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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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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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子○ 中文輸入  1 

護理科113班 何玥○ 中文輸入  2 

護理科113班 羅方○ 中文輸入  3 

護理科113班 沈昕○ 中文輸入  4 

護理科113班 陳怡○ 中文輸入  5 

護理科201班 林采○ 中文輸入  6 

護理科113班 鄭卉○ 中文輸入  7 

護理科113班 鄒和○ 中文輸入  8 

護理科113班 徐佑○ 中文輸入  9 

護理科113班 胡嘉○ 中文輸入  10 

護理科113班 李若○ 中文輸入  11 

護理科113班 陳詩○ 中文輸入  12 

護理科113班 吳昂○ 中文輸入  13 

護理科113班 黃翊○ 中文輸入  14 

護理科201班 施貝○ 中文輸入  15 

護理科201班 劉家○ 中文輸入  16 

護理科115班 葉妤○ 中文輸入  17 

護理科113班 廖相○ 中文輸入  18 

護理科113班 呂菀○ 中文輸入  19 

護理科113班 蕭瑋○ 中文輸入  20 

護理科201班 巫亭○ 中文輸入  21 

護理科113班 羅偵○ 中文輸入  22 

護理科113班 沈宣○ 中文輸入  23 

護理科113班 凌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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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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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燕○ 中文輸入  25 

護理科113班 吳宜○ 中文輸入  26 

護理科113班 鄧筠○ 中文輸入  27 

護理科113班 顏可○ 中文輸入  28 

護理科113班 聶靜○ 中文輸入  29 

護理科113班 陳宥○ 中文輸入  30 

護理科113班 黃心○ 中文輸入  31 

護理科113班 許秀○ 中文輸入  32 

護理科113班 葉子○ 中文輸入  33 

護理科113班 林姿○ 中文輸入  34 

護理科113班 曾雅○ 中文輸入  35 

護理科113班 徐培○ 中文輸入  36 

護理科113班 林靖○ 中文輸入  37 

護理科113班 邱莕○ 中文輸入  38 

護理科113班 楊雅○ 中文輸入  39 

護理科113班 范辰○ 中文輸入  40 

護理科113班 林采○ 中文輸入  41 

護理科113班 蔡雨○ 中文輸入  42 

護理科113班 姚芷○ 中文輸入  43 

護理科113班 連禹○ 中文輸入  44 

護理科113班 吳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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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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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班 陳○ 中文輸入  1 

護理科209班 魏嘉○ 中文輸入  2 

護理科203班 管芝○ 中文輸入  3 

護理科206班 呂諾○ 中文輸入  4 

護理科209班 謝沛○ 中文輸入  5 

護理科204班 詹子○ 中文輸入  6 

護理科205班 許佳○ 中文輸入  7 

護理科206班 張閔○ 中文輸入  8 

護理科203班 吳芊○ 中文輸入  9 

護理科205班 康菀○ 中文輸入  10 

護理科206班 王姿○ 中文輸入  11 

護理科203班 孫妍○ 中文輸入  12 

護理科207班 劉冠○ 中文輸入  13 

護理科205班 張子○ 中文輸入  14 

護理科209班 李咏○ 中文輸入  15 

護理科205班 邱繼○ 中文輸入  16 

護理科209班 林侑○ 中文輸入  17 

護理科209班 林侑○ 中文輸入  18 

護理科205班 丁怡○ 中文輸入  19 

護理科203班 林郭婕○ 中文輸入  20 

護理科209班 張喆○ 中文輸入  21 

護理科209班 張飴○ 中文輸入  22 

護理科207班 林詩○ 中文輸入  23 

護理科207班 鍾宜○ 中文輸入  24 

護理科209班 黃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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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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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班 施宜○ 中文輸入  26 

