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 107學年度學生修讀學、碩士一貫學程核准名單   

編號 學號 學生姓名 現就讀學系(全名) 申請就讀之研究所(全名) 

1 1043891 林〇婷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碩士班 

2 1043893 李〇婷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碩士班 

3 1043895 劉〇岑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碩士班 

4 1043896 王〇瑜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碩士班 

5 1043901 張〇茹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碩士班 

6 1043904 陳〇潔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碩士班 

7 1043906 李〇瑄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碩士班 

8 1043910 洪〇暄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碩士班 

9 1043913 許〇珉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碩士班 

10 1043920 廖〇均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碩士班 

11 1043921 王〇雯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碩士班 

12 1043922 李〇萱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碩士班 

13 1043926 高〇芳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碩士班 

14 1043927 邱〇涵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碩士班 

15 1043929 楊〇暄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碩士班 

16 1043932 王〇芝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碩士班 

17 1043937 陳〇旋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碩士班 

18 1043911 董〇瑜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碩士班 

19 1043791 曾〇貞 輔導與諮商學系 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班  

【諮商心理組】 

20 1043545 黃〇諼 教育學系 教育學系碩士班       
(課程與教學組) 

21 1043556 蕭〇鈺 教育學系 教育學系碩士班       
(課程與教學組) 

22 1043582 許〇婷 教育學系 教育學系碩士班       
(教育理論組) 

1 
 



23 1043584 黃〇昀 教育學系 教育學系碩士班        
(課程與教學組) 

24 1043585 呂〇淳 教育學系 教育學系碩士班       
(課程與教學組) 

25 1043587 吳〇禧 教育學系 教育學系碩士班       
(教育理論組) 

26 1043734 陳〇蓉 幼兒教育學系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27 1043683 林〇丞 幼兒教育學系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28 1044863  張〇琳 幼兒教育學系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29 1043685 陸〇 幼兒教育學系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30 1043686 徐〇婷 幼兒教育學系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31 1043709 盧〇英 幼兒教育學系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32 1043646 魏〇羽 特殊教育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33 1043613 楊〇雅 特殊教育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34 1043616 林〇吟 特殊教育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35 1043621 吳〇漢 特殊教育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36 1043547 洪〇軒 教育學系 數理教育研究所 

37 1043556 蕭〇鈺 教育學系 數理教育研究所 

38 1043571 柯伯亞 教育學系 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   
研究所 

39 1043587 吳侑禧 教育學系 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   
研究所 

40 1043585 呂一淳 教育學系 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    
研究所 

41 1043584 黃子昀 教育學系 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   
研究所 

42 1043832 鄭〇婷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碩士班 

43 1043841 楊〇如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碩士班 

44 1043845 何〇羽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碩士班 

45 1043846 陳〇伶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碩士班 

46 1043852 王〇晴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碩士班 

47 1043859 陳〇緯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碩士班 

48 1043864 翁〇玉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碩士班 

49 1043868 王〇斐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碩士班 

50 1046616 路〇皓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進修學士班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碩士班 

51 1046650 官〇傑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進修學士班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碩士班 

52 1047009 林〇香 中國文學系進修學士班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53 1044103 白〇昀 外國語言學系 外國語言學系碩士班 

54 1044807 張〇晴 外國語言學系 外國語言學系碩士班 

55 1045030 何〇真 外國語言學系 外國語言學系碩士班 

56 1047138 吳〇儂 外國語言學系進修學士班  外國語言學系碩士班 

57 1044132  呂〇彥 應用歷史學系 應用歷史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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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1044107 鄒〇廷 應用歷史學系 應用歷史學系碩士班 

59 1044137 陳〇如 應用歷史學系 應用歷史學系碩士班 

60 1044177  陳〇蓉 視覺藝術學系 視覺藝術學系碩士班 

61 1044178 王〇羽 視覺藝術學系 視覺藝術學系碩士班 

62 1044184 馬〇安 視覺藝術學系 視覺藝術學系碩士班 

63 1044187 王〇暄 視覺藝術學系 視覺藝術學系碩士班 

64 1044189 林〇亘 視覺藝術學系 視覺藝術學系碩士班 

65 1044192 陳〇元 視覺藝術學系 視覺藝術學系碩士班 

66 1044194 游〇絃 視覺藝術學系 視覺藝術學系碩士班 

67 1044205 范〇怡 視覺藝術學系 視覺藝術學系碩士班 

68 1044394 陳〇雯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69 1044423 黃〇欣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70 1044857 郭〇維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71 1044533 張〇婷 企業管理學系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72 1047111 王〇合 企業管理學系進修學士班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73 1044594 李〇霖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74 1044596 陳〇元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75 1044604 楊〇峻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76 1044606 黃〇育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77 1044608 董〇逸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78 1044613 許〇凡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79 1044620 謝〇融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80 1044621 鄒〇芳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81 1044622 張〇瑋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82 1044625 林〇廷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83 1044626 楊〇麒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84 1044627 史〇安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85 1044634 沈〇翔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86 1044636 吳〇羽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87 1044749 李〇陞 行銷觀光學系 觀光休閒管理碩士班 

