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 106學年度日間學士班修讀雙主修、輔系核准名單 
                                                    中華民國 106年 6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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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 6月 30日前或下學期開學二週內 (106.9.18.~106.9.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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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表格下載區」自行下載填寫。 

 1 

雙主修: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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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4403 蕭○筑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農藝學系                                           

2 1034537       梁○璉 企業管理學系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3 1052919 鄭○凱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4 1052933 洪○元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5 1043493 陳○翰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水生生物科學系 

6 1052646 范○婷 應用數學系 生物資源學系 

7 1034537       梁○璉 企業管理學系 生化科技學系 

8 1054382 顏○柔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9 1054403 蕭○筑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10 1033572 張○儀 教育學系 輔導與諮商學系 

11 1053928 温○綺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視覺藝術學系 

12 1054355 柯○翰 中國文學系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13 1042072 陳○銘 園藝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14 1044354 楊○蓁 中國文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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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系:58名 

編號 學號 姓名 學生所屬學系 核准修讀輔系學系別 

1 1054545 陳○昀 企業管理學系 園藝學系 

2 1042326 蕭○庭 
動物科學系 
(106學年度經核准轉系至獸醫

系二年級就讀) 
動物科學系 

3 1043415 張○宇 生化科技學系 應用化學系 

4 1043423 林○丞 生化科技學系 應用化學系 

5 1044801 馬○芳 生化科技學系 應用化學系 

6 1053619 李○臻 特殊教育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7 1054009 林○穎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資訊工程學系 

8 1044869 薛○文 財務金融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9 1052916 謝○峰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 

10 1052919 鄭○凱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 

11 1052933 洪○元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 

12 1043347 柯○婷 水生生物科學系                              食品科學系 

13 1042166 陳○鈺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生物資源學系 

14 1052294 黃○毓 動物科學系 生物資源學系 

15 1052295 詹○昕 動物科學系 生物資源學系 

16 1043493 陳○翰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生物資源學系 

17 1053624 陳○水 特殊教育學系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18 1054382 顏○柔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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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號 姓名 學生所屬學系 核准修讀輔系學系別 

19 1043587 吳○禧 教育學系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20 1044011 吳○庭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中國文學系 

21 1054122 許○嘉 應用歷史學系 中國文學系 

22 1054415 張○哲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中國文學系 

23 1053567 許○綾 教育學系 應用歷史學系 

24 1053568 王○岑 教育學系 
應用歷史學系 

25 1053579 林○均 教育學系 
應用歷史學系 

26 1033651 郭○萱 特殊教育學系 視覺藝術學系 

27 1053928 温○綺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視覺藝術學系 

28 1054370 周○雁 中國文學系                             視覺藝術學系 

29 1034071 蔡○彤 外國語言學系英語教學組                                 
視覺藝術學系 

30 1053638 古○昕 特殊教育學系                                        音樂學系 

31 1043968 黃○晴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音樂學系 

32 1044072 李  ○ 外國語言學系英語教學組                                      
音樂學系 

33 1033997 王○蟬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企業管理學系 

34 1044354 楊○蓁 中國文學系                              應用經濟學系 

35 1043982 邱○萍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應用經濟學系 

36 1053980 孫○棨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應用經濟學系 

37 1053985 洪○評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應用經濟學系 

38 1042041 沈○伶 農藝學系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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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號 姓名 學生所屬學系 核准修讀輔系學系別 

39 1033142 蘇○瑾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40 1043926 高○芳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41 1043934 何○欣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42 1043983 劉○嫺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43 1044004 謝○妘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44 1053420 林○展 生化科技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45 1053575 蔡○宇 教育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46 1054355 柯○翰 中國文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47 1043973 吳○綺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財務金融學系 

48 1043982 邱○萍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財務金融學系 

49 1043983 劉○嫺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財務金融學系 

50 1044060 陳○瑄 外國語言學系英語教學組                                   財務金融學系 

51 1044070 陳○婷 外國語言學系英語教學組 財務金融學系 

52 1053966 顏○芯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財務金融學系 

53 1053994 賴○汝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財務金融學系 

54 1054010 洪○琁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財務金融學系 

55 1054070 王○芊 外國語言學系英語教學組 財務金融學系 

56 1054122 許○嘉 應用歷史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57 1054524 謝○倫 企業管理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58 1054617 黃○傑 資訊管理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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