護理科209班 張淑○ 中文輸入  27 

護理科203班 田雅○ 中文輸入  28 

護理科205班 許芷○ 中文輸入  29 

護理科204班 鍾馨○ 中文輸入  30 

護理科203班 李夢○ 中文輸入  31 

護理科203班 高承○ 中文輸入  32 

護理科203班 曾雯○ 中文輸入  33 

護理科206班 蘇芷○ 中文輸入  34 

護理科203班 松凊○ 中文輸入  35 

護理科206班 廖品○ 中文輸入  36 

護理科203班 林文○ 中文輸入  37 

護理科205班 王昱○ 中文輸入  38 

護理科206班 施予○ 中文輸入  39 

護理科205班 楊閎○ 中文輸入  40 

護理科206班 林淑○ 中文輸入  41 

護理科209班 涂芯○ 中文輸入  42 

護理科204班 黃心○ 中文輸入  43 

護理科203班 高筱○ 中文輸入  44 

護理科203班 潘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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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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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210班 林品○ 中文輸入  1 

護理科301班 王晨○ 中文輸入  2 

護理科211班 劉彥○ 中文輸入  3 

護理科211班 張代○ 中文輸入  4 

護理科216班 盧瑀○ 中文輸入  5 

護理科213班 李珮○ 中文輸入  6 

護理科213班 宋徐若○ 中文輸入  7 

護理科213班 林芊○ 中文輸入  8 

護理科213班 林宜○ 中文輸入  9 

護理科303班 蔡妤○ 中文輸入  10 

護理科210班 張韋○ 中文輸入  11 

護理科216班 江佳○ 中文輸入  12 

護理科213班 劉品○ 中文輸入  13 

護理科213班 彭雅○ 中文輸入  14 

護理科211班 陳以○ 中文輸入  15 

護理科213班 吳妍○ 中文輸入  16 

護理科303班 高天○ 中文輸入  17 

護理科303班 簡心○ 中文輸入  18 

護理科213班 曾莉○ 中文輸入  19 

護理科213班 林以○ 中文輸入  20 

護理科216班 李雁○ 中文輸入  21 

護理科213班 莊嘉○ 中文輸入  22 

護理科213班 劉壹○ 中文輸入  23 

護理科213班 廖品○ 中文輸入  24 

護理科213班 劉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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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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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213班 孫侑○ 中文輸入  26 

護理科213班 呂暄○ 中文輸入  27 

護理科211班 徐芯○ 中文輸入  28 

護理科213班 葉芊○ 中文輸入  29 

護理科213班 孫瑜○ 中文輸入  30 

護理科213班 黃萬○ 中文輸入  31 

護理科213班 鄭芷○ 中文輸入  32 

護理科216班 陳郁○ 中文輸入  33 

護理科216班 羅珮○ 中文輸入  34 

護理科213班 張容○ 中文輸入  35 

護理科303班 根佳○ 中文輸入  36 

護理科211班 余翊○ 中文輸入  37 

護理科210班 許茟○ 中文輸入  38 

護理科211班 賴烜○ 中文輸入  39 

護理科211班 賴虹○ 中文輸入  40 

護理科211班 呂家○ 中文輸入  41 

護理科213班 林曉○ 中文輸入  42 

護理科213班 陳亞○ 中文輸入  43 

護理科213班 林婉○ 中文輸入  44 

護理科216班 林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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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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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班 李采○ 中文輸入  1 

護理科214班 王思○ 中文輸入  2 

護理科215班 彭宥○ 中文輸入  3 

護理科214班 陳葳○ 中文輸入  4 

護理科214班 丁梃○ 中文輸入  5 

護理科215班 黃敏○ 中文輸入  6 

護理科215班 蘇奕○ 中文輸入  7 

護理科215班 楊佳○ 中文輸入  8 

護理科214班 徐麗○ 中文輸入  9 

護理科215班 李思○ 中文輸入  10 

護理科214班 鄭莉○ 中文輸入  11 

護理科215班 朱庭○ 中文輸入  12 

護理科215班 林依○ 中文輸入  13 

護理科215班 曹子○ 中文輸入  14 

護理科215班 鐘子○ 中文輸入  15 

護理科214班 郭竑○ 中文輸入  16 

護理科305班 莊于○ 中文輸入  17 

護理科313班 陳彥○ 中文輸入  18 

護理科304班 游雅○ 中文輸入  19 

護理科313班 余嘉○ 中文輸入  20 

護理科215班 吳雅○ 中文輸入  21 

護理科214班 蘇○ 中文輸入  22 

護理科214班 謝涵○ 中文輸入  23 

護理科214班 邱家○ 中文輸入  24 

護理科214班 吳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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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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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班 葉霈○ 中文輸入  26 

