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中華大學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5/12/26 教室名稱：電腦教室四 考試時間：13:0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營管系三年甲班 蔣Ο立 電腦簡報(實用級)  1 

營管系三年甲班 張Ο豪 電腦簡報(實用級)  2 

外文系三年乙班 林Ο惠 電腦簡報(實用級)  3 

電機系二年甲班 劉Ο憲 電腦簡報(實用級)  4 

國企系三年甲班 呂Ο恩 電腦簡報(實用級)  5 

企管系三年甲班 王Ο翔 電腦簡報(實用級)  6 

土木系一年甲班 王Ο翔 電腦簡報(實用級)  7 

會展學系三年甲

班 

繆Ο融 電腦簡報(實用級)  8 

會展學系三年甲

班 

孔Ο濠 電腦簡報(實用級)  9 

光機電材一年甲

班 

徐Ο荃 電腦簡報(實用級)  10 

機械系一年甲班 李Ο哲 電腦簡報(實用級)  11 

土木系一年甲班 黃Ο德 電腦簡報(實用級)  12 

國企系三年甲班 陳Ο螢 電腦簡報(實用級)  13 

資工系三年甲班 胡Ο暉 電腦簡報(實用級)  14 

土木系一年甲班 林Ο輝 電腦簡報(實用級)  15 

土木系一年甲班 江Ο澤 電腦簡報(實用級)  16 

資工系一年甲班 林Ο賢 電腦簡報(實用級)  17 

土木系一年甲班 林Ο昕 電腦簡報(實用級)  18 

營管系三年甲班 李Ο弦 電腦簡報(實用級)  19 

營管系三年甲班 梁Ο曦 電腦簡報(實用級)  20 

資管系一年甲班 余Ο霖 電腦簡報(實用級)  21 

營管系三年甲班 宋Ο滄 電腦簡報(實用級)  22 

土木系一年甲班 簡Ο軒 電腦簡報(實用級)  23 

土木系一年甲班 李Ο銘 電腦簡報(實用級)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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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中華大學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5/12/26 教室名稱：電腦教室四 考試時間：13:0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建築系二年甲班 何Ο欣 電腦簡報(實用級)  25 

國企系三年甲班 陳Ο夆 電腦簡報(實用級)  26 

營管系三年甲班 戴Ο恭 電腦簡報(實用級)  27 

土木系三年甲班 陳Ο吉 電腦簡報(實用級)  28 

土木系一年甲班 曾Ο台 電腦簡報(實用級)  29 

建築系三年乙班 梁Ο芳 電腦簡報(實用級)  30 

國企系四年甲班 梁Ο涵 電腦簡報(實用級)  31 

建築系一年甲班 紀Ο劭 電腦簡報(實用級)  32 

土木系一年甲班 黃Ο曄 電腦簡報(實用級)  33 

資管系三年甲班 林Ο麒 電腦簡報(實用級)  34 

土木系一年甲班 趙Ο儒 電腦簡報(實用級)  35 

光機電材一年甲

班 

凃Ο誠 電腦簡報(實用級)  36 

國企系三年甲班 許Ο玉 電腦簡報(實用級)  37 

營管系三年甲班 曾Ο憲 電腦簡報(實用級)  38 

資管系二年乙班 陳Ο任 電腦簡報(實用級)  39 

國企系三年甲班 林Ο源 電腦簡報(實用級)  40 

建築系二年甲班 廖Ο均 電腦簡報(實用級)  41 

光機電材三年甲

班 

洪Ο琳 電腦簡報(實用級)  42 

國企系二年甲班 謝Ο皞 電腦簡報(實用級)  43 

資管系三年乙班 蔡Ο燁 電腦簡報(實用級)  44 

土木系一年甲班 劉Ο岱 電腦簡報(實用級)  45 

國企系三年甲班 邱Ο嵐 電腦簡報(實用級)  46 

國企系一年甲班 王Ο程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47 

土木系一年甲班 蔡Ο禧 電腦簡報(實用級)  48 

企管系 陳Ο筑 電腦簡報(實用級)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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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中華大學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5/12/26 教室名稱：電腦教室四 考試時間：13:0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科管系三年甲班 繆Ο瑀 電腦簡報(實用級)  50 

運管系一年甲班 鄭Ο翔 文書處理(實用級)  51 

會展學系一年甲

班 

莊Ο羽 文書處理(實用級)  52 

運管系一年甲班 黃Ο書 文書處理(實用級)  53 

工管系 劉Ο君 文書處理(實用級)  54 

資工系三年乙班 吳Ο甄 文書處理(實用級)  55 

資工系三年乙班 郭Ο宇 文書處理(實用級)  56 

資工系二年乙班 邱Ο臻 文書處理(實用級)  57 

外文系二年甲班 陳Ο佳 文書處理(專業級)  58 

外文系二年甲班 廖Ο萱 文書處理(專業級)  59 

國企系一年甲班 曾Ο芸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60 

國企系一年甲班 周Ο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61 

財管系一年乙班 黃Ο萱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62 

企管系一年乙班 汪Ο茜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63 

國企系一年甲班 陳Ο琪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64 

國企系一年甲班 蔡Ο庭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65 

企管系一年乙班 李Ο靜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66 

財管系一年乙班 董Ο萱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67 

國企系一年甲班 劉Ο萱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68 

企管系一年甲班 楊Ο宜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69 

外文系四年甲班 鄭Ο双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70 

資管系二年乙班 羅Ο祐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71 

科管系三年甲班 廖Ο婷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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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中華大學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5/12/26 教室名稱：電腦教室五 考試時間：13:0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電子系一年甲班 陳Ο璇 電腦簡報(實用級)  1 

