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南臺科大資管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20/06/06 教室名稱：L406教室 考試時間：09:00 

備註 

EEC企業電子化人才能力鑑定 

身分證統一編號 

4A79XXXX 吳宏祺 電子商務及企業電子化概論(EBC)  1 

A13142XXXX 吳丕凱 電子商務及企業電子化概論(EBC)  2 

B22341XXXX 劉知昀 電子商務及企業電子化概論(EBC)  3 

D12200XXXX 賴本旺 電子商務及企業電子化概論(EBC)  4 

D12309XXXX 陳明道 電子商務及企業電子化概論(EBC)  5 

D22264XXXX 蔡依蓁 電子商務及企業電子化概論(EBC)  6 

D22282XXXX 李若婷 電子商務及企業電子化概論(EBC)  7 

F23052XXXX 簡玉婷 電子商務及企業電子化概論(EBC)  8 

H12515XXXX 劉得傑 電子商務及企業電子化概論(EBC)  9 

H22531XXXX 周玉珍 電子商務及企業電子化概論(EBC)  10 

I10032XXXX 張凱博 電子商務及企業電子化概論(EBC)  11 

I10047XXXX 蕭清文 電子商務及企業電子化概論(EBC)  12 

I10047XXXX 楊景鈞 電子商務及企業電子化概論(EBC)  13 

I10048XXXX 林佳禧 電子商務及企業電子化概論(EBC)  14 

I20047XXXX 施怡君 電子商務及企業電子化概論(EBC)  15 

I20049XXXX 黃鈺雯 電子商務及企業電子化概論(EBC)  16 

K22302XXXX 吳佩芝 電子商務及企業電子化概論(EBC)  17 

K22303XXXX 陳品辰 電子商務及企業電子化概論(EBC)  18 

L12521XXXX 藍元辰 電子商務及企業電子化概論(EBC)  19 

N12610XXXX 洪偉哲 電子商務及企業電子化概論(EBC)  20 

N12623XXXX 張仁旻 電子商務及企業電子化概論(EBC)  21 

N12627XXXX 邱柏翰 電子商務及企業電子化概論(EBC)  22 

N12636XXXX 施博愷 電子商務及企業電子化概論(EBC)  23 

N12642XXXX 林鼎紘 電子商務及企業電子化概論(E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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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06 教室名稱：L406教室 考試時間：09:00 

備註 

EEC企業電子化人才能力鑑定 

身分證統一編號 

N22617XXXX 李依津 電子商務及企業電子化概論(EBC)  25 

N22619XXXX 林宣汝 電子商務及企業電子化概論(EBC)  26 

N22622XXXX 蔡沄真 電子商務及企業電子化概論(EBC)  27 

O10056XXXX 黃邦恩 電子商務及企業電子化概論(EBC)  28 

P12447XXXX 傅議鋒 電子商務及企業電子化概論(EBC)  29 

P12452XXXX 周伯晏 電子商務及企業電子化概論(EBC)  30 

P22435XXXX 黃姵儒 電子商務及企業電子化概論(EBC)  31 

P22436XXXX 林鈺萍 電子商務及企業電子化概論(EBC)  32 

P22437XXXX 蕭伊伶 電子商務及企業電子化概論(EBC)  33 

P22449XXXX 鄭秀穎 電子商務及企業電子化概論(EBC)  34 

P22449XXXX 張妘淇 電子商務及企業電子化概論(EBC)  35 

Q12251XXXX 何冠興 電子商務及企業電子化概論(EBC)  36 

Q12435XXXX 李和謙 電子商務及企業電子化概論(EBC)  37 

R12462XXXX 林珀瑲 電子商務及企業電子化概論(EBC)  38 

R12484XXXX 林宜諺 電子商務及企業電子化概論(EBC)  39 

R12485XXXX 張志偉 電子商務及企業電子化概論(EBC)  40 

R12486XXXX 施瑋信 電子商務及企業電子化概論(EBC)  41 

R12488XXXX 徐睿廷 電子商務及企業電子化概論(EBC)  42 

R12489XXXX 楊康澤 電子商務及企業電子化概論(EBC)  43 

R22461XXXX 陳姿妤 電子商務及企業電子化概論(EBC)  44 

R22463XXXX 陳雅祺 電子商務及企業電子化概論(EBC)  45 

S12529XXXX 陳宗富 電子商務及企業電子化概論(EBC)  46 

S12533XXXX 洪紹鈞 電子商務及企業電子化概論(EBC)  47 

T12471XXXX 黃仕元 電子商務及企業電子化概論(EBC)  48 

T22550XXXX 趙冠晴 電子商務及企業電子化概論(EBC)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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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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06 教室名稱：L406教室 考試時間：09:00 

