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南臺科大資管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8/06/02 教室名稱：L406教室 考試時間：09:0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暨TQC+專業設計人才認證 

班級 

○○四丙 李宥勤 網頁編輯製作  1 

○○一乙 曾煥哲 網頁編輯製作  2 

○○一乙 陳宗廷 網頁編輯製作  3 

○○一乙 牛俊愷 網頁編輯製作  4 

○○一乙 黃琬晴 網頁編輯製作  5 

○○一乙 陳佳玉 網頁編輯製作  6 

○○一乙 王薇 網頁編輯製作  7 

○○一乙 鄭濬清 網頁編輯製作  8 

○○一丙 林嘉誠 網頁編輯製作  9 

○○一乙 林柏駿 網頁編輯製作  10 

○○一乙 黃資竣 網頁編輯製作  11 

○○一丙 沈明煒 網頁編輯製作  12 

○○一乙 魏貽安 網頁編輯製作  13 

○○一乙 劉士鳴 網頁編輯製作  14 

○○一乙 朱宇翔 網頁編輯製作  15 

○○一乙 張茂紳 網頁編輯製作  16 

○○一乙 吳旻諭 網頁編輯製作  17 

○○一乙 游景鴻 網頁編輯製作  18 

○○一乙 張雅鈞 網頁編輯製作  19 

○○一乙 蔡東蓉 網頁編輯製作  20 

○○一乙 詹婷茹 網頁編輯製作  21 

○○一乙 黃佳愉 網頁編輯製作  22 

○○三丙 黃瑞軒 網頁編輯製作  23 

○○一丙 曾厚荃 網頁編輯製作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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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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02 教室名稱：L406教室 考試時間：09:0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暨TQC+專業設計人才認證 

班級 

○○一乙 鄭冠威 網頁編輯製作  25 

○○四丙 郭冠輝 網頁編輯製作  26 

○○一乙 謝家泓 網頁編輯製作  27 

○○一乙 吳冠緯 網頁編輯製作  28 

○○一乙 戴嘉佑 網頁編輯製作  29 

○○一乙 黃佩琳 網頁編輯製作  30 

○○一乙 潘庭儀 網頁編輯製作  31 

○○一乙 蘇郁潔 網頁編輯製作  32 

○○一丙 蘇莞珍 網頁編輯製作  33 

○○一乙 蔡芷葳 網頁編輯製作  34 

○○一乙 葉怡靜 網頁編輯製作  35 

○○一乙 謝家佳 網頁編輯製作  36 

○○一乙 鍾黃融 網頁編輯製作  37 

○○一乙 郭承璋 網頁編輯製作  38 

○○一乙 李怡慧 網頁編輯製作  39 

○○一乙 邱婷珊 網頁編輯製作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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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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02 教室名稱：L405教室 考試時間：09:2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暨TQC+專業設計人才認證 

班級 

○○三乙 丁修晨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1 

○○三丙 梁奕晴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2 

○○延修 侯博偉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3 

○○三丙 林柏宏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4 

○○三丙 黃冠文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5 

○○三乙 温毅庭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6 

○○三乙 葉仲仁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7 

○○三乙 陳芝穎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8 

○○三丙 郭芳慈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9 

○○三丙 陳韋辰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10 

○○三丙 黃國雄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11 

○○三乙 陳朝富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12 

○○三乙 王逸儒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13 

○○三丙 甄竣翔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14 

○○三丙 張景惠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15 

○○三丙 吳瑋宸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16 

○○三乙 丁再慶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17 

○○三丙 李羽阡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18 

○○三乙 侯宜勛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19 

○○一丙 李明源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20 

○○延修 方振瑄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21 

○○四甲 謝昇恩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22 

○○四丙 李家賢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23 

○○三丙 黃文阜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24 

○○一乙 胡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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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02 教室名稱：L405教室 考試時間：09:2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暨TQC+專業設計人才認證 

