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義守大學觀光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9/05/29 教室名稱：50910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17:3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大傳四 蕭綺晴 電腦簡報(實用級)  1 

大傳三 陳嘉琪 電腦簡報(實用級)  2 

大傳三 劉靜琳 電腦簡報(實用級)  3 

大傳三 黃嘉彤 電腦簡報(實用級)  4 

大傳三 彭思濘 電腦簡報(實用級)  5 

大傳三 盧瑋盛 電腦簡報(實用級)  6 

觀光一 白芯怡 電腦簡報(實用級)  7 

餐旅二 李善珍 電腦簡報(實用級)  8 

餐旅一 曾瓊慧 電腦簡報(實用級)  9 

觀光一 林詩芹 電腦簡報(實用級)  10 

觀光五 駱偉豪 電腦簡報(實用級)  11 

廚藝四 陳治穎 電腦簡報(實用級)  12 

觀光四 林聖傑 電腦簡報(實用級)  13 

餐旅五 劉姿君 電腦簡報(實用級)  14 

大傳四 蕭雅云 電腦簡報(實用級)  15 

商設四 林渙元 電腦簡報(實用級)  16 

商社五 林昭廷 電腦簡報(實用級)  17 

觀光四 邱郁雯 電腦簡報(實用級)  18 

觀光一 吳冠盈 電腦簡報(實用級)  19 

觀光一 蔡易蓁 電腦簡報(實用級)  20 

大傳五 廖思傑 電腦簡報(實用級)  21 

觀光五 江恩亞 電腦簡報(實用級)  22 

大傳四 徐宜蓁 電腦簡報(實用級)  23 

廚藝四 應心慈 電腦簡報(實用級)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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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義守大學觀光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9/05/29 教室名稱：50910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17:3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觀光一 羅韵晴 電腦簡報(實用級)  25 

商設四 黃楚涵 電腦簡報(實用級)  26 

廚藝四 林保逸 電腦簡報(實用級)  27 

大傳四 張玉涵 電腦簡報(實用級)  28 

廚藝四 林仕永 電腦簡報(實用級)  29 

廚藝四 陳怡如 電腦簡報(實用級)  30 

觀光二 黃筠茹 電腦簡報(實用級)  31 

觀光一 賴怡如 電腦簡報(實用級)  32 

觀光五 黃家豪 電腦簡報(實用級)  33 

觀光二 姜廷儒 電腦簡報(實用級)  34 

廚藝五 葉芳妤 電腦簡報(實用級)  35 

廚藝五 蘇靖康 電腦簡報(實用級)  36 

大傳三 顏正晴 電腦簡報(實用級)  37 

觀光五 莊立程 電腦簡報(實用級)  38 

廚藝四 余建德 電腦簡報(實用級)  39 

廚藝四 黃冠誌 電腦簡報(實用級)  40 

廚藝四 陳品文 電腦簡報(實用級)  41 

大傳四 林于穠 電腦簡報(實用級)  42 

大傳四 黃品嘉 電腦簡報(實用級)  43 

觀光三 宋旻瑀 電腦簡報(實用級)  44 

觀光一 劉哲吟 電腦簡報(實用級)  45 

觀光一 蘇韋慈 電腦簡報(實用級)  46 

廚藝四 連晏慶 電腦簡報(實用級)  47 

廚藝四 邱佳威 電腦簡報(實用級)  48 

廚藝五 李昊軒 電腦簡報(實用級)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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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廚藝四 陳澤鈞 電腦簡報(實用級)  50 

餐旅三 林佑軒 電腦簡報(進階級)  51 

餐旅三 張展逸 電腦簡報(進階級)  52 

餐旅三 楊柏浤 電腦簡報(進階級)  53 

餐旅四 梁嘉俊 文書處理(實用級)  54 

財金四 胡洋 文書處理(進階級)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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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觀光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9/05/29 教室名稱：50910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18:4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廚藝四 林佳宏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1 

厨藝一 李嘉恩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2 

餐旅四 鄭沐嫺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3 

餐旅四 梁嘉俊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4 

財金四 胡洋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5 

廚藝一 歐陽海琳 文書處理(實用級)  6 

廚藝五 何秉謙 文書處理(實用級)  7 

影視四 劉紹衡 文書處理(實用級)  8 

廚藝三 連晉偉 文書處理(實用級)  9 

大傳六 葉佳俊 文書處理(實用級)  10 

會計六 王威潾 文書處理(實用級)  11 

觀光三 鄭岱群 文書處理(實用級)  12 

廚藝四 郭家成 文書處理(實用級)  13 

觀光四 林聖傑 文書處理(實用級)  14 

會計四 黃家韋 文書處理(實用級)  15 

影視五 張麒穰 文書處理(實用級)  16 

餐旅五 劉姿君 文書處理(實用級)  17 

廚藝三 蔡中盈 文書處理(實用級)  18 

廚藝一 李麗暉 文書處理(實用級)  19 

觀光四 邱郁雯 文書處理(實用級)  20 

廚藝一 鄭金鸞 文書處理(實用級)  21 

廚藝一 蔡逸華 文書處理(實用級)  22 

休閒四 張航 文書處理(實用級)  23 

廚藝四 應心慈 文書處理(實用級)  24 

觀光四 王哲軒 文書處理(實用級)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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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觀光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9/05/29 教室名稱：50910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18:4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觀光四 李淳愉 文書處理(實用級)  26 

觀光四 鄭旭剛 文書處理(實用級)  27 

廚藝五 蔡承諺 文書處理(實用級)  28 

影視四 吳采儒 文書處理(實用級)  29 

觀光四 陳秝穎 文書處理(實用級)  30 

休閒三 陳沛蓁 文書處理(實用級)  31 

休閒三 楊景茵 文書處理(實用級)  32 

觀光五 黃家豪 文書處理(實用級)  33 

廚藝三 黃仲興 文書處理(實用級)  34 

廚藝四 吳靖翔 文書處理(實用級)  35 

休閒一 陳聖彬 文書處理(實用級)  36 

廚藝五 吳季穎 文書處理(實用級)  37 

廚藝三 鄧樂暄 文書處理(實用級)  38 

厨藝一 陳曉月 文書處理(實用級)  39 

觀光五 莊立程 文書處理(實用級)  40 

廚藝四 周瑞信 文書處理(實用級)  41 

廚藝四 黃冠誌 文書處理(實用級)  42 

餐旅三 陳又慈 文書處理(實用級)  43 

廚藝一 王予恩 文書處理(實用級)  44 

餐旅三 楊惠雯 文書處理(實用級)  45 

觀光四 洪仲毅 文書處理(實用級)  46 

餐旅三 戴嘉萱 文書處理(實用級)  47 

廚藝四 陳澤鈞 文書處理(實用級)  48 

廚藝四 何詠施 文書處理(實用級)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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