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嘉義大學 103 學年度日間學士班修讀雙主修、輔系核准名單 
                                                    中華民國103年 6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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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年 6 月 20 日前或下學期開學二週內 (103.9.22.~103.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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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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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主修: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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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3513 洪嘉音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生物事業管理學系 

2 1022007 陳之行 農藝學系                 

3 1022007 陳之行 農藝學系                 應用經濟學系 

4 1014129 沈筱芸 外國語言學系英語教學組 
 

企業管理學系 

5 1023924 郭宛宜 數位學習設計與管理學系 

6 1014806 周桂合 行銷與運籌學系   
 

財務金融學系 

7 1013919 洪睿謙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8 1014090 曾佳雯 外國語言學系英語教學組  

 

行銷與運籌學系 

 

9 1014123 陳沛臻 外國語言學系英語教學組 

10 1014129 沈筱芸 外國語言學系英語教學組 

11 1012872 黃柏銓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12 1013541 徐碩彥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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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號 姓名 學生所屬學系別 核准修讀雙主修學系別 

13 1012682 史玉婷 應用數學系 農藝學系 

14 1022534 徐梓翔 景觀學系 森林暨自然資源學系     

15 1022457 盧冠禎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生化科技學系 

16 1022041 吳孟羚 農藝學系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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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系:49 名 

編號 學號 姓名 學生所屬學系 核准修讀輔系學系別 

1 1023582 陳姿妤 教育學系 
輔導與諮商學系 

2 1023637 蔡雨恬 特殊教育學系 

3 1014021 陳盈慈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中國文學系 

4 1023585 熊明珈 教育學系 外國語言學系英語教學組 

5 1012080 李詩儀 園藝學系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6 1022041 吳孟羚 農藝學系 

7 1023580 李青闐 教育學系 音樂學系 

8 1013923 劉宜強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視覺藝術學系 
9 1013971 沈佩泠 數位學習設計與管理學系

10 1002189 沈俊安 森林暨自然資源學系 

企業管理學系 

 

11 1004191 陳宇心 應用歷史學系 

12 1013541 徐碩彥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13 1014106 徐詩佳 外國語言學系英語教學組

14 1023513  洪嘉音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15 1023547  陳耶如 教育學系               

16 1023895  鄭伊雯 數位學習設計與管理學系  

17 1023898  蔡家蓁 數位學習設計與管理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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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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1013524  謝宜文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財務金融學系 

 

19 1014106  徐詩佳 外國語言學系英語教學組  

20 1014170  鄭 惟 應用歷史學系            

21 1014509  陳唯真 應用經濟學系            

22 1014806 周桂合 行銷與運籌學系 

23 1022217 吳仲凱 木質材料與設計學系 

24 1023689 郭怡妏 幼兒教育學系   

25 1024563 陳宥麟 企業管理學系 

26 1002189 沈俊安 森林暨自然資源學系 

行銷與運籌學系 

 

27 1002574  張庭耀 應用數學系              

28 1002774  鄭翔蔚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29 1013278  易伶 食品科學系              

30 1014125  張雅晴 外國語言學系英語教學組  

31 1014509  陳唯真 應用經濟學系            

32 1023895  鄭伊雯 數位學習設計與管理學系  

33 1023898  蔡家蓁 數位學習設計與管理學系  

34 1012185  張心瑜 森林暨自然資源學系      
農藝學系 

35 1024417  賴筱雅 生物事業管理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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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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1014442  翁淯湞 生物事業管理學系         

動物科學系 

 
37 1014447  黃悅婷 生物事業管理學系        

38 1024417  賴筱雅 生物事業管理學系        

39 1004966 張耀元 動物科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40 1012453 王又可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41 1022937 林政豪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42 1023924 郭宛宜 數位學習設計與管理學系

43 1022937  林政豪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 

44 1012185  張心瑜 森林暨自然資源學系      
 

食品科學系 

 

45 1012682  史玉婷 應用數學系 

46 1022081  劉佳鑫 園藝學系                

47 1022115  林柏穎 園藝學系                

48 1003324  林郁婷 食品科學系       水生生物科學系 

49 1013919  洪睿謙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以下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