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經濟暨應用經濟學系系所友會 

2018 年 1~3 月 系所友 捐款芳名錄 

系所友會捐款 

校務基金 系所友會基金 

  74年班 
23,330元 

(認捐系慶紀念衣) 

  74年班 9,670元 

    

    

    

    

    

    

    

    

    

    

    

    

    

    

 

(按捐款時間排序)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經濟暨應用經濟學系系所友會 

2018 年 1~3 月 系所友 捐款芳名錄 

 系務發展捐款 

校務基金 系所友會基金 

    

    

    

    

    

    

    

    

    

    

    

    

    

    

    

    

    

(按捐款時間排序)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經濟暨應用經濟學系系所友會 

2018 年 1~3 月 系所友 捐款芳名錄 

系館廁所修繕 

校務基金 系所友會基金 

  徐享田系友 12,000元 

  陳其忠系友 30,000元 

    

    

    

    

    

    

    

    

    

    

    

 

(按捐款時間排序)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經濟暨應用經濟學系系所友會 

2018 年 1~3 月 系所友 捐款芳名錄 

獎學金 

詹益郎系友- 

詹德山先生孝親紀念獎學金 
20,000元 

陳石明系友-文振獎學金 100,000 元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經濟暨應用經濟學系系所友會 

2017 年 1~12 月 系所友 捐款芳名錄 

系所友會捐款 

校務基金 系所友會基金 

灰熊愛玩創意公司 

(博士班張豐盛) 
10,000元(系慶) 陳石明系友 14,000元 

博士班王玉安 16,000元(系慶) 大學 60年班 

(系友---吳明敏、

李世雄、溫文發、

鄭嘉男、林秋吉、

陳文哲、呂芳慶、

張瑞美、馮玉卿、

吳錦霞、王美齡、

何進興、陳庚金夫

人-林麗滿)) 

15,000元 

陳石明系友 100,000元(系慶) 

林英祥系友 100,000元(系慶) 

洪忠修系友 

劉方梅系友 
10,000元(系慶) 

張鴻基系友 15,000元(系慶) 

施麗玉系友 3,000元(系慶) 

許慧光系友 10,000元(系慶) 博士班許舒涵 3,000元(系慶出遊) 

金保華系友 5,000元 黃素滿系友 6,000元(系慶出遊) 

李宏安系友 5,000元 陳淑津系友 4,000元(系慶出遊) 

  林英祥系友 6,000元(系慶出遊) 

  張嘉玲主任 15,000元(系慶出遊) 

  詹天助系友 3,000元(系慶) 

  黃雅雯系友 60,000元(系慶) 

  陳瑞安系友 20,000元(系慶) 

  簡立賢老師 3,000元(系慶出遊) 

 

(按捐款時間排序)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經濟暨應用經濟學系系所友會 

2017 年 1~12 月 系所友 捐款芳名錄 

系所友會捐款 

校務基金 系所友會基金 

  大學 56年班 100,000元(系慶) 

  許清雄系友 2,000元(系慶) 

  吳功顯系友 1,000元(系慶) 

  楊平禎系友 10,000元(系慶) 

  李世雄系友 1,000元 

  王碧貞系友 3,000元 

  陳文雄系友 5,000元 

  方天人系友 5,000元 

  陳香吟系友 500元 

  林英祥系友 50,000元(系慶認桌) 

  林世民系友 10,000元(系慶認桌) 

  奚進富系友 10,000元(系慶認桌) 

  張嘉玲主任 20,000元(系慶認桌) 

  張國益老師 10,000元(系慶認桌) 

  楊育誠老師 20,000元(系慶認桌) 

  廖述誼老師 10,000元(系慶認桌) 

  簡立賢老師 10,000元(系慶認桌) 

(按捐款時間排序)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經濟暨應用經濟學系系所友會 

2017 年 1~12 月 系所友 捐款芳名錄 

系所友會捐款 

校務基金 系所友會基金 

  陳威辰系友 50,000元(系慶認桌) 

  陳淑津系友 10,000元(系慶認桌) 

