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107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入學考試錄取榜單教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甲組【課程與教學組】 ■正取生 錄取 25 名 胡家姍(11120037)   張芝綾(11120049)   賴宗德(11120014)   呂雨璇(11120021) 陳思廷(11120040)   王寧(11120004)   陳亞珺(11120043)   李育玲(11120038)  婉婷(11120012)   戴筱伶(11120018)   李浩華(11120044)   徐于婷(11120015) 蘇玉華(11120035)   陳芸慧(11120009)   陳華穗(11120033)   董惠文(11120013) 黃娸(11120022)   鄭詍旭(11120006)   廖蕎琳(11120005)   顏郁儒(11120024)張宏鈺(11120023)   劉明兒(11120030)   廖珮貽(11120001)   劉靜蕙(11120026)廖淑珍(11120028) （依名次排列，順序為由左到右，由上而下）□備取生 錄取 20 名江敏菁(11120036)   李柏勳(11120047)   戴毓慧(11120034)   蔡家羚(11120017)陳永芝(11120041)   吳雅如(11120029)   蕭鈺達(11120042)   蔡采臻(11120025)鄧馨鍬(11120045)   黃莉玲(11120008)   朱景武(11120011)   蘇琬貞(11120007)林惠芳(11120002)   吉真玲(11120032)   邱詩涵(11120027)   蘇毅絲(11120046)顏婉婷(11120039)   林雅苓(11120003)   丁凰芫(11120020)   蔡秀蓁(11120031)（依名次排列，順序為由左到右，由上而下）



國立嘉義大學107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入學考試錄取榜單教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乙組【學校行政組】 ■正取生 錄取 10 名 張佑琳(12120011)   陳怡錦(12120010)   何佳惠(12120001)   王奕雯(12120005) 白若凡(12120007)   何書禎(12120006)   劉岱爾(12120004)   郭恬卉(12120009)吳惠雅(12120008)   李宜蓁(12120003) （依名次排列，順序為由左到右，由上而下）□備取生 不錄取



國立嘉義大學107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入學考試錄取榜單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甲組【家庭教育組】 ■正取生 錄取 12 名 虞允平(13120013)   林佩真(13120005)   葉子瑄(13120006)   安莉芳(13120004) 林寬(13120002)   蔡詩馨(13120003)   蕭雅慧(13120008)   張綺紜(13120001) 林昆儀(13120011)   陳珮熏(13120012)   李雅琪(13120009)   蔡麗敏(13120007) （依名次排列，順序為由左到右，由上而下） □備取生 不錄取



國立嘉義大學107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入學考試錄取榜單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乙組【諮商心理組】 ■正取生 錄取 17 名 林子軒(14120008)   羅芮敏(14120036)   簡與彤(14120017)   張秋芬(14120026) 吳聖雅(14120040)   張煥(14120041)   蕭伶(14120025)   方淑瑩(14120009)  王奕超(14120028)   李靜怡(14120014)   黃曉蓓(14120039)   林千渝(14120013) 楊緒穆(14120029)   翁菁霞(14120027)   曹若蘭(14120010)   張雅綾(14120031) 江宇喬(14120030)  （依名次排列，順序為由左到右，由上而下） □備取生 錄取 15 名 彭美蓁(14120005)   林杰甫(14120012)   孫文廷(14120038)   游姿婷(14120045)林靖儀(14120003)   楊玉玲(14120043)   李品儒(14120033)   陳乃慈(14120035)林靜萍(14120037)   劉正宗(14120001)   陳芳哲(14120007)   呂季靜(14120019)梁育誠(14120044)   林雪玲(14120016)   黃瀠瑩(14120032) （依名次排列，順序為由左到右，由上而下）



國立嘉義大學107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入學考試錄取榜單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丙組【學校諮商組】 ■正取生 錄取 15 名 張婕(15120021)   張雅枝(15120012)   蔡蕙蘭(15120016)   陳慧真(15120001)  陳孟龍(15120019)   曾于華(15120010)   許純禎(15120006)   蔡嘉昇(15120014) 曾瀚廷(15120003)   陳威廷(15120005)   張郁玲(15120020)   周家輝(15120011) 王音迪(15120013)   鍾安竑(15120002)   許淑琴(15120018)  （依名次排列，順序為由左到右，由上而下）□備取生 錄取 1 名王銀寬(15120007) （依名次排列，順序為由左到右，由上而下）