建築系一年甲班 李Ο蓁 電腦簡報(實用級)  2 

資管系一年乙班 林Ο廷 電腦簡報(實用級)  3 

機械系一年甲班 許Ο瑋 電腦簡報(實用級)  4 

資管系一年甲班 陳Ο翔 電腦簡報(實用級)  5 

電子系一年甲班 陳Ο宇 電腦簡報(實用級)  6 

電子系一年甲班 陳Ο韋 電腦簡報(實用級)  7 

行管系一年甲班 吳Ο諭 電腦簡報(實用級)  8 

電子系一年甲班 張Ο翎 電腦簡報(實用級)  9 

建築系一年甲班 方Ο屏 電腦簡報(實用級)  10 

應日系一年乙班 林Ο廷 電腦簡報(實用級)  11 

工設系一年乙班 沈Ο媜 電腦簡報(實用級)  12 

應日系一年甲班 林Ο君 電腦簡報(實用級)  13 

電子系一年甲班 陳Ο妡 電腦簡報(實用級)  14 

電子系一年甲班 陳Ο弦 電腦簡報(實用級)  15 

工設系一年甲班 侯Ο軒 電腦簡報(實用級)  16 

工設系一年甲班 陳Ο帝 電腦簡報(實用級)  17 

機械系一年甲班 陳Ο瑋 電腦簡報(實用級)  18 

光機電材一年甲

班 

陳Ο 電腦簡報(實用級)  19 

工設系二年乙班 陳Ο年 電腦簡報(實用級)  20 

應日系一年乙班 潘Ο隆 電腦簡報(實用級)  21 

光機電材一年甲

班 

陳Ο銨 電腦簡報(實用級)  22 

工設系一年甲班 宋Ο翔 電腦簡報(實用級)  23 

工設系一年甲班 翁Ο賢 電腦簡報(實用級)  24 

營管系五年甲班 余Ο翰 電腦簡報(實用級)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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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中華大學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5/12/26 教室名稱：電腦教室五 考試時間：13:0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資工系四年甲班 蘇Ο弘 電腦簡報(實用級)  26 

應日系一年甲班 陶Ο均 電腦簡報(實用級)  27 

建築系一年甲班 蔡Ο錞 電腦簡報(實用級)  28 

應日系一年甲班 范Ο如 電腦簡報(實用級)  29 

電子系一年甲班 李Ο澐 電腦簡報(實用級)  30 

應日系一年甲班 鄭Ο雯 電腦簡報(實用級)  31 

應日系一年乙班 劉Ο彤 電腦簡報(實用級)  32 

應日系一年乙班 李Ο珊 電腦簡報(實用級)  33 

應日系一年甲班 姜Ο葳 電腦簡報(實用級)  34 

電子系一年甲班 楊Ο心 電腦簡報(實用級)  35 

應日系一年乙班 徐Ο晴 電腦簡報(實用級)  36 

應日系一年甲班 張Ο瑄 電腦簡報(實用級)  37 

應日系一年乙班 邱Ο襄 電腦簡報(實用級)  38 

工設系一年乙班 羅Ο文 電腦簡報(實用級)  39 

工設系一年乙班 溫Ο純 電腦簡報(實用級)  40 

電子系一年甲班 麥Ο杰 電腦簡報(實用級)  41 

應日系一年甲班 許Ο彬 電腦簡報(實用級)  42 

電子系一年甲班 龔Ο祥 電腦簡報(實用級)  43 

應日系一年乙班 李Ο庭 電腦簡報(實用級)  44 

工設系一年乙班 許Ο珈 電腦簡報(實用級)  45 

應日系一年乙班 曾Ο慧 電腦簡報(實用級)  46 

電子系一年甲班 蔡Ο傑 電腦簡報(實用級)  47 

應日系一年甲班 周Ο慧 電腦簡報(實用級)  48 

工設系二年乙班 范Ο容 電腦簡報(實用級)  49 

電子系一年甲班 黃Ο喬 電腦簡報(實用級)  50 

第 2 頁 / 共 3 頁 



 

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中華大學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5/12/26 教室名稱：電腦教室五 考試時間：13:0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工設系一年甲班 龔Ο琪 電腦簡報(實用級)  51 

