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吳鳳科大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9/04/10 教室名稱：SB406 考試時間：14:3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四技消防四A 劉澤鏞 中文輸入  1 

四技應日四A 歐陽君奕 中文輸入  2 

四技餐管四B 張世賢 中文輸入  3 

四技消防四B 蔡孟諭 中文輸入  4 

四技休閒四A 樊又嘉 中文輸入  5 

四技休閒四A 江宜軒 中文輸入  6 

四技消防四B 李俊毅 中文輸入  7 

四技餐管四C 蘇揚智 中文輸入  8 

四技休閒四A 王濰祥 中文輸入  9 

四技消防四B 韋承志 中文輸入  10 

四技休閒四B 詹弘偉 中文輸入  11 

四技餐管四B 黃盈翰 中文輸入  12 

四技餐管四B 陳雅琪 中文輸入  13 

四技餐管四B 高琬妮 中文輸入  14 

四技幼保四A 謝宜樺 中文輸入  15 

四技餐管四A 葉建廷 中文輸入  16 

四技消防四A 廖述卿 中文輸入  17 

四技休閒四B 陳彥翔 中文輸入  18 

四技電機四A 林逸宸 中文輸入  19 

四技餐管四A 張峰榮 中文輸入  20 

四技休閒四A 陳品勲 中文輸入  21 

四技電機四A 張登閎 中文輸入  22 

四技電機四A 吳瑞峰 中文輸入  23 

四技電機四A 蕭百盛 中文輸入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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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吳鳳科大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9/04/10 教室名稱：SB406 考試時間：14:3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四技餐管四A 陳建成 中文輸入  25 

四技休閒四B 蔡翼壕 中文輸入  26 

四技餐管四B 王鐘霈 中文輸入  27 

四技休閒四B 呂偉鵬 中文輸入  28 

四技消防四B 王憶璇 中文輸入  29 

四技幼保四A 沈怡如 中文輸入  30 

四技幼保四A 蘇毓聆 中文輸入  31 

四技幼保四A 楊渝萱 中文輸入  32 

四技餐管四B 許瑜芬 中文輸入  33 

四技餐管四B 蔡承恩 中文輸入  34 

四技消防四B 陳柏良 中文輸入  35 

四技休閒四A 劉俊廷 中文輸入  36 

四技電機四A 葉耀明 中文輸入  37 

四技消防四B 陳永銘 中文輸入  38 

四技消防四B 黃雋博 中文輸入  39 

四技休閒四A 盧信羽 中文輸入  40 

四技餐管四B 黃如妙 中文輸入  41 

四技餐管四C 陳佳絹 中文輸入  42 

四技餐管四B 林詩婷 中文輸入  43 

四技幼保四A 林珮羽 中文輸入  44 

四技幼保四A 黃秀娟 中文輸入  45 

四技餐管四B 楊秉瑜 中文輸入  46 

四技餐管四B 林祐如 中文輸入  47 

四技幼保四A 周燕琳 中文輸入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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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吳鳳科大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9/04/10 教室名稱：SB411 考試時間：14:3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四技休閒四A 沈韋廷 中文輸入  1 

四技行流四A 林焮梓 中文輸入  2 

四技安管四B 詹凱傑 中文輸入  3 

四技休閒四B 陳信光 中文輸入  4 

四技餐管延修 陳凱富 中文輸入  5 

四技休閒四B 蘇婷雯 中文輸入  6 

四技餐管四C 黃湘涵 中文輸入  7 

四技造型四A 黃意筑 中文輸入  8 

四技造型四A 柯家惠 中文輸入  9 

四技觀光四B 張家欣 中文輸入  10 

四技造型四A 黃筠綺 中文輸入  11 

四技休閒四B 鄭羽伶 中文輸入  12 

四技餐管延修 黃子源 中文輸入  13 

四技休閒四B 蔡正國 中文輸入  14 

四技餐管四C 鐘偉文 中文輸入  15 

四技電機延修 林柏權 中文輸入  16 

四技觀光四B 陳儒庭 中文輸入  17 

四技休閒四B 廖俊雄 中文輸入  18 

四技休閒四B 彭子源 中文輸入  19 

四技休閒四B 廖尉棋 中文輸入  20 

四技餐管四C 程詩綺 中文輸入  21 

四技餐管四C 曾文珠 中文輸入  22 

四技造型四A 雷欣穎 中文輸入  23 

四技餐管四C 蘇益泓 中文輸入  24 

四技行流四A 蘇信豪 中文輸入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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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吳鳳科大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9/04/10 教室名稱：SB411 考試時間：14:3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四技觀光四B 許哲維 中文輸入  26 

四技休閒四B 蘇吉仁 中文輸入  27 

四技休閒四B 黃耀霆 中文輸入  28 

四技休閒四B 林昌柏 中文輸入  29 

四技應日四A 盧育聖 中文輸入  30 

四技休閒四A 許昶景 中文輸入  31 

四技休閒四A 許智鈞 中文輸入  32 

四技雙軌電機四A 羅詠淮 中文輸入  33 

四技造型四A 何語瞳 中文輸入  34 

四技餐管四C 石郁琪 中文輸入  35 

四技造型四A 楊雅雯 中文輸入  36 

四技餐管四C 范良儒 中文輸入  37 

四技餐管四C 卓義鋒 中文輸入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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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吳鳳科大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9/04/10 教室名稱：SB406 考試時間：15:3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四技休閒四A 樊又嘉 中文輸入  1 

四技休閒四A 王漢祥 中文輸入  2 

四技應媒四B 蕭毓森 中文輸入  3 

四技餐管四B 林奇韋 中文輸入  4 

四技休閒四A 辛子頎 中文輸入  5 

四技休閒四B 蘇姵儒 中文輸入  6 

四技餐管四B 林孝儀 中文輸入  7 

四技餐管四C 翁雅平 中文輸入  8 

四技機械四A 吳鈞皓 中文輸入  9 

四技機械四B 曾柏諭 中文輸入  10 

四技餐管四B 郭韋廷 中文輸入  11 

四技休閒四A 陳品勲 中文輸入  12 

四技機械四A 李政陽 中文輸入  13 

四技電機四A 柯旻杰 中文輸入  14 

四技餐管四B 丁冠宇 中文輸入  15 

四技電機延修 張景程 中文輸入  16 

四技餐管四A 張慧均 中文輸入  17 

四技休閒四B 吳美如 中文輸入  18 

四技餐管延修 蕭宏恩 中文輸入  19 

四技休閒四B 葉承家 中文輸入  20 

四技餐管四B 謝柏鑫 中文輸入  21 

四技應日四A 凃孟琦 中文輸入  22 

四技休閒四A 何明儒 中文輸入  23 

四技餐管四A 邱苙銘 中文輸入  24 

四技休閒四A 蕭羽君 中文輸入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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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吳鳳科大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9/04/10 教室名稱：SB406 考試時間：15:3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四技餐管四B 許佩珊 中文輸入  26 

四技造型四A 歐文琳 中文輸入  27 

四技造型四A 林詩庭 中文輸入  28 

四技造型四A 陳冠伶 中文輸入  29 

四技餐管四B 陳乃豪 中文輸入  30 

四技休閒四B 沈泰呈 中文輸入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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