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學年度 環境教育學程證書申請學生名單 

 

序號 學號 姓名 系所 年級 審核通過與否 

1 1060103 朱○陽 森林系 碩二 是 否□ 

2 1060104 何○恆 森林系 碩二 是 否□ 

3 1042154 周○為 森林系 四 是 否□ 

4 1042156 劉○軒 森林系 四 是 否□ 

5 1042159 李○慧 森林系 四 是 否□ 

6 1042160 蘇○ 森林系 四 是 否□ 

7 1042161 陳○涵 森林系 四 是 否□ 

8 1043262 陳○州 生資系 四 是 否□ 

9 1043266 葉○柔 生資系 四 是 否□ 

10 1043267 王○豪 生資系 四 是 否□ 

11 1043268 吳○綸 生資系 四 是 否□ 

12 1043272 黃○庭 生資系 四 是 否□ 

13 1043273 林○佳 生資系 四 是 否□ 

14 1043275 林○軒 生資系 四 是 否□ 

15 1043276 簡○為 生資系 四 是 否□ 

16 1043281 許○維 生資系 四 是 否□ 

17 1043285 徐○翎 生資系 四 是 否□ 

18 1043289 周○佑 生資系 四 是 否□ 

19 1043291 陳○蓁 生資系 四 是 否□ 

20 1043292 賴○湘 生資系 四 是 否□ 

21 1043294 張○雄 生資系 四 是 否□ 

22 1043295 陳○佑 生資系 四 是 否□ 

23 1043296 許○基 生資系 四 是 否□ 

24 1043297 張○維 生資系 四 是 否□ 

25 1043301 謝○涵 生資系 四 是 否□ 

26 1043305 蘇○銘 生資系 四 是 否□ 

27 1043306 高○采 生資系 四 是 否□ 

 

 

 

 

 

 



 

  國立嘉義大學107學年度環境教育學程報名名單 

編號 學號 姓名  學生所屬     

系所年班 

跨領域學程 

1 1052015 林○潔 農藝系三甲 環境教育學程 

2 1060103 朱○陽 森林系碩一 環境教育學程 

3 1062155 陳○儒 森林系二甲 環境教育學程 

4 1062176 林○影 森林系二甲 環境教育學程 

5 1062186 劉○廷 森林系二甲 環境教育學程 

6 1042141 游○昕 森林系四甲 環境教育學程 

7 1042152 李○在 森林系四甲 環境教育學程 

8 1042154 周○為 森林系四甲 環境教育學程 

9 1042156 劉○軒 森林系四甲 環境教育學程 

10 1042161 陳○涵 森林系四甲 環境教育學程 

11 1042164 葉○佑 森林系四甲 環境教育學程 

12 1042167 周○ 森林系四甲 環境教育學程 

13 1063263 陳○泛 生資系二甲 環境教育學程 

14 1063264 江○榛 生資系二甲 環境教育學程 

15 1063273 鄭○琪 生資系二甲 環境教育學程 

16 1063274 謝○敏 生資系二甲 環境教育學程 

17 1063298 許○芳 生資系二甲 環境教育學程 

18 1053262 陳○蟬 生資系三甲 環境教育學程 

19 1053265 陳○宇 生資系三甲 環境教育學程 

20 1053270 黃○愷 生資系三甲 環境教育學程 

21 1053273 蕭○娟 生資系三甲 環境教育學程 

22 1053276 王○心 生資系三甲 環境教育學程 

23 1053278 顏○汶 生資系三甲 環境教育學程 

24 1053281 呂○愷 生資系三甲 環境教育學程 

25 1053282 張○軒 生資系三甲 環境教育學程 

26 1053288 周○潾 生資系三甲 環境教育學程 

27 1053291 陳○汝 生資系三甲 環境教育學程 

28 1053294 林○宇 生資系三甲 環境教育學程 

29 1053295 葉○翰 生資系三甲 環境教育學程 

30 1053298 陳○欣 生資系三甲 環境教育學程 

31 1053300 謝○婷 生資系三甲 環境教育學程 



32 1053301 盧○倫 生資系三甲 環境教育學程 

33 1053303 黃○維 生資系三甲 環境教育學程 

34 1043268 吳○綸 生資系三甲 環境教育學程 

35 1043262 陳○州 生資系四甲 環境教育學程 

36 1043275 林○軒 生資系四甲 環境教育學程 

37 1043281 許○維 生資系四甲 環境教育學程 

38 1043291 陳○蓁 生資系四甲 環境教育學程 

39 1043294 張○雄 生資系四甲 環境教育學程 

40 1043296 許○基 生資系四甲 環境教育學程 

41 1043306 高○采 生資系四甲 環境教育學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