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 104學年度學生修讀學、碩士一貫學程核准名單 

                     
編號 學號 學生姓名 現就讀學系(全名) 申請就讀之研究所(全名) 

1 1013960  莊盛宇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碩士班 

2 1013973  溫郁韻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碩士班 

3 1013955 陳婧儀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碩士班 

4 1013849 陳逸庭 輔導與諮商學系 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班 

5 1013597 朱珮瑜 教育學系 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班 

6 1013597 朱珮瑜 教育學系 教育學系碩士班(教育理論組) 
7 1013600 洪曼庭 教育學系 教育學系碩士班(教育理論組) 
8 1013731 林家盈 幼兒教育學系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9 1013739 吳筱文 幼兒教育學系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10 1013744 李甄甄 幼兒教育學系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11 1013758 歐育辰 幼兒教育學系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12 1013759 謝惠中 幼兒教育學系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13 1013765 林馥湘 幼兒教育學系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14 1013770 劉黃佩姍 幼兒教育學系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15 1013777 許庭甄 幼兒教育學系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16 1013783 方念庭 幼兒教育學系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17 1014877 高曼育 幼兒教育學系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18 1013661 陳杰廷 特殊教育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19 1013678 陳庭綺 特殊教育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20 1014952 戴立婷 特殊教育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21 1013666 王涓 特殊教育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22 1013675 黃瀅珍 特殊教育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23 1013702 賴亭妤 特殊教育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24 1013878 胡巧昕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碩士班 

25 1013879 吳浩瑀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碩士班 

26 1013884 白政翰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碩士班 

27 1013895 謝惠如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碩士班 

28 1013898 林聖恩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碩士班 

29 1013900 吳曜任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碩士班 

30 1014372 黃家緯 中國文學系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31 1014391 黃惟亭 中國文學系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32 1014881 鄔蕙如 中國文學系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33 1014938 陳彥綾 中國文學系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34 1014368 涂雅婷 中國文學系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35 1014366 李建德 中國文學系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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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1014229 梁凱茵 視覺藝術學系 視覺藝術學系碩士班 

37 1044240 賴思瑋 視覺藝術學系 視覺藝術學系碩士班 

38 1014449 潘玫君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39 1014452 簡芳文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40 1014474 陸旻萱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41 1027537 陳羿彣 企業管理學系進修學士班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42 1017734 周子茜 財務金融學系進修學士班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43 1017741 李怡璟 財務金融學系進修學士班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44 1014642 鄭雅勻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45 1014643 黃靖雅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46 1014683 王品傑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47 1014898 曹育溱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48 1014900 劉  晴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49 1014801 賴彥蓉 行銷與運籌學系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碩士班 

50 1017704 鄭郁潔 財務金融學系進修學士班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碩士班 

51 1012024 盧佳玄 農藝學系 農藝學系碩士班 

52 1012028 黃姿靜 農藝學系 農藝學系碩士班 

53 1012036 侯伊津 農藝學系 農藝學系碩士班 

54 1012038 侯惠盈 農藝學系 農藝學系碩士班 

55 1012158 李曜彣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碩士班 

56 1012237 黃韋誌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碩士班 

57 1012225 張菀津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碩士班 

58 1014833 許湘瀅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碩士班 

59 1012214 林立杰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碩士班 

60 1012286 王政偉 動物科學系 動物科學系碩士班 
61 1012327 巫淳筠 動物科學系 動物科學系碩士班 
62 1012300 鍾佩瑾 動物科學系 動物科學系碩士班 
63 1012318 蔡志平 動物科學系 動物科學系碩士班 
64 1012329 鄭存翔 動物科學系 動物科學系碩士班 
65 1012307 朱雨欣 動物科學系 動物科學系碩士班 
66 1012288 林京逸 動物科學系 動物科學系碩士班 
67 1012029 林  驥 農藝學系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碩士班 

68 1012425 陳鴻全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碩士班 

69 1012428 李孟臻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碩士班 

70 1012433 黃孟庭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碩士班 

71 1012440 賴玫均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碩士班 

72 1012458 李姿嫺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碩士班 

73 1012464 林欣宜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碩士班 

74 1002384 顏辰卉 獸醫學系 獸醫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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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1012643 洪汶雅 應用數學系 應用數學系碩士班 
76 1012645 許哲瑋 應用數學系 應用數學系碩士班 
77 1014845 郭東禎 電子物理學系 電子物理學系光電暨固態電子碩士

班 

78 1012715 劉嘉怡 電子物理學系 電子物理學系光電暨固態電子碩士
班 

79 1017132 曾柏昌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80 1012923 林忠騰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碩士班 

81 1012909 郭沛儒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碩士班 

82 1012902 徐韻惠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碩士班 

83 1014679 陳玟瑗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84 1013077 余玟萱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85 1013044 葉偉柏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86 1013062 黃俊毓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87 1013063 林志樺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88 1013033 黃靖文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89 1013031 潘又瑋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90 1013049 鄭博文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91 1013040 徐瑩容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92 1013042 張語軒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93 1017208 王正賢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94 1017239 林冠宏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95 1013117 蔡奇廷 電機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96 1013106 王彥蓉 電機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97 1013408  王兆弘   水生生物科學系   水生生物科學系碩士班 

98 1013329 鄭名祺 生物資源學系 生物資源學系碩士班 

99 1013331 吳德倫 生物資源學系 生物資源學系碩士班 

100 1013340 林釗輝 生物資源學系 生物資源學系碩士班 

101 1013313 羅詠虹 生物資源學系 生物資源學系碩士班 

102 1013342 張家豪 生物資源學系 生物資源學系碩士班 

103 1013319 李昱緯 生物資源學系 生物資源學系碩士班 

104 1013314 林珈慧 生物資源學系 生物資源學系碩士班 

105 1013352 廖崇甫 生物資源學系 生物資源學系碩士班 

106 1013323 郭柏輝 生物資源學系 生物資源學系碩士班 

107 1013335 許竹君 生物資源學系 生物資源學系碩士班 

108 1013388 呂明柔   水生生物科學系 生化科技學系碩士班 

109 1012584 郭宥彤 植物醫學系 生化科技學系碩士班 

110 1013527 王仁軒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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