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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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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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113班 許程○ 英文輸入  1 

美容科301班 曾喧○ 英文輸入  2 

護理科110班 施予○ 英文輸入  3 

護理科311班 吳怡○ 英文輸入  4 

護理科311班 謝儀○ 英文輸入  5 

幼保科202班 許晨○ 英文輸入  6 

護理科213班 林芊○ 英文輸入  7 

護理科109班 楊芯○ 英文輸入  8 

護理科113班 鄭伊○ 英文輸入  9 

護理科109班 洪巧○ 英文輸入  10 

口衛科501班 李子○ 英文輸入  11 

醫保科502班 陳為○ 英文輸入  12 

幼保科202班 戴彩○ 英文輸入  13 

醫保科402班 邱昕○ 英文輸入  14 

護理科310班 温嘉○ 英文輸入  15 

護理科213班 詹珈○ 英文輸入  16 

護理科213班 劉冠○ 英文輸入  17 

護理科310班 戴妤○ 英文輸入  18 

護理科213班 曾莉○ 英文輸入  19 

護理科207班 吳可○ 英文輸入  20 

護理科102班 黃采○ 英文輸入  21 

護理科102班 葉湘○ 英文輸入  22 

護理科113班 葉欣○ 英文輸入  23 

護理科112班 黃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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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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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213班 劉芷○ 英文輸入  25 

美容科301班 范閔○ 英文輸入  26 

護理科215班 張旻○ 英文輸入  27 

護理科109班 陳妤○ 英文輸入  28 

護理科107班 程語○ 英文輸入  29 

護理科112班 張毓○ 英文輸入  30 

護理科509班 劉明○ 英文輸入  31 

視光科301班 林家○ 英文輸入  32 

護理科104班 劉旭○ 英文輸入  33 

護理科102班 嚴喬○ 英文輸入  34 

幼保科202班 康謹○ 英文輸入  35 

視光科501班 卓思○ 英文輸入  36 

視光科601班(延) 李文○ 英文輸入  37 

護理科110班 李憶○ 英文輸入  38 

護理科109班 廖羿○ 英文輸入  39 

視光科501班 陳錦○ 英文輸入  40 

醫保科502班 陳芊○ 英文輸入  41 

護理科311班 蕭帟○ 英文輸入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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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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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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310班 余德○ 電腦簡報(實用級)  43 

護理科101班 林庭○ 文書處理(實用級)  44 

護理科113班 林芊○ 文書處理(實用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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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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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保科301班 吳晨○ 中文輸入  1 

護理科311班 吳怡○ 中文輸入  2 

護理科311班 謝儀○ 中文輸入  3 

口衛科301班 黃紫○ 中文輸入  4 

護理科101班 林庭○ 中文輸入  5 

護理科109班 楊芯○ 中文輸入  6 

護理科109班 洪巧○ 中文輸入  7 

美容科101班 余念○ 中文輸入  8 

口衛科301班 康恩○ 中文輸入  9 

幼保科301班 張心○ 中文輸入  10 

幼保科302班 許巧○ 中文輸入  11 

幼保科301班 董佳○ 中文輸入  12 

美容科301班 王宥○ 中文輸入  13 

護理科310班 戴妤○ 中文輸入  14 

美容科301班 黃麗○ 中文輸入  15 

護理科207班 吳可○ 中文輸入  16 

護理科102班 黃采○ 中文輸入  17 

護理科102班 葉湘○ 中文輸入  18 

護理科112班 黃勤○ 中文輸入  19 

美容科301班 董詠○ 中文輸入  20 

美容科301班 朱彩○ 中文輸入  21 

幼保科302班 林琬○ 中文輸入  22 

幼保科302班 岳佳○ 中文輸入  23 

幼保科302班 林○ 中文輸入  24 

護理科109班 陳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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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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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107班 程語○ 中文輸入  26 

美容科301班 蒙可○ 中文輸入  27 

美容科301班 羅瑀○ 中文輸入  28 

幼保科302班 胡文○ 中文輸入  29 

幼保科302班 李心○ 中文輸入  30 

幼保科302班 彭巧○ 中文輸入  31 

幼保科302班 陳○ 中文輸入  32 

幼保科302班 謝佳○ 中文輸入  33 

視光科501班 卓思○ 中文輸入  34 

幼保科302班 張筱○ 中文輸入  35 

幼保科302班 陳冠○ 中文輸入  36 

視光科601班(延) 李文○ 中文輸入  37 

幼保科302班 王昱○ 中文輸入  38 

美容科301班 朱珮○ 中文輸入  39 

護理科109班 廖羿○ 中文輸入  40 

護理科311班 蕭帟○ 中文輸入  41 

護理科410班 張婷○ 英文輸入  42 

護理科411班 林姿○ 英文輸入  43 

護理科508班 王妍○ 英文輸入  44 

護理科410班 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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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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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班 胡○ 中文輸入  1 