備註 

EEC企業電子化人才能力鑑定 

身分證統一編號 

V12152XXXX 謝孟哲 電子商務及企業電子化概論(EBC)  50 

V12154XXXX 曾景廷 電子商務及企業電子化概論(EBC)  51 

V12161XXXX 賴宗德 電子商務及企業電子化概論(EBC)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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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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06 教室名稱：L406教室 考試時間：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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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俊樵 網頁編輯製作  1 

資管一○ 余佳霖 網頁編輯製作  2 

資管一○ 張媁晴 網頁編輯製作  3 

資管一○ 洪郁琁 網頁編輯製作  4 

資管一○ 郭凌瑄 網頁編輯製作  5 

資管一○ 陳昱翔 網頁編輯製作  6 

資管一○ 吳柏揚 網頁編輯製作  7 

資管一○ 林家宏 網頁編輯製作  8 

資管一○ 林泳鳳 網頁編輯製作  9 

資管一○ 楊雅雯 網頁編輯製作  10 

資管一○ 蘇妗愉 網頁編輯製作  11 

資管一○ 邱柏睿 網頁編輯製作  12 

資管一○ 楊銘勝 網頁編輯製作  13 

資管一○ 陳建佑 網頁編輯製作  14 

資管一○ 陳睿謙 網頁編輯製作  15 

資管一○ 蔡子方 網頁編輯製作  16 

資管五○ 黃議寬 網頁編輯製作  17 

資管一○ 蔡嘉芸 網頁編輯製作  18 

資管一○ 吳宥嬋 網頁編輯製作  19 

資管一○ 黃智琳 網頁編輯製作  20 

資管二○ 蔡玉嵐 網頁編輯製作  21 

資管一○ 陳宥諭 網頁編輯製作  22 

資管一○ 陳思羽 網頁編輯製作  23 

資管一○ 曾品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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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06 教室名稱：L406教室 考試時間：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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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丞達 網頁編輯製作  25 

資管一○ 呂柏慶 網頁編輯製作  26 

資管一○ 游琇閔 網頁編輯製作  27 

資管一○ 謝宸如 網頁編輯製作  28 

資管一○ 邱芷盈 網頁編輯製作  29 

資管一○ 王雅靖 網頁編輯製作  30 

資管一○ 陳韋汎 網頁編輯製作  31 

資管一○ 江致穎 網頁編輯製作  32 

資管一○ 廖昱晴 網頁編輯製作  33 

資管一○ 李芷瑩 網頁編輯製作  34 

資管一○ 李佳穎 網頁編輯製作  35 

資管一○ 柳克翰 網頁編輯製作  36 

資管一○ 陳威廷 網頁編輯製作  37 

資管一○ 莊敦名 網頁編輯製作  38 

資管一○ 蔡明育 網頁編輯製作  39 

資管一○ 蔡文愷 網頁編輯製作  40 

資管一○ 徐勤雅 網頁編輯製作  41 

資管一○ 蘇宛仟 網頁編輯製作  42 

資管一○ 李昀臻 網頁編輯製作  43 

資管一○ 鄭宇堯 網頁編輯製作  44 

資管一○ 溫馥綺 網頁編輯製作  45 

資管一○ 蔡宜伶 網頁編輯製作  46 

資管一○ 陳建宇 網頁編輯製作  47 

資管一○ 林友賢 網頁編輯製作  48 

資管一○ 李宜庭 網頁編輯製作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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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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06 教室名稱：L406教室 考試時間：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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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麗卿 網頁編輯製作  50 

資管五○ 林永權 網頁編輯製作  51 

資管一○ 陳鈺諠 網頁編輯製作  52 

資管一○ 吳梅綺 網頁編輯製作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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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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06 教室名稱：L406教室 考試時間：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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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珏安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1 

資管四○ 蔡瑋哲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2 

資管三○ 吳忠霖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3 

資管三○ 田曉菁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4 

資管三○ 黃琬晴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5 

資管三○ 蔡嘉芸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6 

資管四○ 呂冠霖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7 

資管三○ 高渝舜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8 

資管三○ 朱昱銘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9 

資管四○ 王筠瑄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10 

通識中○ 羅夏美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11 

資管四○ 方沁郁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12 

資管四○ 彭紹倫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13 

資管三○ 饒雅葶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14 

資管三○ 陳伯祥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15 

資管三○ 陳柏霖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16 

資管三○ 劉山霖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17 

資管四○ 陳冠全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18 

資管三○ 方文彥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19 

資管三○ 林芳瑜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20 

資管三○ 楊訢妤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21 

資管三○ 張雅鈞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22 

資管三○ 蔡東蓉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23 

資管三○ 詹婷茹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24 

資管三○ 莊誌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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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06 教室名稱：L406教室 考試時間：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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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明源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26 