護理科307班 黃心○ 中文輸入  27 

護理科214班 黃姵○ 中文輸入  28 

護理科306班 黃珮○ 中文輸入  29 

護理科215班 葉禹○ 中文輸入  30 

護理科215班 鄭嘉○ 中文輸入  31 

護理科215班 游惠○ 中文輸入  32 

護理科214班 鍾婷○ 中文輸入  33 

護理科215班 王又○ 中文輸入  34 

護理科215班 陳渝○ 中文輸入  35 

護理科214班 黃詠○ 中文輸入  36 

護理科304班 姚子○ 中文輸入  37 

護理科215班 張熏○ 中文輸入  38 

護理科215班 賴烜○ 中文輸入  39 

護理科214班 曾詠○ 中文輸入  40 

護理科214班 倪千○ 中文輸入  41 

護理科214班 黃千○ 中文輸入  42 

護理科214班 黃諮○ 中文輸入  43 

護理科307班 陳家○ 中文輸入  44 

護理科215班 陳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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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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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班 蘇筱○ 中文輸入  1 

護理科309班 張芝○ 中文輸入  2 

護理科309班 來妍○ 中文輸入  3 

護理科310班 劉佩○ 中文輸入  4 

護理科315班 陳思○ 中文輸入  5 

護理科310班 邱逢○ 中文輸入  6 

護理科309班 林羿○ 中文輸入  7 

護理科310班 周子○ 中文輸入  8 

護理科310班 程詩○ 中文輸入  9 

護理科412班 曾偲○ 中文輸入  10 

護理科310班 陳尹○ 中文輸入  11 

護理科310班 陳珮○ 中文輸入  12 

護理科310班 周郁○ 中文輸入  13 

護理科310班 沈靖○ 中文輸入  14 

護理科309班 楊昀○ 中文輸入  15 

護理科310班 卓宸○ 中文輸入  16 

護理科310班 黃敬○ 中文輸入  17 

護理科412班 呂芷○ 中文輸入  18 

護理科310班 賴佳○ 中文輸入  19 

護理科315班 林品○ 中文輸入  20 

護理科314班 劉瑞○ 中文輸入  21 

護理科310班 許妤○ 中文輸入  22 

護理科310班 蕭語○ 中文輸入  23 

護理科310班 鄒昀○ 中文輸入  24 

護理科315班 潘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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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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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班 董亭○ 中文輸入  26 

護理科310班 黃鈺○ 中文輸入  27 

護理科309班 徐鈺○ 中文輸入  28 

護理科309班 李綵○ 中文輸入  29 

護理科310班 蕭筳○ 中文輸入  30 

護理科315班 李琇○ 中文輸入  31 

護理科310班 邱羽○ 中文輸入  32 

護理科314班 孫瑀○ 中文輸入  33 

護理科310班 陳咨○ 中文輸入  34 

護理科310班 林宜○ 中文輸入  35 

護理科310班 曾郁○ 中文輸入  36 

護理科315班 賴禮○ 中文輸入  37 

護理科309班 羅雅○ 中文輸入  38 

護理科310班 蔡欣○ 中文輸入  39 

護理科310班 蘇姚○ 中文輸入  40 

護理科310班 范舒○ 中文輸入  41 

護理科310班 廖婧○ 中文輸入  42 

護理科310班 戴欣○ 中文輸入  43 

護理科310班 馬裘○ 中文輸入  44 

護理科310班 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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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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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班 張子○ 中文輸入  1 

護理科414班 温文○ 中文輸入  2 

護理科411班 鍾沛○ 中文輸入  3 

護理科316班 蕭兆○ 中文輸入  4 

護理科411班 黃玫○ 中文輸入  5 

護理科411班 李瑛○ 中文輸入  6 

護理科411班 張沛○ 中文輸入  7 

護理科411班 黎欣○ 中文輸入  8 

護理科316班 李貞○ 中文輸入  9 

護理科316班 黃敏○ 中文輸入  10 

護理科316班 鄭昱○ 中文輸入  11 

護理科408班 吳潘含○ 中文輸入  12 

護理科505班 王漢○ 中文輸入  13 

護理科503班 黃瑜○ 中文輸入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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