班級 

○○三丙 林育萱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26 

○○三丙 王誼茜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27 

○○三丙 李莉綾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28 

○○三丙 張軒慈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29 

○○一乙 許姿誼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30 

○○三丙 陳聖宇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31 

○○三丙 郭荷晨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32 

○○三乙 王雅樟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33 

○○三乙 陳姿穎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34 

○○四甲 林憶馨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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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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02 教室名稱：L4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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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乙 曾健誌 基礎物件導向程式語言  1 

○○二乙 蔡芷菁 基礎物件導向程式語言  2 

○○一甲 黃冠齊 網頁編輯製作  3 

○○一丙 田曉菁 網頁編輯製作  4 

○○一甲 陳品文 網頁編輯製作  5 

○○一丙 辛芳玲 網頁編輯製作  6 

○○一丙 蔡侑恩 網頁編輯製作  7 

○○一甲 吳蕎溱 網頁編輯製作  8 

○○一甲 謝承諺 網頁編輯製作  9 

○○一丙 王嘉榕 網頁編輯製作  10 

○○一丙 羅康源 網頁編輯製作  11 

○○一甲 蔡明宏 網頁編輯製作  12 

○○一丙 江涵稜 網頁編輯製作  13 

○○一丙 林委陞 網頁編輯製作  14 

○○一甲 羅凱藝 網頁編輯製作  15 

○○一甲 郭宜鎧 網頁編輯製作  16 

○○一丙 洪鈞閔 網頁編輯製作  17 

○○一甲 宋明昌 網頁編輯製作  18 

○○一甲 張修齊 網頁編輯製作  19 

○○一甲 王田洋 網頁編輯製作  20 

○○一甲 張仁旻 網頁編輯製作  21 

○○一甲 林芳瑜 網頁編輯製作  22 

○○一甲 楊訢妤 網頁編輯製作  23 

○○一甲 蔡崴帆 網頁編輯製作  24 

○○一甲 高英富 網頁編輯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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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02 教室名稱：L4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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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甲 黃靖祐 網頁編輯製作  26 

○○一甲 傅議鋒 網頁編輯製作  27 

○○一丙 鄭詞馨 網頁編輯製作  28 

○○一甲 張聖達 網頁編輯製作  29 

○○一甲 盧世賢 網頁編輯製作  30 

○○一甲 劉旻蓁 網頁編輯製作  31 

○○一甲 陳泯焌 網頁編輯製作  32 

○○一甲 黃睿成 網頁編輯製作  33 

○○一丙 黃靖玉 網頁編輯製作  34 

○○一甲 洪維妮 網頁編輯製作  35 

○○一甲 袁華禧 網頁編輯製作  36 

○○一甲 陳冠樺 網頁編輯製作  37 

○○一甲 黃郁惠 網頁編輯製作  38 

○○一甲 黃憶潔 網頁編輯製作  39 

○○一甲 徐崇庭 網頁編輯製作  40 

○○一甲 林宜靜 網頁編輯製作  41 

○○一甲 徐志溢 網頁編輯製作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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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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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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甲 楊曜儒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1 

○○三甲 吳大維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2 

○○三甲 石家郡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3 

○○三甲 陳玟諾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4 

○○三甲 陳愉頻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5 

○○三甲 許崇瑋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6 

○○三甲 黃秉程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7 

○○三甲 莊懿暄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8 

○○三甲 王姵璇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9 

○○三甲 羅育軒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10 

○○三甲 黃宏毅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11 

○○四乙 李後岳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12 

○○三甲 呂馥竹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13 

○○三甲 單琬婷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14 

○○三甲 鍾濠澤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15 

○○三甲 施博文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16 

○○三甲 洪懿蕙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17 

○○三甲 黃郁淳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18 

○○三甲 鄭懿愷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19 

○○三甲 李佩洋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20 

○○三甲 黃詩芸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21 

○○三甲 侯羽霙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22 

○○三甲 陳品雯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23 

○○三甲 黃瓊儀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24 

○○三甲 沈靖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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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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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甲 王玟心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26 

○○三甲 胡佩萱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27 

○○三甲 林翌瑄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28 

○○三甲 朱啟良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29 

○○三甲 黃永煌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30 

○○三甲 蕭博駿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31 

○○三甲 林政安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32 

○○三甲 林育毅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33 

○○三甲 楊宗其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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