 陳怡文 電子試算表(專業級)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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