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 級 考生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測驗 

南台科大資管

考試日期：2012/11/24 教室名稱：406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09:00

備註 

場次座位表 

資管3甲 龍x瑋 多媒體設計(實用級)  1 

資管3甲 望x豪 多媒體設計(實用級)  2 

資管3甲 林x源 多媒體設計(實用級)  3 

資管3甲 劉x慶 多媒體設計(實用級)  4 

資管3甲 高x涵 多媒體設計(實用級)  5 

資管3甲 林x香 多媒體設計(實用級)  6 

資管3甲 施x琳 多媒體設計(實用級)  7 

資管3甲 洪x強 多媒體設計(實用級)  8 

資管3甲 黃x叡 多媒體設計(實用級)  9 

資管3甲 張x忠 多媒體設計(實用級)  10 

資管3甲 張x逢 多媒體設計(實用級)  11 

資管3甲 關x君 多媒體設計(實用級)  12 

資管3甲 林x娟 多媒體設計(實用級)  13 

資管3甲 張x耀 多媒體設計(實用級)  14 

資管3甲 方x翔 多媒體設計(實用級)  15 

資管3甲 沈x峰 多媒體設計(實用級)  16 

資管3甲 陳x均 多媒體設計(實用級)  17 

資管3甲 楊x婷 多媒體設計(實用級)  18 

資管3甲 黃x華 多媒體設計(實用級)  19 

資管3甲 陳x廷 多媒體設計(實用級)  20 

資管3甲 趙x涵 多媒體設計(實用級)  21 

資管3甲 蔡x容 多媒體設計(實用級)  22 

資管3甲 謝x潔 多媒體設計(實用級)  23 

資管3甲 莊x珠 多媒體設計(實用級)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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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級 考生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測驗 

南台科大資管

考試日期：2012/11/24 教室名稱：406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09:00

備註 

場次座位表 

資管4丙 賴x融 多媒體設計(實用級)  25 

管資2甲 施x緹 多媒體設計(進階級)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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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級 考生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測驗 

南台科大資管

考試日期：2012/11/24 教室名稱：406電腦教室 考試時間：10:30

備註 

場次座位表 

資管3丙 王x凱 網頁設計(實用級)  1 

資管2乙 樊x閶 網頁設計(實用級)  2 

企電學程4甲 留x鈞 網頁設計(實用級)  3 

資管2丙 黃x珊 網頁設計(實用級)  4 

資管2丙 洪x君 網頁設計(實用級)  5 

資管2甲 盧x利 網頁設計(實用級)  6 

機械4乙 黃x諺 網頁設計(實用級)  7 

資管4乙 楊x華 網頁設計(實用級)  8 

資管3丙 游x瑜 網頁設計(實用級)  9 

資管3乙 周x佑 網頁設計(實用級)  10 

資管4甲 蘇x銘 網頁設計(實用級)  11 

資管3丙 謝x廷 網頁設計(實用級)  12 

國企3甲 翟x婷 網頁設計(實用級)  13 

資管4甲 劉x維 網頁設計(實用級)  14 

資管3丙 鄭x頤 網頁設計(實用級)  15 

資管4甲 盧x志 網頁設計(實用級)  16 

資管4甲 陳x文 專案管理概論(專業級)  17 

管資2甲 施x緹 專案管理概論(專業級)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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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證統一編號 考生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EEC)企業電子化人才能力鑑定 

南台科技大學

考試日期：2012/11/24 教室名稱：406教室 考試時間：11:30

備註 

場次座位表 

A12950XXXX 張x銘 電子商務及企業電子化概論(EBC)  1 

H12390XXXX 許x御 電子商務及企業電子化概論(EBC)  2 

I10025XXXX 何x勳 電子商務及企業電子化概論(EBC)  3 

R22340XXXX 卓x芝 電子商務及企業電子化概論(EBC)  4 

R22388XXXX 蔡x君 電子商務及企業電子化概論(EBC)  5 

D12140XXXX 黃x璋 企業資源規劃(ERP)  6 

D12239XXXX 施x瑋 企業資源規劃(ERP)  7 

D22238XXXX 陳x樺 網路行銷(MKP)  8 

D22252XXXX 吳x珊 網路行銷(MKP)  9 

E22416XXXX 蘇x涵 網路行銷(MKP)  10 

L12282XXXX 曾x杰 網路行銷(MKP)  11 

P22380XXXX 黃x卿 網路行銷(MKP)  12 

Q12383XXXX 張x翔 網路行銷(MKP)  13 

R22408XXXX 鄭x婷 網路行銷(MKP)  14 

S22420XXXX 廖x琪 網路行銷(MKP)  15 

S22430XXXX 楊x霞 網路行銷(MKP)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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