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 105 學年度日間學士班修讀雙主修、輔系核准名單 
                                                    中華民國 105年 6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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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 6月 30日前或下學期開學二週內 (105.9.12.~105.9.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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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主修: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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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3720    蔡佳容 幼兒教育學系                                                                               輔導與諮商學系                                           

2 1043479       陳冠中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應用經濟學系 

3 1044431 鄭妍臻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應用經濟學系 

4 1043838 李昱岑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行銷與運籌學系 

5 1023995 許維珊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行銷與運籌學系 

6 1034080 莊 昕 外國語言學系英語教學組 行銷與運籌學系 

7 1043479 陳冠中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8 1034047 温  柔 外國語言學系英語教學組 財務金融學系 

9 1022298 賴映璇 
動物科學系 

(105 學年度轉入獸醫學系) 
動物科學系 

10 1042955 陳向恩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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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05 學年度日間學士班修讀雙主修、輔系核准名單 
                                                    中華民國 105年 6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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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 6月 30日前或下學期開學二週內 (105.9.12.~105.9.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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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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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4264 王韻茹 音樂學系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2 1034323 胡思瑜 中國文學系 應用歷史學系 

3 1033544 吳俊諺 教育學系 中國文學系 

4 1043551 林家敬 教育學系 中國文學系 

5 1033977 王俞涵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中國文學系 

6 1044104 張芳慈 應用歷史學系 中國文學系 

7 1044140 鄭文茵 應用歷史學系 中國文學系 

8 1033308 谷亭萱 生物資源學系                                           音樂學系 

9 1033687 田作婕 幼兒教育學系                                           視覺藝術學系 

10 1043906 李苡瑄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視覺藝術學系 

11 1034068 李姷陵 外國語言學系英語教學組                                        視覺藝術學系 

12 1034084 邱佳瑩 外國語言學系英語教學組                              視覺藝術學系 

13 1034133 高歆芳 應用歷史學系                                視覺藝術學系 

14 1024541 鍾清文 企業管理學系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15 1034355 林佳萱 中國文學系 應用經濟學系 

16 1044106 林郁庭 應用歷史學系 應用經濟學系 

17 1033565 枋宛臻 教育學系                                 企業管理學系 

18 1043912 張雅婷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企業管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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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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 6月 30日前或下學期開學二週內 (105.9.12.~105.9.23)，送至教務處各校區辦公室，逾期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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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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學號 姓名 學生所屬學系 核准修讀 輔系 學系別 

19 1034032 謝依岑 外國語言學系英語教學組    企業管理學系 

20 1034079 蔡依珊 外國語言學系英語教學組                       企業管理學系 

21 1043966 吳俞錚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企業管理學系 

22 1033930 薛卉吟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 

23 1023786 蔡怡華 輔導與諮商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 

24 1033963 林玟馨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資訊管理學系 

25 1032028 柳志昂 農藝學系 行銷與運籌學系 

26 1032043 劉宇森 農藝學系 行銷與運籌學系 

27 1022185 林俞君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行銷與運籌學系 

28 1023964 簡羽彤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行銷與運籌學系 

29 1033972 劉子菱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行銷與運籌學系 

30 1034003 李佩璇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行銷與運籌學系 

31 1034031 陳芷儀 外國語言學系英語教學組                                       行銷與運籌學系 

32 1034032 謝依岑 外國語言學系英語教學組                                      行銷與運籌學系 

33 1034065 王冠婷 外國語言學系英語教學組                            行銷與運籌學系 

34 1044533 張皓婷 企業管理學系                             行銷與運籌學系 

35 1033565 枋宛臻 教育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36 1043891 林玉婷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37 1043925 張凱婷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38 1043762 張惠茹 輔導與諮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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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1033963 林玟馨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財務金融學系 

40 1043965 李念欣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財務金融學系 

41 1044003 張瑀文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財務金融學系 

42 1044456 王俐丹 應用經濟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43 1044527 陳宜婷 企業管理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44 1044529 郭庭羽 企業管理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45 1042098 李浩瑋 園藝學系                                         農藝學系 

46 1042457 林昱豪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園藝學系 

47 1042460 陳必馨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動物科學系 

48 1042457 林昱豪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植物醫學系 

49 1023272 王子方 生物資源學系                                     植物醫學系 

50 1042710 李修竹 電子物理學系                                   應用化學系 

51 1042006 許馨方 農藝學系 食品科學系 

52 1033266 洪葳珊 生物資源學系                                                                         食品科學系 

53 1033404 葉靖敏 生化科技學系                                                                       食品科學系 

54 1043912 張雅婷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食品科學系 

55 1043925 張凱婷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食品科學系 

56 1022939 陳敬捷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生化科技學系 

57 1033221 陳佶賢 食品科學系                                        生化科技學系 

58 1033221 陳佶賢 食品科學系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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