視光科301班 林冠○ 中文輸入  2 

健管科401班 高琬○ 中文輸入  3 

健管科401班 游沁○ 中文輸入  4 

健管科201班 劉家○ 中文輸入  5 

健管科501班 李晴○ 中文輸入  6 

健管科201班 陳韋○ 中文輸入  7 

健管科201班 王靖○ 中文輸入  8 

健管科201班 蔡邦○ 中文輸入  9 

健管科401班 呂學○ 中文輸入  10 

健管科201班 賴建○ 中文輸入  11 

健管科401班 吳○ 中文輸入  12 

健管科301班 湯祐○ 中文輸入  13 

健管科501班 廖逸○ 中文輸入  14 

健管科501班 徐金○ 中文輸入  15 

健管科201班 李政○ 中文輸入  16 

健管科401班 黃薪○ 中文輸入  17 

健管科401班 陳世○ 中文輸入  18 

健管科301班 魏楷○ 中文輸入  19 

健管科201班 賴胤○ 中文輸入  20 

健管科201班 廖昱○ 中文輸入  21 

健管科301班 林沁○ 中文輸入  22 

健管科401班 簡庭○ 中文輸入  23 

健管科201班 薛媕○ 中文輸入  24 

護理科511班 劉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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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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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班 黃幼○ 中文輸入  26 

健管科401班 葉學○ 中文輸入  27 

健管科401班 廖欣○ 中文輸入  28 

健管科401班 江如○ 中文輸入  29 

健管科201班 黃品○ 中文輸入  30 

健管科201班 杜玟○ 中文輸入  31 

健管科201班 詹妤○ 中文輸入  32 

健管科501班 邱若○ 中文輸入  33 

健管科401班 羅家○ 中文輸入  34 

健管科401班 劉陶○ 中文輸入  35 

健管科301班 徐宇○ 中文輸入  36 

健管科301班 邱奕○ 中文輸入  37 

健管科301班 高婕○ 中文輸入  38 

健管科201班 李巧○ 中文輸入  39 

視光科301班 徐毓○ 中文輸入  40 

健管科301班 林月○ 中文輸入  41 

健管科201班 廖心○ 中文輸入  42 

健管科201班 林昀○ 中文輸入  43 

健管科201班 彭○ 中文輸入  44 

健管科401班 林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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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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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班 梁鈺○ 中文輸入  1 

護理科102班 李苡○ 中文輸入  2 

護理科405班 黃惠○ 中文輸入  3 

護理科102班 黃念○ 中文輸入  4 

護理科102班 蔡欣○ 中文輸入  5 

護理科102班 陳昱○ 中文輸入  6 

護理科102班 羅愷○ 中文輸入  7 

護理科405班 宗昱○ 中文輸入  8 

醫保科501班 李卉○ 中文輸入  9 

醫保科501班 詹勤○ 中文輸入  10 

醫保科501班 邱靖○ 中文輸入  11 

醫保科501班 施妤○ 中文輸入  12 

護理科102班 許惠○ 中文輸入  13 

護理科102班 吳紫○ 中文輸入  14 

護理科102班 黃心○ 中文輸入  15 

護理科102班 鄭安○ 中文輸入  16 

護理科105班 劉忻○ 中文輸入  17 

護理科102班 趙晏○ 中文輸入  18 

護理科102班 林宜○ 中文輸入  19 

護理科105班 許晨○ 中文輸入  20 

護理科102班 徐詩○ 中文輸入  21 

視光科302班 鍾全○ 中文輸入  22 

醫保科501班 鄒雨○ 中文輸入  23 

醫保科501班 范如○ 中文輸入  24 

視光科302班 鄧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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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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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班 徐邱苡○ 中文輸入  26 

護理科102班 陳沛○ 中文輸入  27 

護理科102班 林沛○ 中文輸入  28 

護理科106班 黃郁○ 中文輸入  29 

護理科102班 嚴喬○ 中文輸入  30 

護理科102班 陳釆○ 中文輸入  31 

護理科105班 劉妤○ 中文輸入  32 

護理科102班 彭宥○ 中文輸入  33 

護理科311班 羅沛○ 中文輸入  34 

護理科102班 胡雅○ 中文輸入  35 

醫保科302班 郭弦○ 中文輸入  36 

護理科102班 劉晏○ 中文輸入  37 

醫保科501班 李紹○ 中文輸入  38 

醫保科501班 李紹○ 中文輸入  39 

護理科102班 黃依○ 中文輸入  40 

護理科105班 林玠○ 中文輸入  41 

護理科405班 朱元○ 中文輸入  42 

護理科311班 黃柔○ 中文輸入  43 

護理科102班 李昀○ 中文輸入  44 

護理科102班 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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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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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班 鄭伊○ 中文輸入  1 