機械系三年甲班 謝Ο揚 電腦簡報(實用級)  52 

電子系一年甲班 蘇Ο儒 電腦簡報(實用級)  53 

行管系一年甲班 林Ο辰 電腦簡報(實用級)  54 

應日系一年甲班 趙Ο葙 電腦簡報(實用級)  55 

應日系一年甲班 陳Ο心 電腦簡報(實用級)  56 

資管系一年乙班 林Ο良 電腦簡報(實用級)  57 

資管系一年乙班 倪Ο澤 電腦簡報(實用級)  58 

電子系一年甲班 張Ο棋 電腦簡報(實用級)  59 

會展學系一年甲

班 

許Ο珺 電腦簡報(實用級)  60 

應日系一年乙班 穆Ο伶 電腦簡報(實用級)  61 

應日系一年乙班 張Ο倢 電腦簡報(實用級)  62 

應日系一年乙班 邱Ο 電腦簡報(實用級)  63 

電子系一年甲班 黃Ο融 電腦簡報(實用級)  64 

電子系一年甲班 孫Ο謙 電腦簡報(實用級)  65 

行管系一年甲班 林Ο浲 電腦簡報(實用級)  66 

電子系一年甲班 陳Ο勳 電腦簡報(實用級)  67 

行管系一年甲班 張Ο瑄 電腦簡報(實用級)  68 

資管系一年乙班 溫Ο庭 電腦簡報(實用級)  69 

行管系一年甲班 江Ο臻 電腦簡報(實用級)  70 

電子系一年甲班 林Ο民 電腦簡報(實用級)  71 

行管系一年甲班 記Ο馨 電腦簡報(實用級)  72 

資管系一年乙班 鄭Ο緯 電腦簡報(實用級)  73 

行管系一年甲班 王Ο順 電腦簡報(實用級)  74 

工設系一年乙班 陳Ο安 電腦簡報(實用級)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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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中華大學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5/12/26 教室名稱：電腦教室八 考試時間：13:0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應日系一年乙班 于Ο蓓 電腦簡報(實用級)  1 

工設系一年乙班 陳Ο容 電腦簡報(實用級)  2 

工設系一年乙班 黃Ο荃 電腦簡報(實用級)  3 

建築系一年甲班 許Ο雯 電腦簡報(實用級)  4 

工設系一年甲班 邢Ο麟 電腦簡報(實用級)  5 

工設系一年乙班 呂Ο儀 電腦簡報(實用級)  6 

應日系一年甲班 賴Ο羽 電腦簡報(實用級)  7 

資管系一年乙班 簡Ο茹 電腦簡報(實用級)  8 

運管系一年甲班 陳Ο熙 電腦簡報(實用級)  9 

建築系一年甲班 鍾Ο樺 電腦簡報(實用級)  10 

行管系一年甲班 陳Ο安 電腦簡報(實用級)  11 

工設系一年乙班 王Ο婷 電腦簡報(實用級)  12 

建築系三年甲班 牟Ο慶 電腦簡報(實用級)  13 

電子系一年甲班 林Ο佑 電腦簡報(實用級)  14 

資管系一年乙班 施Ο欣 電腦簡報(實用級)  15 

應日系一年乙班 賴Ο愉 電腦簡報(實用級)  16 

應日系一年甲班 劉Ο玲 電腦簡報(實用級)  17 

應日系一年乙班 宋Ο萱 電腦簡報(實用級)  18 

電子系一年甲班 高Ο成 電腦簡報(實用級)  19 

資工系三年乙班 呂Ο翰 電腦簡報(實用級)  20 

會展學程四年甲

班 

張Ο棋 電腦簡報(實用級)  21 

應日系一年乙班 阮Ο軒 電腦簡報(實用級)  22 

資工系一年甲班 塗Ο安 電腦簡報(實用級)  23 

工設系一年甲班 江Ο書 電腦簡報(實用級)  24 

應日系一年乙班 林Ο瑜 電腦簡報(實用級)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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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中華大學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5/12/26 教室名稱：電腦教室八 考試時間：13:0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工設系一年甲班 張Ο程 電腦簡報(實用級)  26 

電子系一年甲班 洪Ο安 電腦簡報(實用級)  27 

資管系一年乙班 沈Ο良 電腦簡報(實用級)  28 

資管系一年乙班 董Ο軒 電腦簡報(實用級)  29 

建築系一年甲班 許Ο甫 電腦簡報(實用級)  30 

電子系一年甲班 楊Ο鴻 電腦簡報(實用級)  31 

機械系一年甲班 黃Ο淵 電腦簡報(實用級)  32 

營管系三年甲班 葉Ο岑 電腦簡報(實用級)  33 

工設系一年乙班 陳Ο安 電腦簡報(實用級)  34 

建築系一年甲班 宋Ο葦 電腦簡報(實用級)  35 

電子系一年甲班 李Ο靜 電腦簡報(實用級)  36 

電子系一年甲班 何Ο慈 電腦簡報(實用級)  37 

建築系一年甲班 陳Ο圻 電腦簡報(實用級)  38 

資工系四年甲班 王Ο凱 電腦簡報(實用級)  39 

電子系一年甲班 吳Ο勳 電腦簡報(實用級)  40 

工設系一年甲班 陳Ο淳 電腦簡報(實用級)  41 

電子系一年甲班 陳Ο翰 電腦簡報(實用級)  42 

電子系一年甲班 游Ο 電腦簡報(實用級)  43 

應日系二年乙班 施Ο呈 電腦簡報(實用級)  44 

光機電材一年甲

班 

葉Ο豪 電腦簡報(實用級)  45 

資管系一年乙班 伍Ο龍 電腦簡報(實用級)  46 

電子系一年甲班 莊Ο鈞 電腦簡報(實用級)  47 

應日系一年乙班 劉Ο冰 電腦簡報(實用級)  48 

光機電材一年甲

班 

馬Ο傑 電腦簡報(實用級)  49 

機械系一年甲班 彭Ο凱 電腦簡報(實用級)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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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中華大學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5/12/26 教室名稱：電腦教室八 考試時間：13:0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應日系一年甲班 楊Ο雯 電腦簡報(實用級)  51 

