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明新機械系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22/06/08 教室名稱：電腦教室001 考試時間：13:10 

備註 

TQC+專業設計人才認證 

班級 

機三丙 陳志賢 基礎零件設計  1 

機四乙 簡瑋宏 基礎零件設計  2 

機四乙 劉冠毅 基礎零件設計  3 

機三丙 劉哲維 基礎零件設計  4 

機四乙 閻品亦 基礎零件設計  5 

機四乙 黃寶城 基礎零件設計  6 

機三丙 劉震霆 基礎零件設計  7 

機四甲 沈紘臆 基礎零件設計  8 

機三甲 呂明恩 基礎零件設計  9 

機三甲 林志修 基礎零件設計  10 

機二乙 董嘉鈞 基礎零件設計  11 

機四乙 姜閎湋 基礎零件設計  12 

機四丙 范哲瑋 基礎零件設計  13 

機四甲 謝宗旻 基礎零件設計  14 

機四乙 曾皓群 基礎零件設計  15 

機三丙 呂文軍 基礎零件設計  16 

機三丙 田承翰 基礎零件設計  17 

機三丙 黃郁鈞 基礎零件設計  18 

機二乙 范揚承 基礎零件設計  19 

機三丙 羅泰翔 基礎零件設計  20 

機三丙 南希菈 基礎零件設計  21 

機三丙 杜慕昆 基礎零件設計  22 

機三丙 歐格物 基礎零件設計  23 

機四乙 陳佑謙 基礎零件設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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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機四丙 蘇俊榮 基礎零件設計  25 

機四乙 張彥富 基礎零件設計  26 

機四丙 郭鎧瑋 基礎零件設計  27 

機四丙 彭文昱 基礎零件設計  28 

機三丙 柯俊安 基礎零件設計  29 

機四甲 顏佑恩 基礎零件設計  30 

機三丙 彭柏軒 基礎零件設計  31 

機四甲 陳力愷 基礎零件設計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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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日期：2022/06/08 教室名稱：電腦教室001 考試時間：15:10 

備註 

TQC+專業設計人才認證 

班級 

機一甲 古芯瑜 電腦輔助平面製圖  1 

機三甲 林庚鋒 電腦輔助平面製圖  2 

機三甲 黃子耀 電腦輔助平面製圖  3 

機一甲 張瀚升 電腦輔助平面製圖  4 

機一甲 鄭睿安 電腦輔助平面製圖  5 

機一甲 陳政叡 電腦輔助平面製圖  6 

四機一甲 張祐維 電腦輔助平面製圖  7 

四機一甲 賴聲睿 電腦輔助平面製圖  8 

機械一甲 陳靜伊 電腦輔助平面製圖  9 

四機一乙 呂恩 電腦輔助平面製圖  10 

四機一甲 劉兆恩 電腦輔助平面製圖  11 

四國機春四甲 武文杰 電腦輔助平面製圖  12 

四機一甲 徐志成 電腦輔助平面製圖  13 

機三乙 李旻學 電腦輔助平面製圖  14 

四機一甲 孫宣萱 電腦輔助平面製圖  15 

機一乙 彭星禎 電腦輔助平面製圖  16 

機一乙 李至誠 電腦輔助平面製圖  17 

四機ㄧ乙 盧俊嶸 電腦輔助平面製圖  18 

機三乙 周柏辰 基礎零件設計  19 

機三乙 張書維 基礎零件設計  20 

機三乙 郭重 基礎零件設計  21 

機三乙 陳建誌 基礎零件設計  22 

機三乙 黃天生 基礎零件設計  23 

機三乙 邱柏翰 基礎零件設計  24 

機三乙 盧文傑 基礎零件設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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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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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機三乙 張君濰 基礎零件設計  26 

機三乙 曾元柏 基礎零件設計  27 

機三乙 鄒艾庭 基礎零件設計  28 

機三乙 吳凱翔 基礎零件設計  29 

機三乙 葉奕賢 基礎零件設計  30 

機三乙 許祐綸 基礎零件設計  31 

機三乙 李紀彤 基礎零件設計  32 

機三乙 林建祥 基礎零件設計  33 

機三乙 韓皓棠 基礎零件設計  34 

機三乙 蔡欣瀅 基礎零件設計  35 

機三乙 尤正元 基礎零件設計  36 

機三乙 林苡稔 基礎零件設計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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