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中華大學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6/04/16 教室名稱：電腦教室七 考試時間：09:0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休閒系三年乙班 陳Ο瑋 電腦簡報(實用級)  1 

企管系三年乙班 管Ο俊 電腦簡報(實用級)  2 

餐旅系三年乙班 陳Ο維 電腦簡報(實用級)  3 

餐旅系一年甲班 蔡Ο恩 電腦簡報(實用級)  4 

科管系二年甲班 劉Ο 電腦簡報(實用級)  5 

休閒系一年甲班 韓Ο穎 電腦簡報(實用級)  6 

餐旅系一年乙班 侯Ο杰 電腦簡報(實用級)  7 

企管系三年乙班 葉Ο廷 電腦簡報(實用級)  8 

休閒系一年甲班 顧Ο 電腦簡報(實用級)  9 

休閒系一年乙班 陳Ο宏 電腦簡報(實用級)  10 

餐旅系一年乙班 陳Ο安 電腦簡報(實用級)  11 

餐旅系一年甲班 江Ο妤 電腦簡報(實用級)  12 

國金學程四年甲

班 

張Ο宣 電腦簡報(實用級)  13 

休閒系一年乙班 高Ο婷 電腦簡報(實用級)  14 

餐旅系一年甲班 林Ο彣 電腦簡報(實用級)  15 

營管系二年甲班 林Ο伶 電腦簡報(實用級)  16 

餐旅系一年甲班 鐘Ο文 電腦簡報(實用級)  17 

餐旅系一年甲班 楊Ο儀 電腦簡報(實用級)  18 

建築系一年丙班 江Ο漢 電腦簡報(實用級)  19 

休閒系一年甲班 韓Ο妤 電腦簡報(實用級)  20 

餐旅系一年乙班 羅Ο文 電腦簡報(實用級)  21 

休閒系一年甲班 畢Ο文 電腦簡報(實用級)  22 

休閒系一年甲班 沈Ο儀 電腦簡報(實用級)  23 

休閒系一年甲班 王Ο瑄 電腦簡報(實用級)  24 

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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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16 教室名稱：電腦教室七 考試時間：09:0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餐旅系一年乙班 邱Ο瀞 電腦簡報(實用級)  25 

餐旅系一年甲班 張Ο宜 電腦簡報(實用級)  26 

餐旅系一年甲班 王Ο倫 電腦簡報(實用級)  27 

休閒系一年甲班 陳Ο廷 電腦簡報(實用級)  28 

餐旅系一年乙班 李Ο淵 電腦簡報(實用級)  29 

餐旅系一年甲班 范氏Ο芝 電腦簡報(實用級)  30 

休閒系一年乙班 吳Ο智 電腦簡報(實用級)  31 

休閒系一年甲班 楊Ο安 電腦簡報(實用級)  32 

休閒系一年甲班 游Ο蘋 電腦簡報(實用級)  33 

餐旅系一年甲班 李Ο渝 電腦簡報(實用級)  34 

休閒系二年甲班 歐Ο真 電腦簡報(實用級)  35 

休閒系一年乙班 張Ο儀 電腦簡報(實用級)  36 

休閒系三年乙班 曾Ο昆 電腦簡報(實用級)  37 

休閒系一年乙班 蔡Ο佑 電腦簡報(實用級)  38 

餐旅系一年甲班 黃Ο麟 電腦簡報(實用級)  39 

休閒系一年甲班 蔡Ο廷 電腦簡報(實用級)  40 

餐旅系三年乙班 曾Ο怡 電腦簡報(實用級)  41 

資工系一年丙班 黃Ο穎 電腦簡報(實用級)  42 

休閒系一年乙班 王Ο遠 電腦簡報(實用級)  43 

休閒系三年甲班 鄭Ο渝 電腦簡報(實用級)  44 

休閒系一年乙班 鄭Ο洋 電腦簡報(實用級)  45 

營管系二年甲班 劉Ο安 電腦簡報(實用級)  46 

餐旅系一年甲班 羅Ο宥 電腦簡報(實用級)  47 

餐旅系一年乙班 許Ο涵 電腦簡報(實用級)  48 

休閒系一年甲班 王Ο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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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16 教室名稱：電腦教室七 考試時間：09:0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餐旅系二年乙班 鄭Ο瑜 電腦簡報(實用級)  50 