應日系一年甲班 李Ο凰 電腦簡報(實用級)  52 

資管系一年甲班 林Ο柔 電腦簡報(實用級)  53 

工設系一年甲班 許Ο云 電腦簡報(實用級)  54 

應日系一年甲班 林Ο萱 電腦簡報(實用級)  55 

行管系一年甲班 張Ο琳 電腦簡報(實用級)  56 

工設系一年甲班 陳Ο如 電腦簡報(實用級)  57 

應日系一年乙班 溫Ο萱 電腦簡報(實用級)  58 

應日系一年甲班 魏Ο羽 電腦簡報(實用級)  59 

電子系一年甲班 顏Ο松 電腦簡報(實用級)  60 

光機電材一年甲

班 

姚Ο廷 電腦簡報(實用級)  61 

機械系一年甲班 郭Ο豪 電腦簡報(實用級)  62 

工設系一年甲班 林Ο宜 電腦簡報(實用級)  63 

工設系二年乙班 洪Ο秀 電腦簡報(實用級)  64 

企管系一年甲班 詹Ο諺 電腦簡報(進階級)  65 

外文系二年乙班 王Ο齡 文書處理(專業級)  66 

外文系二年甲班 陳Ο如 文書處理(專業級)  67 

外文系二年甲班 吳Ο辛 文書處理(專業級)  68 

外文系二年乙班 陳Ο羽 文書處理(專業級)  69 

外文系二年乙班 張Ο 文書處理(專業級)  70 

外文系二年甲班 譚Ο玲 文書處理(專業級)  71 

外文系三年甲班 張Ο順 文書處理(專業級)  72 

外文系二年甲班 陳Ο平 文書處理(專業級)  73 

外文系二年乙班 陳Ο臻 文書處理(專業級)  74 

外文系二年甲班 蘇Ο茜 文書處理(專業級)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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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中華大學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5/12/26 教室名稱：電腦教室八 考試時間：13:0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外文系二年甲班 鍾Ο庭 文書處理(專業級)  76 

外文系二年乙班 黃Ο緹 文書處理(專業級)  77 

外文系二年乙班 張Ο蒂 文書處理(專業級)  78 

外文系二年乙班 謝Ο曇 文書處理(專業級)  79 

外文系二年乙班 徐Ο茹 文書處理(專業級)  80 

外文系二年甲班 陳Ο云 文書處理(專業級)  81 

外文系二年甲班 洪Ο聖 文書處理(專業級)  82 

外文系二年甲班 柯Ο臆 文書處理(專業級)  83 

外文系二年乙班 張Ο庭 文書處理(專業級)  84 

外文系二年乙班 張Ο慈 文書處理(專業級)  85 

外文系二年乙班 蕭Ο雅 文書處理(專業級)  86 

外文系四年甲班 莊Ο宇 文書處理(專業級)  87 

外文系二年甲班 顏Ο倢 文書處理(專業級)  88 

外文系二年甲班 蘇Ο瑄 文書處理(專業級)  89 

外文系二年甲班 徐Ο 文書處理(專業級)  90 

外文系二年甲班 張Ο筠 文書處理(專業級)  91 

外文系二年乙班 李Ο萱 文書處理(專業級)  92 

外文系二年甲班 龔Ο柔 文書處理(專業級)  93 

外文系二年乙班 吳Ο真 文書處理(專業級)  94 

外文系二年甲班 王Ο傑 文書處理(專業級)  95 

外文系二年乙班 林Ο妤 文書處理(專業級)  96 

外文系二年乙班 張Ο慈 文書處理(專業級)  97 

外文系二年乙班 张Ο 文書處理(專業級)  98 

營管系三年甲班 曹Ο霖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99 

營管系三年甲班 蔡Ο傑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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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中華大學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5/12/26 教室名稱：電腦教室四 考試時間：14:3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光機電材一年甲

班 

徐Ο荃 文書處理(實用級)  1 

土木系三年甲班 陳Ο吉 文書處理(實用級)  2 

光機電材一年甲

班 

凃Ο誠 文書處理(實用級)  3 

國企系一年甲班 許Ο睿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4 

企管系一年甲班 林Ο鴻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5 

財管系一年乙班 洪Ο邦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6 

企管系一年乙班 洪Ο軒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7 

企管系一年乙班 林Ο穎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8 

企管系一年甲班 傅Ο榆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9 

企管系一年乙班 吳Ο萱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10 

企管系一年乙班 謝Ο凌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11 

國企系一年甲班 郭Ο曜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12 

企管系一年乙班 李Ο瑄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13 

企管系一年乙班 鄭Ο婷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14 

企管系一年甲班 陳Ο芸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15 

國企系一年甲班 陳Ο妤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16 

國企系一年甲班 吳Ο綺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17 

企管系一年乙班 陳Ο燊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18 

企管系一年甲班 蕭Ο元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19 

企管系二年甲班 吳Ο芮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20 

企管系一年甲班 毛Ο仁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21 

財管系一年乙班 施Ο妏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22 

企管系一年乙班 邱Ο欣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23 

企管系一年甲班 李Ο芳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24 

財管系一年乙班 黃Ο華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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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中華大學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5/12/26 教室名稱：電腦教室四 考試時間：14:3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企管系一年甲班 林Ο哲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26 

