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生注意事項 

1. 請詳細閱讀「正修科技大學防疫期間團體活動健康聲明書」，

若有聲明書內所提及 1-9項情事者，請勿到場應考，並請攜

帶證明文件至資管系辦公室辦理退費。 

2. 應考當天請攜帶身份證及配戴口罩並配合量體溫，沒有配帶

口罩者，將禁止進入考場。 

 



正修科技大學防疫期間團體活動健康聲明書 

依據「傳染病防治法」、「個人資料保護法」以及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武漢肺炎）疫情，辦理相關防治措施，需請您提供相關個人資料，蒐集之個人

資料類別包括：「識別類、社會情況類、健康與安全紀錄及其他各項有關檢疫與

防治措施作業所必需提供之個人資料」。 

所蒐集之相關個人資料將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相關規範辦理，於必要時提

供相關執行傳染病防疫工作執行處理、利用個人資料。 

「重大傷病及法定傳染病護理紀錄」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公告

之大專校院類檔案保存年限辦理，於校務行政作業所及地區內依法處理、利用個

人資料。 

敬請您確認下列事項，保證您確實了解相關事項，無隱匿病情，並簽署同意

書並配合自主健康管理。 

一、 本人未有確診流感或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 

二、 未人未有高傳染性疾病。 

三、 本人未有發燒(體溫訂定標準:額溫≧37.5度，耳溫≧38度)、畏寒、肢冷、關

節痠痛等疑似流感或冠狀病毒之症狀。 

四、 本人未持有衛生主管機關或檢疫人員開立之居家隔離通知書、居家檢疫通

知書、健康關懷通知書或自我健康管理通知書。 

五、 本人 14 天內未於高風險環境中工作或與疑似或確診病患直接或間接接觸。 

六、 本人於活動開始日前 14天未有國內外旅遊史、接觸史。 

七、 活動期間將配合進行體溫檢測及健康監測，若有任何不適症狀、配合團體規

定、落實防疫措施。 

八、 活動期間若有任何不適症狀將立即主動通報工作人員及配戴口罩，依活動

防疫負責人指示即刻就醫治療，且不提供相關費用退費。 

九、 若有隱匿病情情事將由主辦單位進行防疫通報。 

             簽署人/日期：                  

電話：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正修科技大學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22/04/23 教室名稱：806教室 考試時間：10:3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暨TQC+專業設計人才認證 

班級 

餐飲管理系 趙子○ 中文輸入  1 

觀光遊憩系 盧立○ 中文輸入  2 

餐飲管理系 劉乃○ 中文輸入  3 

餐飲管理系 趙冠○ 中文輸入  4 

餐飲管理系 趙晉○ 中文輸入  5 

餐飲管理系 顏國○ 中文輸入  6 

觀光遊憩系 洪鵬○ 中文輸入  7 

觀光日四技三甲 方宸○ 中文輸入  8 

觀光遊憩系 謝可○ 中文輸入  9 

餐飲管理系 潘柔○ 中文輸入  10 

觀光遊憩系 黃祈○ 中文輸入  11 

餐飲管理系 陳玫○ 中文輸入  12 

觀光遊憩系 楊承○ 中文輸入  13 

餐飲管理系 黃麒○ 中文輸入  14 

餐飲管理系 洪琬○ 中文輸入  15 

觀光遊憩系 李亮○ 中文輸入  16 

觀光遊憩系 汪怡○ 中文輸入  17 

餐飲管理系 曾柏○ 中文輸入  18 

餐飲管理系 林依○ 中文輸入  19 

觀光日四技四甲 陳麗○ 中文輸入  20 

觀光遊憩系 朱育○ 中文輸入  21 

餐飲管理系 洪可○ 中文輸入  22 

餐飲管理系 辛佩○ 中文輸入  23 

餐飲管理系 何沁○ 中文輸入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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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正修科技大學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22/04/23 教室名稱：806教室 考試時間：10:3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暨TQC+專業設計人才認證 

班級 

餐飲管理系 林劭○ 中文輸入  25 

觀光日四技三甲 張芝○ 中文輸入  26 

觀光遊憩系 廖彩○ 中文輸入  27 

餐飲管理系 陳昱○ 中文輸入  28 

餐飲管理系 劉育○ 中文輸入  29 

觀光日四技四甲 張倖○ 中文輸入  30 

餐飲管理系 黃鈺○ 中文輸入  31 

觀光遊憩系 郭虹○ 中文輸入  32 

餐飲管理系 陳娣○ 英文輸入  33 

餐飲管理系 王詠○ 英文輸入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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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正修科技大學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22/04/23 教室名稱：806教室 考試時間：11:1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暨TQC+專業設計人才認證 

班級 

觀光日四技三甲 賴順○ 數字鍵輸入  19 

餐飲管理系 郭乃○ 數字鍵輸入  20 

餐飲管理系 王詠○ 數字鍵輸入  21 

餐飲管理系 徐偉○ 數字鍵輸入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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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正修科技大學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22/04/23 教室名稱：806教室 考試時間：09:0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暨TQC+專業設計人才認證 

