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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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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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班 蔡○秋 中文輸入  1 

口衛科201班 賀○茜 中文輸入  2 

幼保301班 郭○玲 中文輸入  3 

五專護理211班 劉瑄 中文輸入  4 

五專護理211班 林萱 中文輸入  5 

五專護理211班 黃庭 中文輸入  6 

口衛科201班 陳汝 中文輸入  7 

口衛科201班 許婷 中文輸入  8 

幼保301班 許心 中文輸入  9 

幼保301班 黃祈 中文輸入  10 

幼保301班 楊瑄 中文輸入  11 

口衛科201班 邱研 中文輸入  12 

五專護理211班 劉伶 中文輸入  13 

口衛科201班 楊瑩 中文輸入  14 

五專護理211班 喬 中文輸入  15 

口衛科201班 黃凌 中文輸入  16 

五專護理211班 金萱 中文輸入  17 

五專護理211班 林妤 中文輸入  18 

五專護理211班 蕭圩 中文輸入  19 

幼保301班 陳君 中文輸入  20 

五專護理211班 黃瑜 中文輸入  21 

幼保201班 吳琳 英文輸入  22 

口衛科201班 方婷 英文輸入  23 

五專護理212班 蘇宥 英文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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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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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班 王芯 英文輸入  25 

五專護理206班 吳鑫 英文輸入  26 

五專護理308班 許然 英文輸入  27 

五專護理206班 黃詠 英文輸入  28 

五專護理205班 莊萱 英文輸入  29 

幼保302班 池蓁 英文輸入  30 

幼保302班 鄧珺 英文輸入  31 

五專護理201班 王涵 英文輸入  32 

五專護理308班 方伃 英文輸入  33 

幼保201班 林萱 英文輸入  34 

幼保201班 廖琳 英文輸入  35 

幼保201班 鍾庭 英文輸入  36 

五專護理206班 許雅 英文輸入  37 

五專護理202班 吳融 英文輸入  38 

五專護理206班 黃緹 英文輸入  39 

幼保401班 溫萱 英文輸入  40 

五專護理308班 曾嘉 英文輸入  41 

五專護理212班 陳宣 英文輸入  42 

五專護理206班 廖鈞 英文輸入  43 

五專護理204班 廖韋 英文輸入  44 

五專護理202班 李諭 英文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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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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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衛科301班 林盈 中文輸入  1 

幼保201班 林 中文輸入  2 

幼保302班 周芬 中文輸入  3 

幼保302班 江怡 中文輸入  4 

口衛科201班 方婷 中文輸入  5 

口衛科301班 吳珊 中文輸入  6 

幼保302班 張玟 中文輸入  7 

幼保302班 簡頤 中文輸入  8 

幼保302班 陳瑄 中文輸入  9 

幼保302班 莊恩 中文輸入  10 

幼保302班 徐捷 中文輸入  11 

口衛科401班 翁晴 中文輸入  12 

幼保302班 鄧珺 中文輸入  13 

幼保302班 陳庭 中文輸入  14 

幼保302班 胡玲 中文輸入  15 

幼保302班 吳慧 中文輸入  16 

幼保302班 吳希 中文輸入  17 

幼保302班 楊薰 中文輸入  18 

口衛科301班 張雯 中文輸入  19 

幼保302班 林妤 中文輸入  20 

幼保302班 楊柔 中文輸入  21 

幼保302班 林鈺 中文輸入  22 

幼保302班 鄧涵 中文輸入  23 

幼保201班 徐慧 中文輸入  24 

幼保302班 楊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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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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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保302班 黃文 中文輸入  26 

幼保302班 王 中文輸入  27 

幼保302班 邱玲 中文輸入  28 

幼保302班 黃薇 中文輸入  29 

幼保201班 鍾庭 中文輸入  30 

幼保202班 張兒 中文輸入  31 

幼保202班 林 中文輸入  32 

幼保302班 湯涵 中文輸入  33 

幼保302班 方昕 中文輸入  34 

幼保302班 呂殷 中文輸入  35 

幼保302班 羅心 中文輸入  36 

幼保302班 劉怡 中文輸入  37 

幼保302班 林靜 中文輸入  38 

幼保302班 葉萱 中文輸入  39 

幼保302班 鍾瑄 中文輸入  40 

口衛科201班 陳葳 中文輸入  41 

幼保302班 鍾函 中文輸入  42 

口衛科201班 彭歆 中文輸入  43 

幼保202班 謝軒 中文輸入  44 

幼保201班 陳音 中文輸入  45 

第 2 頁 / 共 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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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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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光學科201班 李恩 中文輸入  1 

