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經濟暨應用經濟學系系所友會 

2022 年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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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顯堂系友 2,000元 
(校抽 12%，實際進

系金額為 1,760 元) 

廖聰誼系友 150,000元 

江麗滿系友 3,000元 
(校抽 12%，實際進

系金額為 2,640 元) 

大學部 111 年班 2,500元 

  林英祥系友 2,000元 

  劉欽泉系友 500元 

  彭作奎系友 500元 

  田憲士系友 2,000元 

  戴宜煥系友 2,000元 

  呂秀英系友 500元 

  許澤仁系友 6,500元 

  許志義系友 1,000元 

  陳淑津系友 500元 

  簡立賢系友 1,000元 

  黃子堯系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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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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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建州系友 1,000元 

  王彥治系友 1,000元 

  林孟璋系友 500元 

  謝明宏系友 3,000元 

  吳怡玲系友 500元 

  曾若山系友 2,000元 

  顧哲瑋系友 1,000元 

  陳麒安系友 1,000元 

  施美玲系友 500元 

  朱惠美系友 2,000元 

  朱惠美系友 
2,000元 

(捐款碩專班聯誼會) 

  王鈺惠系友 500元 

  黃名揚系友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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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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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彥君系友 500元 

  徐捷系友 100元 

  陳生系友 1,000元 

  鄭澔陽系友 500 

  張郁婕系友 1,000元 

  陳注維系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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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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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希均系友 
(高希均知識經濟研究

室專款專用 

100,000元 

(校抽 12%，實際進系

金額為 8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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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10 月系所友 捐贈實物芳名錄 

捐贈實物芳名錄 

薛富盛校長 興大高山茶禮盒 3盒 系慶抽獎 

詹富智副校長 
惠蓀林場紅檜山莊 4人房住宿券 1張、 

惠蓀林場住宿優惠券 10張、 

新化林場住宿優惠券 10張 
系慶抽獎 

張嘉玲國際長 現金 5000元 系慶抽獎 

廖聰誼理事長 iPhone 14 1隻 系慶抽獎 

張國益系主任 
Songen 筋膜槍 1隻、 

英國茶茶葉禮盒 1個 
系慶抽獎 

廖述誼老師 三洋空氣清淨機 1台 系慶抽獎 

吳功顯系友 全聯 1000元禮券 5份 系慶抽獎 

楊烈堂系友 花蓮吉安米禮盒 6份 系慶抽獎 

林萬年系友 招財金兔 3只 系慶抽獎 

許志義系友 紅點旋紋攜行裝茶具組 1組 系慶抽獎 

陳淑津系友 香皂禮盒 2份 系慶抽獎 

簡立賢系友 大安禮尋 肉鬆禮盒 1份 系慶抽獎 

陳  生系友 
台灣第一個全面性三山國王廟調查

研究叢書 2本 
系慶抽獎 

洪忠修系友 

劉方梅系友 

Sistema 紐西蘭進口塑膠密封盒組 1

組、Pyrex(派熱克斯)玻璃調理組 1 組 
系慶抽獎 

唐淑華系友 加特福 GT&F奶粉 12份 系慶抽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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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10 月系所友 捐贈實務芳名錄 

捐贈實物芳名錄 

謝明宏系友 福壽長春茶 4份 系慶抽獎 

李鴻文系友 
無線麥克風組 2 份、輕蒔光防彈咖啡 1

份、新力活多酚 1份 
系慶抽獎 

李俊鴻系友 阿里山高山茶組 2份 系慶抽獎 

趙俊淵系友 大同電鍋 i-cash 1個 系慶抽獎 

顧哲瑋系友 日本 Twinbird手持直立兩用吸塵器 1台 系慶抽獎 

朱惠美系友 
2013北京園博會保溫杯 1只、 

VICK多功能側背包 1只 
系慶抽獎 

梁家興學長 MITSUBISHI(三菱)12 吋 AC電扇 1台 系慶抽獎 

黃景建學長 

紀淑怡系友 
台灣農創 糀穗米麴釀禮盒 30份 系慶抽獎 

葉法明學長 弗綠嘉繽紛醫療口罩 70盒 系慶參加獎 

校友中心 NCHU印花小錢包 70個 系慶參加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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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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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希均系友- 