營管系二年甲班 賴Ο璇 電腦簡報(實用級)  51 

資管系二年甲班 金Ο涵 電腦簡報(實用級)  52 

餐旅系一年甲班 陳Ο婕 電腦簡報(實用級)  53 

休閒系三年甲班 彭Ο萱 文書處理(實用級)  54 

資工系一年乙班 李Ο鏜 文書處理(專業級)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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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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16 教室名稱：電腦教室八 考試時間：09:0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餐旅系三年甲班 吳Ο承 電腦簡報(實用級)  1 

休閒系一年甲班 陳Ο婷 電腦簡報(實用級)  2 

休閒系三年甲班 李Ο文 電腦簡報(實用級)  3 

休閒系一年乙班 王Ο雲 電腦簡報(實用級)  4 

財管系一年甲班 范Ο瑄 電腦簡報(實用級)  5 

餐旅系一年乙班 詹Ο萱 電腦簡報(實用級)  6 

餐旅系一年乙班 李Ο儀 電腦簡報(實用級)  7 

餐旅系一年甲班 黃Ο緁 電腦簡報(實用級)  8 

休閒系一年乙班 吳Ο儒 電腦簡報(實用級)  9 

餐旅系一年乙班 王Ο詮 電腦簡報(實用級)  10 

餐旅系三年乙班 陳Ο展 電腦簡報(實用級)  11 

休閒系一年乙班 蔡Ο興 電腦簡報(實用級)  12 

休閒系一年甲班 吳Ο翰 電腦簡報(實用級)  13 

休閒系一年乙班 高Ο霖 電腦簡報(實用級)  14 

餐旅系三年甲班 葉Ο嘉 電腦簡報(實用級)  15 

餐旅系一年甲班 卓Ο穎 電腦簡報(實用級)  16 

建築系一年丙班 吳Ο忻 電腦簡報(實用級)  17 

休閒系一年乙班 方Ο鈺 電腦簡報(實用級)  18 

餐旅系一年甲班 蔡Ο殷 電腦簡報(實用級)  19 

餐旅系一年乙班 呂Ο葶 電腦簡報(實用級)  20 

休閒系一年甲班 郭Ο婷 電腦簡報(實用級)  21 

休閒系三年甲班 范姜Ο揚 電腦簡報(實用級)  22 

餐旅系三年甲班 陳Ο廷 電腦簡報(實用級)  23 

景觀系一年甲班 張Ο有 電腦簡報(實用級)  24 

國企系三年甲班 林Ο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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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16 教室名稱：電腦教室八 考試時間：09:0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休閒系二年甲班 鄧Ο桂 電腦簡報(實用級)  26 

