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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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3892 謝〇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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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3893 何〇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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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3896 王〇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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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3902 鄭〇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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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3904 陳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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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3906 許〇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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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033910 張〇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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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033915 陳〇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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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033917 呂〇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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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33925 陳〇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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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033928 艾〇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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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033933 林〇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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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1033935 顏〇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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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1033936 謝〇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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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033900 陳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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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1033897 李〇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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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1033755 鍾〇君 輔導與諮商學系 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班  

乙組【諮商心理組】 

18 1033756 彭〇文 輔導與諮商學系 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班  

乙組【諮商心理組】 

19 1033778 王〇鈞 輔導與諮商學系 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班  

乙組【諮商心理組】 

20 1033556 曾〇瑋 教育學系 教育學系碩士班       
(教育理論組) 

21 1033584 蘇〇心 教育學系 教育學系碩士班       
(課程與教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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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030360 謝〇宏 教育學系 教育學系碩士班       
(課程與教學組) 

23 1033687 田〇婕 幼兒教育學系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24 1033721 劉〇岑 幼兒教育學系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25 1033631 呂〇芳 特殊教育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26 1033629 李〇綺 特殊教育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27 1033829 林〇蓁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碩士班 

28 1033832 周〇君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碩士班 

29 1033834 吳〇陞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碩士班 

30 1033836 徐〇恩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碩士班 

31 1033861 賴〇程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碩士班 

32 1033870 曾〇晏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碩士班 

33 1034345 林〇翔 中國文學系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34 1034116 呂〇育 應用歷史學系 應用歷史學系碩士班 

35 1034182 王〇心 視覺藝術學系 視覺藝術學系碩士班 

36 1034215 王〇譽 視覺藝術學系 視覺藝術學系碩士班 

37 1034196 李  〇 視覺藝術學系 視覺藝術學系碩士班 

38 1034205 黃〇萱 視覺藝術學系 視覺藝術學系碩士班 

39 1034176 詹〇婷 視覺藝術學系 視覺藝術學系碩士班 

40 1034201 范  〇 視覺藝術學系 視覺藝術學系碩士班 

41 1034186 莊〇琪 視覺藝術學系 視覺藝術學系碩士班 

42 1034190 梁〇瑄 視覺藝術學系 視覺藝術學系碩士班 

43 1034383 陳〇婷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44 1034427 莊〇恩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45 1034522 汪〇泓 企業管理學系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46 1036948 黃〇珊 財務金融學系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47 1034592 陳〇穎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48 1034601 楊〇婷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49 1034603 楊〇融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50 1034610 吳〇瑋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51 1034619 葉〇維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52 1034622 李〇蓉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53 1034635 黃〇銘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54 1034636 黃〇洋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55 1037123 沈〇紜 外國語言學系 行銷觀光學系 行銷碩士班 

56 1034032 謝〇岑 外國語言學系 行銷觀光學系 行銷碩士班 

57 1034735 許〇維 行銷觀光學系 行銷觀光學系 行銷碩士班 

58 1034739 陳〇正 行銷觀光學系 行銷觀光學系 觀光碩士班 

59 1032009 李〇謙 農藝學系 農藝學系碩士班 

60 1032015 柯〇澤 農藝學系 農藝學系碩士班 

61 1032017 呂〇穎 農藝學系 農藝學系碩士班 

62 1032020 黃〇珍 農藝學系 農藝學系碩士班 

63 1032022 楊〇儒 農藝學系 農藝學系碩士班 

64 1032158 羅〇妏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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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1032160 陳〇穎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碩士班 
66 1032145 李〇翰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碩士班 
67 1032149 柯〇安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碩士班 
68 1032227 王〇文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碩士班 

69 1032237 范〇睿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碩士班 

70 1036101 胡〇真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碩士班 

71 1032215 陳〇君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碩士班 

72 1032225 蘇〇淇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碩士班 

73 1032305 戴〇榮 動物科學系 動物科學系碩士班 

74 1032281 涂〇瑜 動物科學系 動物科學系碩士班 

75 1032426 朱〇源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碩士班 

76 1032437 李〇昂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碩士班 

77 1032422 江〇霖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碩士班 

78 1034408 莊〇惟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碩士班 

79 1032433 郭〇恩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碩士班 

80 1032465 陳〇宏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碩士班 

81 1032213 李〇學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碩士班 

82 1032460 王〇云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碩士班 

83 1032424 林〇妡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碩士班 

84 1032431 簡〇容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碩士班 

85 1032584 陳〇竹 植物醫學系 景觀學系碩士班 

86 1032540 蔡〇娜 景觀學系 景觀學系碩士班 
87 1032501 曾〇麟 景觀學系 景觀學系碩士班 
88 1032546 何〇軒 景觀學系 景觀學系碩士班 
89 1032531 程〇祺 景觀學系 景觀學系碩士班 
90 1032541 蔡〇穎 景觀學系 景觀學系碩士班 
91 1032510 黃〇欣 景觀學系 景觀學系碩士班 
92 1032496 蔡〇珊 景觀學系 景觀學系碩士班 
93 1032503 陳〇廷 景觀學系 景觀學系碩士班 
94 1032522 李〇賢 景觀學系 景觀學系碩士班 
95 1032681 郭〇誌 應用數學系 應用數學系碩士班 