高希均知識經濟研究室獎學金 
2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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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經濟暨應用經濟學系系所友會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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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建州系友 
450元 

(校抽 10%，實際進系

金額為 500元。) 

朱惠美系友 
4,700元 

(贊助碩專班聯誼會) 

  吳功顯系友 1,000元 

  田憲士系友 2,000元 

  許澤仁系友 5,000元 

  陳淑津系友 700元 

  許清雄系友 200元 

  施美玲系友 200元 

  陳威辰系友 700元 

  陳  生系友 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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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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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英祥系友 

244,132元 
(110年 5 月起校抽

12%，實際進系金額為

277,4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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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12 月系所友 捐贈實務芳名錄 

捐贈實務芳名錄 

薛富盛校長 興大高山茶禮盒 3盒 系慶抽獎 

廖述誼系主任 不鏽鋼露營保溫馬克杯 3個 系慶抽獎 

校友總會 紀念 Polo衫 2件、紀念口罩 75份 
系慶抽獎/

參加獎 

詹富智院長 惠蓀林場住宿券 1張 系慶抽獎 

廖聰誼理事長 iPad Pro 128G/WiFi/11 1台 系慶抽獎 

吳功顯學長 全聯禮券 1000元 5份 系慶抽獎 

陳峰雄學長 現金 2000元 系慶抽獎 

李朝賢學長 精美水晶碗組 1組 系慶抽獎 

王于齊學長 高級氣炸鍋 2組 系慶抽獎 

張鴻基學長 
馬年生肖銀幣（鍍金版）2份、 

建國百年（壹百元）紀念鈔 1份 
系慶抽獎 

林萬年學長 金鳳梨+2022年月曆 6份 系慶抽獎 

施美玲學姊 
紅豆餅機 1台、 

多功能食物調理機 1台 
系慶抽獎 

黃璋如學姊 六堆雅歌園有機教育農場茶禮盒 2份 系慶抽獎 

洪忠修學長 頭等獎烏龍茶禮盒 2份 系慶抽獎 

中華鄉村發展

協會 
花開富貴-茶葉禮盒 2份 系慶抽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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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12 月系所友 捐贈實務芳名錄 

捐贈實務芳名錄 

陳淑津學姊 R&J 咖啡+ XS無糖能量飲 2組 系慶抽獎 

楊烈堂學長 台東名產 3組 系慶抽獎 

朱惠美學姊 真空保溫瓶 1份、不鏽鋼運動水瓶 1份 系慶抽獎 

紀淑怡學姊 霧峰農會酒莊-檸檬燒酎 1份 系慶抽獎 

簡立賢學長 臺灣國姓咖啡禮盒 2份 系慶抽獎 

陳丁一學長 臺灣紅茶+好潭米 3份 系慶抽獎 

張靜文學姊 防疫組合 2份 系慶抽獎 

黃名揚系友 綜合濾掛咖啡包 3份 系慶抽獎 

陳石明系友 威士忌禮盒 2份 系慶抽獎 

黃錦煌系友 全聯 1800元 1份 系慶抽獎 

陳吉仲主委 茶禮盒(文山包種茶、日月潭紅茶)62份 系慶參加獎 

陳生系友 【台灣、瑞士夢】3本 系慶抽獎 

系所友會 
小米手錶 1隻、小米電動牙刷 2隻 

、小米吹風機 1隻 
系慶抽獎 

碩專班聯誼會 小米手錶 2隻 系慶抽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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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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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 元 

陳石明系友-文振獎學金- 

經濟小論文與短評競賽獎學金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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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忠修系友、劉方梅系友- 

中興大學農業經濟系 78年畢業班

洪忠修劉方梅孝親獎學金 

100,000元 

林英祥系友- 

林英祥教授競賽績優獎學金  
277,423 元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經濟暨應用經濟學系系所友會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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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建州系友 
4,950元 

(校抽 10%，實際進系

金額為 5,500 元。) 