健管科301班 王慧 中文輸入  2 

幼保401班 鄭宜 中文輸入  3 

視光學科201班 郭婷 中文輸入  4 

視光學科201班 劉如 中文輸入  5 

視光學科201班 羅岑 中文輸入  6 

視光學科201班 王澄 中文輸入  7 

視光學科201班 陳萱 中文輸入  8 

視光學科201班 王庭 中文輸入  9 

視光學科201班 陳凱 中文輸入  10 

視光學科201班 王凡 中文輸入  11 

健管科301班 陳捷 中文輸入  12 

視光學科201班 陳瑋 中文輸入  13 

視光學科201班 徐淙 中文輸入  14 

視光學科201班 楊帆 中文輸入  15 

視光學科201班 呂涵 中文輸入  16 

視光學科201班 呂琪 中文輸入  17 

視光學科201班 楊臻 中文輸入  18 

視光學科201班 游芬 中文輸入  19 

美容301班 邵芊 中文輸入  20 

視光學科201班 劉希 中文輸入  21 

健管科301班 賴蓉 中文輸入  22 

護理301班 游安 中文輸入  23 

視光學科201班 朱槿 中文輸入  24 

視光學科201班 鄧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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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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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管科301班 江晏 中文輸入  26 

視光學科201班 莊蓁 中文輸入  27 

視光學科201班 徐喬 中文輸入  28 

視光學科201班 楊儒 中文輸入  29 

護理414班 蘇傑 中文輸入  30 

幼保401班 徐欣 中文輸入  31 

幼保401班 溫萱 中文輸入  32 

美容301班 石鎔 中文輸入  33 

幼保401班 楊榆 中文輸入  34 

幼保401班 陳安 中文輸入  35 

美容301班 林均 中文輸入  36 

幼保302班 張芷 中文輸入  37 

幼保302班 李欣 中文輸入  38 

幼保401班 馮欣 中文輸入  39 

幼保302班 彭歆 中文輸入  40 

幼保302班 張娟 中文輸入  41 

幼保302班 陳瑄 中文輸入  42 

幼保302班 蔡媚 中文輸入  43 

醫保科202班 彭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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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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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光學科202班 劉妤 中文輸入  1 

視光學科202班 廖楷 中文輸入  2 

視光學科202班 賴安 中文輸入  3 

視光學科201班 曾惠 中文輸入  4 

視光學科201班 蔡羽 中文輸入  5 

視光學科201班 張婷 中文輸入  6 

視光學科201班 黃晏 中文輸入  7 

視光學科201班 李萱 中文輸入  8 

視光學科201班 陳佳 中文輸入  9 

視光學科201班 張瑜 中文輸入  10 

視光學科201班 張婕 中文輸入  11 

視光學科201班 郭慈 中文輸入  12 

視光學科201班 陳臻 中文輸入  13 

視光學科201班 蔡倪 中文輸入  14 

視光學科201班 邱育 中文輸入  15 

視光學科201班 李兒 中文輸入  16 

視光學科201班 羅蓁 中文輸入  17 

視光學科201班 徐晴 中文輸入  18 

視光學科201班 陳瑄 中文輸入  19 

視光學科201班 許葳 中文輸入  20 

視光學科202班 謝樺 中文輸入  21 

視光學科201班 黃潔 中文輸入  22 

視光學科201班 黃鈴 中文輸入  23 

視光學科201班 王 中文輸入  24 

視光學科201班 沈亭 中文輸入  25 

第 1 頁 / 共 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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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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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光學科202班 朱宇 中文輸入  26 

視光學科202班 劉傑 中文輸入  27 

視光學科202班 徐謙 中文輸入  28 

視光學科202班 鍾焌 中文輸入  29 

視光學科202班 羅瑀 中文輸入  30 

視光學科202班 李翔 中文輸入  31 

視光學科202班 徐明 中文輸入  32 

視光學科202班 張旺 中文輸入  33 

視光學科202班 鄧元 中文輸入  34 

視光學科202班 鍾磊 中文輸入  35 

視光學科202班 蕭易 中文輸入  36 

視光學科202班 黃涵 中文輸入  37 

視光學科202班 鄧心 中文輸入  38 

視光學科202班 陳純 中文輸入  39 

視光學科202班 林蓁 中文輸入  40 

視光學科202班 吳薇 中文輸入  41 

視光學科202班 吳盈 中文輸入  42 

視光學科202班 黃晴 中文輸入  43 

視光學科201班 張綺 中文輸入  44 

視光學科202班 江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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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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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班 周晅 中文輸入  1 

