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 111學年度學士班(含進學班)修讀雙主修、輔系核准名單 
                                                    中華民國 111年 6月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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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 9月 16日(五)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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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輔系或二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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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人次 

編號 學號 姓名 學生所屬學系別 核准修讀雙主修學系別 

1 1092601 陳○岱 資訊工程學系 園藝學系 

2 1093222 胡○榆 生物資源學系 生化科技學系 

3 1094311 葉○慈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生化科技學系 

4 1094417 何○澤 應用經濟學系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5 1094861 周○硯 教育學系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6 1094877 董○禎 應用歷史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7 1094904 張○霖 應用歷史學系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8 1098311 謝○南 動物科學系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9 1102362 黃○安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10 1102666 李○凡 電子物理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11 1103277 張○勛 水生生物科學系 生物資源學系 

12 1103289 廖○宜 水生生物科學系 應用化學系 

13 1103298 李○恩 水生生物科學系 生物資源學系 

14 1103348 朱○筠 生化科技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15 1103859 吳○恩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16 1103991 邱○萍 外國語言學系 企業管理學系 

17 1104041 陳○庭 應用歷史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18 1104336 黃○宇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生物資源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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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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1104594 ○○達 財務金融學系 企業管理學系 

20 1104603 莊○諺 財務金融學系 企業管理學系 

21 1104605 李○豐 財務金融學系 企業管理學系 

22 1104606 陳○穎 財務金融學系 企業管理學系 

以下空白 

 

    輔系: 98人次 

編號 學號 姓名 學生所屬學系 核准修讀輔系學系別 

1 1073287 林○寯 水生生物科學系 企業管理學系 

2 1073795 王○涵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3 1084949 陳○嫻 應用化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 

4 1092020 黃○泰 農藝學系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5 1092246 劉○榕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應用化學系 

6 1092871 陳○臻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 

7 1093130 方○筑 食品科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 

8 1093507 徐○涵 教育學系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9 1093553 唐○茹 特殊教育學系 中國文學系 

10 1093835 陳○軒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11 1093846 鄭○絜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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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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093856 陳○瑄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 

13 1093862 黃○菁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 

14 1093916 沈○晴 外國語言學系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15 1093920 林○慈 外國語言學系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16 1093922 何○蓁 外國語言學系 企業管理學系 

17 1093923 陳○均 外國語言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18 1093923 陳○均 外國語言學系 應用經濟學系 

19 1093924 陳○昕 外國語言學系 企業管理學系 

20 1093933 梁○涵 外國語言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21 1093939 吳○凌 外國語言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 

22 1093988 林○吟 外國語言學系 企業管理學系 

23 1094004 王○誠 外國語言學系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24 1094105 林○如 視覺藝術學系 輔導與諮商學系 

25 1094280 吳○倫 中國文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 

26 1094431 李○琳 應用經濟學系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27 1094699 吳○鋐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 

28 1094903 吳○姍 生化科技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29 1099106 林○伶 中國文學系 企業管理學系 

30 1102182 黃○晨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31 1102184 洪○○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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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1102447 馬○盛 景觀學系 應用經濟學系 

33 1102455 柳○蓁 景觀學系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34 1102578 鄭○爵 應用數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35 1102858 何○庭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 

36 1102884 林○豪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應用歷史學系 

37 1102985 林○鮮 電機工程學系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38 1103079 宋○翰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 

39 1103097 林○永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40 1103170 許○寬 食品科學系 應用化學系 

41 1103202 余○ 生物資源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42 1103202 余○ 生物資源學系 應用經濟學系 

43 1103218 黃○榆 生物資源學系 食品科學系 

44 1103342 黃○晴 生化科技學系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45 1103347 葉○均 生化科技學系 應用經濟學系 

46 1103348 朱○筠 生化科技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47 1103565 李○玲 特殊教育學系 應用歷史學系 

48 1103566 郭○蘭 特殊教育學系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49 1103566 郭○蘭 特殊教育學系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50 1103568 陳○蓁 特殊教育學系 應用歷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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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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1103568 陳○蓁 特殊教育學系 中國文學系 

52 1103569 施○蓁 特殊教育學系 應用歷史學系 

53 1103569 施○蓁 特殊教育學系 中國文學系 

54 1103649 李○淇 幼兒教育學系 應用歷史學系 

55 1103835 何○禎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 

56 1103860 陳○溱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外國語言學系 

57 1103896 游○茜 外國語言學系 輔導與諮商學系 

58 1103899 李○蓁 外國語言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59 1103901 徐○伶 外國語言學系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60 1103939 沈○薰 外國語言學系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61 1103980 林○嫻 外國語言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62 1103980 林○嫻 外國語言學系 應用經濟學系 

63 1103981 賴○華 外國語言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 

64 1103983 楊○妤 外國語言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65 1103983 楊○妤 外國語言學系 應用經濟學系 

66 1103987 林○瑩 外國語言學系 應用經濟學系 

67 1103987 林○瑩 外國語言學系 企業管理學系 

68 1103997 邱○辰 外國語言學系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69 1103997 邱○辰 外國語言學系 應用經濟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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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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1104006 劉○裕 外國語言學系 應用經濟學系 

71 1104009 謝○諺 外國語言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 

72 1104031 盧○彤 應用歷史學系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73 1104036 徐○萍 應用歷史學系 電子物理學系 

74 1104065 陳○暄 應用歷史學系 應用經濟學系 

75 1104065 陳○暄 應用歷史學系 企業管理學系 

76 1104082 陳○穎 應用歷史學系 中國文學系 

77 1104107 許○彬 視覺藝術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 

78 1104107 許○彬 視覺藝術學系 輔導與諮商學系 

79 1104244 黃○芸 中國文學系 視覺藝術學系 

80 1104250 王○榆 中國文學系 視覺藝術學系 

81 1104251 何○雯 中國文學系 中國文學系 

82 1104264 王○怡 中國文學系 應用歷史學系 

83 1104269 古○成 中國文學系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84 1104269 古○成 中國文學系 企業管理學系 

85 1104272 吳○宜 中國文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86 1104272 吳○宜 中國文學系 應用經濟學系 

87 1104311 林○葳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88 1104350 徐○紘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 

89 1104454 郭○晨 企業管理學系 視覺藝術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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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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1104460 張○文 企業管理學系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91 1104496 廖○茹 企業管理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92 1104496 廖○茹 企業管理學系 應用經濟學系 

93 1104560 許○慈 資訊管理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 

94 1104664 李○佑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應用經濟學系 

95 1104671 許○瑜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96 1104675 陳○伶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企業管理學系 

97 1104700 陳○瑾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98 1104707 黃○勤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以下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