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 107學年度日間學士班修讀雙主修、輔系核准名單 
                                                    中華民國 107年 6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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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6月 30日前或下學期開學二週內 (107.9.17.~107.9.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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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項目」→「各類申請表單」自行下載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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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主修: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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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3236 張○綸 食品科學系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2 1053520       沈○漩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3 1053271 董○銓 生物資源學系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4 1063404 黃○芊 生化科技學系 動物科學系 

5 1064613 蔣○興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6 1044806 陳○穎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資訊工程學系 

7 1053290       曾○瀅 生物資源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8 1053168 熊○諠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107學年度經核准轉系至電機系

二年級就讀)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9 1053287 曾○玲 生物資源學系 生化科技學系 

10 1062240 游○慶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生化科技學系 

11 1062240 游○慶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中國文學系 

12 1063581 謝○珊 教育學系 應用歷史學系 

13 1043769 魏○瑜 輔導與諮商學系 應用經濟學系 

14 1052682 謝○妮 應用數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15 1063920 陳○婚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16 1053996 林○霓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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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054399 洪○堡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輔系:75名 

編號 學號 姓名 學生所屬學系 核准修讀輔系學系別 

1 1053504 黃○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動物科學系 

2 1062211 陳○晴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動物科學系 

3 1063404 黃○芊 生化科技學系 動物科學系 

4 1063430 張○婷 生化科技學系 動物科學系 

5 1063300 劉○蓓 生物資源學系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6 1062251 林○毅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電子物理學系 

7 1064410 陳○宇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電子物理學系 

8 1064735 吳○駿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應用數學系 

9 1053282 張○軒 生物資源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10 1053478 葉○妍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11 1063168 陳○合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12 1063999 陳○筑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資訊工程學系 

13 1064009 賴○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資訊工程學系 

14 1064410 陳○宇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15 1053520 沈○漩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食品科學系 

16 1061298 大○○彩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食品科學系 

17 1064382 徐○昕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食品科學系 



 

國立嘉義大學 107學年度日間學士班修讀雙主修、輔系核准名單 
                                                    中華民國 107年 6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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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6月 30日前或下學期開學二週內 (107.9.17.~107.9.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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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項目」→「各類申請表單」自行下載填寫。 

 3 

編號 學號 姓名 學生所屬學系 核准修讀輔系學系別 

18 1053504 黃○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生物資源學系 

19 1042529 蕭○梅 生物資源學系 生化科技學系 

20 1043374 樂○玲 水生生物科學系                       生化科技學系 

21 1042529 蕭○梅 生物資源學系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22 1063352 孫○安 水生生物科學系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23 1063372 黃○璿 水生生物科學系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24 1063412 車○儀 生化科技學系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25 1064009 賴○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26 1064381 李○軒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27 1064407 賴○穎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28 1053565 張○芸 教育學系                             輔導與諮商學系 

29 1063551 陳○臻 教育學系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30 1063572 買○娸 教育學系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31 1053555 尤○安 教育學系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32 1043792 賈○珊 輔導與諮商學系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33 1053861 楊○甄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34 1053022 楊○綸 資訊工程學系                              
中國文學系 

35 1053551 周○瑄 教育學系                             中國文學系 

36 1063620 林○庭 特殊教育學系 中國文學系 

37 1063682 劉○伶 幼兒教育學系 中國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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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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1063689 吳○鵬 幼兒教育學系                                中國文學系 

39 1053551 周○瑄 教育學系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40 1043376 晏○翔 水生生物科學系 視覺藝術學系 

41 1062445 吳○豪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音樂學系 

42 1054265 莊○毅 應用歷史學系 音樂學系 

43 1055017 柯○濃 應用數學系 應用經濟學系 

44 1053799 蔡○嵐 輔導與諮商學系 應用經濟學系 

45 1054003 簡○呈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應用經濟學系 

46 1054078 蘇○文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應用經濟學系 

47 1054079 黃○志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應用經濟學系 

48 1064403 湯○皓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 

49 1064427 鐘○綺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 

50 1064662 蘇○琪 財務金融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 

51 1064739 呂○翎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 

52 1042075 楊○諭 園藝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53 1042309 熊○淇 動物科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54 1042310 商○琍 動物科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55 1042631 何○倫 應用數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56 1052643 蕭○豪 應用數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57 1053799 蔡○嵐 輔導與諮商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58 1054399 洪○堡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59 1063920 陳○婚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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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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1064032 楊○琳 外國語言學系英語教學組 財務金融學系 

61 1064051 徐○原 外國語言學系英語教學組 財務金融學系 

62 1064065 郭○妤 外國語言學系英語教學組 財務金融學系 

63 1064403 湯○皓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64 1064427 鐘○綺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65 1064628 胡○芸 資訊管理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66 1043931 陳○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67 1063918 莊○騏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68 1063931 王○彬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69 1064063 毛○婷 外國語言學系英語教學組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70 1053991 張○茜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71 1053996 林○霓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72 1053997 洪○儀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73 1044122 謝○琍 應用歷史學系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74 1064600 吳○瑩 資訊管理學系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75 1052352 吳○妮 獸醫學系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以下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