財管系一年甲班 張Ο銘 電腦簡報(實用級)  27 

餐旅系一年甲班 何Ο宗 電腦簡報(實用級)  28 

休閒系一年甲班 楊Ο喻 電腦簡報(實用級)  29 

休閒系一年甲班 許Ο洋 電腦簡報(實用級)  30 

餐旅系一年乙班 葉Ο慈 電腦簡報(實用級)  31 

休閒系一年甲班 任Ο嘉 電腦簡報(實用級)  32 

企管系 吳Ο 電腦簡報(實用級)  33 

餐旅系一年甲班 劉Ο鳳 電腦簡報(實用級)  34 

財管系一年甲班 陳Ο芸 電腦簡報(實用級)  35 

餐旅系一年乙班 丁Ο伶 電腦簡報(實用級)  36 

休閒系一年甲班 林Ο庭 電腦簡報(實用級)  37 

營管系一年甲班 林Ο潔 電腦簡報(實用級)  38 

餐旅系一年甲班 黃Ο晴 電腦簡報(實用級)  39 

餐旅系一年乙班 陳Ο如 電腦簡報(實用級)  40 

休閒系一年乙班 彭Ο齊 電腦簡報(實用級)  41 

休閒系一年甲班 許Ο瑄 電腦簡報(實用級)  42 

資工系五年甲班 張Ο 電腦簡報(實用級)  43 

休閒系三年甲班 羅Ο恩 電腦簡報(實用級)  44 

休閒系四年甲班 李Ο基 電腦簡報(實用級)  45 

休閒系一年乙班 曾Ο瑞 電腦簡報(實用級)  46 

休閒系一年甲班 黃Ο豪 電腦簡報(實用級)  47 

財管系一年乙班 胡Ο樺 電腦簡報(實用級)  48 

休閒系一年乙班 鍾Ο毅 電腦簡報(實用級)  49 

休閒系一年甲班 陳Ο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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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16 教室名稱：電腦教室八 考試時間：09:0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休閒系一年乙班 彭Ο軒 電腦簡報(實用級)  51 

餐旅系一年甲班 劉Ο禎 電腦簡報(實用級)  52 

餐旅系一年乙班 呂Ο婷 電腦簡報(實用級)  53 

餐旅系一年甲班 黃Ο玟 電腦簡報(實用級)  54 

餐旅系一年甲班 劉Ο湘 電腦簡報(實用級)  55 

休閒系一年乙班 何Ο庭 電腦簡報(實用級)  56 

餐旅系一年乙班 梁Ο勇 電腦簡報(實用級)  57 

餐旅系一年乙班 郭Ο順 電腦簡報(實用級)  58 

餐旅系一年乙班 許Ο聖 電腦簡報(實用級)  59 

餐旅系一年乙班 徐Ο聖 電腦簡報(實用級)  60 

餐旅系一年甲班 李Ο恩 電腦簡報(實用級)  61 

財管系一年乙班 施Ο騰 電腦簡報(實用級)  62 

餐旅系三年甲班 孫Ο純 電腦簡報(實用級)  63 

休閒系三年甲班 莊Ο兒 電腦簡報(實用級)  64 

餐旅系三年乙班 葉Ο菱 電腦簡報(實用級)  65 

財管系一年甲班 姚Ο伃 電腦簡報(實用級)  66 

餐旅系一年乙班 彭Ο蓉 電腦簡報(實用級)  67 

休閒系一年乙班 莊Ο棻 電腦簡報(實用級)  68 

休閒系一年乙班 徐Ο菱 電腦簡報(實用級)  69 

餐旅系一年乙班 曹Ο筑 電腦簡報(實用級)  70 

休閒系一年甲班 張Ο瑄 電腦簡報(實用級)  71 

休閒系一年甲班 陳Ο竹 電腦簡報(實用級)  72 

餐旅系一年甲班 吳Ο婷 電腦簡報(實用級)  73 

休閒系一年乙班 蔣Ο君 電腦簡報(實用級)  74 

休閒系一年甲班 朱Ο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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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16 教室名稱：電腦教室八 考試時間：09:0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餐旅系一年乙班 林Ο潔 電腦簡報(實用級)  76 

