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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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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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衛科501班 范永○ 中文輸入  1 

醫保科101班 楊博○ 中文輸入  2 

醫保科101班 戴伯○ 中文輸入  3 

醫保科101班 阮明○ 中文輸入  4 

醫保科101班 林昱○ 中文輸入  5 

醫保科101班 洪于○ 中文輸入  6 

醫保科101班 黃柔○ 中文輸入  7 

口衛科101班 吳念○ 中文輸入  8 

醫保科101班 吳佳○ 中文輸入  9 

醫保科101班 許定○ 中文輸入  10 

醫保科101班 羅楷○ 中文輸入  11 

醫保科101班 林書○ 中文輸入  12 

口衛科501班 王柔○ 中文輸入  13 

醫保科101班 馬可○ 中文輸入  14 

醫保科101班 劉沛○ 中文輸入  15 

醫保科101班 郭芸○ 中文輸入  16 

醫保科101班 張語○ 中文輸入  17 

醫保科101班 雷文○ 中文輸入  18 

醫保科101班 鄧婷○ 中文輸入  19 

醫保科101班 楊佩○ 中文輸入  20 

醫保科101班 葉惠○ 中文輸入  21 

醫保科101班 詹雅○ 中文輸入  22 

醫保科101班 廖翊○ 中文輸入  23 

醫保科101班 黃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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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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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保科101班 徐丹○ 中文輸入  25 

醫保科101班 黃譁○ 中文輸入  26 

醫保科101班 翁婕○ 中文輸入  27 

醫保科101班 詹子○ 中文輸入  28 

口衛科601班(延) 吳姵○ 中文輸入  29 

醫保科101班 范紋○ 中文輸入  30 

醫保科101班 黃翊○ 中文輸入  31 

醫保科101班 盧幼○ 中文輸入  32 

醫保科101班 陳思○ 中文輸入  33 

醫保科101班 黃詩○ 中文輸入  34 

醫保科101班 衛郁○ 中文輸入  35 

醫保科101班 劉玉○ 中文輸入  36 

醫保科101班 朱雨○ 中文輸入  37 

口衛科101班 范功○ 中文輸入  38 

醫保科101班 鄭馨○ 中文輸入  39 

醫保科101班 毆陳平○ 中文輸入  40 

醫保科101班 馬亞○ 中文輸入  41 

醫保科101班 林郁○ 中文輸入  42 

醫保科101班 吳侑○ 中文輸入  43 

醫保科101班 黃以○ 中文輸入  44 

醫保科101班 黃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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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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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保科102班 徐子○ 中文輸入  1 

醫保科102班 劉如○ 中文輸入  2 

醫保科102班 陳宣○ 中文輸入  3 

醫保科102班 王嘉○ 中文輸入  4 

醫保科102班 許容○ 中文輸入  5 

醫保科102班 李芷○ 中文輸入  6 

醫保科102班 李依○ 中文輸入  7 

醫保科102班 彭豊○ 中文輸入  8 

醫保科102班 劉晉○ 中文輸入  9 

醫保科102班 劉峰○ 中文輸入  10 

醫保科102班 蘇芫○ 中文輸入  11 

醫保科102班 謝語○ 中文輸入  12 

醫保科102班 王宥○ 中文輸入  13 

醫保科102班 沈紫○ 中文輸入  14 

醫保科102班 鍾雁○ 中文輸入  15 

醫保科102班 張以○ 中文輸入  16 

醫保科102班 李芯○ 中文輸入  17 

醫保科102班 張淳○ 中文輸入  18 

醫保科102班 曹恩○ 中文輸入  19 

醫保科102班 宋佳○ 中文輸入  20 

醫保科102班 汪佳○ 中文輸入  21 

醫保科102班 陳筱○ 中文輸入  22 

醫保科102班 卓芮○ 中文輸入  23 

醫保科102班 張廂○ 中文輸入  24 

醫保科102班 謝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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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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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保科102班 魏湘○ 中文輸入  26 

醫保科102班 王芯○ 中文輸入  27 

醫保科102班 陳瑀○ 中文輸入  28 

醫保科102班 曾昭○ 中文輸入  29 

醫保科102班 吳苡○ 中文輸入  30 

醫保科102班 王筱○ 中文輸入  31 

醫保科102班 高子○ 中文輸入  32 

醫保科102班 余宇○ 中文輸入  33 

醫保科102班 黃芷○ 中文輸入  34 

醫保科102班 江明○ 中文輸入  35 

醫保科102班 林湘○ 中文輸入  36 

醫保科102班 樓佩○ 中文輸入  37 

醫保科102班 劉佳○ 中文輸入  38 

醫保科102班 劉卲○ 中文輸入  39 

醫保科102班 傅宥○ 中文輸入  40 

視光科101班 孫承○ 中文輸入  41 

醫保科102班 黃微○ 中文輸入  42 

醫保科102班 王雅○ 中文輸入  43 

醫保科102班 高芷○ 中文輸入  44 

醫保科102班 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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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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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光科202班 唐詩○ 中文輸入  1 

