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義守大學觀光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20/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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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賈心湉 電腦簡報(實用級)  1 

廚藝六 薛翔聲 電腦簡報(實用級)  2 

廚藝四 鄭至宏 電腦簡報(實用級)  3 

休閒四 許程豪 電腦簡報(實用級)  4 

大傳四 江敏慈 電腦簡報(實用級)  5 

觀光四 潘映綾 電腦簡報(實用級)  6 

觀光四 宋嵐晴 電腦簡報(實用級)  7 

大傳四 吳樵誼 電腦簡報(實用級)  8 

影視四 王偲妤 電腦簡報(實用級)  9 

廚藝五 高韻宇 電腦簡報(實用級)  10 

休閒三 陳湘函 電腦簡報(實用級)  11 

影視二 林暄嫣 電腦簡報(實用級)  12 

大傳四 潘希童 電腦簡報(實用級)  13 

休閒四 黃致瑋 電腦簡報(實用級)  14 

觀光四 城間鈴華 電腦簡報(實用級)  15 

休閒四 邱俊棊 電腦簡報(實用級)  16 

休閒四 蔡昀真 電腦簡報(實用級)  17 

觀光二 蔡佩君 電腦簡報(實用級)  18 

大傳四 張簡光傑 電腦簡報(實用級)  19 

大傳四 莊舒婷 電腦簡報(實用級)  20 

大傳五 林琬喻 電腦簡報(實用級)  21 

觀光四 胡馨云 電腦簡報(實用級)  22 

大傳四 侯逸琦 電腦簡報(實用級)  23 

休閒四 謝宜倫 電腦簡報(實用級)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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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日期：2020/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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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傳四 孫子傑 電腦簡報(實用級)  25 

觀光二 王淑珊 電腦簡報(實用級)  26 

休閒四 陳俊文 電腦簡報(實用級)  27 

觀光四 楊瑾茹 電腦簡報(實用級)  28 

大傳四 蕭如湄 電腦簡報(實用級)  29 

大傳四 陳筱茹 電腦簡報(實用級)  30 

觀光二 莊涵琁 電腦簡報(實用級)  31 

觀光四 稻葉百花 電腦簡報(實用級)  32 

廚藝五 陳芷娸 電腦簡報(實用級)  33 

健管三 張沛家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34 

健管四 蔡宜娟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35 

健管四 黃琪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36 

廚藝五 彭愷澄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37 

廚藝四 陳吟佩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38 

健管四 陳玟臻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39 

健管四 呂韋蓉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40 

健管四 李宜晉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41 

健管四 張宜芳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42 

廚藝四 廖允暘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43 

健管四 吳元琪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44 

健管四 徐宛廷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45 

健管三 陳廷恩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46 

健管三 白顯瑋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47 

健管三 簡欣虹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48 

健管四 曾郁婷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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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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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健管四 馬郁晴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50 

健管四 林雅靖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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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觀光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20/11/25 教室名稱：50910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14:2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餐旅四 李寯天 電腦簡報(進階級)  1 

餐旅四 郭錦鴻 電腦簡報(進階級)  2 

廚藝四 蘇郁庭 電腦簡報(進階級)  3 

餐旅四 卓芷婷 電腦簡報(進階級)  4 

餐旅四 張婉瑜 電腦簡報(進階級)  5 

餐旅四 莊紓瑀 電腦簡報(進階級)  6 

餐旅四 王亭瓔 電腦簡報(進階級)  7 

餐旅四 張弘一 電腦簡報(進階級)  8 

餐旅四 張翔 電腦簡報(進階級)  9 

大傳四 吉瑩柔 文書處理(實用級)  10 

餐旅四 趙頌惠 文書處理(實用級)  11 

大傳四 江孟玟 文書處理(實用級)  12 

廚藝六 薛翔聲 文書處理(實用級)  13 

廚藝二 林子倫 文書處理(實用級)  14 

大傳四 吳品霓 文書處理(實用級)  15 

大傳六 蔡明樺 文書處理(實用級)  16 

廚藝五 吳亮穎 文書處理(實用級)  17 

廚藝四 鄭至宏 文書處理(實用級)  18 

廚藝五 曾克翰 文書處理(實用級)  19 

餐旅五 任彥名 文書處理(實用級)  20 

大傳四 洪伯融 文書處理(實用級)  21 

觀光四 潘映綾 文書處理(實用級)  22 

影視二 鄭伊庭 文書處理(實用級)  23 

觀光二 詹雅媚 文書處理(實用級)  24 

廚藝二 蔡宜順 文書處理(實用級)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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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日期：2020/11/25 教室名稱：50910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14:2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觀光四 林芮竹 文書處理(實用級)  26 

廚藝一 陳禹臻 文書處理(實用級)  27 

大傳五 黃顯晴 文書處理(實用級)  28 

影視二 薛婉淇 文書處理(實用級)  29 

觀光二 楊樂謙 文書處理(實用級)  30 

廚藝二 余紀霖 文書處理(實用級)  31 

廚藝四 陳吟佩 文書處理(實用級)  32 

廚藝二 羅于婕 文書處理(實用級)  33 

餐旅四 劉國銘 文書處理(實用級)  34 

觀光三 沼玲菜 文書處理(實用級)  35 

廚藝四 廖允暘 文書處理(實用級)  36 

觀光三 蔡錞慶 文書處理(實用級)  37 

廚藝四 吳秉融 文書處理(實用級)  38 

觀光三 蔡佳蓉 文書處理(實用級)  39 

觀光三 李宜家 文書處理(實用級)  40 

廚藝二 李岑蕙 文書處理(實用級)  41 

廚藝五 陳永航 文書處理(實用級)  42 

餐旅四 末澤由宇 文書處理(實用級)  43 

餐旅四 林家玲 文書處理(實用級)  44 

餐旅四 蔡瑋瑜 文書處理(實用級)  45 

觀光四 楊瑾茹 文書處理(實用級)  46 

觀光三 許雅棠 文書處理(實用級)  47 

觀光四 宮平航汰 文書處理(實用級)  48 

觀光六 李健聰 文書處理(實用級)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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