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新生醫專推廣中心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21/12/29 教室名稱：A402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09:0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五專護理213班 吳○靜 中文輸入  1 

五專國際101班 何○臻 中文輸入  2 

五專健康休閒管理科501

班 
王○翔 中文輸入  3 

五專健康休閒管理科401

班 
叢○惟 中文輸入  4 

五專幼保301班 廖○喬 中文輸入  5 

五專護理104班 劉○禎 中文輸入  6 

五專國際101班 吳○珺 中文輸入  7 

五專護理309班 劉○杰 中文輸入  8 

五專健康休閒管理科401

班 
陳○羽 中文輸入  9 

五專視光學科301 邱○杰 中文輸入  10 

五專護理102班 鄧○永 中文輸入  11 

五專護理102班 彭○誼 中文輸入  12 

醫藥保健商務科4 董○庭 中文輸入  13 

五專護理112班 林○涵 中文輸入  14 

五專國際101班 張○棠 中文輸入  15 

五專幼保301班 張○婷 中文輸入  16 

五專健康休閒管理科201

班 
陳○姮 中文輸入  17 

五專護理104班 黃○瑋 中文輸入  18 

醫保科202班 秦○妘 中文輸入  19 

五專美容301班 王○雅 中文輸入  20 

五專幼保201班 劉○禎 中文輸入  21 

五專護理206班 潘○羽 中文輸入  22 

五專護理113班 李○蒨 中文輸入  23 

五專幼保201班 張○汝 中文輸入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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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新生醫專推廣中心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21/12/29 教室名稱：A402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09:0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五專視光學科101 楊○柔 中文輸入  25 

五專護理213班 邱○淇 中文輸入  26 

醫藥保健商務科1 鍾○芸 中文輸入  27 

五專國際101班 王○廷 中文輸入  28 

五專護理101班 范○華 中文輸入  29 

五專護理102班 蔡○欣 中文輸入  30 

醫藥保健商務科1 黃○絜 中文輸入  31 

五專視光學科101 廖○妤 中文輸入  32 

五專視光學科102 黃○祺 中文輸入  33 

醫藥保健商務科3 鄒○瑩 中文輸入  34 

醫藥保健商務科1 江○緹 中文輸入  35 

五專護理102班 邵○慈 中文輸入  36 

五專護理102班 徐○彤 中文輸入  37 

五專視光學科102 張○彣 中文輸入  38 

五專護理203班 根○瑩 中文輸入  39 

五專護理209班 范○嫻 中文輸入  40 

五專護理104班 王○安 中文輸入  41 

五專護理102班 簡○軒 中文輸入  42 

五專護理116班 王○妤 中文輸入  43 

五專護理114班 郭○琳 中文輸入  44 

五專護理104班 郭○旋 中文輸入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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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新生醫專推廣中心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21/12/29 教室名稱：A402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10:0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五專視光學科201 蔡○佑 中文輸入  1 

五專護理101班 翁○芸 中文輸入  2 

五專護理101班 林○涵 中文輸入  3 

五專護理112班 雷○磊 中文輸入  4 

五專護理116班 黃○珊 中文輸入  5 

五專護理305班 黃○貞 中文輸入  6 

五專護理102班 翁○筑 中文輸入  7 

醫藥保健商務科1 李○晴 中文輸入  8 

五專護理106班 曾○文 中文輸入  9 

醫藥保健商務科1 江○嫺 中文輸入  10 

醫藥保健商務科1 高○婧 中文輸入  11 

醫保科501班 廖○翔 中文輸入  12 

五專護理101班 邱○棠 中文輸入  13 

五專視光學科301 張○宇 中文輸入  14 

五專護理212班 呂○宸 中文輸入  15 

五專護理209班 羅○鵬 中文輸入  16 

五專視光學科102 廖○人 中文輸入  17 

五專護理104班 林○妤 中文輸入  18 

五專護理104班 陳○兆 中文輸入  19 

五專護理108班 馬○琪 中文輸入  20 

五專視光學科102 呂○庭 中文輸入  21 

五專護理209班 廖○瑜 中文輸入  22 

五專視光學科102 涂○瑄 中文輸入  23 

五專護理113班 鄭○珊 中文輸入  24 

醫藥保健商務科1 呂○婷 中文輸入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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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新生醫專推廣中心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21/12/29 教室名稱：A402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10:0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醫藥保健商務科1 王○捷 中文輸入  26 

