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 108學年度畢業生智育獎得獎名單 

系所 學號 姓名 

農藝大四 1052001 許家銓 

農藝大四 1052012 陳浩瑋 

農藝大四 1052006 呂貞慧 

園藝大四 1052072 戴紹耕 

園藝大四 1052078 陳思霖 

園藝大四 1052073 謝祥耀 

森林大四 1052143 陳易新 

森林大四 1052161 莊子玄 

森林大四 1052155 蔡佳秀 

木設大四 1052215 鄭靜如 

木設大四 1052213 許瑜君 

木設大四 1052221 吳亞耘 

動科大四 1052294 黃品毓 

動科大四 1052295 詹一昕 

動科大四 1052293 林郁芳 

獸醫大五 1042412 溫翠菁 

獸醫大五 1042356 陳玟君 

獸醫大五 1042355 田雅靚 

生農大四 1052434 吳奕蓁 

生農大四 1052429 林君樺 

生農大四 1052442 張雅淇 

景觀大四 1052532 陳怡蓁 

景觀大四 1052492 王藝霖 

景觀大四 1052517 龍怡安 

應數大四 1052641 金愷崙 

應數大四 1052682 謝蓉妮 

應數大四 1052645 陳泓凱 

電物大四 1052709 廖芷瑩 

電物大四 1052704 謝宜叡 

電物大四 1052702 黃鈺婷 

應化大四 1052779 蔡旻欣 

應化大四 1052776 陳育豐 

應化大四 1052783 黃心怡 

生機大四 1052915 蔡侑容 

生機大四 1052942 楊謦瑄 

生機大四 1052920 石英廷 



土木大四 1052891 連庸佐 

土木大四 1052845 蔡秉諺 

土木大四 1052888 陳品存 

資工大四 1054798 羅禹昌 

資工大四 1052987 張哲耘 

資工大四 1052994 黃建鴻 

電機大四 1053099 謝律紳 

電機大四 1053052 高孝誠 

電機大四 1053053 蔡 萱 

機械大四 1053125 苗庭瑄 

機械大四 1053165 謝岳璁 

機械大四 1053155 陳韻如 

食科大四 1053205 鄧婷云 

食科大四 1053198 陳梓瑄 

食科大四 1055030 李若華 

生資大四 1053266 李昕蓓 

生資大四 1053269 尤冠智 

生資大四 1053265 陳彥宇 

水生大四 1053338 黃任遠 

水生大四 1053368 王柏翔 

水生大四 1053332 楊硯丞 

生化大四 1053416 吳建志 

生化大四 1053410 陳姿吟 

生化大四 1053412 顏廷涓 

微藥大四 1053498 吳汶珊 

微藥大四 1053485 李念綺 

微藥大四 1053508 詹雅倫 

植醫大四 1052571 陳凱暘 

植醫大四 1052566 柯怡君 

植醫大四 1052584 林昱宇 

教育大四 1053571 康雅涵 

教育大四 1053583 鍾易勝 

教育大四 1053569 王思婷 

特教大四 1053641 陳莉婷 

特教大四 1053630 劉冠妤 

特教大四 1053618 劉湘綺 

幼教大四 1053706 陳彥瀚 

幼教大四 1053693 呂俞璇 

幼教大四 1053717 林子馨 



輔諮大四 1053755 林昱任 

輔諮大四 1053758 蘇靖涵 

輔諮大四 1053761 袁譽庭 

體健休大四 1053823 李昱嫻 

體健休大四 1053832 許育瑋 

體健休大四 1053861 楊馥甄 

數位大四 1053928 方綺 

數位大四 1053899 陳鴻彰 

數位大四 1053895 郭怡伶 

中文大四 1054343 黃怡璇 

中文大四 1054361 黃靖雯 

中文大四 1054358 方玫宜 

外語應外大四 1053966 顏薈芯 

外語應外大四 1054005 李依恩 

外語應外大四 1053973 徐愷晟 

外語英教大四 1055043 蔡湯慧 

外語英教大四 1054037 陳姮聿 

外語英教大四 1054041 周亮妤 

應用歷史大四 1054138 蘇純慧 

應用歷史大四 1054150 郭章萱 

應用歷史大四 1054105 黃盈蓁 

藝術大四 1054217 黎愷俐 

藝術大四 1054213 吳芷嫺 

藝術大四 1054207 王翊馨 

音樂大四 1054241 洪苡芯 

音樂大四 1054254 曾譯萱 

音樂大四 1054252 魏志丞 

生管大四 1054390 蘇芳儀 

生管大四 1034384 黃曉妤 

生管大四 1054389 李亭萱 

應經大四 1054455 李汶靜 

應經大四 1054451 吳雅雯 

應經大四 1054474 鄭舜弦 

企管大四 1054558 楊惇雅 

企管大四 1054547 王郁欣 

企管大四 1054524 謝艾倫 

資管大四 1054595 黃禹超 

資管大四 1054592 王威淳 

資管大四 1054617 黃俊傑 



財金大四 1054669 張佳欣 

財金大四 1054663 羅鈺潔 

財金大四 1054673 廖家曼 

行銷觀光大四 1054731 李禕庭 

行銷觀光大四 1054737 黃美欣 

行銷觀光大四 1054738 黃詩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