96 
1032702 邱〇中 電子物理學系 

電子物理學系光電      
暨固態電子碩士班 

97 
1032704 施〇祐 電子物理學系 

電子物理學系光電       
暨固態電子碩士班 

98 
1034864 嚴〇城 電子物理學系 

電子物理學系光電      
暨固態電子碩士班 

99 
1032721 陳〇軒 電子物理學系 

電子物理學系光電      
暨固態電子碩士班 

100 1032771 王〇翔 應用化學系 應用化學系碩士班 

101 1032807 蔡〇峻 應用化學系 應用化學系碩士班 

102 1036402 曾〇哲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103 1036428 蔡〇學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104 1036431 張〇育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105 1036433 余〇勳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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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1036438 林〇安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107 1036439 李〇叡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108 1036444 林〇宏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109 1032933 丁〇榮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110 1032947 郭〇伶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111 1003005 朱〇樂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12 1023014 許〇維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13 1023023 許〇喬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14 1032534 梁〇承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15 1032649 林〇保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16 1032881 吳〇緯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17 1032982 李〇宇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18 1032983 沈〇程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19 1032984 謝〇穎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20 1032985 曾〇彥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21 1032986 許〇雅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22 1032987 高〇潔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23 1032988 黃〇杰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24 1032989 黃〇富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25 1032990 王〇倫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26 1032991 高〇棋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27 1032992 許〇銘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28 1032993 劉〇錕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29 1032994 施〇帆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30 1032995 莊〇翰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31 1032996 陳〇旻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32 1032998 陳〇杰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33 1032999 陳〇一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34 1033002 杜〇杰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35 1033003 林〇宏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36 1033004 龔〇瑋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37 1033005 謝〇修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38 1033007 涂〇育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39 1033008 胡〇祥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40 1033009 何〇志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41 1033013 宋〇緯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42 1033014 沈〇慈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43 1033015 李〇憲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44 1033016 張〇睿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45 1033018 黃〇擇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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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1033023 曾〇慧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47 1033024 詹〇雯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48 1033025 陳〇宇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49 1033027 蔡〇成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50 1033028 許〇瑞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51 1033029 曾〇翔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52 1033031 蘇〇菲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53 1034818 梁〇緯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54 1033061 陳〇宇 電機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155 1033091 鐘〇駿 電機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156 1033070 徐〇倫 電機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157 1036519 顏〇喬 食品科學系 食品科學系碩士班 

158 1033289 周〇慈 生物資源學系 生物資源學系碩士班 

159 1033295 陳〇娜 生物資源學系 生物資源學系碩士班 

160 1033273 沈〇伃 生物資源學系 生物資源學系碩士班 

161 1033282 孫〇威 生物資源學系 生物資源學系碩士班 

162 1033277 陳〇儒 生物資源學系 生物資源學系碩士班 

163 1033368 蔡〇峻 水生生物科學系 水生生物科學系碩士班 

164 1033348 羅〇成 水生生物科學系 水生生物科學系碩士班 

165 1033372 楊〇維 水生生物科學系 水生生物科學系碩士班 

166 1033376 邱〇仁 水生生物科學系 水生生物科學系碩士班 

167 1033370 陳〇蓉 水生生物科學系 水生生物科學系碩士班 

168 1033334 陳〇龍 水生生物科學系 水生生物科學系碩士班 

169 1033331 鄭〇瀚 水生生物科學系 水生生物科學系碩士班 

170 1033356 李〇翰 水生生物科學系 水生生物科學系碩士班 

171 1033382 吳〇達 生化科技學系 生化科技學系碩士班 

172 1033506 邵〇雯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 生化科技學系碩士班 

173 1033431 李〇軒 生化科技學系 生化科技學系碩士班 
174 1033420 郭〇倫 生化科技學系 生化科技學系碩士班 
175 1033401 胡〇真 生化科技學系 生化科技學系碩士班 
176 1033409 蘇〇平 生化科技學系 生化科技學系碩士班 
177 1033416 蔡〇諺 生化科技學系 生化科技學系碩士班 
178 1033444 林〇婕 生化科技學系 生化科技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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