醫藥保健商務科3 田○熙 中文輸入  27 

五專護理409班 謝○芸 中文輸入  28 

五專護理106班 黎○妮 中文輸入  29 

五專視光學科102 余○容 中文輸入  30 

五專視光學科102 周○嘉 中文輸入  31 

五專護理102班 吳○萱 中文輸入  32 

五專視光學科101 紀○彤 中文輸入  33 

五專視光學科102 沈○宣 中文輸入  34 

五專視光學科102 吳○慧 中文輸入  35 

五專護理102班 陳○晴 中文輸入  36 

醫保科202班 陳○炘 中文輸入  37 

五專護理108班 許○琪 中文輸入  38 

五專護理106班 林○醇 中文輸入  39 

五專視光學科101 梁○宥 中文輸入  40 

五專護理112班 陳○瑜 中文輸入  41 

五專護理110班 陳○怡 中文輸入  42 

醫藥保健商務科1 林○羚 中文輸入  43 

五專視光學科102 戴○芸 中文輸入  44 

五專視光學科101 潘○婷 中文輸入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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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新生醫專推廣中心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21/12/29 教室名稱：A402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11:0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五專護理116班 宋○萱 中文輸入  1 

五專護理203班 王○如 中文輸入  2 

五專護理科115班 滕○妤 中文輸入  3 

五專護理109班 王○涵 中文輸入  4 

五專護理206班 丁○萱 中文輸入  5 

五專護理212班 周○真 中文輸入  6 

五專護理科115班 林○鋒 中文輸入  7 

五專護理101班 詹○桓 中文輸入  8 

五專護理213班 姚○蓁 中文輸入  9 

五專護理116班 高○紜 中文輸入  10 

五專護理312班 劉○妤 中文輸入  11 

五專護理101班 呂○澄 中文輸入  12 

五專護理112班 楊○婕 中文輸入  13 

五專護理112班 翁○旋 中文輸入  14 

五專護理211班 湯○瑀 中文輸入  15 

醫保科401班 李○釪 中文輸入  16 

醫藥保健商務科3 許○淇 中文輸入  17 

五專護理206班 許○瑜 中文輸入  18 

五專護理101班 謝○語 中文輸入  19 

五專護理101班 鍾○萱 中文輸入  20 

醫藥保健商務科1 徐○涵 中文輸入  21 

五專護理207班 黃○玲 中文輸入  22 

五專護理206班 許○雅 中文輸入  23 

五專護理101班 袁○蔓 中文輸入  24 

五專護理114班 賴○如 中文輸入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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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新生醫專推廣中心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21/12/29 教室名稱：A402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11:0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五專護理102班 顏○儀 中文輸入  26 

五專護理102班 莊○瑈 中文輸入  27 

五專護理104班 江○澐 中文輸入  28 

醫藥保健商務科1 李○萱 中文輸入  29 

五專護理102班 張○瑄 中文輸入  30 

五專護理102班 吳○儀 中文輸入  31 

五專護理102班 鍾○珊 中文輸入  32 

五專護理102班 莊○樺 中文輸入  33 

醫藥保健商務科1 羅○程 中文輸入  34 

醫藥保健商務科3 黎○伃 中文輸入  35 

五專護理114班 胡○杉 中文輸入  36 

五專護理科115班 邱○欣 中文輸入  37 

五專護理101班 劉○諠 中文輸入  38 

五專護理111班 賴○伶 中文輸入  39 

五專護理109班 房○靜 中文輸入  40 

五專護理112班 鄭○欣 中文輸入  41 

五專護理104班 林○寧 中文輸入  42 

醫藥保健商務科1 賴○佑 中文輸入  43 

五專護理207班 王○如 中文輸入  44 

五專護理203班 董○翎 中文輸入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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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新生醫專推廣中心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21/12/29 教室名稱：A402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13:4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醫藥保健商務科1 林○蓉 中文輸入  1 