財管系一年乙班 邵Ο豪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27 

國企系一年甲班 鄧Ο美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28 

國企系一年甲班 郭Ο萱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29 

企管系一年乙班 丁Ο芸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30 

國企系一年甲班 黃Ο儒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31 

企管系一年乙班 林Ο卉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32 

企管系一年乙班 李Ο穎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33 

企管系一年甲班 范Ο芬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34 

企管系一年甲班 周Ο妤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35 

國企系一年甲班 張Ο婷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36 

國企系一年甲班 陳Ο晴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37 

國企系一年甲班 宋Ο霓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38 

企管系一年甲班 許Ο倫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39 

企管系一年乙班 張Ο螢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40 

企管系一年甲班 張Ο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41 

財管系一年乙班 陳Ο誌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42 

國企系一年甲班 蔣Ο瑀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43 

國企系一年甲班 賴Ο如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44 

企管系一年乙班 林Ο吟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45 

企管系一年甲班 黃Ο瑋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46 

企管系一年甲班 蕭Ο銨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47 

企管系一年乙班 蕭Ο心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48 

企管系一年乙班 吳Ο英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49 

財管系一年乙班 朱Ο竫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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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中華大學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5/12/26 教室名稱：電腦教室四 考試時間：14:3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企管系一年乙班 唐Ο庭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51 

國企系一年甲班 陳Ο安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52 

企管系一年甲班 何Ο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53 

財管系一年乙班 魏Ο瑀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54 

國企系一年甲班 陳Ο祐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55 

企管系一年甲班 劉Ο文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56 

企管系一年甲班 楊Ο宗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57 

財管系一年乙班 趙Ο成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58 

企管系一年乙班 羅Ο涵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59 

國企系一年甲班 彭Ο玲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60 

國企系一年甲班 鄭Ο蓉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61 

企管系一年乙班 廖Ο如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62 

國企系一年甲班 謝Ο嬅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63 

企管系一年甲班 廖Ο倢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64 

財管系一年甲班 王Ο翔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65 

國企系一年甲班 廖Ο富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66 

企管系一年甲班 李Ο嬅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67 

企管系一年乙班 張Ο棋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68 

企管系一年甲班 徐Ο媜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69 

財管系一年乙班 林Ο易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70 

企管系一年甲班 鍾Ο祥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71 

企管系一年甲班 徐Ο柔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72 

企管系一年甲班 黃Ο宸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73 

國企系一年甲班 廖Ο晴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74 

財管系一年乙班 楊Ο宇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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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中華大學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5/12/26 教室名稱：電腦教室五 考試時間：14:3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行管系一年甲班 邱Ο允 電腦簡報(實用級)  1 

工設系一年甲班 留Ο傑 電腦簡報(實用級)  2 

資管系一年乙班 徐Ο祐 電腦簡報(實用級)  3 

工設系一年甲班 陳Ο濂 電腦簡報(實用級)  4 

資工系一年乙班 李Ο翔 電腦簡報(實用級)  5 

工設系一年乙班 蔡Ο宇 電腦簡報(實用級)  6 

電子系一年甲班 林Ο鈞 電腦簡報(實用級)  7 

資管系一年甲班 陳Ο安 電腦簡報(實用級)  8 

電子系一年甲班 古Ο郎 電腦簡報(實用級)  9 

資管系一年乙班 許Ο翔 電腦簡報(實用級)  10 

應日系一年甲班 賴Ο羽 電腦簡報(實用級)  11 

電子系一年甲班 許Ο翔 電腦簡報(實用級)  12 

資管系一年乙班 葉Ο 電腦簡報(實用級)  13 

電子系一年甲班 李Ο翔 電腦簡報(實用級)  14 

電子系一年甲班 陳Ο 電腦簡報(實用級)  15 

建築系一年甲班 吳Ο樺 電腦簡報(實用級)  16 

應日系一年甲班 李Ο璇 電腦簡報(實用級)  17 

應日系一年乙班 黃Ο宜 電腦簡報(實用級)  18 

工設系二年乙班 張Ο芬 電腦簡報(實用級)  19 

會展學系一年甲

班 

張Ο堉 電腦簡報(實用級)  20 

應日系一年乙班 羅Ο姍 電腦簡報(實用級)  21 

工設系二年乙班 郭Ο庭 電腦簡報(實用級)  22 

應日系一年乙班 杜Ο儒 電腦簡報(實用級)  23 

應日系一年甲班 林Ο瑱 電腦簡報(實用級)  24 

工設系一年乙班 陳Ο顒 電腦簡報(實用級)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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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中華大學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5/12/26 教室名稱：電腦教室五 考試時間：14:3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應日系一年甲班 梁Ο雯 電腦簡報(實用級)  26 