88 1044772 張簡〇庭 行銷觀光學系 行銷管理碩士班 

89 1044122 謝〇琍 應用歷史學系 行銷管理碩士班 

90 1042002 陳〇伯 農藝學系 農藝學系碩士班 

91 1042011 傅〇銘 農藝學系 農藝學系碩士班 

92 1042115 顏〇清 園藝學系 園藝學系碩士班 

93 1042159 李〇慧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碩士班 
94 1042158 沈〇伶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碩士班 
95 1042147 姚〇瑄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碩士班 
96 1042183 許〇貞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碩士班 
97 1042179 盧〇恩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碩士班 
98 1042176 陳〇林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碩士班 
99 1042141 游〇昕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碩士班 
100 1042214 李〇儀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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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1042216 廖〇萱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碩士班 

102 1042228 呂〇儀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碩士班 

103 1042231 謝〇東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碩士班 

104 1042240 林〇昇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碩士班 

105 1042283 李〇勝 動物科學系 動物科學系碩士班 

106 1042281 王〇蕾 動物科學系 動物科學系碩士班 

107 1042299 賴〇克 動物科學系 動物科學系碩士班 

108 1042332 張〇珊 動物科學系 動物科學系碩士班 

109 1042297 王〇智 動物科學系 動物科學系碩士班 

110 1042293 余〇穎 動物科學系 動物科學系碩士班 

111 1046201 吳〇佑 動物科學系進修學士班 動物科學系碩士班 

112 1042421 蔡〇宇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碩士班 

113 1042422 鍾〇民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碩士班 

114 1042424 林〇佑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碩士班 

115 1042425 陳〇丞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碩士班 

116 1042427 蕭〇君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碩士班 

117 1042434 謝〇怡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碩士班 

118 1042435 薛〇郁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碩士班 

119 1042437 屠〇家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碩士班 

120 1042446 詹〇銘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碩士班 

121 1042447 蕭〇文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碩士班 

122 1042451 許〇嘉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碩士班 

123 1042458 曾〇傑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碩士班 

124 1042460 陳〇馨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碩士班 

125 1042464 曾〇茜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碩士班 

126 1032540 蔡〇娜 景觀學系 景觀學系碩士班 

127 1042534 陳〇瑜 景觀學系 景觀學系碩士班 
128 1042536 莊〇瑋 景觀學系 景觀學系碩士班 
129 1042513 陳〇廷 景觀學系 景觀學系碩士班 
130 1042525 謝〇臻 景觀學系 景觀學系碩士班 
131 1042501 劉〇勳 景觀學系 景觀學系碩士班 
132 1042521 羅〇 景觀學系 景觀學系碩士班 
133 1042531 柯〇安 景觀學系 景觀學系碩士班 
134 1042507 廖〇庭 景觀學系 景觀學系碩士班 
135 1042538 顏〇憲 景觀學系 景觀學系碩士班 
136 1042680 許〇濠 應用數學系 應用數學系碩士班 

137 
1042718 嚴〇鴻 電子物理學系 

電子物理學系光電暨固態
電子碩士班 

138 
1042720 張〇文 電子物理學系 

電子物理學系光電暨固態
電子碩士班 

139 
1042729 林〇富 電子物理學系 

電子物理學系光電暨固態
電子碩士班 

140 1042734 曾〇恩 電子物理學系 電子物理學系光電暨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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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碩士班 

141 
1044853 王〇嘉 電子物理學系 

電子物理學系光電暨固態
電子碩士班 

142 1042772 陸〇浩 應用化學系 應用化學系碩士班 
143 1042791 張〇寧 應用化學系 應用化學系碩士班 
144 1046404 謝〇憲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進修學士班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145 1046408 廖〇秀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進修學士班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146 1046415 蔡〇憲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進修學士班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147 1046421 簡〇諭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進修學士班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148 1046447 陳〇勳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進修學士班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149 1044797 
  

