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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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3892 黃一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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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3894 陳侑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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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3900 廖俐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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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3909 王詠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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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023932 楊妍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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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1023790 許瑋真 輔導與諮商學系 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班 
諮商心理組 

7 1023582 陳姿妤 教育學系 教育學系碩士班        
(課程與教學組) 

8 1023586 周子筠 教育學系 教育學系碩士班        
(教育理論組) 

9 1023544 呂怡錚 教育學系 教育學系碩士班 (教育行政
與文教事業經營組) 

10 1024818 張舒婷 教育學系 教育學系碩士班        
(課程與教學組) 

11 1023712 季萱 幼兒教育學系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12 1023722 江敘燕 幼兒教育學系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13 1023706 盧恩慈 幼兒教育學系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14 1023724 陳思妤 幼兒教育學系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15 1023616 許心瑜 特殊教育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16 1023623 林家貝 特殊教育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17 1023641 李孟穎 特殊教育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18 1023643 林孜芸 特殊教育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19 1024885 陳芳宇 特殊教育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20 1023827 李殷如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碩士班 

21 1023828 郭宛貞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碩士班 

22 1023848 鄭耀中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碩士班 

23 1023854 顏妤蓁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碩士班 

24 1023859 蔡仁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碩士班 

25 1023860 王智彥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碩士班 

26 1023869 張詠昕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碩士班 



27 1024824 高賡祖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碩士班 

28 1024321 陳羽汶 中國文學系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29 1024349 簡儀瑄 中國文學系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30 1024117 翁汝儀 應用歷史學系 應用歷史學系碩士班 

31 1024209 陳薇安 視覺藝術學系 視覺藝術學系碩士班 

32 1024196 楊敏昕 視覺藝術學系 視覺藝術學系碩士班 

33 1024173 劉品嫻 視覺藝術學系 視覺藝術學系碩士班 

34 1024195 彭建勛 視覺藝術學系 視覺藝術學系碩士班 

35 1024835 薛均慧 視覺藝術學系 視覺藝術學系碩士班 

36 1024206 李靜雯 視覺藝術學系 視覺藝術學系碩士班 

37 1024177 趙磊 視覺藝術學系 視覺藝術學系碩士班 

38 1024432 陳文聖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39 1023645 簡怡慈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40 1024842 凌淑雰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41 1024859 唐婉庭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42 1024531 陳瑋承 企業管理學系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43 1027512 陳湘婷 企業管理學系進修學士班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44 1024747 孫宛琳 行銷與運籌學系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45 1023924 郭宛宜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46 1024638 高毓娸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47 1024616 王煜凱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48 1024604 王淯佳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49 1024599 張雅茹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50 1024640 李培華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51 1024641 劉友安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52 1024608 宣伃縵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53 1024732 蘇君安 行銷與觀光學系 行銷管理碩士班 

54 1024733 陳姿伃 行銷與觀光學系 行銷管理碩士班 

55 1024781 霍詠詩 行銷與觀光學系 行銷管理碩士班 

56 1024739 莊宗翰 行銷與觀光學系 行銷管理碩士班 

57 1024761 陳瀅方 行銷與觀光學系 行銷管理碩士班 

58 1022015 莊子瑩 農藝學系 農藝學系碩士班 

59 1022007 陳之行 農藝學系 農藝學系碩士班 

60 1022076 李思霈 園藝學系 園藝學系碩士班 

61 1022141 廖珮岑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碩士班 

62 1022146 陳浩宇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碩士班 

63 1022163 羅元伯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碩士班 

64 1022218 蘇郁婷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碩士班 

65 1003281 戴禎慧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碩士班 

66 1022219 李季芸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碩士班 



67 1022256 趙淮安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碩士班 

68 1026804 施志明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進修學士班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碩士班 

69 1026821 林傳偉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進修學士班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碩士班 

70 1026811 朱耕毅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進修學士班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碩士班 