林佑穎系友 3,000元 

張光裕系友 

20,000 元 
(校抽 10%，實際進系

金額為 18,000 元。) 
施雅瓊系友 5,000元 

(農村服務隊專款) 

  109 年碩士班 420 元 

  徐享田系友 500 元 

  田憲士系友 2,000元 

  林世民系友 2,000元 

  呂昭麟系友 1,000元 

  簡立賢系友 500 元 

  陳炫志系友 1,500元 

  廖述誼主任 10,000 元 
(贊助碩專班聯誼會) 

  黃炳文老師 5,000元 
(贊助碩專班聯誼會) 

  張嘉玲老師 5,000元 
(贊助碩專班聯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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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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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班 10,000 元 
(贊助碩專班聯誼會) 

  陳威辰系友 10,000 元 
(贊助碩專班聯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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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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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敏娟系友 
500 元 

(校抽 10%，實際進系

金額為 450 元。) 

許澤仁系友 5,000元 

楊隆之系友 
1,000,000 元 
(校抽 10%，實際進系

金額為 900,000 元。) 
劉欽泉系友 500 元 

  陳 生系友 500 元 

  賈 凡系友 3,000元 

  不具名 1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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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12 月系所友 捐贈實務芳名錄 

捐贈實務芳名錄 

張鴻基系友 

甲午馬年精鑄生肖銀幣 1套、壬辰

龍年生肖紀念套幣 1 套、新臺幣硬

幣套裝組合 4 套、保溫瓶 1只 

系慶抽獎 

薛富盛校長 茶禮盒 3盒 系慶抽獎 

詹富智院長 惠蓀林場住宿券 2份 系慶抽獎 

張嘉玲國際長 
氣炸鍋 1台、 

智慧型２４小時預約咖啡壺 1 台 
系慶抽獎 

廖述誼主任 露營組 1組 系慶抽獎 

陳吉仲主委 
霧峰益全香米 2kg 80 包、 

香米糙米 2kg80包 
系慶參加獎 

中華鄉村發展

學會 
大安區農會青蔥脆餅 1 份 系慶抽獎 

楊烈堂系友 台東名產 1 份 系慶抽獎 

陳石明系友 健康食品 2 份 系慶抽獎 

李朝賢系友 咖啡機 1台 系慶抽獎 

陳生系友 書籍 1冊 系慶抽獎 

許志義系友 
Philips行動電源 1 個、 

電視影音聲霸藍芽喇叭 1個 
系慶抽獎 

洪忠修系友 快煮電氣壺 1 台、悶燒鍋 1個 系慶抽獎 

陳淑津系友 XS 能量飲 2 組 系慶抽獎 

大學 75年班 
梧棲區農會紫山藥糙米麩、 

黃金糙米麩共 1份 
系慶抽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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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12 月系所友 捐贈實務芳名錄 

捐贈實務芳名錄 

碩士 77年班 
梧棲區農會紫山藥糙米麩、 

黃金糙米麩共 1份 
系慶抽獎 

劉維中系友 醬油禮盒 1 份 系慶抽獎 

賈凡系友 隨身瓶+T-shirt 5組、束口袋 6 份 系慶抽獎 

陳丁一系友 筊白筍+紅茶禮盒 3 份 系慶抽獎 

鄭宏章系友 TS02LED 檯燈 2台 系慶抽獎 

鄭宏章系友 
USII高效索鮮袋 1批、 

USII高透氣排汗雨衣 1 批 
系慶參加獎 

許清雄系友 側腰包 10 只 系慶抽獎 

朱惠美系友 真水品樂瓶 1 只 系慶抽獎 

許家勝系友 咖啡機 1台 系慶抽獎 

王玉安系友 隨行環保杯 3 只、鬆餅機 1台 系慶抽獎 

黃名揚系友 
求茶若渴初芽小葉紅、 

臺灣高冷茶 2 組 
系慶抽獎 

系所友會 微波爐 1台 系慶抽獎 

碩專班聯誼會 
中興大學老帽 2只、中興大學帆布

側背袋 4只、中興大學牛奶杯 2 只 
系慶抽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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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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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石明系友-文振獎學金- 

