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義守大學觀光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9/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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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傳二 馬萍萍 電腦簡報(實用級)  1 

大傳二 陳金雲 電腦簡報(實用級)  2 

觀光四 翁佳維 文書處理(實用級)  3 

廚藝四 黃偉傑 文書處理(實用級)  4 

觀光四 顏美可 文書處理(實用級)  5 

廚藝四 孔維仁 文書處理(實用級)  6 

觀光六 郭祖航 文書處理(實用級)  7 

觀光四 陳宣百 文書處理(實用級)  8 

廚藝四 連晉偉 文書處理(實用級)  9 

廚藝四 涂凱靖 文書處理(實用級)  10 

廚藝五 薛翔聲 文書處理(實用級)  11 

餐旅三 蔡嘉峻 文書處理(實用級)  12 

廚藝四 鄭至宏 文書處理(實用級)  13 

廚藝四 林宗威 文書處理(實用級)  14 

餐旅四 陳柏儒 文書處理(實用級)  15 

廚藝四 楊東昇 文書處理(實用級)  16 

廚藝四 王禕琪 文書處理(實用級)  17 

廚藝三 梁紫婷 文書處理(實用級)  18 

觀光四 林詩琪 文書處理(實用級)  19 

餐旅三 宋宜勳 文書處理(實用級)  20 

餐旅三 陳奕丞 文書處理(實用級)  21 

廚藝四 陳詠彤 文書處理(實用級)  22 

廚藝五 王政學 文書處理(實用級)  23 

廚藝四 羅子鈞 文書處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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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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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廚藝四 施名謙 文書處理(實用級)  25 

大傳三 洪心瑜 文書處理(實用級)  26 

廚藝四 黃威堯 文書處理(實用級)  27 

廚藝四 古乙恩 文書處理(實用級)  28 

觀光四 王雅姍 文書處理(實用級)  29 

廚藝四 許智成 文書處理(實用級)  30 

生科四 何麗霞 文書處理(實用級)  31 

廚藝四 王哲偉 文書處理(實用級)  32 

餐旅四 曾冠崴 文書處理(實用級)  33 

大傳六 李以諾 文書處理(實用級)  34 

廚藝五 林保逸 文書處理(實用級)  35 

廚藝四 張育誠 文書處理(實用級)  36 

觀光四 李霈蓉 文書處理(實用級)  37 

餐旅三 曾心薇 文書處理(實用級)  38 

餐旅四 陳俊穎 文書處理(實用級)  39 

觀光四 黃致維 文書處理(實用級)  40 

觀光四 岡田茉亞子 文書處理(實用級)  41 

餐旅二 曾瓊慧 文書處理(實用級)  42 

廚藝二 林政廷 文書處理(實用級)  43 

廚藝四 李振家 文書處理(實用級)  44 

餐旅四 施松泯 文書處理(實用級)  45 

影視四 李蕙宇 文書處理(實用級)  46 

餐旅四 林力聿 文書處理(實用級)  47 

休閒四 前田朋美 文書處理(實用級)  48 

觀光四 松岡舞 文書處理(實用級)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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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廚藝四 黃紹傑 文書處理(實用級)  50 

休閒四 謝旻妤 文書處理(實用級)  51 

餐旅四 鄧婧淑 文書處理(實用級)  52 

廚藝三 潘自新 文書處理(實用級)  53 

廚藝三 趙子豪 文書處理(實用級)  54 

廚藝三 何嘉杰 文書處理(實用級)  55 

餐旅四 馬卓妍 文書處理(實用級)  56 

餐旅四 李卓玲 文書處理(實用級)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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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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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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廚藝三 關中崴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1 

休閒三 蘇裕仁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2 

觀光二 蔡易蓁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3 

廚藝三 傅亮慈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4 

廚藝三 羅海霖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5 

應日四 陳婷雅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6 

餐旅四 曾冠崴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7 

觀光四 花俊鎮 電腦簡報(實用級)  8 

廚藝四 鄧樂暄 電腦簡報(實用級)  9 

大傳四 谢淑 電腦簡報(實用級)  10 

廚藝五 薛翔聲 電腦簡報(實用級)  11 

廚藝四 吳亮穎 電腦簡報(實用級)  12 

廚藝五 吳承洋 電腦簡報(實用級)  13 

廚藝四 謝易庭 電腦簡報(實用級)  14 

生科六 李冠毅 電腦簡報(實用級)  15 

廚藝四 楊東昇 電腦簡報(實用級)  16 

廚藝四 林姵廷 電腦簡報(實用級)  17 

大傳四 邱筱玲 電腦簡報(實用級)  18 

大傳四 崔秀禎 電腦簡報(實用級)  19 

大傳三 康以雯 電腦簡報(實用級)  20 

廚藝四 許富喻 電腦簡報(實用級)  21 

廚藝四 楊念樺 電腦簡報(實用級)  22 

大傳四 張舜威 電腦簡報(實用級)  23 

廚藝四 高韻宇 電腦簡報(實用級)  24 

廚藝四 陳詠彤 電腦簡報(實用級)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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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觀光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9/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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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廚藝四 鄧卓然 電腦簡報(實用級)  26 

觀光四 屈洪宇 電腦簡報(實用級)  27 

廚藝四 陸家榮 電腦簡報(實用級)  28 

休閒四 王雅靖 電腦簡報(實用級)  29 

廚藝四 彭愷澄 電腦簡報(實用級)  30 

廚藝四 許智成 電腦簡報(實用級)  31 

廚藝四 鄭嘉慧 電腦簡報(實用級)  32 

觀光四 張芳慈 電腦簡報(實用級)  33 

廚藝四 何寬耘 電腦簡報(實用級)  34 

廚藝四 張育誠 電腦簡報(實用級)  35 

廚藝四 蔡鋕霖 電腦簡報(實用級)  36 

觀光四 江立凡 電腦簡報(實用級)  37 

休閒四 謝邵汶 電腦簡報(實用級)  38 

廚藝四 林應愷 電腦簡報(實用級)  39 

觀光四 田宗智 電腦簡報(實用級)  40 

觀光五 吳悅戎 電腦簡報(實用級)  41 

影視五 楊浩愉 電腦簡報(實用級)  42 

生科四 鄭名澔 電腦簡報(實用級)  43 

觀光四 林美里 電腦簡報(實用級)  44 

休閒四 邱鈺婷 電腦簡報(實用級)  45 

大傳四 陳巧俞 電腦簡報(實用級)  46 

廚藝四 林穎孝 電腦簡報(實用級)  47 

大傳四 陸園琪 電腦簡報(實用級)  48 

餐旅四 張展逸 電腦簡報(進階級)  49 

餐旅四 林郁婷 電腦簡報(進階級)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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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觀光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9/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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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旅四 尤子芸 電腦簡報(進階級)  51 

餐旅四 林桂笙 電腦簡報(進階級)  52 

餐旅四 呂哲宇 電腦簡報(進階級)  53 

餐旅五 黃聖硯 電腦簡報(進階級)  54 

餐旅五 陳偉傑 電腦簡報(進階級)  55 

餐旅四 阮氏紅 電腦簡報(進階級)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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