行管系一年甲班 游Ο軒 電腦簡報(實用級)  27 

工設系一年乙班 朱Ο棋 電腦簡報(實用級)  28 

建築系一年甲班 李Ο穎 電腦簡報(實用級)  29 

工設系一年甲班 黃Ο婷 電腦簡報(實用級)  30 

應日系一年甲班 黃Ο琪 電腦簡報(實用級)  31 

應日系一年乙班 張Ο婷 電腦簡報(實用級)  32 

應日系一年甲班 徐Ο德 電腦簡報(實用級)  33 

應日系一年乙班 謝Ο城 電腦簡報(實用級)  34 

應日系一年甲班 江Ο龍 電腦簡報(實用級)  35 

建築系一年甲班 王Ο雯 電腦簡報(實用級)  36 

工設系一年甲班 林Ο婷 電腦簡報(實用級)  37 

行管系一年甲班 賴Ο燕 電腦簡報(實用級)  38 

行管系一年甲班 張Ο涵 電腦簡報(實用級)  39 

工設系一年甲班 鍾Ο芳 電腦簡報(實用級)  40 

光機電材一年甲

班 

韓Ο吟 電腦簡報(實用級)  41 

應日系一年乙班 解Ο佳 電腦簡報(實用級)  42 

行管系一年甲班 趙Ο綺 電腦簡報(實用級)  43 

應日系一年乙班 林Ο君 電腦簡報(實用級)  44 

光機電材一年甲

班 

邱Ο 電腦簡報(實用級)  45 

工設系一年乙班 彭Ο琳 電腦簡報(實用級)  46 

應日系一年乙班 李Ο真 電腦簡報(實用級)  47 

資工系三年乙班 蕭Ο怡 電腦簡報(實用級)  48 

電子系一年甲班 江Ο妮 電腦簡報(實用級)  49 

應日系一年乙班 周Ο慧 電腦簡報(實用級)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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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中華大學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5/12/26 教室名稱：電腦教室五 考試時間：14:3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工設系二年乙班 葉Ο茹 電腦簡報(實用級)  51 

應日系一年甲班 竹田ΟΟ子 電腦簡報(實用級)  52 

資管系三年甲班 陳Ο閔 電腦簡報(實用級)  53 

資管系一年甲班 黃Ο程 電腦簡報(實用級)  54 

電子系一年甲班 劉Ο仁 電腦簡報(實用級)  55 

資管系一年乙班 陳Ο臻 電腦簡報(實用級)  56 

工設系一年乙班 黃Ο媛 電腦簡報(實用級)  57 

應日系一年甲班 顏Ο文 電腦簡報(實用級)  58 

建築系一年甲班 卓Ο辰 電腦簡報(實用級)  59 

應日系四年甲班 謝Ο錞 電腦簡報(實用級)  60 

資工系三年乙班 吳Ο修 電腦簡報(實用級)  61 

建築系三年甲班 王Ο文 電腦簡報(實用級)  62 

電子系一年甲班 黃Ο翔 電腦簡報(實用級)  63 

電子系一年甲班 王Ο君 電腦簡報(實用級)  64 

行管系一年甲班 曾Ο瑞 電腦簡報(實用級)  65 

資管系一年甲班 楊Ο庭 電腦簡報(實用級)  66 

工設系一年甲班 蔡Ο霖 電腦簡報(實用級)  67 

應日系一年乙班 何江Ο倫 電腦簡報(實用級)  68 

光機電材一年甲

班 

徐Ο傑 電腦簡報(實用級)  69 

工設系一年甲班 黃Ο瑜 電腦簡報(實用級)  70 

建築系一年甲班 黃Ο軒 電腦簡報(實用級)  71 

資工系一年乙班 曾Ο頡 電腦簡報(實用級)  72 

電子系一年甲班 林Ο行 電腦簡報(實用級)  73 

光機電材一年甲

班 

張Ο驊 電腦簡報(實用級)  74 

資工系一年甲班 廖Ο詠 電腦簡報(實用級)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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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中華大學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5/12/26 教室名稱：電腦教室八 考試時間：14:3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應日系一年乙班 黃Ο翔 電腦簡報(實用級)  1 

