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 108 學年度日間及進修學士班修讀雙主修、輔系核准名單 
                                                    中華民國 108年 6月 14日 

說明： 
   ㄧ、核准修讀雙主修、輔系同學請填妥「確認修讀意願書」，欲放棄修讀資格者，請填寫「放棄修讀資格書」於   

        108年 6月 21日前或下學期開學二週內 (108.9.2.~108.9.12)，送至教務處各校區辦公室，逾期不予受理。         

        修習雙主修、輔系課程請利用開學二週內辦理加、退選。 

二、同時核准多個雙主修或輔系者，請審慎考慮後，至多選修一雙主修、一輔系（雙主修、輔系不可同一個學系）。 

   三、以上兩種表格可至教務處網頁「服務項目」→「各類申請表單」自行下載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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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主修:13名 

編號 學號 姓名 學生所屬學系別 核准修讀雙主修學系別 

1 1073191 王○侑 生物資源學系 動物科學系                             

2 1072803       陳○玲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電子物理學系 

3 1072561 何○勳 應用數學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4 1063303 鄭○榮 生物資源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5 1073859 鍾○君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6 1064007 劉○愷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資訊工程學系 

7 1074535       莊  ○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8 1074562 朱○歆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9 1073235 陳○精 生物資源學系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10 1074280 朱○嫻 中國文學系 企業管理學系 

11 1074280 朱○嫻 中國文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12 1064002 洪○蓁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財務金融學系 

13 1073920 林○馨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輔系:66名 

編號 學號 姓名 學生所屬學系 核准修讀輔系學系別 

1 1073194 王○蓉 生物資源學系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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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ㄧ、核准修讀雙主修、輔系同學請填妥「確認修讀意願書」，欲放棄修讀資格者，請填寫「放棄修讀資格書」於   

        108年 6月 21日前或下學期開學二週內 (108.9.2.~108.9.12)，送至教務處各校區辦公室，逾期不予受理。         

        修習雙主修、輔系課程請利用開學二週內辦理加、退選。 

二、同時核准多個雙主修或輔系者，請審慎考慮後，至多選修一雙主修、一輔系（雙主修、輔系不可同一個學系）。 

   三、以上兩種表格可至教務處網頁「服務項目」→「各類申請表單」自行下載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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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73202 陳○莉 生物資源學系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3 1073191 王○侑 生物資源學系 動物科學系 

4 1073220 廖○玨 生物資源學系 動物科學系 

5 1063405 莫○傑 生化科技學系 動物科學系 

6 1062109 陳○瑄 園藝學系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7 1072849 林○浩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應用數學系 

8 1073492 郭○睿 教育學系                                           
電子物理學系 

9 1072606 李○晟 應用數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 

10 1072849 林○浩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 

11 1073492 郭○睿 教育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 

12 1072800 林○汝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13 1073850 蔡○諺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14 1073853 汪○芸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15 1073860 陳○芊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16 1073862  宋○穎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17 1073865 邱○慈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18 1073940 戴○庭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資訊工程學系 

19 1074532 胡○瑄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20 1074555 梁○堯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21 1062325 郭○穎 動物科學系 
生物資源學系 

22 1053348 黃○惟 水生生物科學系 生物資源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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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1053365 陳○睿 水生生物科學系 生物資源學系 

24 1064868 許○弘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食品科學系 

25 1062224 邱○蓉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生化科技學系 

26 1064317 吳○峰 中國文學系 輔導與諮商學系 

27 1073987 曾○翔 外國語言學系英語教學組 中國文學系 

28 1073477 劉○媖 教育學系 外國語言學系英語教學組 

29 1073987 曾○翔 外國語言學系英語教學組 應用歷史學系 

30 1073847 曾○桓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企業管理學系 

31 1063995 林○蓉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企業管理學系 

32 1073895 蔡○宸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企業管理學系 

33 1073908 李○毅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應用經濟學系 

34 1064742 彭○瑄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35 1063123 郭○揚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 

36 1073846 陳○婷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 

37 1073849 黃○晴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 

38 1073990 鄭○潔 外國語言學系英語教學組 資訊管理學系 

39 1074704 吳○玲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 

40 1074706 蔡○蓁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 

41 1063207 黃○瑄 食品科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42 1064742 彭○瑄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43 1064762 潘○儒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44 1064767 陳○瀚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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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1073865 邱○慈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46 1073866 曾○涵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47 1073895 蔡○宸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財務金融學系 

48 1073896 楊○瑜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財務金融學系 

49 1073908 李○毅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財務金融學系 

50 1073915 黃○嘉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財務金融學系 

51 1073920 林○馨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財務金融學系 

52 1074056 鄧○昊 應用歷史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53 1074316 吳○儒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54 1074318 林○均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55 1074321 楊○欣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56 1052510 林○宏 景觀學系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57 1054038 楊○嫻 外國語言學系英語教學組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58 1054059 莊○榛 外國語言學系英語教學組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59 1064836 胡○孜 幼兒教育學系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60 1064889 江○萱 外國語言學系英語教學組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61 1073835 沈○荏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62 1073866 曾○涵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63 1073896 楊○瑜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64 1074326 曾○韋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65 1078146 胡○筠 

農場管理進修學士 
學位學程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進修學士班 

66 1078812 張○文 中國文學系進修學士班 企業管理學系進修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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