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義守大學觀光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9/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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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廚藝三 黃思涵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1 

餐旅四 王伯凱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2 

廚藝四 孔維仁 文書處理(實用級)  3 

廚藝四 陳永航 文書處理(實用級)  4 

廚藝四 鄧樂暄 文書處理(實用級)  5 

廚藝五 薛翔聲 文書處理(實用級)  6 

休閒三 蘇裕仁 文書處理(實用級)  7 

會計六 王威潾 文書處理(實用級)  8 

大傳四 蔡明翰 文書處理(實用級)  9 

休閒三 何俊麒 文書處理(實用級)  10 

廚藝五 吳承洋 文書處理(實用級)  11 

休閒四 李欣 文書處理(實用級)  12 

觀光四 余承翰 文書處理(實用級)  13 

大傳四 邱筱玲 文書處理(實用級)  14 

觀光四 應宜軒 文書處理(實用級)  15 

休閒四 周均如 文書處理(實用級)  16 

休閒四 王雅靖 文書處理(實用級)  17 

觀光四 王治堯 文書處理(實用級)  18 

休閒四 鍾凱名 文書處理(實用級)  19 

觀光四 張芳慈 文書處理(實用級)  20 

休閒四 鄒昉 文書處理(實用級)  21 

觀光四 黃彥玲 文書處理(實用級)  22 

觀光四 謝明宏 文書處理(實用級)  23 

觀光四 蔡亞凌 文書處理(實用級)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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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日期：2019/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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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光四 王雙雙 文書處理(實用級)  25 

大傳四 莊于瑩 文書處理(實用級)  26 

觀光四 林冠瑀 文書處理(實用級)  27 

大傳四 林秉毅 文書處理(實用級)  28 

觀光四 李冠德 文書處理(實用級)  29 

觀光五 吳悅戎 文書處理(實用級)  30 

觀光四 高筠婷 文書處理(實用級)  31 

廚藝四 黃偉傑 文書處理(實用級)  32 

觀光四 吉田朱里 文書處理(實用級)  33 

觀光四 林美里 文書處理(實用級)  34 

廚藝五 黃冠誌 文書處理(實用級)  35 

休閒四 楊翊瑄 文書處理(實用級)  36 

觀光四 游雅婷 文書處理(實用級)  37 

觀光四 宋旻瑀 文書處理(實用級)  38 

休閒四 郭書伶 文書處理(實用級)  39 

休閒四 李嘉屏 文書處理(實用級)  40 

休閒四 前田朋美 文書處理(實用級)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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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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25 教室名稱：50910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18:2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大傳四 黃歆惠 電腦簡報(實用級)  1 

觀光四 顏美可 電腦簡報(實用級)  2 

大傳四 霍建衛 電腦簡報(實用級)  3 

大傳系 葉靜怡 電腦簡報(實用級)  4 

觀光四 翁碩鴻 電腦簡報(實用級)  5 

廚藝五 薛翔聲 電腦簡報(實用級)  6 

大傳三 程冠廷 電腦簡報(實用級)  7 

觀光四 許筑晴 電腦簡報(實用級)  8 

大傳四 甯偉誠 電腦簡報(實用級)  9 

大傳四 黃仕侑 電腦簡報(實用級)  10 

大傳四 崔秀禎 電腦簡報(實用級)  11 

觀光四 林詩琪 電腦簡報(實用級)  12 

大傳四 張舜威 電腦簡報(實用級)  13 

休閒四 陳詩樺 電腦簡報(實用級)  14 

觀光二 中村佳子 電腦簡報(實用級)  15 

廚藝五 林保逸 電腦簡報(實用級)  16 

休閒四 郭翰倫 電腦簡報(實用級)  17 

廚藝五 許舒雯 電腦簡報(實用級)  18 

廚藝五 林彥良 電腦簡報(實用級)  19 

廚藝五 陳怡如 電腦簡報(實用級)  20 

觀光四 李霈蓉 電腦簡報(實用級)  21 

觀光四 鄭琬儒 電腦簡報(實用級)  22 

觀光四 蔡政霖 電腦簡報(實用級)  23 

觀光四 黃致維 電腦簡報(實用級)  24 

觀光五 吳悅戎 電腦簡報(實用級)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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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日期：2019/11/25 教室名稱：50910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18:2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大傳四 郭珍怩 電腦簡報(實用級)  26 

廚藝六 蘇靖康 電腦簡報(實用級)  27 

觀光三 宮平航汰 電腦簡報(實用級)  28 

大傳四 洪鍶潔 電腦簡報(實用級)  29 

觀光四 岡田茉亞子 電腦簡報(實用級)  30 

觀光二 平山未悠 電腦簡報(實用級)  31 

觀光二 沼玲菜 電腦簡報(實用級)  32 

觀光二 玉那霸璃乃 電腦簡報(實用級)  33 

生科五 郭歡萱 電腦簡報(實用級)  34 

休閒四 邱鈺婷 電腦簡報(實用級)  35 

大傳三 郭珍妤 電腦簡報(實用級)  36 

觀光四 張淯慈 電腦簡報(實用級)  37 

大傳四 陳巧俞 電腦簡報(實用級)  38 

觀光四 松岡舞 電腦簡報(實用級)  39 

大傳四 薛臻 電腦簡報(實用級)  40 

廚藝五 陳澤鈞 電腦簡報(實用級)  41 

餐旅四 楊上民 電腦簡報(進階級)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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