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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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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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班 許瑄 中文輸入  1 

五專護理208班 包翰 中文輸入  2 

五專護理207班 張珆 中文輸入  3 

五專護理208班 潘潔 中文輸入  4 

五專護理206班 張甄 中文輸入  5 

五專護理206班 許瑜 中文輸入  6 

五專護理206班 葉伶 中文輸入  7 

五專護理206班 邱姍 中文輸入  8 

五專護理208班 鄒蓁 中文輸入  9 

五專護理208班 王君 中文輸入  10 

五專護理206班 張宴 中文輸入  11 

五專護理207班 張婷 中文輸入  12 

五專護理207班 黃玲 中文輸入  13 

五專護理206班 陳蓁 中文輸入  14 

五專護理206班 鄭蓉 中文輸入  15 

五專護理206班 彭涵 中文輸入  16 

五專護理206班 吳萱 中文輸入  17 

五專護理206班 吳准 中文輸入  18 

五專護理206班 詹葳 中文輸入  19 

五專護理206班 邱涵 中文輸入  20 

五專護理208班 涂文 中文輸入  21 

五專護理206班 楊萱 中文輸入  22 

五專護理208班 李珊 中文輸入  23 

五專護理206班 賴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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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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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班 黃姍 中文輸入  25 

五專護理206班 汪憶 中文輸入  26 

五專護理206班 陳榕 中文輸入  27 

五專護理206班 蔡琳 中文輸入  28 

五專護理208班 陳晴 中文輸入  29 

五專護理206班 林諭 中文輸入  30 

五專護理206班 周雅 中文輸入  31 

五專護理206班 洪綺 中文輸入  32 

五專護理208班 李如 英文輸入  33 

五專護理208班 許萱 英文輸入  34 

五專護理208班 曾妤 英文輸入  35 

五專護理208班 葉伶 英文輸入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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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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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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班 蘇媗 中文輸入  1 

五專護理216班 吳潔 中文輸入  2 

五專護理306班 李芸 中文輸入  3 

五專護理306班 彭馨 中文輸入  4 

五專護理306班 蘇瑩 中文輸入  5 

五專護理210班 詹傑 中文輸入  6 

五專護理306班 王崟 中文輸入  7 

五專護理210班 蔡蘋 中文輸入  8 

五專護理212班 謝岑 中文輸入  9 

五專護理212班 蘇宥 中文輸入  10 

五專護理210班 張筑 中文輸入  11 

五專護理306班 陳茹 中文輸入  12 

五專護理212班 林庭 中文輸入  13 

五專護理306班 邱宜 中文輸入  14 

五專護理212班 王芯 中文輸入  15 

五專護理216班 魏柔 中文輸入  16 

五專護理210班 賴岑 中文輸入  17 

五專護理212班 吳萱 中文輸入  18 

五專護理216班 蔡綺 中文輸入  19 

五專護理212班 林彤 中文輸入  20 

五專護理210班 劉琳 中文輸入  21 

五專護理216班 鍾欣 中文輸入  22 

五專護理212班 宓萱 中文輸入  23 

五專護理216班 許雅 中文輸入  24 

五專護理216班 張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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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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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班 古慈 中文輸入  26 

五專護理212班 黃緁 中文輸入  27 

五專護理216班 陳岑 中文輸入  28 

五專護理212班 賈宜 中文輸入  29 

五專護理216班 李儀 中文輸入  30 

五專護理214班 林彤 中文輸入  31 

五專護理216班 邱庭 中文輸入  32 

五專護理216班 湯婷 中文輸入  33 

五專護理212班 劉筠 中文輸入  34 

五專護理216班 許妍 中文輸入  35 

五專護理216班 邱茹 中文輸入  36 

五專護理212班 彭筑 中文輸入  37 

五專護理216班 蕭珮 中文輸入  38 

五專護理216班 黃慈 中文輸入  39 

五專護理212班 曹婷 中文輸入  40 

五專護理214班 陳雲 中文輸入  41 

五專護理210班 黃萱 中文輸入  42 

五專護理216班 林盈 中文輸入  43 

五專護理216班 余玲 中文輸入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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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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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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班 潘瑄 中文輸入  1 

醫保科201班 黃宜 中文輸入  2 

醫保科201班 陳郿 中文輸入  3 

醫保科201班 簡潔 中文輸入  4 

醫保科201班 謝陞 中文輸入  5 

醫保科201班 鄭祥 中文輸入  6 

醫保科201班 洪昊 中文輸入  7 

醫保科201班 楊詅 中文輸入  8 

醫保科201班 翁珊 中文輸入  9 

五專護理306班 吳翔 中文輸入  10 

五專護理306班 魏杰 中文輸入  11 

五專護理306班 林辰 中文輸入  12 

五專護理307班 王婷 中文輸入  13 

五專護理307班 蔡敏 中文輸入  14 

五專護理306班 曾鈞 中文輸入  15 

五專護理308班 黃庭 中文輸入  16 

五專護理402班 姜樺 中文輸入  17 

五專護理306班 李慈 中文輸入  18 

五專護理402班 李豫 中文輸入  19 

五專護理306班 魯嫻 中文輸入  20 

五專護理308班 江涵 中文輸入  21 

五專護理402班 徐予 中文輸入  22 

五專護理306班 辜芯 中文輸入  23 

五專護理306班 劉樺 中文輸入  24 

五專護理308班 孫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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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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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班 王凡 中文輸入  26 