視光科201班 陳雅○ 中文輸入  2 

視光科202班 陳琣○ 中文輸入  3 

視光科202班 陳芯○ 中文輸入  4 

視光科201班 林姿○ 中文輸入  5 

視光科102班 張琪○ 中文輸入  6 

視光科102班 陳盈○ 中文輸入  7 

視光科202班 呂冠○ 中文輸入  8 

視光科202班 呂奕○ 中文輸入  9 

視光科202班 張劭○ 中文輸入  10 

視光科202班 廖○ 中文輸入  11 

視光科202班 詹函○ 中文輸入  12 

視光科201班 王思○ 中文輸入  13 

視光科202班 張俞○ 中文輸入  14 

視光科202班 施○ 中文輸入  15 

視光科201班 黃靖○ 中文輸入  16 

視光科202班 呂采○ 中文輸入  17 

視光科102班 楊閔○ 中文輸入  18 

視光科202班 潘均○ 中文輸入  19 

視光科201班 李沛○ 中文輸入  20 

視光科102班 簡筠○ 中文輸入  21 

視光科202班 詹貽○ 中文輸入  22 

視光科201班 邱品○ 中文輸入  23 

視光科201班 鄭佩○ 中文輸入  24 

視光科202班 涂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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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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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光科102班 楊雅○ 中文輸入  26 

視光科102班 傅柏○ 中文輸入  27 

視光科102班 陳芷○ 中文輸入  28 

視光科102班 楊沂○ 中文輸入  29 

視光科202班 鍾建○ 中文輸入  30 

視光科202班 范恩○ 中文輸入  31 

視光科201班 余姵○ 中文輸入  32 

視光科202班 戴靖○ 中文輸入  33 

視光科201班 陳于○ 中文輸入  34 

視光科201班 林筱○ 中文輸入  35 

視光科102班 陳姿○ 中文輸入  36 

視光科202班 饒珮○ 中文輸入  37 

視光科202班 林函○ 中文輸入  38 

視光科201班 陳建○ 中文輸入  39 

視光科201班 李妤○ 中文輸入  40 

視光科102班 蔡羽○ 中文輸入  41 

視光科202班 戴芷○ 中文輸入  42 

視光科202班 彭彥○ 中文輸入  43 

視光科201班 黃昱○ 中文輸入  44 

視光科201班 周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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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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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114班 楊舒○ 中文輸入  1 

護理科114班 陳羽○ 中文輸入  2 

護理科114班 徐庭○ 中文輸入  3 

護理科114班 邱閔○ 中文輸入  4 

護理科114班 劉于○ 中文輸入  5 

護理科114班 陳○ 中文輸入  6 

護理科114班 陳伊○ 中文輸入  7 

護理科114班 黃子○ 中文輸入  8 

護理科114班 陳宛○ 中文輸入  9 

護理科114班 陳月○ 中文輸入  10 

護理科114班 余亮○ 中文輸入  11 

護理科114班 楊曜○ 中文輸入  12 

醫保科202班 林軒○ 中文輸入  13 

護理科114班 樓蕙○ 中文輸入  14 

護理科114班 王怡○ 中文輸入  15 

護理科114班 江美○ 中文輸入  16 

護理科114班 許詠○ 中文輸入  17 

護理科114班 陳語○ 中文輸入  18 

護理科114班 黃靖○ 中文輸入  19 

護理科114班 湯雅○ 中文輸入  20 

護理科114班 董宜○ 中文輸入  21 

醫保科201班 葉佳○ 中文輸入  22 

醫保科201班 李婉○ 中文輸入  23 

護理科114班 張聿○ 中文輸入  24 

醫保科202班 蔡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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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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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紫○ 中文輸入  26 

護理科114班 高育○ 中文輸入  27 

護理科114班 張芯○ 中文輸入  28 

醫保科201班 呂書○ 中文輸入  29 

護理科114班 李心○ 中文輸入  30 

護理科114班 李芳○ 中文輸入  31 

護理科114班 徐采○ 中文輸入  32 

護理科114班 陳宏○ 中文輸入  33 

護理科114班 林仲○ 中文輸入  34 

護理科114班 陳子○ 中文輸入  35 

護理科114班 張彥○ 中文輸入  36 

護理科114班 揚智○ 中文輸入  37 

護理科114班 黃薇○ 中文輸入  38 

護理科114班 李喬○ 中文輸入  39 

護理科114班 彭雅○ 中文輸入  40 

護理科114班 連婉○ 中文輸入  41 

護理科114班 蔡宜○ 中文輸入  42 

護理科114班 楊晴○ 中文輸入  43 

護理科114班 林柔○ 中文輸入  44 

護理科114班 楊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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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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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116班 鄭翔○ 中文輸入  1 

