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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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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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班 簡○容 中文輸入  1 

五專護理116班 張○瑄 中文輸入  2 

五專護理207班 周○廷 中文輸入  3 

五專護理112班 陳○綸 中文輸入  4 

醫藥保健商務科3 余○澤 中文輸入  5 

五專健康休閒管理科501

班 
王○平 中文輸入  6 

五專護理116班 陳○妤 中文輸入  7 

醫藥保健商務科4 張○甄 中文輸入  8 

五專護理314班 蔡○蓁 中文輸入  9 

五專護理216班 鍾○欣 中文輸入  10 

五專護理213班 邱○萱 中文輸入  11 

醫藥保健商務科3 薛○庭 中文輸入  12 

五專護理206班 周○萱 中文輸入  13 

五專護理207班 陳○妍 中文輸入  14 

五專護理114班 劉○岑 中文輸入  15 

醫藥保健商務科1 黃○靜 中文輸入  16 

五專護理114班 蕭○婕 中文輸入  17 

五專護理114班 葉○苓 中文輸入  18 

五專美容201班 洪○甄 中文輸入  19 

五專美容201班 吳○瑜 中文輸入  20 

五專美容201班 江○綺 中文輸入  21 

五專美容201班 李○靜 中文輸入  22 

五專美容201班 林○慈 中文輸入  23 

五專美容201班 曾○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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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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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班 劉○庭 中文輸入  25 

醫藥保健商務科3 張○茹 中文輸入  26 

五專護理科115班 呂○儀 中文輸入  27 

五專美容201班 張○榕 中文輸入  28 

五專護理108班 邱○甄 中文輸入  29 

醫藥保健商務科1 曾○慈 中文輸入  30 

醫藥保健商務科1 李○璿 中文輸入  31 

醫藥保健商務科1 施○珍 中文輸入  32 

五專護理207班 曾○鈞 中文輸入  33 

五專護理209班 羅○昀 中文輸入  34 

五專護理213班 高○羽 中文輸入  35 

五專護理203班 羅○芯 中文輸入  36 

五專護理203班 謝○婕 中文輸入  37 

醫藥保健商務科1 徐○庭 中文輸入  38 

五專護理114班 吳○閒 中文輸入  39 

五專護理105班 黃○欣 中文輸入  40 

五專護理203班 全○瑩 中文輸入  41 

醫藥保健商務科4 李○行 中文輸入  42 

五專護理106班 林○芬 中文輸入  43 

五專護理111班 邱○璇 中文輸入  44 

五專護理207班 陳○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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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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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專護理209班 張○苓 中文輸入  1 

五專護理112班 沈○慧 中文輸入  2 

五專護理107班 李○琪 中文輸入  3 

醫藥保健商務科4 黃○豪 中文輸入  4 

醫藥保健商務科1 劉○府 中文輸入  5 

醫藥保健商務科1 張○安 中文輸入  6 

醫藥保健商務科1 黃○誠 中文輸入  7 

五專護理212班 林○妤 中文輸入  8 

五專護理107班 陳○頤 中文輸入  9 

五專護理502班 羅○葳 中文輸入  10 

五專護理212班 蘇○純 中文輸入  11 

五專護理203班 崔○筑 中文輸入  12 

五專護理108班 曾○華 中文輸入  13 

五專護理112班 廖○琪 中文輸入  14 

五專護理208班 廖○萱 中文輸入  15 

五專護理206班 葉○伶 中文輸入  16 

醫藥保健商務科1 林○珍 中文輸入  17 

醫藥保健商務科1 張○廷 中文輸入  18 

五專護理105班 邱○潔 中文輸入  19 

五專護理212班 謝○姍 中文輸入  20 

五專護理105班 陳○如 中文輸入  21 

五專護理科115班 黃○珍 中文輸入  22 

五專護理206班 邱○瑄 中文輸入  23 

五專護理107班 呂○錞 中文輸入  24 

五專護理213班 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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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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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專護理105班 范○筑 中文輸入  26 

五專美容201班 姜○珊 中文輸入  27 

五專護理105班 楊○紜 中文輸入  28 

五專護理203班 林○祖 中文輸入  29 

五專護理107班 黃○緯 中文輸入  30 

醫藥保健商務科1 張○愷 中文輸入  31 

五專護理409班 范○菱 中文輸入  32 

五專護理204班 顏○璇 中文輸入  33 

五專護理107班 李○詰 中文輸入  34 

五專護理科115班 鍾○妮 中文輸入  35 

五專護理114班 朱○瑄 中文輸入  36 

醫藥保健商務科1 邱○婷 中文輸入  37 

五專護理206班 廖○鈞 中文輸入  38 

五專護理203班 馮○樂 中文輸入  39 

五專護理112班 蔡○妡 中文輸入  40 

五專健康休閒管理科501

班 
李○擇 中文輸入  41 

五專護理112班 王○華 中文輸入  42 

五專護理203班 司○葶 中文輸入  43 

五專護理科115班 許○婷 中文輸入  44 

五專護理112班 古○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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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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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班 李○萱 中文輸入  1 

