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yu
嘉義大學
2010-01-13
academic 嘉義大學-教務處
2010-01-07
stude
嘉義大學<br>學生事務處
2010-01-13
coledu
師範學院
2010-01-11
學生事務處<br>
生活
2010-01-12
life
cc
電子計算機中心
2010-01-12
rdo
嘉義大學-研究發展處 2010-01-13
president 嘉義大學-校長室
2010-01-07
vicepreside嘉義大學-副校長室(學術2010-01-12
vicepreside嘉義大學-副校長室(行政2010-01-11
academic_ 教務處-教務長室
2009-07-22
register 教務處-註冊組
2010-01-12
enroll
教務處-招生組
2010-01-13
course
教務處-課務組
2010-01-12
min
教務處-民雄教務組
2010-01-08
ctld
教學發展中心
2010-01-07
dean
學生事務處-學務長室 2009-07-22
act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2010-01-13
coun
學生事務處<br>
學生
2010-01-11
2010-01-12
overseas 學生事務處<br>僑生及外
stulife
學生事務處<BR>-民雄學2010-01-11
general 總務處
2010-01-13
leader
總務長室
2009-11-02
affair
事務組
2010-01-11
insan
營繕組
2010-01-07
cartulary 保管組
2010-01-11
pay
出納組
2010-01-07
document 文書組
2010-01-13
pldll
駐警隊
2009-12-30
ctmc
車輛管理委員會
2009-12-30
foodaid 膳食管理委員會
2009-11-03
lib
圖書館
2010-01-13
extedu
進修推廣部
2010-01-13
ext_academ進修推廣部-教務組
2010-01-06
extension 推廣教育組
2010-01-13
ext_genera 進修推廣部-總務組
2010-01-04
student
進修推廣部-學務組
2010-01-06
lantan
進修推廣部-蘭潭分組 2010-01-07
secretary 嘉義大學-秘書室
2010-01-13
sport
體育室
2010-01-13
account 會計室
2010-01-13
meo
嘉義大學-軍訓室
2010-01-01
personnel 人事室
2010-01-13
safety
校園環境安全管理中心 2010-01-08

career
學務處-就業輔導組
2010-01-12
internship 教育實習組
2010-01-05
local_educ 地方教育輔導組
2010-01-11
ctedu
師資培育中心
2010-01-13
gec
嘉義大學-通識教育中心2010-01-13
aptc
台灣原住民族教育及產業
2009-12-28
lgc
嘉義大學語言中心
2010-01-12
incubator 嘉義大學-創新育成中心2010-01-06
licensing 嘉義大學-技術移轉中心2010-01-13
defens
國防與國家安全研究所 2010-01-04
distance 電算中心(遠距教學組) 2010-01-13
ms1300 民雄總務組
2010-01-13
apcsc
農產品產銷履歷
2009-12-11
agricol
嘉義大學-農學院
2010-01-11
agri
農藝學系暨研究所
2010-01-12
gramgt
管理學院
2010-01-12
dpba
企業管理學系
2009-12-30
dpae
<div>應用經濟學系</div2010-01-12
dpaa
生物事業管理學系<Br> 2010-01-11
mis
<div> 資訊管理學系</ 2010-01-12
mba
管理研究所
2010-01-12
marketing 行銷與流通管理研究所 2009-12-30
leisure
觀光休閒管理研究所 2010-01-11
emba
管院EMBA
2010-01-04
ecweb
電子商務研究中心
2009-12-03
abmrc
農企業經營管理研究中心
2009-07-22
hortsci
園藝學系暨研究所
2010-01-13
forestry 森林暨自然資源學系<br2009-12-31
林產科學暨家具工程學系
2010-01-08
fps
dvmpc
獸醫學系暨研究所
2010-01-08
ans
動物科學系暨研究所 2010-01-13
bioagricult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所) 2010-01-13
landscape 景觀學系
2010-01-08
agromail 農學研究所
2009-12-30
agbiotech 農業生物技術研究所 2009-11-03
biotechpro 生物技術學程
2010-01-12
hptc
園藝技藝中心
2009-11-25
agrext
農業推廣中心
2010-01-11
zoo
動物試驗場
2010-01-12
sce
理工學院
2010-01-12
phys
<font face="標楷體">應用2010-01-11
chem
應用化學系暨研究所 2010-01-04
math
應用數學系暨研究所 2009-12-21
bioeng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2010-01-05

civil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暨
2009-12-31
csie
資訊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2010-01-13
itl
運輸與物流工程研究所 2010-01-07
ee
電機工程學系
2009-12-31
cls
生命科學院
2010-01-12
fst
食品科學系暨研究所 2009-12-30
aquabio 水生生物科學系
2009-12-25
biors
生物資源學系暨研究所 2010-01-13
biotech 生化科技學系(所)
2010-01-13
apmicro 微生物與免疫學系暨<br2010-01-13
rchmmc <center>中草藥暨微生物2009-09-08
atsc
檢驗分析及技術推廣服務
2009-11-02
ncyuvh 農學院附設動物醫院 2010-01-04
yingli
李俐瑩的測試網站
2010-01-11
gcweb
輔導與諮商學系
2010-01-12
dpe
體育學系
2010-01-04
dpemaster 體育與健康休閒研究所 2010-01-07
geche
幼兒教育學系<br>
2010-01-11
special
特殊教育學系<br>暨研究
2009-12-29
教育學系及國民教育研究
2010-01-12
giee
family
家庭教育與諮商研究所 2010-01-08
etech
數位學習設計與管理學系
2010-01-11
gise
科學教育研究所
2010-01-12
gsme
數學教育研究所
2010-01-12
教育行政與政策發展研究
2010-01-12
gieapd
ersc
測驗評量與調查中心 2009-12-14
soarts
人文藝術學院
2009-12-09
chinese 中國文學系暨研究所 2010-01-12
國立嘉義大學外國語言學
2010-01-13
dfl
ncyuhg 史地學系暨研究所
2010-01-12
music
音樂學系
2010-01-05
art
美術學系
2010-01-13
vart
視覺藝術研究所
2010-01-13
hac
人文藝術中心
2010-01-12
tcrc
台灣文化研究中心
2009-12-23
musicart 音樂與表演藝術研究所 2009-12-01
curriculum 課程組
2010-01-13
fin
財務金融學系
2010-01-04
dorm
學生宿舍資訊網
2010-01-04
morality 品德教育資訊網
2010-01-11
rent
賃居生輔導資訊網
2009-12-17
ppst
植物種苗科技學程
2009-07-22
pob
蘭花生技學程
2010-01-08
excellent 教育部培育優質人力促進
2010-01-11

fcc
家庭與社區諮商中心 2010-01-06
newstu
新生專欄
2009-09-09
ncyutest 一級單位測試頁
2009-12-30
ncyutest2 ncyutest2
2009-11-16
學生事務處<BR>-衛生保2010-01-13
heal
careercente職涯發展中心
2009-12-22
sun
春暉專欄
2010-01-09
safecenter 學務處附屬校安中心 2010-0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