餐旅系一年甲班 陳Ο慧 電腦簡報(實用級)  77 

餐旅系一年乙班 葉Ο賢 電腦簡報(實用級)  78 

休閒系一年甲班 許Ο育 電腦簡報(實用級)  79 

休閒系一年甲班 吳Ο毅 電腦簡報(實用級)  80 

休閒系一年甲班 胡Ο容 電腦簡報(實用級)  81 

財管系一年甲班 蔡Ο蓁 電腦簡報(實用級)  82 

電機系三年乙班 黃Ο勳 電腦簡報(實用級)  83 

企管系一年乙班 林Ο莛 電腦簡報(實用級)  84 

餐旅系一年甲班 黃Ο菱 電腦簡報(實用級)  85 

餐旅系一年甲班 黃Ο銘 電腦簡報(實用級)  86 

休閒系一年甲班 謝Ο侑 電腦簡報(實用級)  87 

餐旅系一年乙班 吳Ο暐 電腦簡報(實用級)  88 

餐旅系一年甲班 李Ο霖 電腦簡報(實用級)  89 

休閒系一年甲班 陳Ο綺 電腦簡報(實用級)  90 

休閒系一年乙班 王Ο雅 電腦簡報(實用級)  91 

餐旅系一年乙班 吳Ο瑄 電腦簡報(實用級)  92 

休閒系一年乙班 陳Ο云 電腦簡報(實用級)  93 

休閒系一年甲班 蘇Ο雅 電腦簡報(實用級)  94 

餐旅系三年甲班 吳Ο玟 電腦簡報(實用級)  95 

餐旅系一年甲班 林Ο蓮 電腦簡報(實用級)  96 

管院進修學士一

年 

陳Ο寶 電腦簡報(實用級)  97 

休閒系一年乙班 謝Ο翾 電腦簡報(實用級)  98 

餐旅系一年乙班 單Ο勤 電腦簡報(實用級)  99 

餐旅系二年乙班 余Ο嵐 電腦簡報(實用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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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16 教室名稱：電腦教室七 考試時間：10:3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管院進修學士一

年 

連Ο筑 電腦簡報(實用級)  1 

土木系一年甲班 黃Ο德 電腦簡報(實用級)  2 

餐旅系一年乙班 张Ο茵 電腦簡報(實用級)  3 

餐旅系一年乙班 謝Ο敏 電腦簡報(實用級)  4 

餐旅系一年甲班 莫Ο淇 電腦簡報(實用級)  5 

財管系一年甲班 徐Ο恩 電腦簡報(實用級)  6 

餐旅系一年甲班 傅Ο瀚 電腦簡報(實用級)  7 

餐旅系一年乙班 詹Ο輝 電腦簡報(實用級)  8 

企管系三年乙班 楊Ο玄 電腦簡報(實用級)  9 

休閒系一年甲班 蔡Ο蓁 電腦簡報(實用級)  10 

餐旅系一年乙班 陳Ο廷 電腦簡報(實用級)  11 

餐旅系一年甲班 呂Ο慧 電腦簡報(實用級)  12 

餐旅系一年甲班 陳Ο虹 電腦簡報(實用級)  13 

休閒系一年甲班 張Ο瑄 電腦簡報(實用級)  14 

餐旅系一年乙班 宋Ο瑜 電腦簡報(實用級)  15 

休閒系三年甲班 彭Ο萱 電腦簡報(實用級)  16 

餐旅系一年乙班 徐Ο儀 電腦簡報(實用級)  17 

餐旅系二年乙班 賴Ο詩 電腦簡報(實用級)  18 

餐旅系一年甲班 鄭Ο慈 電腦簡報(實用級)  19 

餐旅系一年乙班 徐Ο禾 電腦簡報(實用級)  20 

餐旅系一年乙班 謝氏Ο江 電腦簡報(實用級)  21 

餐旅系一年甲班 吳Ο芯 電腦簡報(實用級)  22 

休閒系一年乙班 楊Ο珮 電腦簡報(實用級)  23 

餐旅系一年甲班 陳Ο蓉 電腦簡報(實用級)  24 

休閒系一年乙班 何Ο姍 電腦簡報(實用級)  25 

第 1 頁 / 共 2 頁 



 

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中華大學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6/04/16 教室名稱：電腦教室七 考試時間：10:3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營管系二年甲班 姚Ο吟 電腦簡報(實用級)  26 