經濟小論文與短評競賽獎學金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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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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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忠修系友、劉方梅系友- 

中興大學農業經濟系 78 年畢業班

洪忠修劉方梅孝親獎學金 

100,000元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經濟暨應用經濟學系系所友會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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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建州系友 
6,000元 

(校抽 10%，實際進系

金額為 5,400元。) 

吳建廷系友紀

念捐款(大學

部 75年班) 

15,000元 

張嘉玲主任 
10,000元 

(贊助系所友大會餐

費) 

張嘉玲主任 5,000元 

(贊助碩專班聯誼會) 

  吳功顯系友 10,000元 
(贊助系友大會禮品) 

  林英祥系友 10,000元 
(贊助系友大會禮品) 

  賈  凡 系友 5,000元 

(贊助系友盃) 

  楊平禎系友 10,000元 

  陳芊邑系友 500元 

  唐淑華系友 2,000元 

  陳銘煌系友 5,000元 

  未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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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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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希均系友 
(高希均知識經濟研究

室專款專用 

270,000元 

(校抽 10%，實際進系

金額為 30,000元。) 

張嘉玲主任 1,920元 

楊金鑄系友 
5,000元 

(校抽 10%，實際進系

金額為 4,500元。) 

賴明珠系友 1,000元 

  林佑慶系友 500元 

  郭秀足系友 500元 

  田憲士系友 2,000元 

  李世雄系友 1,000元 

  林秋吉系友 500元 

  徐愛珍系友 1,000元 

  張熙蕙系友 1,500元 

  陳淑津系友 500元 

  詹天助系友 500元 

  黃素滿系友 1,000元 

  蔡志欣系友 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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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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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孟璋系友 500元 

  楊育誠系友 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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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12 月系所友 捐贈實務芳名錄 

捐贈實務芳名錄 

張鴻基系友 庚子鼠年彩色鍍金精鑄銀幣 2枚 系慶抽獎 

陳吉仲老師 越光米 120包 系慶抽獎 

陳吉仲老師 茶葉禮盒 12盒 系慶抽獎 

校友總會 百年校慶紀念帽及馬克杯 5組 系慶抽獎 

校友中心 百年校慶紀念領帶 3條 系慶抽獎 

陳丁一系友 好穀氣白米、糙米 2公斤裝各 5包 系慶抽獎 

陳秀雲系友 7-11禮券 2000元 系慶抽獎 

陳石明系友 洋酒 3瓶 系慶抽獎 

林鴻泰系友 合金模型車 24台 系慶抽獎 

許志義系友 茶具套組 1組 系慶抽獎 

陳淑津系友 R&J 咖啡 2盒、XS無糖能量飲 1組 系慶抽獎 

洪忠修系友 超級犀利吸塵器 1台 系慶抽獎 

鄭宏章系友 TS02LED 檯燈 2台 系慶抽獎 

陳威辰系友 便宜租車 5折券 6張 系慶抽獎 

大學部 68年班 全方位戶外心率 GPS腕表 1只 

(按捐款時間排序) 

系慶抽獎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經濟暨應用經濟學系系所友會 

2019 年 1~12 月系所友 捐贈實務芳名錄 

捐贈實務芳名錄 

陳瑞安系友 春稻茶葉 1盒 系慶抽獎 

黃素滿系友 全聯商品禮卷 1000元 系慶抽獎 

朱惠美系友 鍋寶耐熱玻璃保鮮盒 1組 系慶抽獎 

王玉安系友 隨行杯果汁機 1台、鬆餅機 1台 系慶抽獎 

陳威辰系友 
運動毛巾 186條、運動襪 90雙、排

球 10顆 
系友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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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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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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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特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加特福獎學金 
1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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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忠修系友、劉方梅系友- 

中興大學農業經濟系 78年畢業

班洪忠修劉方梅孝親獎學金 

100,000元 

詹益郎系友- 

詹德山先生孝親紀念獎學金 
60,000元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經濟暨應用經濟學系系所友會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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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建州系友 
2,500元 