護理科116班 林祐○ 中文輸入  2 

護理科116班 胡宥○ 中文輸入  3 

護理科116班 葉宥○ 中文輸入  4 

護理科116班 林煒○ 中文輸入  5 

護理科116班 林紫○ 中文輸入  6 

護理科116班 林羿○ 中文輸入  7 

護理科116班 羅宇○ 中文輸入  8 

護理科116班 鍾佩○ 中文輸入  9 

護理科116班 柯雅○ 中文輸入  10 

護理科116班 蕭淯○ 中文輸入  11 

護理科116班 劉家○ 中文輸入  12 

護理科116班 張維○ 中文輸入  13 

護理科116班 翁宇○ 中文輸入  14 

護理科116班 鄧承○ 中文輸入  15 

護理科116班 黃劉○ 中文輸入  16 

幼保科202班 戴彩○ 中文輸入  17 

幼保科202班 徐芷○ 中文輸入  18 

幼保科202班 羅俞○ 中文輸入  19 

護理科116班 李宥○ 中文輸入  20 

護理科116班 張怡○ 中文輸入  21 

護理科116班 陳姿○ 中文輸入  22 

護理科116班 游晰○ 中文輸入  23 

幼保科202班 鄒宜○ 中文輸入  24 

幼保科202班 游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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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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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116班 林淯○ 中文輸入  26 

幼保科202班 潘君○ 中文輸入  27 

幼保科202班 羅佳○ 中文輸入  28 

護理科116班 林宥○ 中文輸入  29 

護理科116班 謝瑀○ 中文輸入  30 

護理科116班 羅宇○ 中文輸入  31 

護理科116班 謝家○ 中文輸入  32 

護理科116班 陳品○ 中文輸入  33 

護理科116班 劉芊○ 中文輸入  34 

護理科116班 謝子○ 中文輸入  35 

護理科116班 王翊○ 中文輸入  36 

護理科116班 劉晏○ 中文輸入  37 

幼保科202班 蕭尹○ 中文輸入  38 

護理科116班 古易○ 中文輸入  39 

護理科116班 蔣承○ 中文輸入  40 

護理科116班 蔡鎮○ 中文輸入  41 

護理科116班 陳筱○ 中文輸入  42 

護理科116班 黃億○ 中文輸入  43 

護理科116班 韓欣○ 中文輸入  44 

幼保科202班 羅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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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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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衛科201班 張李○ 中文輸入  1 

醫保科402班 郭楷○ 中文輸入  2 

口衛科401班 林佳○ 中文輸入  3 

口衛科201班 謝佳○ 中文輸入  4 

口衛科201班 李蕙○ 中文輸入  5 

口衛科201班 鍾喬○ 中文輸入  6 

美容科101班 邱之○ 中文輸入  7 

健管科601班(延) 張緯○ 中文輸入  8 

口衛科201班 鄭勤○ 中文輸入  9 

醫保科402班 林巧○ 中文輸入  10 

口衛科201班 陳妤○ 中文輸入  11 

幼保科201班 李絲○ 中文輸入  12 

口衛科201班 莊雯○ 中文輸入  13 

幼保科201班 劉明○ 中文輸入  14 

口衛科401班 杜捷○ 中文輸入  15 

口衛科201班 邱虹○ 中文輸入  16 

幼保科201班 廖婕○ 中文輸入  17 

幼保科201班 尤美○ 中文輸入  18 

口衛科201班 王云○ 中文輸入  19 

口衛科201班 吳思○ 中文輸入  20 

護理科116班 鄭庭○ 中文輸入  21 

口衛科201班 范芯○ 中文輸入  22 

幼保科201班 簡瑜○ 中文輸入  23 

幼保科201班 林芯○ 中文輸入  24 

護理科116班 李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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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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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保科201班 陳佳○ 中文輸入  26 

護理科116班 李蕙○ 中文輸入  27 

護理科116班 林禹○ 中文輸入  28 

護理科116班 葉雨○ 中文輸入  29 

護理科116班 黃婉○ 中文輸入  30 

護理科116班 鄭芷○ 中文輸入  31 

健管科601班(延) 彭裕○ 中文輸入  32 

口衛科401班 吳宜○ 中文輸入  33 

口衛科201班 楊宇○ 中文輸入  34 

幼保科201班 林芷○ 中文輸入  35 

護理科116班 劉敏○ 中文輸入  36 

美容科101班 邱于○ 中文輸入  37 

護理科116班 謝羽○ 中文輸入  38 

口衛科401班 黃小○ 中文輸入  39 

口衛科201班 洪○ 中文輸入  40 

口衛科201班 凃品○ 中文輸入  41 

幼保科201班 周思○ 中文輸入  42 

幼保科201班 方宜○ 中文輸入  43 

幼保科201班 何欣○ 中文輸入  44 

護理科116班 廖品○ 中文輸入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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