五專護理503班 呂○蓮 中文輸入  2 

五專護理107班 廖○瓴 中文輸入  3 

醫保科401班 戴○存 中文輸入  4 

五專護理209班 康○媗 中文輸入  5 

五專護理107班 張○彤 中文輸入  6 

醫藥保健商務科1 許○瑜 中文輸入  7 

五專護理112班 林○愉 中文輸入  8 

醫藥保健商務科1 劉○恩 中文輸入  9 

五專護理107班 張○慈 中文輸入  10 

五專護理107班 林○薰 中文輸入  11 

五專護理107班 游○綸 中文輸入  12 

五專護理105班 王○崴 中文輸入  13 

五專護理105班 康○婷 中文輸入  14 

五專護理科115班 楊○聿 中文輸入  15 

醫藥保健商務科3 賴○婕 中文輸入  16 

醫保科401班 邱○瑄 中文輸入  17 

五專護理313班 廖○婷 中文輸入  18 

五專護理208班 吳○鳳 中文輸入  19 

五專護理112班 張○婷 中文輸入  20 

五專護理206班 邱○姍 中文輸入  21 

醫藥保健商務科1 吳○菁 中文輸入  22 

五專護理科115班 莊○晨 中文輸入  23 

醫藥保健商務科1 虞○安 中文輸入  24 

五專護理107班 林○妍 中文輸入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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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新生醫專推廣中心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21/12/29 教室名稱：A402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13:4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五專護理114班 黃○桓 中文輸入  26 

五專護理112班 徐○軫 中文輸入  27 

五專護理102班 譚○彤 中文輸入  28 

五專護理102班 洪○嫻 中文輸入  29 

五專護理102班 李○姍 中文輸入  30 

醫藥保健商務科3 彭○沂 中文輸入  31 

醫藥保健商務科1 高○希 中文輸入  32 

五專護理103班 高○雅 中文輸入  33 

五專護理116班 彭○瑄 中文輸入  34 

五專護理102班 鄭○羽 中文輸入  35 

五專護理102班 周○誼 中文輸入  36 

醫藥保健商務科1 林○諺 中文輸入  37 

五專護理107班 鄭○芯 中文輸入  38 

五專護理102班 羅○妤 中文輸入  39 

五專護理105班 張○伶 中文輸入  40 

醫保科202班 郭○祐 中文輸入  41 

五專護理114班 陳○如 中文輸入  42 

五專護理107班 魏○萱 中文輸入  43 

五專護理213班 朱儀 中文輸入  44 

五專護理109班 徐○紜 中文輸入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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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新生醫專推廣中心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21/12/29 教室名稱：A402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14:4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五專護理104班 許○真 中文輸入  1 

五專護理209班 張○綾 中文輸入  2 

五專護理114班 邱○甄 中文輸入  3 

五專護理107班 曾○萱 中文輸入  4 

五專護理105班 陳○靜 中文輸入  5 

五專護理207班 朱○健 中文輸入  6 

五專護理科115班 涂○綺 中文輸入  7 

五專護理107班 陳○妍 中文輸入  8 

五專護理105班 王○怡 中文輸入  9 

五專護理105班 羅○涵 中文輸入  10 

五專護理107班 林○璿 中文輸入  11 

五專護理105班 呂○蓉 中文輸入  12 

五專護理105班 陳○婷 中文輸入  13 

醫藥保健商務科3 韓○安 中文輸入  14 

五專護理105班 王○霖 中文輸入  15 

五專護理科115班 龍○俊 中文輸入  16 

五專護理105班 黃○庭 中文輸入  17 

五專護理114班 吳○喬 中文輸入  18 

五專護理207班 林○婷 中文輸入  19 

醫藥保健商務科4 賀○儀 中文輸入  20 

五專護理207班 宋○巧 中文輸入  21 

五專護理114班 梁○菱 中文輸入  22 

五專護理203班 江○芳 中文輸入  23 

五專護理107班 呂○慈 中文輸入  24 

五專護理105班 楊○岑 中文輸入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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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新生醫專推廣中心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21/12/29 教室名稱：A402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14:4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醫藥保健商務科1 張○瑜 中文輸入  26 