  陳吉仲老師 20,000元(系慶認桌) 

  曾偉君老師 20,000元(系慶認桌) 

  陳韻如老師 10,000元(系慶認桌) 

  黃琮琪老師 20,000元(系慶認桌) 

  劉欽泉老師 10,000元(系慶認桌) 

  黃炳文老師 10,000元(系慶認桌) 

  胡吳岳老師 5,000元(系慶認桌) 

  黃素滿系友 10,000元(系慶認桌) 

  林萬年系友 10,000元(系慶認桌) 

  彭作奎老師 20,000元(系慶認桌) 

  吳功顯系友 20,000元(系慶認桌) 

  大學 65年班 10,000元(系慶認桌) 

  大學 77年班 10,000元(系慶認桌) 

  大學 84年班 10,000元(系慶認桌) 

  碩專 92年班 10,000元(系慶認桌) 

(按捐款時間排序)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經濟暨應用經濟學系系所友會 

2017 年 1~12 月 系所友 捐款芳名錄 

系所友會捐款 

校務基金 系所友會基金 

  碩專 94年班 10,000元(系慶認桌) 

  碩專 101年班 5,000元(系慶認桌) 

  碩專 102年班 5,000元(系慶認桌) 

  黃奇鏘系友 50,000元 

  匿名氏 30,000元 

    

    

    

    

    

    

    

    

    

    

    

    

(按捐款時間排序)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經濟暨應用經濟學系系所友會 

2017 年 1~12 月 系所友 捐款芳名錄 

 系務發展捐款 

校務基金 系所友會基金 

卓益豊系友 60,000元 蔡庚秋系友 12,000元 

  鄧倩怡系友 2,000元 

  蘇伯誠系友 1,000元 

  朱瑞宏系友 1,000元 

  劉勃彥系友 1,000元 

  呂昭麟系友 1,000元 

  余政潔系友 1,000元 

  陳逸潔系友 1,000元 

  李庭榛系友 1,000元 

  徐韻筑系友 1,000元 

  張明仁系友 1,000元 

  洪啟智系友 1,000元 

    

    

    

    

    

(按捐款時間排序)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經濟暨應用經濟學系系所友會 

2017 年 1~12 月 系所友 捐款芳名錄 

系館廁所修繕 

校務基金 系所友會基金 

許聖章系友 2,000元 陳淑津系友 2,000元 

詹天助系友 3,000元 陳玉梅系友 1,000元 

朱惠美系友 1,000元 林欣姿系友 1,000元 

陳薇光系友 2,000元 潘韋平系友 500元 

張大成系友 2,000元 曹開寧系友 2,000元 

周  濟系友 2,000元 楊尚儒系友 600元 

陳松柏系友 2,000元 蔡清松系友 2,000元 

李宏安系友 5,000元 陳麒安系友 3,000元 

  劉崢彥系友 2,000元 

  梁淑珍系友 2,000元 

  博士班張豐盛 500元 

  曾才毓系友 500元 

  顏玉蓉系友 500元 

  林若眉系友 500元 

  博士班葉法明 500元 

  博士班陳怡樺 500元 

  蔡志欣系友 1,000元 

(按捐款時間排序)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經濟暨應用經濟學系系所友會 

2017 年 1~12 月 系所友 捐款芳名錄 

系館廁所修繕 

校務基金 系所友會基金 

  宋鴻耀系友 1,000元 

  碩專班張晏甄 500元 

  碩專班曾百立 500元 

  碩專班曾宥蓁 500元 

  碩專班陳毓晟  500元 

  碩專班林坤得 500元 

  碩專班石世旻 500元 

  碩專班張魁文 500元 

  碩專班陳建安 2,000元 

  葉宇峻系友 1,000元 

  顧哲瑋系友 1,000元 

  楊育誠系友 1,000元 

  陳澤亞系友 5,000元 

  大學部 62年班 6,000元 

  廖香蘭系友 1,000元 

  楊炳松系友 100元 

  楊淑媛系友 2,000元 

 