五專護理202班 彭蓁 中文輸入  2 

五專護理203班 王如 中文輸入  3 

五專護理201班 林萱 中文輸入  4 

五專護理203班 蘇涵 中文輸入  5 

五專護理203班 蔡瑄 中文輸入  6 

五專護理203班 莊峰 中文輸入  7 

五專護理203班 洪 中文輸入  8 

五專護理201班 高 中文輸入  9 

五專護理203班 李蕎 中文輸入  10 

視光學科602班 陳平 中文輸入  11 

五專護理203班 洪琦 中文輸入  12 

五專護理201班 王涵 中文輸入  13 

五專護理203班 葉 中文輸入  14 

五專護理203班 高琦 中文輸入  15 

五專護理203班 簡琳 中文輸入  16 

五專護理203班 林柔 中文輸入  17 

五專護理203班 林昀 中文輸入  18 

五專護理203班 林祖 中文輸入  19 

五專護理203班 陳 中文輸入  20 

五專護理201班 田文 中文輸入  21 

視光學科602班 余嫺 中文輸入  22 

五專護理201班 邱晴 中文輸入  23 

五專護理203班 高 中文輸入  24 

五專護理203班 戴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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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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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班 黃妤 中文輸入  26 

五專護理203班 羅芯 中文輸入  27 

五專護理203班 范柔 中文輸入  28 

五專護理201班 陳萱 中文輸入  29 

五專護理201班 洪軒 中文輸入  30 

五專護理201班 林萱 中文輸入  31 

五專護理202班 謝燕 中文輸入  32 

五專護理203班 根瑩 中文輸入  33 

五專護理203班 酆宇 中文輸入  34 

五專護理201班 紀晴 中文輸入  35 

五專護理203班 高岑 中文輸入  36 

五專護理203班 夏恩 中文輸入  37 

五專護理203班 仲康 中文輸入  38 

五專護理203班 賴竹 中文輸入  39 

五專護理203班 王恩 中文輸入  40 

五專護理203班 林婷 中文輸入  41 

五專護理203班 李璇 中文輸入  42 

視光學科202班 徐萍 中文輸入  43 

視光學科202班 林蕥 中文輸入  44 

視光學科202班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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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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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班 李臻 中文輸入  1 

五專護理204班 陳穎 中文輸入  2 

五專護理204班 張涵 中文輸入  3 

五專護理206班 林樂 中文輸入  4 

五專護理206班 蘇玄 中文輸入  5 

五專護理206班 林綺 中文輸入  6 

五專護理205班 林柔 中文輸入  7 

五專護理206班 郭慧 中文輸入  8 

五專護理205班 許薰 中文輸入  9 

五專護理206班 丁萱 中文輸入  10 

五專護理204班 李瑄 中文輸入  11 

五專護理206班 黃惠 中文輸入  12 

五專護理206班 曾美 中文輸入  13 

五專護理204班 莊瑄 中文輸入  14 

五專護理206班 黃筑 中文輸入  15 

五專護理206班 丁晴 中文輸入  16 

五專護理204班 謝軒 中文輸入  17 

五專護理206班 李璇 中文輸入  18 

五專護理205班 黃晨 中文輸入  19 

五專護理206班 王蕊 中文輸入  20 

五專護理204班 宋錚 中文輸入  21 

五專護理206班 黃晴 中文輸入  22 

五專護理206班 藍薰 中文輸入  23 

五專護理205班 陳 中文輸入  24 

五專護理204班 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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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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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班 黃殷 中文輸入  26 

五專護理204班 潘樺 中文輸入  27 

五專護理205班 謝庭 中文輸入  28 

五專護理204班 吳采 中文輸入  29 

五專護理204班 李慈 中文輸入  30 

五專護理204班 林縈 中文輸入  31 

五專護理205班 劉珍 中文輸入  32 

五專護理203班 官 中文輸入  33 

五專護理203班 何中文

 

 34 

五專護理203班 松媗 中文輸入  35 

五專護理203班 司葶 中文輸入  36 

五專護理203班 全 中文輸入  37 

五專護理205班 范彤 中文輸入  38 

五專護理205班 蘇如 中文輸入  39 

五專護理203班 董翎 中文輸入  40 

五專護理204班 何陵 中文輸入  41 

五專護理203班 葉晴 中文輸入  42 

五專護理203班 李誼 中文輸入  43 

五專護理203班 羅盈 中文輸入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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