五專護理107班 鍾○庭 中文輸入  27 

五專護理104班 黃○淳 中文輸入  28 

五專護理104班 陳○捷 中文輸入  29 

五專護理103班 高○筑 中文輸入  30 

醫藥保健商務科3 徐○馨 中文輸入  31 

五專護理105班 賴○葳 中文輸入  32 

五專護理112班 王○云 中文輸入  33 

五專護理211班 范○婷 中文輸入  34 

五專護理102班 洪○翎 中文輸入  35 

五專護理503班 曾○庭 中文輸入  36 

五專護理212班 陳○函 中文輸入  37 

五專護理105班 王○晴 中文輸入  38 

五專護理107班 王○婧 中文輸入  39 

五專護理109班 王○瑀 中文輸入  40 

五專護理102班 林○希 中文輸入  41 

五專護理102班 洪○煊 中文輸入  42 

五專護理102班 潘○瑄 中文輸入  43 

醫藥保健商務科1 江○璇 中文輸入  44 

五專護理206班 蔡○琳 中文輸入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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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新生醫專推廣中心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21/12/29 教室名稱：A402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15:4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五專護理114班 許○瑜 中文輸入  1 

五專護理科115班 許○馨 中文輸入  2 

五專護理114班 吳○絹 中文輸入  3 

五專護理114班 鄭○蓁 中文輸入  4 

五專護理114班 陳○瑩 中文輸入  5 

五專護理109班 謝○彤 中文輸入  6 

五專護理211班 林○萱 中文輸入  7 

五專護理科115班 朱○葦 中文輸入  8 

五專護理105班 蔡○馨 中文輸入  9 

五專護理105班 譚○妮 中文輸入  10 

五專護理105班 許○臻 中文輸入  11 

五專護理105班 劉○恩 中文輸入  12 

五專護理105班 張○宣 中文輸入  13 

五專護理107班 胡○婷 中文輸入  14 

醫藥保健商務科1 吳○夆 中文輸入  15 

五專護理105班 巫穎 中文輸入  16 

醫藥保健商務科1 林○庭 中文輸入  17 

五專護理209班 林儀 中文輸入  18 

五專護理105班 蒲○澐 中文輸入  19 

五專護理105班 李○妤 中文輸入  20 

五專護理105班 卓○倩 中文輸入  21 

五專護理105班 胡○緁 中文輸入  22 

五專護理科115班 温○喜 中文輸入  23 

五專護理213班 丁○珊 中文輸入  24 

醫藥保健商務科1 張○苓 中文輸入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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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新生醫專推廣中心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21/12/29 教室名稱：A402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15:4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五專護理105班 鄭○薏 中文輸入  26 

五專護理209班 劉○甯 中文輸入  27 

五專護理107班 林○敏 中文輸入  28 

五專護理113班 莊○晴 中文輸入  29 

醫藥保健商務科1 江○琪 中文輸入  30 

五專護理105班 徐○嵐 中文輸入  31 

醫保科202班 賴○綾 中文輸入  32 

五專護理116班 曾○庭 中文輸入  33 

五專護理203班 許○岑 中文輸入  34 

五專護理111班 簡○璇 中文輸入  35 

五專護理107班 鄭○淇 中文輸入  36 

五專護理116班 陳○璇 中文輸入  37 

五專護理116班 郭○誠 中文輸入  38 

五專護理116班 魏○禕 中文輸入  39 

五專護理211班 林○怡 中文輸入  40 

五專護理107班 許○媗 中文輸入  41 

醫藥保健商務科1 徐○妍 中文輸入  42 

五專護理105班 林○儀 中文輸入  43 

五專護理213班 張○婷 中文輸入  44 

五專護理107班 段○誼 中文輸入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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