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南臺科大資管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7/05/20 教室名稱：L405教室 考試時間：09:1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暨TQC+專業設計人才認證 

班級 

電商三乙 林育○ 物聯網智慧應用及技術(專業級)  1 

應英系老師 施能○ 物聯網智慧應用及技術(專業級)  2 

資工三乙 何政○ 物聯網智慧應用及技術(專業級)  3 

電商三乙 楊筑○ 物聯網智慧應用及技術(專業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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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南臺科大資管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7/05/20 教室名稱：L405教室 考試時間：09:5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暨TQC+專業設計人才認證 

班級 

應英系老師 施能○ 物聯網智慧應用及技術(進階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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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南臺科大資管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7/05/20 教室名稱：L406教室 考試時間：10:1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暨TQC+專業設計人才認證 

班級 

資管三乙 張哲○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1 

資管三甲 蔡仲○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2 

資管三乙 鄭旭○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3 

資管三甲 林澤○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4 

資管三丙 高宇○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5 

夜資管四甲 陳映○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6 

資管三丙 莊淨○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7 

資管三甲 林映○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8 

資管三甲 吳祐○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9 

資管三甲 吳芳○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10 

資管三甲 鄭如○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11 

資管三甲 林于○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12 

資管三丙 黃登○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13 

二技資管三甲 吳旻○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14 

二技資管三甲 賴誌○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15 

二技資管三甲 吳彥○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16 

二技資管三甲 楊勝○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17 

資管三丙 許俐○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18 

資管三丙 詹君○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19 

二技資管三甲 何浚○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20 

資管三丙 蕭宇○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21 

資管三丙 陳聖○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22 

資管三乙 賴柏○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23 

資管三乙 韓鑫○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24 

資管三甲 蘇略○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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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南臺科大資管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7/05/20 教室名稱：L406教室 考試時間：10:1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暨TQC+專業設計人才認證 

班級 

資管三甲 李婉○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26 

資管三丙 蔡盈○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27 

資管三甲 吳函○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28 

資管三丙 李祈○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29 

資管三乙 朱凰○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30 

二技資管三甲 劉佳○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31 

資管三甲 李苑○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32 

資管三丙 陳易○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33 

資管三丙 林子○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34 

資管三乙 陳國○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35 

資管三甲 林燕○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36 

資管三丙 張郁○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37 

資管三丙 羅介○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38 

資管三甲 葉俊○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39 

資工三乙 何政○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40 

資管三乙 侯淑○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41 

資管三丙 林湘○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42 

夜資管四甲 馮翰○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43 

夜資管四甲 林政○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44 

資管四甲 王聖○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45 

資管三乙 王茗○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46 

資管三丙 陳新○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47 

資管三甲 陳宇○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48 

資管三乙 吳采○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49 

資管三甲 林瑋○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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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南臺科大資管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7/05/20 教室名稱：L406教室 考試時間：10:1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暨TQC+專業設計人才認證 

班級 

資管三乙 薛曼○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51 

資管三丙 林孟○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52 

資管三甲 陳韻○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53 

二技資管三甲 李翊○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54 

資管三甲 何驊○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55 

資管三丙 黃佩○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56 

資管三甲 蘇仁○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57 

資管三甲 郭瀚○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58 

二技資管三甲 蘇品○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59 

二技資管三甲 林進○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60 

二技資管三甲 林洋○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61 

二技資管三甲 謝荃○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62 

二技資管三甲 王俊○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63 

二技資管三甲 羅婉○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64 

資管三甲 蕭瑜○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65 

二技資管三甲 李品○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66 

資管三甲 湯凱○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67 

資管三丙 陳椏○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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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南臺科大資管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7/05/20 教室名稱：L405教室 考試時間：10:3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暨TQC+專業設計人才認證 

班級 

應英系老師 施能○ 物聯網智慧應用及技術(實用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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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南臺科大資管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7/05/20 教室名稱：L406教室 考試時間：11:2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暨TQC+專業設計人才認證 

班級 

資管一丙 康志○ 網頁編輯製作  1 

資管一丙 張庭○ 網頁編輯製作  2 

資管一乙 蔡依○ 網頁編輯製作  3 

資管一丙 尤瑞○ 網頁編輯製作  4 

資管一丙 連家○ 網頁編輯製作  5 

資管一乙 黃宥○ 網頁編輯製作  6 

資管一乙 林彥○ 網頁編輯製作  7 

資管一丙 黃玫○ 網頁編輯製作  8 

資管四丙 陳旻○ 網頁編輯製作  9 

資管一丙 施宗○ 網頁編輯製作  10 

資管一乙 蔡芷○ 網頁編輯製作  11 

資管一丙 楊立○ 網頁編輯製作  12 

資管一丙 張詠○ 網頁編輯製作  13 

資管一乙 蘇玠○ 網頁編輯製作  14 

資管一丙 蔡孟○ 網頁編輯製作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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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暨TQC+專業設計人才認證 

南臺科大資管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7/05/20        教室名稱：L405教室      考試時間：11:20 

 

座次 班級 姓名 考試科目 備註 

1 資管四甲 莫卉○ 電子商務概論(專業級)  

2 研修四 林儒○ 電子商務概論(專業級)  

3 資管四甲 廖浚○ 電子商務概論(專業級)  

4 資管三甲 林憶○ 電子商務概論(專業級)  

5 資管三乙 薛曼○ 電子商務概論(專業級)  

6 資管三甲 黃千○ 電子商務概論(專業級)  

7 資管二甲 黃立○ 電子商務概論(專業級)  

8 資管二甲 高近○ 電子商務概論(專業級)  

9 資管二甲 賴威○ 電子商務概論(專業級)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暨TQC+專業設計人才認證-場次座位表-0520-公告-temp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暨TQC-電子商務概論-公告-tem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