(校抽 10%，實際進系金

額為 2,250元。) 
74年班 

23,330元 

(認捐系慶紀念衣) 

陳芊邑系友 
1,000元 

(校抽 10%，實際進系金

額為 900元。) 
74年班 9,670元 

  無名氏 30,000元 

  林英祥系友 10,000元 

  張嘉玲主任 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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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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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希均系友 

100,855元 
(1.校抽 10%，實際進

系金額為 90,769元。 

2.此項為系慶刊物印

刷專款。) 

簡立賢暨 

竹荔興創(大學

社會責任) 

計畫團隊 

2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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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月 系所友 捐款芳名錄 

系館環境修繕 

校務基金 系所友會基金 

陳石明系友 
500,000元 

(校抽 10%，實際進系

金額為 450,000元。) 

大學部 48年班 50,000元 

大學部 53年班 56,900元 

大學部 48年班 
10,000元 

(校抽 10%，實際進系

金額為 9,000元。) 

大學部 54年班 104,000元 

大學部 56年班 100,000元 

大學部 62年班 
100,000元 

(校抽 10%，實際進系

金額為 90,000元。) 

大學部 57年班 16,000元 

大學部 58年班 23,000元 

大學部 65年班 
10,000元 

(校抽 10%，實際進系

金額為 9,000元。) 

大學部 59年班 48,000元 

大學部 62年班 29,000元 

大學部 71 年班 
68,000元 

(校抽 10%，實際進系

金額為 61,200元。) 

大學部 63年班 203,000元 

大學部 64年班 60,000元 

謝岱霖系友 
8,000元 

(校抽 10%，實際進系

金額為 7,200元。) 

大學部 65年班 138,000元 

大學部 67年班 63,000元 

  
大學部 71年班 20,000元 

大學部 72年班 50,000元 

  大學部 74年班 57,500元 

  大學部 77年班 43,000元 

  大學部 80年班 51,000元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經濟暨應用經濟學系系所友會 

2018 年 1~12 月 系所友 捐款芳名錄 

系館環境修繕 

校務基金 系所友會基金 

  大學部 90年班 35,668元 

  大學部 97年班 16,394元 

  大學部 98年班 20,000元 

  大學部 107年班 5,000元 

  碩專 105年班 13,000元 

  碩專 106年班 15,000元 

  碩專 107年班 9,000元 

  張嘉玲系主任 50,000元 

  曾偉君老師 50,000元 

  廖述誼老師 28,333元 

  簡立賢導師 5,000元 
(同列於大學 107年班) 

  林英祥系友 1,000,000元 

  黃甫忠系友 10,000元 
(同列於大學 48 年班) 

  黃奇鏘系友 30,000元 
(同列於大學 48 年班) 

  陳如舜系友 10,000元 
(同列於大學 48 年班) 

  黃宏明系友 100,000元 

  劉欽泉系友 5,000元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經濟暨應用經濟學系系所友會 

2018 年 1~12 月 系所友 捐款芳名錄 

系館環境修繕 

校務基金 系所友會基金 

  王添水系友 5,000元 
(同列於大學 53 年班) 

  李朝賢系友 50,000元 
(同列於大學 54 年班) 

  李政信系友 20,000元 
(同列於大學 54 年班) 

  李宗霖系友 10,000元 
(同列於大學 54 年班) 

  蘇家貞系友 6,000元 
(同列於大學 54 年班) 

  林永盛系友 2,000元 
(同列於大學 54 年班) 

  徐文賢系友 3,000元 
(同列於大學 54 年班) 

  鄭福雄系友 3,000元 
(同列於大學 54 年班) 

  楊奎人系友 2,000元 
(同列於大學 54 年班) 

  周義雄系友 2,000元 
(同列於大學 54 年班) 

  陳昭明系友 2,000元 
(同列於大學 54 年班) 

  呂水雄系友 4,000元 
(同列於大學 54 年班) 

  徐享田系友 12,000元 

  謝建民系友 50,000元 
(同列於大學 56 年班) 

  楊隆之系友 5,000元 
(同列於大學 58 年班) 