陳〇喜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碩士班 
150 1042879 楊〇維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碩士班 
151 1042892 李〇芸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碩士班 
152 1042882 呂〇儒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碩士班 
153 1042868 葉〇華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碩士班 
154 1046328 王〇濬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進修學士班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碩士班 
155 1046332 趙〇庭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進修學士班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碩士班 
156 1042668 林〇誼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57 1042981 周〇育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58 1042982 林〇玄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59 1042983 張〇翔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60 1042984 許〇雯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61 1042985 王〇安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62 1042987 盧〇銘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63 1042988 黃〇勳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64 1042989 陳〇良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65 1042990 駱〇儒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66 1042991 曾〇權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67 1042992 黃〇淵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68 1042994 劉〇旻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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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1042995 江〇綸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70 1042996 張〇銘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71 1042997 毛〇銓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72 1042998 曾〇隆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73 1043000 欒〇順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74 1043001 王〇欽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75 1043006 田〇瑋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76 1043007 袁〇威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77 1043010 楊〇堂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78 1043012 楊〇豪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79 1043013 周〇祥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80 1043014 張〇霖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81 1043016 蔡〇翔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82 1043017 蕭〇霖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83 1043018 許〇瀚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84 1043019 傅〇瑞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85 1043020 王〇勛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86 1043023 陳〇宇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87 1043024 陳〇均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88 1043026 宋〇安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89 1043029 賴〇儒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90 1043030 姚〇宏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91 1043032 李〇強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92 1045053 廖〇軒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93 1045058 陳〇均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94 1045060 劉〇昇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95 1043075 王〇諺 電機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196 1043077 吳〇紋 電機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197 1043086 沈〇寅 電機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198 1043062 林〇証 電機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199 1043052 林〇嵐 電機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200 1043066 林〇庭 電機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201 1043053 林〇漢 電機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202 1043060 洪〇珽 電機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203 1043083 翁〇翔 電機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204 1043089 高〇哲 電機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205 1043063 張〇富 電機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206 1043092 許〇鈺 電機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207 1043055 郭〇平 電機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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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1043095 郭〇任 電機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209 1043080 陳〇緯 電機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210 1043084 陳〇凱 電機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211 1043065 陳〇元 電機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212 1043093 黃〇彰 電機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213 1044861 黃〇浩 電機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214 1043061 蔡〇偉 電機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215 1043070 盧〇瑋 電機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216 1043071 賴〇暐 電機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217 1043067 白〇亘 電機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218 1043136 蕭〇宗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碩士班 

219 1043199 林〇傑 食品科學系 食品科學系碩士班 

220 1043262 陳〇州 生物資源學系 生物資源學系碩士班 

221 1043278 陳〇中 生物資源學系 生物資源學系碩士班 

222 1043279 林〇璇 生物資源學系 生物資源學系碩士班 

223 1043280 陳〇文 生物資源學系 生物資源學系碩士班 

224 1043282 賴〇傑 生物資源學系 生物資源學系碩士班 

225 1043283 張〇升 生物資源學系 生物資源學系碩士班 

226 1043289 周〇佑 生物資源學系 生物資源學系碩士班 

227 1043291 陳〇蓁 生物資源學系 生物資源學系碩士班 

228 1043295 陳〇佑 生物資源學系 生物資源學系碩士班 

229 1043300 陳〇顥 生物資源學系 生物資源學系碩士班 

230 1043360 林〇亨 水生生物科學系 水生生物科學系碩士班 

231 1043345 鄭〇勛 水生生物科學系 水生生物科學系碩士班 

232 1043339 劉〇瑋 水生生物科學系 水生生物科學系碩士班 

233 1043348 蘇〇維 水生生物科學系 水生生物科學系碩士班 

234 1043346 林〇佑 水生生物科學系 水生生物科學系碩士班 

235 1043377 許〇茗 水生生物科學系 水生生物科學系碩士班 

236 1043342 黃〇元 水生生物科學系 水生生物科學系碩士班 

237 1043335 王〇皓 水生生物科學系 水生生物科學系碩士班 

238 1043373 王〇博 水生生物科學系 水生生物科學系碩士班 

239 1042436 顏〇傑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水生生物科學系碩士班 

240 1043306 高〇采 生物資源學系 生化科技學系碩士班 
241 1043292 賴〇湘 生物資源學系 生化科技學系碩士班 
242 1043435 戴鍾〇緯 生化科技學系 生化科技學系碩士班 
243 1043440 許〇允 生化科技學系 生化科技學系碩士班 
244 1043402 吳〇茵 生化科技學系 生化科技學系碩士班 
245 1043422 李〇傑 生化科技學系 生化科技學系碩士班 
246 1043413 施〇慈 生化科技學系 生化科技學系碩士班 
247 1043479 陳〇中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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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 

248 
1043473 李〇茹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碩士班 

249 
1043474 張〇茜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碩士班 

250 
1043513 謝〇媛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碩士班 

251 
1043491 劉〇威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碩士班 

252 1042582 林〇蓉 植物醫學系 植物醫學系碩士班 

253 1042565 曹〇瑜 植物醫學系 植物醫學系碩士班 

254 1042592 陳〇礽 植物醫學系 植物醫學系碩士班 

255 1042585 陳〇誠 植物醫學系 植物醫學系碩士班 

256 1042574 楊〇毅 植物醫學系 植物醫學系碩士班 

257 1042004 江〇柔 農藝學系 植物醫學系碩士班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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