醫藥保健商務科1 張○瑄 中文輸入  2 

五專護理213班 許○君 中文輸入  3 

五專護理209班 陳○璂 中文輸入  4 

五專護理107班 呂○妤 中文輸入  5 

醫藥保健商務科1 洪○臻 中文輸入  6 

五專護理112班 李○緰 中文輸入  7 

五專護理107班 劉○瑋 中文輸入  8 

五專護理213班 李○妤 中文輸入  9 

醫藥保健商務科1 林○瑄 中文輸入  10 

五專護理112班 陳○凱 中文輸入  11 

醫藥保健商務科1 温○婷 中文輸入  12 

醫藥保健商務科4 柳○晴 中文輸入  13 

五專護理112班 趙思○佳 中文輸入  14 

五專護理107班 賴○云 中文輸入  15 

五專護理114班 蘇○昕 中文輸入  16 

五專護理106班 廖○涵 中文輸入  17 

醫藥保健商務科1 呂○霓 中文輸入  18 

五專護理112班 劉○瞳 中文輸入  19 

醫藥保健商務科1 施○怡 中文輸入  20 

五專護理106班 羅○彤 中文輸入  21 

五專護理106班 陳○新 中文輸入  22 

醫藥保健商務科1 古○媗 中文輸入  23 

五專護理112班 莊○晴 中文輸入  24 

五專護理科115班 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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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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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藥保健商務科4 高○雯 中文輸入  26 

醫藥保健商務科1 黃○妮 中文輸入  27 

五專護理208班 蘇○怡 中文輸入  28 

五專護理116班 黃○貽 中文輸入  29 

五專護理112班 曾○育 中文輸入  30 

五專護理科115班 吳○棋 中文輸入  31 

五專護理213班 李○璇 中文輸入  32 

五專護理209班 羅○菁 中文輸入  33 

五專護理116班 黃○婷 中文輸入  34 

五專護理107班 黃○媗 中文輸入  35 

醫藥保健商務科1 江○松 中文輸入  36 

五專護理206班 黃○緹 中文輸入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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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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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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心 中文輸入  1 

五專護理107班 廖○慈 中文輸入  2 

五專護理112班 潘○妘 中文輸入  3 

醫保科401班 葉○彤 中文輸入  4 

五專護理116班 吳○蓁 中文輸入  5 

醫藥保健商務科1 唐○慈 中文輸入  6 

五專護理209班 李○婕 中文輸入  7 

五專護理107班 卓○伶 中文輸入  8 

五專護理201班 林○萱 中文輸入  9 

五專護理107班 劉○蓁 中文輸入  10 

五專護理202班 李○婷 中文輸入  11 

五專護理107班 潘○羽 中文輸入  12 

醫藥保健商務科3 林○彤 中文輸入  13 

五專護理107班 劉○亭 中文輸入  14 

五專護理211班 揭○熏 中文輸入  15 

五專護理108班 陳○羽 中文輸入  16 

醫藥保健商務科1 鄧○婷 中文輸入  17 

醫藥保健商務科1 彭○芸 中文輸入  18 

五專護理202班 陳○琦 中文輸入  19 

醫保科202班 劉○瑄 中文輸入  20 

五專護理108班 卓○蓁 中文輸入  21 

五專護理114班 黃○慈 中文輸入  22 

五專護理107班 劉○妤 中文輸入  23 

五專護理112班 周○蓁 中文輸入  24 

五專護理107班 施○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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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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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班 簡○珅 中文輸入  26 

五專護理208班 涂○文 中文輸入  27 

醫藥保健商務科2 林○婷 中文輸入  28 

五專護理209班 彭○心 中文輸入  29 

五專護理211班 龔○婷 中文輸入  30 

五專護理107班 張○惠 中文輸入  31 

五專護理107班 范○郢 中文輸入  32 

五專護理203班 官○鈺 中文輸入  33 

醫藥保健商務科3 林○蓉 中文輸入  34 

五專護理207班 蘇○宏 中文輸入  35 

五專護理107班 洪○萱 中文輸入  36 

五專護理114班 黃○旼 中文輸入  37 

五專護理106班 黃○云 中文輸入  38 

五專護理112班 陳○融 中文輸入  39 

五專護理209班 葉○妤 中文輸入  40 

五專護理科115班 張○晴 中文輸入  41 

五專護理105班 王○晰 中文輸入  42 

五專護理213班 吳○柔 中文輸入  43 

五專護理105班 黃○馨 中文輸入  44 

醫保科202班 洪○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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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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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班 黃○瑜 文書處理(實用級)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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