班級 

企管日四技四甲 丁越○ 電腦簡報(進階級)  1 

企管日四技四甲 范氏翠○ 電腦簡報(進階級)  2 

資管日四技四乙 潘佳○ 文書處理(實用級)  3 

資管日四技四乙 林品○ 文書處理(實用級)  4 

資管四乙 黃信○ 文書處理(實用級)  6 

資管日四技四甲 王柏○ 文書處理(實用級)  7 

資管日四技四乙 陳佑○ 文書處理(實用級)  8 

資管四甲 王淳○ 文書處理(實用級)  9 

日四技資管三甲 鄭裕○ 文書處理(實用級)  10 

資管四甲 黃安○ 文書處理(實用級)  11 

資管日四技四甲 蕭佳○ 文書處理(實用級)  12 

資管四甲 韓瀚○ 文書處理(實用級)  13 

資管日四技四乙 張祐○ 文書處理(實用級)  14 

資管四甲 蔣杰○ 文書處理(實用級)  15 

資管日四技四乙 黃柏○ 文書處理(實用級)  16 

日四技資管三甲 楊承○ 文書處理(實用級)  17 

資管日四技四乙 吳珮○ 文書處理(實用級)  18 

資管日四技四甲 江翊○ 文書處理(實用級)  19 

資管日四技四乙 張曜○ 文書處理(實用級)  20 

國企日四技二甲 蔡文○ 文書處理(專業級)  21 

國企日四技二甲 劉秀○ 文書處理(專業級)  22 

企管日四技四甲 鄧○ 人工智慧應用與技術(實用級)  23 

餐飲管理系 王詠○ 電腦繪圖概論與數位色彩配色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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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正修科技大學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22/04/23 教室名稱：806教室 考試時間：11:1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暨TQC+專業設計人才認證 

班級 

資管四甲 王淳○ 雲端技術及網路服務(實用級)  1 

資管日四技四甲 曾仲○ 雲端技術及網路服務(實用級)  2 

資管四甲 羅弘○ 雲端技術及網路服務(實用級)  3 

資管日四技四甲 蕭佳○ 雲端技術及網路服務(實用級)  4 

資管四甲 韓瀚○ 雲端技術及網路服務(實用級)  5 

資管日四技四乙 林品○ 網際網路及行動通訊(實用級)  6 

日四技資管三甲 鄭裕○ 網際網路及行動通訊(實用級)  7 

餐飲管理系 張靜○ 網際網路及行動通訊(實用級)  8 

餐飲管理系 方若○ 網際網路及行動通訊(實用級)  9 

餐飲管理系 楊凌○ 網際網路及行動通訊(實用級)  10 

餐飲管理系 張芯○ 網際網路及行動通訊(實用級)  11 

餐飲管理系 陳惠○ 網際網路及行動通訊(實用級)  12 

餐飲管理系 蔡孟○ 網際網路及行動通訊(實用級)  13 

餐飲管理系 王翊○ 網際網路及行動通訊(實用級)  14 

餐飲管理系 黃全○ 網際網路及行動通訊(實用級)  15 

餐飲管理系 王奕○ 網際網路及行動通訊(實用級)  16 

餐飲管理系 洪珮○ 網際網路及行動通訊(實用級)  17 

餐飲管理系 陳品○ 網際網路及行動通訊(實用級)  18 

資管日四技四乙 潘佳○ 電腦簡報(實用級)  23 

資管四乙 黃信○ 電腦簡報(實用級)  24 

資管日四技四甲 王柏○ 電腦簡報(實用級)  25 

資管日四技四乙 陳佑○ 電腦簡報(實用級)  26 

資管四甲 黃安○ 電腦簡報(實用級)  27 

餐飲管理系 王學○ 電腦簡報(實用級)  28 

資管日四技四乙 張祐○ 電腦簡報(實用級)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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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正修科技大學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22/04/23 教室名稱：806教室 考試時間：11:1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暨TQC+專業設計人才認證 

班級 

資管四甲 蔣杰○ 電腦簡報(實用級)  30 

資管日四技四乙 黃柏○ 電腦簡報(實用級)  31 

資管日四技四乙 吳珮○ 電腦簡報(實用級)  32 

資管日四技四甲 江翊○ 電腦簡報(實用級)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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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試科目 座次 

正修科技大學  場次座位表 

考試日期：2022/04/23 教室名稱：806教室 考試時間：12:00 

備註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暨TQC+專業設計人才認證 

班級 

資管日四技四乙 潘佳○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1 

資管四乙 黃信○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2 

資管日四技四甲 王柏○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3 

資管日四技四乙 陳佑○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4 

資管四甲 王淳○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5 

資管四甲 黃安○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6 

資管四甲 羅弘○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7 

資管日四技四甲 蕭佳○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8 

資管四甲 韓瀚○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9 

資管日四技四乙 張祐○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10 

資管四甲 蔣杰○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11 

資管日四技四乙 黃柏○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12 

資管日四技四乙 吳珮○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13 

資管日四技四甲 江翊○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14 

資管日四技四乙 張曜○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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