餐旅系一年乙班 蔡Ο妮 電腦簡報(實用級)  27 

行管系三年甲班 林Ο萱 電腦簡報(實用級)  28 

休閒系三年乙班 竇Ο宏 電腦簡報(實用級)  29 

餐旅系三年乙班 丘Ο維 電腦簡報(實用級)  30 

餐旅系三年乙班 孫Ο允 電腦簡報(實用級)  31 

休閒系一年甲班 曾Ο中 電腦簡報(實用級)  32 

休閒系三年乙班 彭Ο杰 電腦簡報(實用級)  33 

休閒系三年乙班 黃Ο勻 電腦簡報(實用級)  34 

休閒系三年乙班 李Ο旼 電腦簡報(實用級)  35 

餐旅系一年甲班 張Ο郁 電腦簡報(實用級)  36 

休閒系一年甲班 陳Ο辰 電腦簡報(實用級)  37 

休閒系一年甲班 黃Ο翔 電腦簡報(實用級)  38 

休閒系一年乙班 蔡Ο祐 電腦簡報(實用級)  39 

休閒系一年甲班 古Ο宇 電腦簡報(實用級)  40 

餐旅系一年甲班 胡Ο輔 電腦簡報(實用級)  41 

資工系一年乙班 王Ο磊 電腦簡報(實用級)  42 

餐旅系一年甲班 劉Ο瑋 電腦簡報(實用級)  43 

資工系一年乙班 李Ο鏜 電腦簡報(專業級)  44 

休閒系三年甲班 李Ο文 文書處理(實用級)  45 

運管系三年甲班 黃Ο淋 文書處理(實用級)  46 

餐旅系一年乙班 陳Ο傑 文書處理(實用級)  47 

休閒系三年甲班 莊Ο兒 文書處理(實用級)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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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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16 教室名稱：電腦教室八 考試時間：10:3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資工系一年乙班 葉Ο廷 電腦簡報(實用級)  1 

工設系一年乙班 蕭Ο暘 電腦簡報(實用級)  2 

行管系三年甲班 王Ο吟 電腦簡報(實用級)  3 

國企系一年甲班 曾Ο倢 電腦簡報(實用級)  4 

國企系一年甲班 謝Ο衛 電腦簡報(實用級)  5 

行管系三年甲班 盧Ο甄 電腦簡報(實用級)  6 

國企系一年甲班 郭Ο曜 電腦簡報(實用級)  7 

國企系一年甲班 陳Ο妤 電腦簡報(實用級)  8 

國企系一年甲班 白Ο翰 電腦簡報(實用級)  9 

國企系一年甲班 鄧Ο美 電腦簡報(實用級)  10 

國企系一年甲班 張Ο婷 電腦簡報(實用級)  11 

國企系一年甲班 陳Ο晴 電腦簡報(實用級)  12 

國企系一年甲班 宋Ο霓 電腦簡報(實用級)  13 

國企系一年甲班 朱Ο賾 電腦簡報(實用級)  14 

資工系一年丙班 應Ο豪 電腦簡報(實用級)  15 

資工系一年丙班 許Ο源 電腦簡報(實用級)  16 

資工系一年丙班 蔡Ο倫 電腦簡報(實用級)  17 

國企系一年甲班 呂Ο瑜 電腦簡報(實用級)  18 

國企系一年甲班 曾Ο芸 電腦簡報(實用級)  19 

國企系一年甲班 吳Ο庭 電腦簡報(實用級)  20 

國企系一年甲班 周Ο 電腦簡報(實用級)  21 

行管系三年甲班 彭Ο育 電腦簡報(實用級)  22 

資工系一年乙班 吳Ο維 電腦簡報(實用級)  23 

資工系一年丙班 謝Ο啟 電腦簡報(實用級)  24 

國企系一年甲班 陳Ο祐 電腦簡報(實用級)  25 

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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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16 教室名稱：電腦教室八 考試時間：10:3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行管系三年甲班 黃Ο婷 電腦簡報(實用級)  26 

