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嶺東科大-資管系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8/01/05 教室名稱：307教室 考試時間：13:1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無班級 張○增 Linux系統管理(專業級)  1 

資管3B 鄭○諺 Linux系統管理(專業級)  2 

資管2B 賴○辰 Linux系統管理(專業級)  3 

資管2B 林○晟 Linux系統管理(專業級)  4 

資管4A 高○揚 Linux系統管理(專業級)  5 

資管2A 蔡○豫 Linux系統管理(專業級)  6 

資管2A 廖○峰 Linux系統管理(專業級)  7 

資管2B 陳○泓 Linux系統管理(專業級)  8 

資管2A 陳○正 Linux系統管理(專業級)  9 

資管2B 許○崴 Linux系統管理(專業級)  10 

資管2B 黃○琇 Linux系統管理(專業級)  11 

資管2B 鄭○芸 Linux系統管理(專業級)  12 

資管2B 鍾○ Linux系統管理(專業級)  13 

資管2B 許○嘉 Linux系統管理(專業級)  14 

資管2B 陳○浚 Linux系統管理(專業級)  15 

資管2B 陳○發 Linux系統管理(專業級)  16 

資管2B 劉○宜 Linux系統管理(專業級)  17 

資管4A 辛○吉 Linux系統管理(專業級)  18 

資管2B 桑○濤 Linux系統管理(專業級)  19 

資管4A 陳○軒 Linux系統管理(專業級)  20 

資管2B 蔣○翰 Linux系統管理(專業級)  21 

資管2B 蔡○霖 Linux系統管理(專業級)  22 

資管2B 施○發 Linux系統管理(專業級)  23 

資管2A 林○瑋 Linux系統管理(專業級)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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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東科大-資管系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8/01/05 教室名稱：307教室 考試時間：13:1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資管2B 劉○琮 Linux系統管理(專業級)  25 

資管2B 駱○文 Linux系統管理(專業級)  26 

資管2B 陳○憶 Linux系統管理(專業級)  27 

資管2B 黃○雯 Linux系統管理(專業級)  28 

資管2B 王○ Linux系統管理(專業級)  29 

資管3B 陳○鈞 Linux系統管理(專業級)  30 

資管2A 林○正 Linux系統管理(專業級)  31 

資管2B 黃○豪 Linux系統管理(專業級)  32 

資管2A 陳○江 Linux系統管理(專業級)  33 

資管2B 劉○瑜 Linux系統管理(專業級)  34 

資管2B 陳○誠 Linux系統管理(專業級)  35 

資管2B 洪○皓 Linux系統管理(專業級)  36 

資管3B 謝○佑 Linux系統管理(專業級)  37 

資管2B 楊○丞 Linux系統管理(專業級)  38 

資管2B 林○丞 Linux系統管理(專業級)  39 

資管2B 黃○珍 Linux系統管理(專業級)  40 

資管2B 陳○柔 Linux系統管理(專業級)  41 

資管2B 林○璇 Linux系統管理(專業級)  42 

資管2B 吳○憲 Linux系統管理(專業級)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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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嶺東科大-資管系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8/01/05 教室名稱：307教室 考試時間：14:1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資管3B 陳○勳 電子商務概論(專業級)  1 

資管3A 方○皓 電子商務概論(專業級)  2 

資管3B 楊○璇 電子商務概論(專業級)  3 

資管3B 賴○君 電子商務概論(專業級)  4 

資管3A 禹○孝 電子商務概論(專業級)  5 

資管3A 留○琇 電子商務概論(專業級)  6 

資管3B 張○蕊 電子商務概論(專業級)  7 

資管3B 胡○毓 電子商務概論(專業級)  8 

資管3B 鄭○溱 電子商務概論(專業級)  9 

資管4A 劉○維 電子商務概論(專業級)  10 

資管3B 周○凱 電子商務概論(專業級)  11 

資管3B 張○ 電子商務概論(專業級)  12 

資管3B 王○筑 電子商務概論(專業級)  13 

資管3B 陳○均 電子商務概論(專業級)  14 

資管3B 曾○元 電子商務概論(專業級)  15 

資管3B 陳○儒 電子商務概論(專業級)  16 

資管3B 賴○芳 電子商務概論(專業級)  17 

資管3B 謝○芸 電子商務概論(專業級)  18 

資管4A 陳○伶 電子商務概論(專業級)  19 

資管3B 黃○毓 電子商務概論(專業級)  20 

資管3B 吳○葰 電子商務概論(專業級)  21 

資管3B 陳○鈞 電子商務概論(專業級)  22 

資管3B 陳○豐 電子商務概論(專業級)  23 

資管3B 謝○佑 電子商務概論(專業級)  24 

無班級 林○偉 電子商務概論(專業級)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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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嶺東科大-資管系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18/01/05 教室名稱：307教室 考試時間：14:1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班級 

資管3A 黃○杰 電子商務概論(專業級)  26 

資管3B 吳○祐 電子商務概論(專業級)  27 

資管4A 梁○銘 電子商務概論(專業級)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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