護理科107班 簡品○ 中文輸入  2 

護理科107班 童柏○ 中文輸入  3 

護理科107班 速沛○ 中文輸入  4 

護理科107班 王雅○ 中文輸入  5 

護理科110班 洪筱○ 中文輸入  6 

護理科107班 蔡為○ 中文輸入  7 

護理科107班 廖品○ 中文輸入  8 

護理科107班 李嘉○ 中文輸入  9 

護理科107班 吳思○ 中文輸入  10 

護理科107班 劉峻○ 中文輸入  11 

護理科107班 李雅○ 中文輸入  12 

護理科107班 張品○ 中文輸入  13 

護理科107班 陳亞○ 中文輸入  14 

護理科107班 陳禹○ 中文輸入  15 

護理科107班 李郁○ 中文輸入  16 

護理科107班 徐采○ 中文輸入  17 

護理科107班 俞亞○ 中文輸入  18 

護理科107班 鄭善○ 中文輸入  19 

護理科107班 吳珮○ 中文輸入  20 

護理科107班 連宜○ 中文輸入  21 

護理科107班 張采○ 中文輸入  22 

護理科107班 尤雯○ 中文輸入  23 

護理科107班 謝筠○ 中文輸入  24 

護理科107班 陳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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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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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班 蕭宇○ 中文輸入  26 

護理科110班 陳怡○ 中文輸入  27 

護理科107班 王瑄○ 中文輸入  28 

護理科107班 林詩○ 中文輸入  29 

護理科107班 謝奕○ 中文輸入  30 

護理科107班 李至○ 中文輸入  31 

護理科107班 徐亭○ 中文輸入  32 

護理科107班 林軒○ 中文輸入  33 

護理科107班 林玉○ 中文輸入  34 

護理科107班 邱品○ 中文輸入  35 

護理科107班 盧玟○ 中文輸入  36 

護理科107班 蔡宇○ 中文輸入  37 

護理科107班 張儷○ 中文輸入  38 

護理科107班 蘇玉○ 中文輸入  39 

護理科110班 高蓓○ 中文輸入  40 

護理科107班 姜維○ 中文輸入  41 

護理科107班 廖宜○ 中文輸入  42 

護理科107班 廖姵○ 中文輸入  43 

護理科110班 廖家○ 中文輸入  44 

護理科107班 黃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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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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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112班 劉韋○ 中文輸入  1 

護理科112班 徐以○ 中文輸入  2 

護理科109班 林怡○ 中文輸入  3 

護理科112班 徐湘○ 中文輸入  4 

護理科109班 林姸○ 中文輸入  5 

護理科112班 蘇沛○ 中文輸入  6 

護理科112班 王裕○ 中文輸入  7 

護理科112班 林蕙○ 中文輸入  8 

護理科112班 蘇子○ 中文輸入  9 

護理科112班 吳姿○ 中文輸入  10 

護理科112班 林靖○ 中文輸入  11 

護理科112班 陳姿○ 中文輸入  12 

護理科112班 劉麗○ 中文輸入  13 

護理科112班 楊芷○ 中文輸入  14 

護理科112班 游羽○ 中文輸入  15 

護理科109班 林思○ 中文輸入  16 

護理科112班 余芷○ 中文輸入  17 

護理科112班 楊潔○ 中文輸入  18 

護理科112班 謝彩○ 中文輸入  19 

護理科112班 魏云○ 中文輸入  20 

護理科112班 曾羽○ 中文輸入  21 

護理科112班 蔣詩○ 中文輸入  22 

護理科112班 孔祥○ 中文輸入  23 

護理科112班 徐筠○ 中文輸入  24 

護理科112班 吳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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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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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112班 郭妍○ 中文輸入  26 

護理科112班 黃荷○ 中文輸入  27 

護理科112班 李雨○ 中文輸入  28 

護理科112班 沈芳○ 中文輸入  29 

護理科109班 黃芷○ 中文輸入  30 

護理科112班 李家○ 中文輸入  31 

護理科112班 彭郁○ 中文輸入  32 

護理科112班 李沛○ 中文輸入  33 

護理科208班 彭智○ 中文輸入  34 

護理科112班 林珈○ 中文輸入  35 

護理科112班 李芸○ 中文輸入  36 

護理科112班 黃禹○ 中文輸入  37 

護理科112班 鄧雅○ 中文輸入  38 

護理科112班 沈郁○ 中文輸入  39 

護理科112班 高芸○ 中文輸入  40 

護理科112班 謝佩○ 中文輸入  41 

護理科208班 黃靖○ 中文輸入  42 

護理科208班 劉紫○ 中文輸入  43 

護理科112班 梁禹○ 中文輸入  44 

護理科109班 朱姵○ 中文輸入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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