資管三○ 鄭欣佩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27 

資管延○ 沈俊呈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28 

資管四○ 陳廷瑋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29 

資管三○ 蘇炫元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30 

資管三○ 許冠玨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31 

資管三○ 姚延蒲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32 

資管四○ 黃鉑清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33 

資管四○ 唐佳暉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34 

資管三○ 李佳昕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35 

資管三○ 黃靖玉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36 

資管三○ 林姿岑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37 

資管三○ 潘庭儀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38 

資管三○ 袁華禧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39 

資管三○ 黃郁惠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40 

資管三○ 蘇莞珍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41 

資管三○ 王怡婷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42 

資管四○ 林菉瑄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43 

資管三○ 蔡昌穎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44 

資管三○ 林宜靜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45 

資管四○ 劉柏均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46 

資管三○ 鍾沛婷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47 

資管四○ 林雍衡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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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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06 教室名稱：L406教室 考試時間：11:50 

備註 

EEC企業電子化人才能力鑑定 

身分證統一編號 

B22341XXXX 劉知昀 網路行銷(MKP)  1 

D12279XXXX 吳忠霖 網路行銷(MKP)  2 

D12305XXXX 周毅漢 網路行銷(MKP)  3 

D12305XXXX 張廷睿 網路行銷(MKP)  4 

D12306XXXX 郭承宇 網路行銷(MKP)  5 

D12309XXXX 陳明道 網路行銷(MKP)  6 

D12309XXXX 潘建其 網路行銷(MKP)  7 

D12312XXXX 黃冠齊 網路行銷(MKP)  8 

D22293XXXX 林佩茹 網路行銷(MKP)  9 

D29003XXXX 辛芳玲 網路行銷(MKP)  10 

E22486XXXX 林芯妤 網路行銷(MKP)  11 

F22961XXXX 黃湘媛 網路行銷(MKP)  12 

F23052XXXX 簡玉婷 網路行銷(MKP)  13 

F23080XXXX 王嘉榕 網路行銷(MKP)  14 

H22548XXXX 蘇康慈 網路行銷(MKP)  15 

I10047XXXX 楊景鈞 網路行銷(MKP)  16 

I10048XXXX 林佳禧 網路行銷(MKP)  17 

I20046XXXX 吳玉如 網路行銷(MKP)  18 

I20047XXXX 施怡君 網路行銷(MKP)  19 

I20049XXXX 黃鈺雯 網路行銷(MKP)  20 

J12296XXXX 范綱勝 網路行銷(MKP)  21 

K22303XXXX 陳品辰 網路行銷(MKP)  22 

L12535XXXX 陳御恆 網路行銷(MKP)  23 

L22533XXXX 蔡玉嵐 網路行銷(MKP)  24 

N12610XXXX 洪偉哲 網路行銷(MK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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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06 教室名稱：L406教室 考試時間：11:50 

備註 

EEC企業電子化人才能力鑑定 

身分證統一編號 

N12618XXXX 蕭凱鴻 網路行銷(MKP)  26 

N12627XXXX 邱柏翰 網路行銷(MKP)  27 

N22617XXXX 李依津 網路行銷(MKP)  28 

N22627XXXX 周奕汝 網路行銷(MKP)  29 

O10056XXXX 黃邦恩 網路行銷(MKP)  30 

P12462XXXX 朱耕佑 網路行銷(MKP)  31 

P22435XXXX 黃姵儒 網路行銷(MKP)  32 

P22441XXXX 陳映淳 網路行銷(MKP)  33 

P22449XXXX 鄭秀穎 網路行銷(MKP)  34 

P22449XXXX 張妘淇 網路行銷(MKP)  35 

Q12415XXXX 曾于峻 網路行銷(MKP)  36 

Q12435XXXX 李和謙 網路行銷(MKP)  37 

Q12444XXXX 張智勛 網路行銷(MKP)  38 

R12462XXXX 林珀瑲 網路行銷(MKP)  39 

R12484XXXX 林宜諺 網路行銷(MKP)  40 

R12486XXXX 劉起嘉 網路行銷(MKP)  41 

R12486XXXX 施瑋信 網路行銷(MKP)  42 

R12488XXXX 徐睿廷 網路行銷(MKP)  43 

R12489XXXX 王勝玄 網路行銷(MKP)  44 

R12490XXXX 林侑澤 網路行銷(MKP)  45 

R22453XXXX 蘇品真 網路行銷(MKP)  46 

R22468XXXX 蔡佩臻 網路行銷(MKP)  47 

S12520XXXX 張嘉祐 網路行銷(MKP)  48 

S12529XXXX 陳宗富 網路行銷(MKP)  49 

S22477XXXX 蘇品萱 網路行銷(MK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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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06 教室名稱：L406教室 考試時間：11:50 

備註 

EEC企業電子化人才能力鑑定 

身分證統一編號 

T12471XXXX 黃仕元 網路行銷(MKP)  51 

V12154XXXX 曾景廷 網路行銷(MKP)  52 

V12161XXXX 賴宗德 網路行銷(MKP)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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