國立嘉義大學107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入學考試錄取榜單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甲組【運動健康科學組】 ■正取生 錄取 10 名 翁士凱(16120003)   張瑀宸(16120001)   劉凱絜(16120009)   楊岳文(16120006) 楊沅澄(16120012)   張泰昇(16120010)   劉子維(16120008)   邵弘諭(16120005) 許志煌(16120007)   楊佳倫(16120004)  （依名次排列，順序為由左到右，由上而下） □備取生 錄取 2 名林鉦皓(16120002)   陳信志(16120011) （依名次排列，順序為由左到右，由上而下）



國立嘉義大學107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入學考試錄取榜單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碩士在職專班乙組【運動教育及休閒管理組】 ■正取生 錄取 12 名 陳孟夆(17120002)   劉宛渝(17120001)   許振崑(17120008)   邱敬雅(17120009) 賴玟儀(17120010)   洪政德(17120013)   黃詠彬(17120015)   陳榮泉(17120014) 邱筱雯(17120007)   杜家綸(17120012)   徐資晉(17120006)   陳大誠(17120011) （依名次排列，順序為由左到右，由上而下） □備取生 錄取 1 名陳碩宏(17120005) （依名次排列，順序為由左到右，由上而下）



國立嘉義大學107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入學考試錄取榜單幼兒教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生 錄取 22 名 吳鈺晴(18120008)   王玟心(18120014)   王曉薇(18120006)   侯琇菁(18120031) 鄭于禎(18120032)   張淑娟(18120015)   蘇于珊(18120017)   黃馨誼(18120041) 林育(18120021)   童詩涵(18120025)   王宗靖(18120011)   胡維敏(18120023) 王雅鈴(18120019)   黃順真(18120043)   趙文芳(18120010)   陳俞潔(18120040) 王妙鈴(18120034)   辛麗萍(18120002)   賴秋蘭(18120030)   王菁怡(18120035) 陳佳宜(18120028)   許乃馨(18120009) （依名次排列，順序為由左到右，由上而下）□備取生 錄取 19 名張曉婷(18120024)   黃佳慧(18120018)   裴瑞竹(18120022)   顏文鵬(18120039)陳宜筠(18120027)   孫秋妹(18120042)   廖雅琪(18120005)   黃于玲(18120012)周純如(18120001)   鄭巧(18120026)   王雅萍(18120029)   楊佩(18120016)余寶羚(18120013)   洪智慧(18120033)   蕭之珽(18120037)   黃玉萍(18120004)劉雅靜(18120036)   黃雅君(18120038)   嚴凌瑀(18120003) （依名次排列，順序為由左到右，由上而下）



國立嘉義大學107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入學考試錄取榜單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生 錄取 19 名 賴英杰(19120023)   潘能耀(19120021)   盧尚俞(19120017)   溫芳婷(19120001) 張雅琪(19120007)   許淑瑛(19120020)   王鐘億(19120004)   周靜妤(19120002) 謝峰裕(19120003)   陳婉菁(19120024)   陳萱綺(19120005)   洪美慈(19120009) 許哲瑋(19120013)   鍾秀涵(19120008)   楊巧筠(19120014)   謝沛儒(19120011) 詹佳燕(19120010)   江國彰(19120006)   陳秋戎(19120012) （依名次排列，順序為由左到右，由上而下）□備取生 錄取 3 名詹惠閔(19120018)   李佳臻(19120019)   李姿宜(19120016) （依名次排列，順序為由左到右，由上而下）



國立嘉義大學107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入學考試錄取榜單數理教育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甲組【數學教育組】 ■正取生 錄取 4 名 郭蓓蓓(20120003)   謝育良(20120001)   李奕萱(20120002)   李浩銘(20120004) （依名次排列，順序為由左到右，由上而下） □備取生 不錄取 



國立嘉義大學107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入學考試錄取榜單數理教育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乙組【科學教育組】 ■正取生 錄取 4 名 許泰毓(21120005)   林佳怡(21120001)   詹雅雯(21120003)   廖淑芬(21120004) （依名次排列，順序為由左到右，由上而下） □備取生 不錄取 



國立嘉義大學107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入學考試錄取榜單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生 錄取 6 名 張碧筠(22120006)   伍淑卿(22120005)   王奕蒨(22120003)   王美蘋(22120001) 蔡志昇(22120002)   陳威霖(22120004)  （依名次排列，順序為由左到右，由上而下） □備取生 不錄取 



國立嘉義大學107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入學考試錄取榜單應用歷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生 錄取 3 名 許國雄(23120003)   賴威妤(23120002)   楊偉志(23120005) （依名次排列，順序為由左到右，由上而下） □備取生 不錄取 