工設系一年甲班 陳Ο 電腦簡報(實用級)  2 

資管系一年甲班 李Ο傑 電腦簡報(實用級)  3 

資管系一年乙班 郭Ο陽 電腦簡報(實用級)  4 

資工系一年甲班 張Ο傑 電腦簡報(實用級)  5 

電子系一年甲班 謝Ο明 電腦簡報(實用級)  6 

電子系一年甲班 陳Ο宇 電腦簡報(實用級)  7 

工設系一年乙班 徐Ο宏 電腦簡報(實用級)  8 

營管系三年甲班 彭Ο慈 電腦簡報(實用級)  9 

應日系一年甲班 劉Ο廷 電腦簡報(實用級)  10 

應日系四年甲班 朱Ο璇 電腦簡報(實用級)  11 

應日系一年乙班 劉Ο倩 電腦簡報(實用級)  12 

應日系一年甲班 王Ο曜 電腦簡報(實用級)  13 

行管系一年甲班 陳Ο茹 電腦簡報(實用級)  14 

電子系一年甲班 郭Ο賦 電腦簡報(實用級)  15 

資工系三年乙班 林Ο宗 電腦簡報(實用級)  16 

應日系一年甲班 彭Ο基 電腦簡報(實用級)  17 

光機電材一年甲

班 

呂Ο陞 電腦簡報(實用級)  18 

資工系一年乙班 王Ο翔 電腦簡報(實用級)  19 

光機電材一年甲

班 

張Ο倫 電腦簡報(實用級)  20 

光機電材一年甲

班 

劉Ο勳 電腦簡報(實用級)  21 

電子系一年甲班 游Ο翔 電腦簡報(實用級)  22 

資管系一年乙班 龎Ο軒 電腦簡報(實用級)  23 

電子系一年甲班 洪Ο翔 電腦簡報(實用級)  24 

光機電材一年甲

班 

李Ο賢 電腦簡報(實用級)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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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中華大學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5/12/26 教室名稱：電腦教室八 考試時間：14:3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資工系一年甲班 李Ο翔 電腦簡報(實用級)  26 

光機電材一年甲

班 

邱Ο致 電腦簡報(實用級)  27 

電子系一年甲班 徐Ο鴻 電腦簡報(實用級)  28 

資工系一年甲班 黃Ο暘 電腦簡報(實用級)  29 

應日系一年甲班 蔡Ο霖 電腦簡報(實用級)  30 

工設系一年甲班 黃Ο俍 電腦簡報(實用級)  31 

應日系一年乙班 黃Ο靜 電腦簡報(實用級)  32 

營管系三年甲班 陳Ο婷 電腦簡報(實用級)  33 

營建碩專班三年

甲 

洪Ο雯 電腦簡報(實用級)  34 

工設系一年甲班 呂Ο嘉 電腦簡報(實用級)  35 

應日系一年甲班 黃Ο茹 電腦簡報(實用級)  36 

營管系三年甲班 方Ο奕 文書處理(實用級)  37 

資管系一年乙班 陳Ο聖 文書處理(實用級)  38 

光機電材一年甲

班 

高Ο鈞 文書處理(實用級)  39 

會展學系一年甲

班 

李Ο廷 文書處理(實用級)  40 

會展學系一年甲

班 

趙Ο宇 文書處理(實用級)  41 

會展學系一年甲

班 

張Ο騰 文書處理(實用級)  42 

會展學系一年甲

班 

張Ο臻 文書處理(實用級)  43 

資管系一年乙班 蔡Ο丞 文書處理(實用級)  44 

會展學系一年甲

班 

林Ο彤 文書處理(實用級)  45 

資管系一年乙班 古Ο妤 文書處理(實用級)  46 

會展學系一年甲

班 

廖Ο媛 文書處理(實用級)  47 

會展學系一年甲

班 

李Ο欣 文書處理(實用級)  48 

會展學系一年甲

班 

沈Ο 文書處理(實用級)  49 

會展學系一年甲

班 

楊Ο晴 文書處理(實用級)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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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中華大學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5/12/26 教室名稱：電腦教室八 考試時間：14:3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會展學系一年甲

班 

梅Ο方 文書處理(實用級)  51 

會展學系一年甲

班 

張Ο瑄 文書處理(實用級)  52 

資管系一年甲班 周Ο鈞 文書處理(實用級)  53 

會展學系一年甲

班 

邢Ο憶 文書處理(實用級)  54 

會展學系一年甲

班 

尤Ο涵 文書處理(實用級)  55 

會展學系一年甲

班 

劉Ο恬 文書處理(實用級)  56 

會展學系一年甲

班 

胡Ο琦 文書處理(實用級)  57 

會展學系一年甲

班 

邱Ο婷 文書處理(實用級)  58 

會展學系一年甲

班 

鄭Ο玟 文書處理(實用級)  59 

會展學系一年甲

班 

黃Ο櫻 文書處理(實用級)  60 

會展學系一年甲

班 

黃Ο維 文書處理(實用級)  61 

會展學系一年甲

班 

李Ο靈 文書處理(實用級)  62 

會展學系一年甲

班 

張Ο恩 文書處理(實用級)  63 

會展學系一年甲

班 

曾Ο珺 文書處理(實用級)  64 

會展學系一年甲

班 

楊Ο寧 文書處理(實用級)  65 

國企系四年甲班 梁Ο涵 文書處理(實用級)  66 

會展學系一年甲

班 

曹Ο婷 文書處理(實用級)  67 

會展學系一年甲

班 

蕭Ο伶 文書處理(實用級)  68 

會展學系一年甲

班 

戴Ο茹 文書處理(實用級)  69 

光機電材一年甲

班 

楊Ο頤 文書處理(實用級)  70 

會展學系一年甲

班 

楊Ο晏 文書處理(實用級)  71 

會展學系一年甲

班 

詹Ο昌 文書處理(實用級)  72 

會展學系一年甲

班 

丁Ο翔 文書處理(實用級)  73 

會展學系一年甲

班 

許Ο盈 文書處理(實用級)  74 

會展學系一年甲

班 

李Ο信 文書處理(實用級)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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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中華大學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5/12/26 教室名稱：電腦教室八 考試時間：14:3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會展學系一年甲