五專護理410班 徐嫙 中文輸入  27 

五專護理410班 吳樺 中文輸入  28 

五專護理306班 黃茹 中文輸入  29 

五專護理306班 林喬 中文輸入  30 

五專護理306班 何 中文輸入  31 

五專護理306班 巫鎂 中文輸入  32 

五專護理406班 劉然 中文輸入  33 

五專護理306班 阮恩 中文輸入  34 

五專護理406班 洪柔 中文輸入  35 

五專護理410班 蔡秉 中文輸入  36 

五專護理410班 鄭文 中文輸入  37 

五專護理306班 賴佑 中文輸入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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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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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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保科201班 吳萱 中文輸入  1 

醫保科201班 黃媛 中文輸入  2 

醫保科201班 陳諭 中文輸入  3 

醫保科201班 黃婷 中文輸入  4 

醫保科201班 溫潔 中文輸入  5 

醫保科201班 陳霖 中文輸入  6 

醫保科201班 王晨 中文輸入  7 

醫保科201班 陳廷 中文輸入  8 

醫保科201班 徐田 中文輸入  9 

醫保科201班 蔡堂 中文輸入  10 

醫保科201班 呂慶 中文輸入  11 

醫保科201班 呂軒 中文輸入  12 

醫保科201班 鍾光 中文輸入  13 

醫保科201班 陳喬 中文輸入  14 

醫保科201班 張婕 中文輸入  15 

醫保科202班 梁寧 中文輸入  16 

醫保科201班 林吟 中文輸入  17 

醫保科201班 徐雯 中文輸入  18 

醫保科201班 郭甄 中文輸入  19 

醫保科201班 張婷 中文輸入  20 

醫保科201班 李庭 中文輸入  21 

醫保科201班 梁柔 中文輸入  22 

醫保科201班 許語 中文輸入  23 

醫保科201班 羅欣 中文輸入  24 

醫保科201班 詹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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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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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保科201班 黎君 中文輸入  26 

醫保科201班 蔡蓉 中文輸入  27 

醫保科201班 王萱 中文輸入  28 

醫保科201班 簡億 中文輸入  29 

醫保科201班 劉妍 中文輸入  30 

醫保科201班 陳穎 中文輸入  31 

醫保科201班 游穎 中文輸入  32 

醫保科201班 邱臻 中文輸入  33 

醫保科201班 藍蝶 中文輸入  34 

醫保科202班 劉瑄 中文輸入  35 

醫保科202班 蔡君 中文輸入  36 

醫保科202班 吳錡 中文輸入  37 

醫保科202班 蔣渝 中文輸入  38 

醫保科202班 簡淇 中文輸入  39 

醫保科202班 楊琁 中文輸入  40 

醫保科201班 周婕 中文輸入  41 

醫保科201班 周蓁 中文輸入  42 

醫保科201班 吳萍 中文輸入  43 

醫保科201班 王喬 中文輸入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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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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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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保科301班 廖凱 中文輸入  1 

醫保科501班 羅喬 中文輸入  2 

醫保科501班 陳廷 中文輸入  3 

醫保科202班 賴綾 中文輸入  4 

醫保科202班 謝昇 中文輸入  5 

醫保科202班 林丞 中文輸入  6 

醫保科202班 劉豪 中文輸入  7 

醫保科501班 范宜 中文輸入  8 

醫保科202班 林柔 中文輸入  9 

醫保科202班 陳螢 中文輸入  10 

醫保科202班 曾 中文輸入  11 

醫保科202班 劉君 中文輸入  12 

醫保科202班 劉錤 中文輸入  13 

醫保科202班 陳筑 中文輸入  14 

醫保科202班 吳蓁 中文輸入  15 

醫保科202班 郭宜 中文輸入  16 

醫保科202班 黃寧 中文輸入  17 

醫保科202班 謝彤 中文輸入  18 

醫保科202班 葉玟 中文輸入  19 

醫保科202班 徐庭 中文輸入  20 

醫保科202班 林箴 中文輸入  21 

醫保科202班 曾瑜 中文輸入  22 

醫保科202班 朱璇 中文輸入  23 

醫保科202班 陳怡 中文輸入  24 

醫保科202班 呂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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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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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保科202班 邱昀 中文輸入  26 

醫保科202班 張綺 中文輸入  27 

醫保科202班 張 中文輸入  28 

醫保科202班 呂玲 中文輸入  29 

醫保科202班 郭祐 中文輸入  30 

醫保科202班 黃昕 中文輸入  31 

醫保科202班 陳君 中文輸入  32 

醫保科202班 林璟 中文輸入  33 

醫保科202班 陳炘 中文輸入  34 

醫保科501班 蔡珊 中文輸入  35 

醫保科202班 郭蓁 中文輸入  36 

醫保科202班 賴圻 中文輸入  37 

醫保科401班 李言 中文輸入  38 

醫保科401班 李行 中文輸入  39 

醫保科202班 范茹 中文輸入  40 

醫保科202班 王菁 中文輸入  41 

醫保科202班 郭佑 中文輸入  42 

醫保科202班 盧艾 中文輸入  43 

醫保科202班 蔡絜 中文輸入  44 

醫保科202班 陳至 中文輸入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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