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華大圖資處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9/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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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系六甲 王子○ 電腦簡報(實用級)  1 

外文系六甲 蔡易○ 電腦簡報(實用級)  2 

外文系六甲 許皓○ 電腦簡報(實用級)  3 

休閒系五乙 王璿○ 電腦簡報(實用級)  4 

電機系五乙 夏麒○ 電腦簡報(實用級)  5 

電機系五乙 傅鉦○ 電腦簡報(實用級)  6 

資工系五甲 邱國○ 電腦簡報(實用級)  7 

建築系五甲 黃煒○ 電腦簡報(實用級)  8 

建築系五甲 莊芳○ 電腦簡報(實用級)  9 

建築系四丙 林稟○ 電腦簡報(實用級)  10 

建築系五丙 鄭安○ 電腦簡報(實用級)  11 

建築系五甲 楊博○ 電腦簡報(實用級)  12 

休閒系五甲 詹茂○ 電腦簡報(實用級)  13 

企管系五乙 楊皓○ 電腦簡報(實用級)  14 

企管系五乙 陳信○ 電腦簡報(實用級)  15 

營管系五甲 賴佑○ 電腦簡報(實用級)  16 

工設系五乙 楊定○ 電腦簡報(實用級)  17 

電機系四甲 陳侑○ 電腦簡報(實用級)  18 

資工系四甲 黎承○ 電腦簡報(實用級)  19 

資工系四甲 陳建○ 電腦簡報(實用級)  20 

會展學系四甲 黃鼎○ 電腦簡報(實用級)  21 

資工系四甲 蔡元○ 電腦簡報(實用級)  22 

資工系四甲 黃鉦○ 電腦簡報(實用級)  23 

機械系四乙 侯志○ 電腦簡報(實用級)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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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華大圖資處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9/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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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管系四甲 黃聖○ 電腦簡報(實用級)  25 

工管系四甲 王怡○ 電腦簡報(實用級)  26 

土木系四甲 陳昱○ 電腦簡報(實用級)  27 

建築系四乙 張原○ 電腦簡報(實用級)  28 

建築系四乙 陳○ 電腦簡報(實用級)  29 

外文系四甲 卓苡○ 電腦簡報(實用級)  30 

建築系四丙 謝誌○ 電腦簡報(實用級)  31 

機械系四乙 李其○ 電腦簡報(實用級)  32 

機械系四乙 李世○ 電腦簡報(實用級)  33 

機械系四甲 郭育○ 電腦簡報(實用級)  34 

資管系四甲 張品○ 電腦簡報(實用級)  35 

資管系四甲 蕭格○ 電腦簡報(實用級)  36 

運管系四甲 陳又○ 電腦簡報(實用級)  37 

外文系四甲 鄭浩○ 電腦簡報(實用級)  38 

營管系四甲 彭彥○ 電腦簡報(實用級)  39 

營管系四甲 葉又○ 電腦簡報(實用級)  40 

營管系四甲 陳奕○ 電腦簡報(實用級)  41 

營管系四甲 廖述○ 電腦簡報(實用級)  42 

營管系四甲 李柏○ 電腦簡報(實用級)  43 

營管系四甲 伍從○ 電腦簡報(實用級)  44 

生資系四甲 張筱○ 電腦簡報(實用級)  45 

科管系四甲 游宏○ 電腦簡報(實用級)  46 

休閒系四甲 萬良○ 電腦簡報(實用級)  47 

休閒系四甲 陳俊○ 電腦簡報(實用級)  48 

休閒系四乙 葉育○ 電腦簡報(實用級)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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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華大圖資處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9/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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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系四甲 謝澤○ 電腦簡報(實用級)  50 

電子系四甲 黃郁○ 電腦簡報(實用級)  51 

光機電與材料學士學位學

程四甲 
謝東○ 電腦簡報(實用級)  52 

工設系四甲 林筱○ 電腦簡報(實用級)  53 

建築系四甲 邱冠○ 電腦簡報(實用級)  54 

建築系四甲 顏宏○ 電腦簡報(實用級)  55 

工設系四乙 陳詩○ 電腦簡報(實用級)  56 

電機系三乙 秦嘉○ 電腦簡報(實用級)  57 

電機系三甲 林正○ 電腦簡報(實用級)  58 

電機系三乙 彭宇○ 電腦簡報(實用級)  59 

電機系三甲 許奕○ 電腦簡報(實用級)  60 

電機系三乙 徐肇○ 電腦簡報(實用級)  61 

電機系三甲 廖敏○ 電腦簡報(實用級)  62 

工管系三甲 王翎○ 電腦簡報(實用級)  63 

土木系三甲 林敬○ 電腦簡報(實用級)  64 

建築系三丙 張汝○ 電腦簡報(實用級)  65 

建築系三乙 黃孟○ 電腦簡報(實用級)  66 

建築系三乙 陳逸○ 電腦簡報(實用級)  67 

建築系三丙 楊幼○ 電腦簡報(實用級)  68 

外文系三甲 劉詩○ 電腦簡報(實用級)  69 

營管系三甲 薛韋○ 電腦簡報(實用級)  70 

營管系三甲 林○ 電腦簡報(實用級)  71 

營管系三甲 莊文○ 電腦簡報(實用級)  72 

營管系三甲 史皓○ 電腦簡報(實用級)  73 

營管系三甲 邱至○ 電腦簡報(實用級)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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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大圖資處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9/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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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管系三甲 林炫○ 電腦簡報(實用級)  75 

營管系三甲 林宇○ 電腦簡報(實用級)  76 

營管系三甲 黃瑋○ 電腦簡報(實用級)  77 

電子系三甲 蔣承○ 電腦簡報(實用級)  78 

資管系一甲 林德○ 電腦簡報(實用級)  79 

餐旅系一丙 李佳○ 電腦簡報(實用級)  80 

國企系五甲 秦子○ 文書處理(實用級)  81 

電機系五甲 韓瑋○ 文書處理(實用級)  82 

資工系四甲 劉昱○ 文書處理(實用級)  83 

建築系四乙 歐毓○ 文書處理(實用級)  84 

建築系四乙 王○ 文書處理(實用級)  85 

財管系四乙 江艾○ 文書處理(實用級)  86 

運管系四甲 林郁○ 文書處理(實用級)  87 

營管系四甲 黃信○ 文書處理(實用級)  88 

行管系四甲 彭子○ 文書處理(實用級)  89 

餐旅系四甲 黃雅○ 文書處理(實用級)  90 

電子系四甲 陳則○ 文書處理(實用級)  91 

光機電與材料學士學位學

程四甲 
賴沅○ 文書處理(實用級)  92 

光機電與材料學士學位學

程四甲 
謝○ 文書處理(實用級)  93 

電機系三甲 黃承○ 文書處理(實用級)  94 

營管系三甲 古富○ 文書處理(實用級)  95 

建築系一乙 吳欣○ 文書處理(實用級)  96 

財管系五甲 姚皓○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97 

工管系四甲 陳瑾○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98 

企管系四乙 許方○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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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生資系四甲 陳鈺○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100 

財管系三甲 白偉○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101 

外文系三甲 曾子○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102 

外文系三甲 陳羿○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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