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義守大學觀光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20/04/01 教室名稱：50910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10:3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觀光四 鄧大開 文書處理(實用級)  1 

觀光四 翁碩鴻 文書處理(實用級)  2 

餐旅四 楊卉蓁 文書處理(實用級)  3 

觀光一 王如靜 文書處理(實用級)  4 

觀光四 陳姿妤 文書處理(實用級)  5 

觀光一 李旻軒 文書處理(實用級)  6 

影視四 洪賢文 文書處理(實用級)  7 

觀光四 房易群 文書處理(實用級)  8 

餐旅四 張展逸 文書處理(實用級)  9 

廚藝四 楊東昇 文書處理(實用級)  10 

餐旅四 陳依孟 文書處理(實用級)  11 

通訊三 李采純 文書處理(實用級)  12 

廚藝三 洪珮淳 文書處理(實用級)  13 

休閒三 陳憲珊 文書處理(實用級)  14 

觀光四 曹函琳 文書處理(實用級)  15 

廚藝四 王禕琪 文書處理(實用級)  16 

餐旅四 楊上民 文書處理(實用級)  17 

廚藝三 潘政杰 文書處理(實用級)  18 

觀光二 吳冠盈 文書處理(實用級)  19 

觀光二 蔡易蓁 文書處理(實用級)  20 

觀光四 林詩琪 文書處理(實用級)  21 

觀光三 李竹軒 文書處理(實用級)  22 

休閒四 黃明慧 文書處理(實用級)  23 

廚藝三 羅奕程 文書處理(實用級)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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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觀光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20/04/01 教室名稱：50910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10:3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觀光一 郭羽嫻 文書處理(實用級)  25 

餐旅四 林奕瑜 文書處理(實用級)  26 

觀光一 陳妤瑄 文書處理(實用級)  27 

餐旅四 曾冠崴 文書處理(實用級)  28 

廚藝四 張育誠 文書處理(實用級)  29 

廚藝四 蔡鋕霖 文書處理(實用級)  30 

廚藝三 吳秉融 文書處理(實用級)  31 

觀光四 張雅涵 文書處理(實用級)  32 

餐旅四 吳佩萱 文書處理(實用級)  33 

餐旅四 曾崇桓 文書處理(實用級)  34 

觀光四 蔡政霖 文書處理(實用級)  35 

觀光三 姜廷儒 文書處理(實用級)  36 

廚藝四 胡芝瑜 文書處理(實用級)  37 

餐旅四 江愛愛 文書處理(實用級)  38 

觀光四 花俊鎮 文書處理(實用級)  39 

餐旅四 施松泯 文書處理(實用級)  40 

餐旅四 徐婍筑 文書處理(實用級)  41 

餐旅四 陳俐均 文書處理(實用級)  42 

餐旅四 鄧婧淑 文書處理(實用級)  43 

觀光六 駱偉豪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44 

餐旅四 劉泓利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45 

廚藝二 鄭金鸞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46 

廚藝三 陳貫喆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47 

廚藝三 方瑞忠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48 

餐旅四 方証緯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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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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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餐旅四 洪智煒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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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觀光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20/04/01 教室名稱：50910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11:2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廚藝四 蔡沐岳 電腦簡報(實用級)  1 

廚藝四 孔維仁 電腦簡報(實用級)  2 

觀光四 鄧大開 電腦簡報(實用級)  3 

觀光四 陳姿妤 電腦簡報(實用級)  4 

廚藝四 蔡承忠 電腦簡報(實用級)  5 

廚藝四 林宇祥 電腦簡報(實用級)  6 

觀光四 房易群 電腦簡報(實用級)  7 

大傳四 甯偉誠 電腦簡報(實用級)  8 

觀光四 葉雨承 電腦簡報(實用級)  9 

廚藝四 林姵廷 電腦簡報(實用級)  10 

觀光三 陳岢鈺 電腦簡報(實用級)  11 

觀光四 李奕萱 電腦簡報(實用級)  12 

會計三 蔣佳珊 電腦簡報(實用級)  13 

會計三 夏苡瑄 電腦簡報(實用級)  14 

廚藝三 鄭鈞宜 電腦簡報(實用級)  15 

廚藝三 李孟軒 電腦簡報(實用級)  16 

大傳三 康以雯 電腦簡報(實用級)  17 

廚藝三 陳姿宇 電腦簡報(實用級)  18 

大傳三 洪心瑜 電腦簡報(實用級)  19 

會計三 孫芸萱 電腦簡報(實用級)  20 

廚藝四 羅子鈞 電腦簡報(實用級)  21 

影視六 蘇家樂 電腦簡報(實用級)  22 

廚藝三 黃瑞峰 電腦簡報(實用級)  23 

觀光一 林沂臻 電腦簡報(實用級)  24 

觀光一 張亦瑩 電腦簡報(實用級)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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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日期：2020/04/01 教室名稱：50910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11:2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休閒四 林昆逸 電腦簡報(實用級)  26 

大傳四 戴銘佐 電腦簡報(實用級)  27 

廚藝四 許嘉麟 電腦簡報(實用級)  28 

廚藝四 張育瑞 電腦簡報(實用級)  29 

觀光四 黃品鈞 電腦簡報(實用級)  30 

廚藝三 曾姿菱 電腦簡報(實用級)  31 

會計三 黃芷萱 電腦簡報(實用級)  32 

觀光一 柯采玲 電腦簡報(實用級)  33 

廚藝四 黃偉傑 電腦簡報(實用級)  34 

觀光四 花俊鎮 電腦簡報(實用級)  35 

大傳四 葉靜怡 電腦簡報(實用級)  36 

觀光四 林美里 電腦簡報(實用級)  37 

大傳四 黎瀅璣 電腦簡報(實用級)  38 

會計三 陳羿伶 電腦簡報(實用級)  39 

影視六 王志誠 電腦簡報(實用級)  40 

資管三 許哲瀚 電腦簡報(進階級)  41 

資管三 謝欣蓓 電腦簡報(進階級)  42 

餐旅四 楊上民 電腦簡報(進階級)  43 

資管三 許有淯 電腦簡報(進階級)  44 

餐旅四 呂哲宇 電腦簡報(進階級)  45 

餐旅四 劉丞祐 電腦簡報(進階級)  46 

餐旅四 曾崇桓 電腦簡報(進階級)  47 

餐旅四 黃嘉慶 電腦簡報(進階級)  48 

餐旅四 江愛愛 電腦簡報(進階級)  49 

資管三 李佳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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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4/01 教室名稱：50910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11:2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資管三 郭瑞逸 電腦簡報(進階級)  51 

餐旅三 莊侑靜 電腦簡報(進階級)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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