(按捐款時間排序)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經濟暨應用經濟學系系所友會 

2017 年 1~12 月 系所友 捐款芳名錄 

系館廁所修繕 

校務基金 系所友會基金 

  大學部 77年班 10,000元 

  大學部 74年班 8,000元 

  張雅婷系友 1,000元 

  朱韻竹系友 1,000元 

  陳文雄系友 5,000元 

  李念宜系友 2,000元 

  陳奕璋系友 1,000元 

  陳彥儒系友 2,000元 

  黃裕盛系友 1,000元 

  劉瑞萍系友 1,000元 

  胡繼中系友 2,000元 

  陳秀雲系友 2,000元 

  卓杬熾系友 1,000元 

  陳銘煌系友 10,000元 

  陳武雄系友 20,000元 

  許志義系友 8,000元 

    

 

(按捐款時間排序)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經濟暨應用經濟學系系所友會 

2017 年 1~12 月 系所友 捐款芳名錄 

獎學金 

陳石明系友-文振獎學金 100,000元 

林英祥系友- 

林英祥教授競賽績優獎學金 
100,000元 

高希均系友- 

高希均教授鼓勵學生 

赴國外進修獎學金 

200,000元 

加特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加特福獎學金 
100,000元 

廖聰誼系友- 

廖聰誼系友急難救助金及 

優秀學生獎學金辦法 

400,000元 

黃炳文系友- 

熱心社會服務獎學金 
6,000元 

黃炳文系友- 

應經系大學部四年級 

學業優秀畢業生獎學金 

6,000元 

許志義系友- 

許志義系友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 
10,000元 

高希均系友- 

高希均系友獎學金 
100,000元 

高希均系友- 

高希均知識經濟研究室獎學金 
100,000元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經濟暨應用經濟學系系所友會 

2016 年 系所友 捐款芳名錄 

校務基金 系所友會基金 

李興昀系友 500 元 陳淑津系友 500 元 

詹天助系友  7,000 元 簡立賢系友 500 元 

陳淑津系友  7,000 元 黃素滿系友 500 元 

簡立賢系友  7,000 元 陳玉梅系友 500 元 

陳威辰系友  7,000 元 許志義系友  1,000 元 

林英祥系友  14,000 元 郭妙蓉系友  1,000 元 

張嘉玲老師  14,000 元 藺于凱系友 1,500 元 

高希均系友 30,0000 元 鄭文治系友 2,000 元 

  陳威辰系友 5,000 元 

  蔡庚秋系友 6,000 元 

  許澤仁系友 6,500 元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經濟暨應用經濟學系系所友會 

2016 年 系所友 捐款芳名錄 

獎學金 

高希均系友-高希均系友獎學金 200,000 元 

加特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加特福獎學金 
100,000 元 

陳石明系友-文振獎學金 100,000 元 

詹益郎所友- 

詹德山先生孝親紀念獎學金 
20,000 元 

許志義系友- 

許志義系友清寒優秀學生獎學金
10,000 元 

黃炳文系友- 

熱心社會服務獎學金 
6,000 元 

黃炳文系友- 

應經系大學部四年級 

學業優秀畢業生獎學金 

6,000 元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經濟暨應用經濟學系系所友會 

2015年系所友 捐款芳名錄 

校務基金 系所友會基金 

周嘉玲系友 10,000元 廖香蘭系友 200元 

邱麗媚系友 10,000元 簡立賢系友 500元 

張桐榮系友 10,000元 許澤仁系友 2,500元 

陳其忠系友 10,000元   

林志釧系友 20,000元   

高希均系友 300,00元   

獎學金 

高希均系友-高希均系友獎學金 200,000元 

加特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加特福獎學金 
100,000元 

陳石明系友-文振獎學金 100,000元 

詹益郎所友- 

詹德山先生孝親紀念獎學金 
60,000元 

許志義系友- 

許志義系友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 
10,000元 

黃炳文系友- 

熱心社會服務獎學金 
6,000元 

黃炳文系友- 

應經系大學部四年級 

學業優秀畢業生獎學金 

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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