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長榮大學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9/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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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企系1A班 洪梓珊 中文輸入  1 

第 1 頁 / 共 1 頁 



 

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長榮大學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9/04/27 教室名稱：L20201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09:4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國企系1A班 洪梓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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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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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班 李婉瑜 雲端技術及網路服務(專業級)  2 

國財商學程1A班 吳渝婷 電腦簡報(實用級)  3 

護理系3A班 許蓉恩 電腦簡報(實用級)  4 

醫管系4A班 翁碩宏 電腦簡報(實用級)  5 

翻譯系3B班 羅世康 電腦簡報(實用級)  6 

財金系3B班 吳心慈 電腦簡報(實用級)  7 

會資系1A班 郭亮妤 電腦簡報(實用級)  8 

醫管系(所)1A班 黃莉婷 電腦簡報(實用級)  9 

會資系1A班 李宜亭 電腦簡報(實用級)  10 

人力資源發展處 蘇春梅 電腦簡報(實用級)  11 

企管系4C班 曾沛綺 電腦簡報(進階級)  12 

企管系4A班 蔡孟甫 電腦簡報(進階級)  13 

企管系4A班 陳昱光 電腦簡報(進階級)  14 

企管系1B班 林怡慈 電腦簡報(進階級)  15 

企管系4B班 楊文銘 電腦簡報(進階級)  16 

企管系4A班 胡哲嘉 電腦簡報(進階級)  17 

企管系(所)1A班 林佳萱 電腦簡報(進階級)  18 

企管系4B班 姜宇豪 電腦簡報(進階級)  19 

企管系4C班 蔡于蓁 電腦簡報(進階級)  20 

企管系4A班 梁曜璿 電腦簡報(進階級)  21 

經管博碩班2A班 林婷婷 電腦簡報(進階級)  22 

財金系3A班 蘇渝涵 電腦簡報(進階級)  23 

企管系3A班 楊紫靈 電腦簡報(專業級)  24 

管理進修學程1C

班 

陳昱彣 文書處理(實用級)  25 

管理進修學程1D

班 

游思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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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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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人機學程1A班 梁智程 文書處理(實用級)  27 

資工系1A班 陳奕翰 文書處理(實用級)  28 

醫照學程2A班 張文馨 文書處理(實用級)  29 

資工系1A班 陳怡臻 文書處理(實用級)  30 

資工系1A班 林利恩 文書處理(實用級)  31 

資工系1A班 陳威廷 文書處理(實用級)  32 

資工系1A班 陳永清 文書處理(實用級)  33 

日語進修學程1A

班 

黃昱憲 文書處理(實用級)  34 

資工系1A班 羅芳銘 文書處理(實用級)  35 

資工系1A班 吳俊龍 文書處理(實用級)  36 

資工系1A班 周方涵 文書處理(實用級)  37 

資工系1A班 林淑惠 文書處理(實用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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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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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梓珊 文書處理(實用級)  1 

國財商學程1A班 吳渝婷 文書處理(實用級)  2 

企管系3A班 楊紫靈 文書處理(專業級)  3 

應哲系3A班 蔡晴芸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4 

醫管系3A班 古玉婷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5 

企管系4B班 彭淑慧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6 

醫管系3A班 謝佳真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7 

社工系(所)2A班 陳玫霖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8 

醫管系(所)2A班 謝忠博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9 

護理系(所)1B班 黃毓婷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10 

營養系2A班 葉茹敏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11 

醫管系(所)2A班 林德佳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12 

企管系4C班 林奕嫺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13 

財金系1B班 王彥博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14 

財金系1B班 王彩纁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15 

企管系4B班 楊文銘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16 

財金系1B班 魏珈伶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17 

財金系1B班 王采澐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18 

財金系1B班 梁晏瑜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19 

財金系1B班 潘墨昂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20 

財金系1B班 吳思璇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21 

財金系1A班 李沛嬑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22 

財金系1A班 陳姵岓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23 

財金系1B班 李政憲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24 

財金系1B班 許軒誠 電子試算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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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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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金系3A班 蘇渝涵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26 

財金系1B班 劉叡瑄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27 

財金系1B班 黃珮涵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28 

財金系1B班 許佳文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29 

財金系1B班 張淑茵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30 

財金系1B班 蔡和原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31 

財金系1B班 鍾博丞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32 

財金系1B班 林宸毅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33 

財金系1B班 陳盈妤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34 

財金系1A班 李思妤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35 

財金系1B班 方子軒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36 

財金系1B班 程禕毅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37 

財金系1B班 羅俊凱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38 

財金系1B班 葉珍鳳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39 

企管系4C班 李婉瑜 電子商務概論(專業級)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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