  賴明珠系友 6,000元 
(同列於大學 58 年班)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經濟暨應用經濟學系系所友會 

2018 年 1~12 月 系所友 捐款芳名錄 

系館環境修繕 

校務基金 系所友會基金 

  田憲士系友 10,000元 
(同列於大學 58 年班) 

  陳永宜系友 2,000元 
(同列於大學 58 年班) 

  原清系友 16,172元 

  粘慶意系友 30,000元 
(同列於大學 59 年班) 

  郭允駕系友 3,000元 
(同列於大學 59 年班) 

  彭作奎系友 20,000元 

  胡從宜系友 2,000元 
(同列於大學 62 年班) 

  林益裕系友 2,000元 
(同列於大學 62 年班) 

  唐一玉系友 2,000元 
(同列於大學 62 年班) 

  何京勝系友 10,000元 
(同列於大學 62 年班) 

  劉金華系友 10,000元 
(同列於大學 62 年班) 

  戴宜煥系友 50,000元 
(同列於大學 63 年班) 

  廖聰誼系友 150,000元 
(同列於大學 63 年班) 

  呂秀英系友 3,000元 
(同列於大學 63 年班) 

  
楊幼莉系友 

楊若愚系友 
6,000元 

  許澤仁系友 2,000元 
(同列於大學 64 年班)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經濟暨應用經濟學系系所友會 

2018 年 1~12 月 系所友 捐款芳名錄 

系館環境修繕 

校務基金 系所友會基金 

  陳玉能系友 6,000元 
(同列於大學 64 年班) 

  黃俊國系友 5,000元 
(同列於大學 64 年班) 

  李明煌系友 5,000元 
(同列於大學 64 年班) 

  嚴嘉勳系友 8,000元 
(同列於大學 64 年班) 

  李文鈴系友 3,000元 
(同列於大學 64 年班) 

  林月金系友 3,000元 
(同列於大學 64 年班) 

  游秀珍系友 2,000元 
(同列於大學 64 年班) 

  簡學舜系友 2,000元 
(同列於大學 64 年班) 

  鄭義蓉系友 2,000元 
(同列於大學 64 年班) 

  趙敏濤系友 2,000元 
(同列於大學 64 年班) 

  呂延汀系友 10,000元 
(同列於大學 64 年班) 

  蔡芳勳系友 10,000元 
(同列於大學 64 年班) 

  蕭景楷系友 20,000元 

  張鴻基系友 50,000元 
(同列於大學 65 年班) 

  施麗玉系友 10,000元 
(同列於大學 65 年班) 

  宋鴻耀系友 6,000元 
(同列於大學 67 年班)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經濟暨應用經濟學系系所友會 

2018 年 1~12 月 系所友 捐款芳名錄 

系館環境修繕 

校務基金 系所友會基金 

  吳碧珠系友 5,000元 
(同列於大學 67 年班) 

  呂祥銓系友 1,000元 
(同列於大學 67 年班) 

  洪大德系友 5,000元 
(同列於大學 67 年班) 

  侯正發系友 5,000元 
(同列於大學 67 年班) 

  林麗慧系友 3,000元 
(同列於大學 67 年班) 

  王碧貞系友 3,000元 
(同列於大學 67 年班) 

  程鈦坤系友 14,000元 
(同列於大學 67 年班) 

  許志義系友 12,000元 
(同列於大學 67 年班) 

  胡亞男系友 1,000元 
(同列於大學 67 年班) 

  夏聰仁系友 3,000元 

  蔡秋榮系友 50,000元 

  黃琪璋系友 10,000元 

  徐婉蓉系友 2,000元 
(同列於大學 72 年班) 

  陳銘煌系友 10,000元 

  黃炳文系友 3,000元 

  陳其忠系友 30,000元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經濟暨應用經濟學系系所友會 

2018 年 1~12 月 系所友 捐款芳名錄 

系館環境修繕 

校務基金 系所友會基金 

  陳莉玲系友 10,000元 
(同列於大學 74 年班) 

  蕭英鸞系友 5,000元 
(同列於大學 74 年班) 

  李懿貞系友 3,000元 
(同列於大學 74 年班) 