班 

王Ο聰 文書處理(實用級)  76 

會展學系一年甲

班 

黃Ο諭 文書處理(實用級)  77 

會展學系一年甲

班 

陳Ο儒 文書處理(實用級)  78 

會展學系一年甲

班 

蕭Ο彥 文書處理(實用級)  79 

會展學系一年甲

班 

朱Ο綺 文書處理(實用級)  80 

會展學系一年甲

班 

洪Ο廷 文書處理(實用級)  81 

會展學系一年甲

班 

鄭Ο綺 文書處理(實用級)  82 

會展學系一年甲

班 

蔣Ο穎 文書處理(實用級)  83 

資工系一年甲班 簡Ο玲 文書處理(實用級)  84 

會展學系一年甲

班 

彭Ο煒 文書處理(實用級)  85 

營管系三年甲班 吳Ο謙 文書處理(實用級)  86 

會展學系一年甲

班 

李Ο珊 文書處理(實用級)  87 

會展學系一年甲

班 

洪Ο萱 文書處理(實用級)  88 

會展學系一年甲

班 

曾Ο杰 文書處理(實用級)  89 

企管系一年甲班 詹Ο諺 電子試算表(進階級)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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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件中擷取絕佳的引文或利用此空間

來強調重點，藉此吸引讀者的注意力。若

要將此文字方塊放置在頁面的任一位

置，請進行拖曳。] 

93 

94 

鄧Ο琪 

黃Ο恩 

林Ο臻 

95 

96 蘇Ο涵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電腦簡報(實用級)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電腦簡報(實用級) 



 

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中華大學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5/12/26 教室名稱：電腦教室四 考試時間：16:0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光機電材一年甲

班 

呂彥陞 文書處理(實用級)  1 

資工系一年甲班 李Ο翔 文書處理(實用級)  2 

光機電材一年甲

班 

徐Ο傑 文書處理(實用級)  3 

光機電材一年甲

班 

張Ο驊 文書處理(實用級)  4 

國企系一年甲班 黃Ο慧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5 

企管系一年乙班 劉Ο萱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6 

企管系一年乙班 何Ο璇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7 

國企系一年甲班 鄭Ο紋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8 

企管系一年甲班 賴Ο甫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9 

財管系一年乙班 謝Ο瑱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10 

餐旅系三年乙班 劉Ο慈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11 

企管系一年甲班 洪Ο涵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12 

國企系四年甲班 許Ο傑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13 

企管系一年甲班 吳Ο林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14 

財管系一年乙班 謝Ο儒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15 

財管系四年甲班 邱Ο璇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16 

企管系一年甲班 楊Ο萱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17 

國企系一年甲班 詹Ο純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18 

財管系一年甲班 劉Ο妤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19 

企管系一年甲班 陳Ο廷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20 

財管系一年乙班 鄭Ο怡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21 

科管系一年甲班 王Ο芾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22 

運管系三年甲班 葉Ο廷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23 

科管系一年甲班 陳Ο哲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24 

科管系一年甲班 王Ο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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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中華大學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5/12/26 教室名稱：電腦教室四 考試時間：16:0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運管系三年甲班 丁Ο德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26 

科管系一年甲班 吳Ο緯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27 

科管系一年甲班 卓Ο叡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28 

科管系一年甲班 陳Ο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29 

科管系一年甲班 何Ο涵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30 

運管系一年甲班 黃Ο亭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31 

科管系一年甲班 黃Ο靜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32 

運管系一年甲班 蕭Ο庭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33 

科管系一年甲班 吳Ο宣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34 

科管系一年甲班 張Ο穎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35 

運管系三年甲班 許Ο愷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36 

運管系一年甲班 洪Ο昇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37 

科管系一年甲班 許Ο麟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38 

科管系一年甲班 呂Ο儒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39 

科管系一年甲班 陳Ο琪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40 

財管系一年乙班 吳Ο恩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41 

科管系一年甲班 呂Ο儒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42 

科管系一年甲班 鍾Ο豐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43 

科管系一年甲班 謝Ο惟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44 

科管系一年甲班 吳Ο翔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45 

科管系一年甲班 郭Ο廷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46 

科管系一年甲班 卓Ο心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47 

科管系一年甲班 江Ο慈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48 

科管系一年甲班 梁Ο璇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49 

科管系一年甲班 陳Ο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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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71 



 

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中華大學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5/12/26 教室名稱：電腦教室四 考試時間：16:0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科管系一年甲班 黃Ο婷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51 

科管系一年甲班 孫Ο喬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52 

科管系一年甲班 王Ο華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53 

科管系一年甲班 黃Ο綸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54 

科管系一年甲班 廖Ο軒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55 

科管系一年甲班 李Ο儂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56 

科管系一年甲班 汪Ο堤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57 

運管系一年甲班 黃Ο嘉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58 

科管系一年甲班 陳Ο宣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59 

科管系一年甲班 羅Ο薇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60 

科管系一年甲班 曾Ο惠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61 

運管系一年甲班 詹Ο程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62 

運管系一年甲班 林Ο宸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63 

運管系三年甲班 古Ο翎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64 

運管系三年甲班 許Ο翔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65 

運管系一年甲班 郭Ο均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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