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義守大學觀光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20/10/28 教室名稱：50910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13:3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影視五 葉格吾 文書處理(實用級)  1 

餐旅四 李善珍 文書處理(實用級)  2 

廚藝五 涂凱靖 文書處理(實用級)  3 

廚藝五 蔡承忠 文書處理(實用級)  4 

休閒四 何俊麒 文書處理(實用級)  5 

休閒四 許程豪 文書處理(實用級)  6 

觀光二 康淳凱 文書處理(實用級)  7 

大傳四 何珮寧 文書處理(實用級)  8 

觀光四 簡均嫀 文書處理(實用級)  9 

餐旅四 楊承翔 文書處理(實用級)  10 

廚藝五 高韻宇 文書處理(實用級)  11 

觀光四 張哲惟 文書處理(實用級)  12 

觀光四 陳曉柔 文書處理(實用級)  13 

餐旅四 李晴 文書處理(實用級)  14 

廚藝四 王資勻 文書處理(實用級)  15 

休閒四 黃致瑋 文書處理(實用級)  16 

廚藝二 丁珮文 文書處理(實用級)  17 

觀光四 城間鈴華 文書處理(實用級)  18 

觀光二 照屋真希 文書處理(實用級)  19 

休閒四 邱俊棊 文書處理(實用級)  20 

餐旅四 許鎬顗 文書處理(實用級)  21 

餐旅四 李筱琁 文書處理(實用級)  22 

餐旅四 張雅淇 文書處理(實用級)  23 

廚藝二 蔡婉姿 文書處理(實用級)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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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日期：2020/10/28 教室名稱：50910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13:3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廚藝四 古宇琛 文書處理(實用級)  25 

廚藝四 李鼎宏 文書處理(實用級)  26 

餐旅四 黃泓瑋 文書處理(實用級)  27 

資工四 莊雲捷 文書處理(實用級)  28 

餐旅四 龍柏靜 文書處理(實用級)  29 

休閒四 楊硯傑 文書處理(實用級)  30 

廚藝四 陳永航 文書處理(實用級)  31 

廚藝四 陳進全 文書處理(實用級)  32 

餐旅四 李嘉倩 文書處理(實用級)  33 

休閒四 菅原惠乃果 文書處理(實用級)  34 

餐旅四 石容嫣 文書處理(實用級)  35 

觀光二 小丹枝明穗 文書處理(實用級)  36 

觀光五 劉哲語 文書處理(實用級)  37 

觀光四 鍾宜靜 文書處理(實用級)  38 

觀光五 巫米嘎里督外 文書處理(實用級)  39 

觀光四 稻葉百花 文書處理(實用級)  40 

觀光六 李健聰 文書處理(實用級)  41 

廚藝四 趙子豪 文書處理(實用級)  42 

廚藝五 陳芷娸 文書處理(實用級)  43 

影視三 劉家華 文書處理(專業級)  44 

休閒四 田中美帆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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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觀光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20/10/28 教室名稱：50910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14:4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廚藝四 賈心湉 電腦簡報(實用級)  1 

觀光二 楊樂謙 電腦簡報(實用級)  2 

廚藝六 薛翔聲 電腦簡報(實用級)  3 

大傳四 王鵬祖 電腦簡報(實用級)  4 

廚藝五 蔡承忠 電腦簡報(實用級)  5 

大傳四 邱致瑋 電腦簡報(實用級)  6 

廚藝四 李健榮 電腦簡報(實用級)  7 

觀光二 康淳凱 電腦簡報(實用級)  8 

廚藝四 王郁葶 電腦簡報(實用級)  9 

觀光四 高恩棋 電腦簡報(實用級)  10 

廚藝三 潘政杰 電腦簡報(實用級)  11 

影視四 王偲妤 電腦簡報(實用級)  12 

觀光四 林芮竹 電腦簡報(實用級)  13 

休閒三 陳湘函 電腦簡報(實用級)  14 

廚藝五 鄧卓然 電腦簡報(實用級)  15 

觀光四 劉建亨 電腦簡報(實用級)  16 

廚藝四 傅亮慈 電腦簡報(實用級)  17 

廚藝五 彭愷澄 電腦簡報(實用級)  18 

廚藝四 王資勻 電腦簡報(實用級)  19 

觀光四 謝汶金 電腦簡報(實用級)  20 

大傳四 張立鵬 電腦簡報(實用級)  21 

大傳四 蔡旻燁 電腦簡報(實用級)  22 

大傳四 許芳綺 電腦簡報(實用級)  23 

廚藝四 李鼎宏 電腦簡報(實用級)  24 

廚藝四 方瑞忠 電腦簡報(實用級)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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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日期：2020/10/28 教室名稱：50910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14:4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廚藝四 吳秉融 電腦簡報(實用級)  26 

資工四 莊雲捷 電腦簡報(實用級)  27 

大傳四 王兆民 電腦簡報(實用級)  28 

廚藝四 陳泓翔 電腦簡報(實用級)  29 

大傳五 盧怡妡 電腦簡報(實用級)  30 

廚藝四 張勝凱 電腦簡報(實用級)  31 

觀光四 蘇開維 電腦簡報(實用級)  32 

廚藝四 西原涼伽 電腦簡報(實用級)  33 

廚藝五 施名謙 電腦簡報(實用級)  34 

餐旅四 何雨薇 電腦簡報(進階級)  35 

餐旅四 黃泳珩 電腦簡報(進階級)  36 

餐旅四 劉國銘 電腦簡報(進階級)  37 

餐旅四 黃偉宏 電腦簡報(進階級)  38 

餐旅四 黃泓瑋 電腦簡報(進階級)  39 

餐旅四 伍詠欣 電腦簡報(進階級)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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