國立嘉義大學107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入學考試錄取榜單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甲組【作物科學組】 ■正取生 錄取 16 名 翁佳聖(24120021)   林惠如(24120014)   蔡錦葉(24120005)   張育綺(24120015) 李承錦(24120011)   張彬(24120007)   李毓城(24120018)   張喬鈞(24120019) 莊淞麟(24120009)   沈宗穎(24120017)   黃信富(24120004)   黃行(24120013) 鄭勝議(24120003)   吳峰銘(24120010)   林宜鵬(24120024)   邱詩雅(24120012) （依名次排列，順序為由左到右，由上而下） □備取生 錄取 10 名 楊家愷(24120006)   劉庭維(24120020)   葉孟龍(24120025)   黃瀚慶(24120026) 瞿曉龍(24120008)   陳俊魁(24120023)   張凱傑(24120001)   陳亭樺(24120002) 馮志賢(24120022)   黃婉萁(24120016) （依名次排列，順序為由左到右，由上而下）



國立嘉義大學107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入學考試錄取榜單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乙組【農業環境組】 ■正取生 錄取 13 名 盧昕宏(25120025)   許瑜芬(25120010)   毛瓊慧(25120005)   陳盈如(25120008) 曾昶雯(25120019)   張瑋宸(25120001)   莊竣旻(25120003)   張耀裕(25120013) 朱祐勳(25120014)   呂冠毅(25120018)   高承榆(25120016)   蘇浚斌(25120020) 林巧梅(25120022)  （依名次排列，順序為由左到右，由上而下） □備取生 錄取 11 名 劉姵吟(25120017)   孫國倫(25120009)   陳介民(25120007)   邱良宇(25120002) 丁威仁(25120015)   高溥琛(25120024)   張智博(25120011)   陳群魁(25120026) 李權達(25120006)   謝紹南(25120021)   鄭淑芬(25120023) （依名次排列，順序為由左到右，由上而下）



國立嘉義大學107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入學考試錄取榜單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生 錄取 15 名 張福榕(26120014)   胡哲嘉(26120006)   王澤星(26120013)   羅國棟(26120004) 林泳翰(26120001)   李世仁(26120011)   張文建(26120002)   林恪群(26120018) 柯良岳(26120005)   陳彥任(26120016)   張晉育(26120017)   張庭綸(26120003) 李元瀚(26120019)   柯又瑋(26120015)   賴凱宏(26120009)  （依名次排列，順序為由左到右，由上而下）□備取生 錄取 1 名謝鎧鴻(26120010) （依名次排列，順序為由左到右，由上而下）



國立嘉義大學107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入學考試錄取榜單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生 錄取 12 名 張志傑(27120006)   吳萬聰(27120011)   莊安智(27120001)   陳綠元(27120012) 尤文正(27120007)   詹明璋(27120004)   郭泓成(27120005)   尹世霖(27120008) 陳威廷(27120009)   張文泰(27120003)   賴冠穎(27120002)   呂承育(27120010) （依名次排列，順序為由左到右，由上而下） □備取生 不錄取



國立嘉義大學107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入學考試錄取榜單食品科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生 錄取 20 名 盧品夆(28120022)   黃政雄(28120028)   潘仁賢(28120010)   吳瑞軒(28120003) 卓金津(28120026)   林培暉(28120021)   蘇玉雪(28120019)   陳育珣(28120012) 李靖棻(28120005)   林修賢(28120009)   林承杉(28120002)   王榆雯(28120023) 張維仁(28120020)   陳美華(28120008)   林于煖(28120015)   吳宗哲(28120016) 陳緯鏞(28120001)   錢耀陞(28120014)   陳俞志(28120004)   程雅偵(28120017) （依名次排列，順序為由左到右，由上而下） □備取生 錄取 6 名 羅于婷(28120007)   林育德(28120011)   許瓊文(28120027)   王靖婷(28120006) 沈慧美(28120018)   賴靚瑄(28120013) （依名次排列，順序為由左到右，由上而下）



國立嘉義大學107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入學考試錄取榜單生化科技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生 錄取 9 名 吳政賢(29120007)   林彥棻(29120005)   李姵(29120004)   莊汯璟(29120008) 張枝琴(29120009)   陳采蓉(29120006)   許宇傑(29120003)   林家俞(29120002) 陳柄宏(29120001)  （依名次排列，順序為由左到右，由上而下）□備取生 不錄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