  張桐榮系友 5,000元 
(同列於大學 74 年班) 

  邱麗娟系友 5,000元 
(同列於大學 74 年班) 

  周嘉玲系友 10,000元 
(同列於大學 74 年班) 

  
邱秀枝系友 

林志釗系友 
19,000元 

(同列於大學 74 年班) 

  陳淑津系友 500元 
(同列於大學 74 年班) 

  林能顯系友 10,000元 

  郭妙蓉系友 7,000元 

  簡立賢系友 3,000元 

  林三立系友 500元 

  梁美智系友 50,000元 

  劉維中系友 20,000元 
(同列於大學 80 年班) 

  楊育誠系友 31,000元 
(同列於大學 80 年班) 

  鄭文治系友 2,000元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經濟暨應用經濟學系系所友會 

2018 年 1~12 月 系所友 捐款芳名錄 

系館環境修繕 

校務基金 系所友會基金 

  蔡清松系友 10,000元 

  陳韻如系友 15,668元 
(同列於大學 90 年班) 

  郭曉怡系友 3,000元 
(同列於大學 90 年班) 

  陳輝峰系友 1,000元 

  陳育仕系友 2,000元 

  陳嘉瑩系友 3,000元 

  
洪忠修系友 

劉方梅系友 
5,000元 

  彭凱系友 3,000元 

  張雅雲系友 10,000元 

  吳純蓉系友 2,000元 

  戴卉姍系友 1,000元 

  王信評系友 9,394元 
(同列於大學 97 年班) 

  王湘儀系友 7,000元 
(同列於大學 97 年班) 

  陳政揚系友 10,000元 
(同列於大學 98 年班) 

  李思涵系友 10,000元 
(同列於大學 98 年班) 

  黃素滿系友 32,000元 

  許舒涵系友 10,000元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經濟暨應用經濟學系系所友會 

2018 年 1~12 月 系所友 捐款芳名錄 

系館環境修繕 

校務基金 系所友會基金 

  陳松柏系友 5,000元 

  奚進富系友 10,000元 

  林佑穎系友 10,000元 

  邱鈺婷系友 2,000元 

  陳威辰系友 150元 

  唐竹亭系友 3,000元 

  吳宇婕系友 2,000元 

  陳玉梅系友 1,000元 

  林言祐系友 30,000元 

  許慧光系友 10,000元 

  詹雨涵系友 2,000元 

  王玉安系友 20,000元 

  洪鈞一系友 2,000元 

  林詠萱系友 5,000元 

  王琬昀系友 2,000元 

  黃慶榮系友 2,000元 

  陳炫志系友 3,000元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經濟暨應用經濟學系系所友會 

2018 年 1~12 月 系所友 捐款芳名錄 

系館環境修繕 

校務基金 系所友會基金 

  李慶安系友 1,000元 

  許家勝系友 5,000元 

  黃裕盛系友 2,000元 

  陳紹庭系友 3,000元 

  張魁文系友 3,000元 
(同列於碩專 105年班) 

  曾百立系友 5,000元 
(同列於碩專 105年班) 

  吳怡瑩系友 3,000元 
(同列於碩專 106年班) 

  張炯明系友 6,000元 
(同列於碩專 107年班) 

  張晏甄系友 3,000元 
(同列於碩專 107年班) 

  博士班張郁婕 10,000元 

  博士班黃景建 10,000元 

  博士班蔡聖漢 2,000元 

  博士班紀淑怡 10,000元 

  博士班陳注維 5,000元 

  待確認捐款 A 3,000元 

  待確認捐款 B 3,000元 

  待確認捐款 C 3,000元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經濟暨應用經濟學系系所友會 

2018 年 1~12 月 系所友 捐款芳名錄 

系館環境修繕 

校務基金 系所友會基金 

  待確認捐款 E 2,000元 

  待確認捐款 F 2,000元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經濟暨應用經濟學系系所友會 

2018 年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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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特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加特福獎學金 
100,000元 

林英祥系友- 

林英祥教授競賽績優獎學金 
1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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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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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列於 107年系館環境改

善捐款中大學 67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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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