資工系一年丙班 温Ο慈 電腦簡報(實用級)  27 

國企系一年甲班 陳Ο凱 電腦簡報(實用級)  28 

國企系一年甲班 陳Ο豪 電腦簡報(實用級)  29 

休閒系三年甲班 鄧Ο明 電腦簡報(實用級)  30 

資工系一年丙班 唐Ο哲 電腦簡報(實用級)  31 

應日系三年乙班 陳Ο萍 電腦簡報(實用級)  32 

國企系一年甲班 彭Ο玲 電腦簡報(實用級)  33 

建築系一年乙班 王Ο玉 電腦簡報(實用級)  34 

國企系一年甲班 謝Ο嬅 電腦簡報(實用級)  35 

國企系一年甲班 廖Ο富 電腦簡報(實用級)  36 

資工系一年丙班 蔡Ο誼 電腦簡報(實用級)  37 

國企系一年甲班 黃Ο慧 電腦簡報(實用級)  38 

生資系一年甲班 柯Ο伶 電腦簡報(實用級)  39 

資工系一年丙班 黃Ο福 電腦簡報(實用級)  40 

資工系一年丙班 陳Ο銘 電腦簡報(實用級)  41 

資工系一年乙班 蔡Ο軒 電腦簡報(實用級)  42 

資工系一年乙班 楊Ο軒 電腦簡報(實用級)  43 

國企系一年甲班 詹Ο純 電腦簡報(實用級)  44 

國企系一年甲班 沈Ο筠 電腦簡報(實用級)  45 

國企系一年甲班 陳Ο琪 電腦簡報(實用級)  46 

資工系一年丙班 陳Ο瑄 電腦簡報(實用級)  47 

資工系一年丙班 戴Ο廷 電腦簡報(實用級)  48 

資工系一年乙班 黃Ο智 電腦簡報(實用級)  49 

國企系一年甲班 劉Ο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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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16 教室名稱：電腦教室八 考試時間：10:3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資工系一年乙班 曹Ο逢 電腦簡報(實用級)  51 

資工系一年丙班 周Ο辰 電腦簡報(實用級)  52 

企管系一年甲班 王Ο 電腦簡報(實用級)  53 

國企系一年甲班 廖Ο晴 電腦簡報(實用級)  54 

資工系一年丙班 陳Ο霖 電腦簡報(實用級)  55 

應日系四年甲班 翁Ο婷 電腦簡報(進階級)  56 

資管系一年甲班 黃Ο宸 電腦簡報(進階級)  57 

企管系四年乙班 甘Ο恆 電腦簡報(進階級)  58 

生資系一年甲班 翟Ο慈 文書處理(實用級)  59 

運管系一年甲班 陳Ο熙 文書處理(實用級)  60 

運管系一年甲班 林Ο平 文書處理(實用級)  61 

運管系一年甲班 賴Ο融 文書處理(實用級)  62 

運管系一年甲班 黃Ο亭 文書處理(實用級)  63 

運管系一年甲班 羅Ο育 文書處理(實用級)  64 

運管系一年甲班 紀Ο婷 文書處理(實用級)  65 

運管系一年甲班 鄭Ο庭 文書處理(實用級)  66 

運管系一年甲班 謝Ο廷 文書處理(實用級)  67 

運管系一年甲班 范Ο宜 文書處理(實用級)  68 

運管系一年甲班 劉Ο勛 文書處理(實用級)  69 

運管系一年甲班 陳Ο儀 文書處理(實用級)  70 

運管系一年甲班 黃Ο嘉 文書處理(實用級)  71 

運管系一年甲班 黃Ο儀 文書處理(實用級)  72 

運管系一年甲班 吳Ο臻 文書處理(實用級)  73 

科管系一年甲班 何Ο涵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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