71 1027852 陳明聰 動物科學系進修學士班 動物科學系碩士班 

72 1022291 彭品瑄 動物科學系 動物科學系碩士班 

73 1022324 林知潁 動物科學系 動物科學系碩士班 

74 1022320 康雅雯 動物科學系 動物科學系碩士班 

75 1022312 許蘊典 動物科學系 動物科學系碩士班 

76 1022315 王品茜 動物科學系 動物科學系碩士班 

77 1022288 白歆瑜 動物科學系 動物科學系碩士班 

78 1022296 張容慈 動物科學系 動物科學系碩士班 

79 1022293 賴冠中 動物科學系 動物科學系碩士班 

80 1022456 王俐文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碩士班 

81 1022437 宋天鈞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碩士班 

82 1022431 趙惠婷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碩士班 

83 1022451 高子權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碩士班 

84 1022429 吳孟宸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碩士班 

85 1022440 黃俊翔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碩士班 

86 1022436 陳韋帆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碩士班 

87 1022452 徐肇良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碩士班 

88 1022463 陳雋升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碩士班 

89 1022469 杜傑騰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碩士班 

90 1022493 洪崧連 景觀學系 景觀學系碩士班 

91 1022531 杜育蓉 景觀學系 景觀學系碩士班 

92 1022703 林尚蓁 電子物理學系 電子物理學系光電暨    
固態電子碩士班 

93 1022704 劉彥佐 電子物理學系 電子物理學系光電暨    
固態電子碩士班 

94 1022706 許政霖 電子物理學系 電子物理學系光電暨    
固態電子碩士班 

95 1022707 古浩蓉 電子物理學系 電子物理學系光電暨    
固態電子碩士班 

96 1022708 賴宇祥 電子物理學系 電子物理學系光電暨    
固態電子碩士班 

97 1022716 謝登億 電子物理學系 電子物理學系光電暨    
固態電子碩士班 

98 1022934 傅冠翰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99 1022936 莊承修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100 1022989 孫立洋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01 1023013 郭子瑜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02 1022991 陳柏宏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03 1022985 林良憲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04 1023024 陳俞亦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05 1023029 謝佳恩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06 1022992 蔡政杰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07 1022995 張庭維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08 1022994 邱冠翔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09 1023020 張立亭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10 1022996 劉展益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11 1023003 王靖同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12 1023028 陳沛萱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13 1023025 蔡秉宏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14 1023034 王忠浩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15 1022997 黃鳳翊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16 1022990 郭鎮桓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17 1023002 陳昱廷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18 1023007 洪崇祐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19 1023010 林旻毅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20 1023005 盧俊亦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21 1023030 曾麒瑞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22 1023006 許釋文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23 1023031 翁湘雲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24 1022993 李怡慧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25 1023095 呂東翼 電機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126 1023086 楊宗穎 電機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127 1023090 邱建順 電機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128 1023100 蔡佳恒 電機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129 1023235 林姿妦 食品科學系 食品科學系碩士班      
食品科技組 

130 1027228 凃孟瑋 食品科學系進修學士班 食品科學系碩士班      
食品科技組 

131 1027230 黃靖雯 食品科學系進修學士班 食品科學系碩士班 

132 1023270 郭晉緯 生物資源學系 生物資源學系碩士班 

133 1023263 黃羽萱 生物資源學系 生物資源學系碩士班 

134 1023267 李孟榛 生物資源學系 生物資源學系碩士班 

135 1023288 廖凱鋐 生物資源學系 生物資源學系碩士班 

136 1023261 連雅君 生物資源學系 生物資源學系碩士班 

137 1023280 李京翰 生物資源學系 生物資源學系碩士班 

138 1023268 吳冠霖 生物資源學系 生物資源學系碩士班 

139 1023292 陳毓蓁 生物資源學系 生物資源學系碩士班 

140 1023273 黃志銓 生物資源學系 生物資源學系碩士班 

141 1023304 陳達智 生物資源學系 生物資源學系碩士班 

142 1023445 連冠智 生化科技學系 生化科技學系碩士班 

143 1023417 郭麟逸 生化科技學系 生化科技學系碩士班 

144 1024813 蘇育王 生化科技學系 生化科技學系碩士班 

145 1023421 吳忠祐 生化科技學系 生化科技學系碩士班 

146 1023425 陳政瑋 生化科技學系 生化科技學系碩士班 

147 1023209 洪呈瀝 食品科學系 生化科技學系碩士班 



148 1023404 陳亭羽 生化科技學系 生化科技學系碩士班 

149 1023443 黃慧明 生化科技學系 生化科技學系碩士班 

150 1023446 孔怡文 生化科技學系 生化科技學系碩士班 

151 1023407 黃雅晨 生化科技學系 生化科技學系碩士班 

152 1023362 林欣霓 水生生物科學系 生化科技學系碩士班 

153 1023427 楊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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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1023473 鄧智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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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1023478 楊芳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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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1023515 黃翎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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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1023352 徐子鈞 水生生物科學系 水生生物科學系碩士班 

158 1023355 江子揚 水生生物科學系 水生生物科學系碩士班 

159 1023335 王塧盛 水生生物科學系 水生生物科學系碩士班 

160 1023364 劉育辰 水生生物科學系 水生生物科學系碩士班 

161 1023358 蔡宗諭 水生生物科學系 水生生物科學系碩士班 

162 1023357 吳昀容 水生生物科學系 水生生物科學系碩士班 

163 1023370 黃琬婷 水生生物科學系 水生生物科學系碩士班 

164 1023377 黃子柔 水生生物科學系 水生生物科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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