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友會動態

國立中興大學各學系系友會成立概況付
所屬 系所 負責人 姓 名 住 拖上 電 話

學院 名稱 職稱

農學院 園藝系 理事長 傅俊糞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346號1212室 (02)7716315 
總幹事 翁慎微 台中市國光E各鈞。號(中興大學園藝系)

森林系 理事長 廖坤福 台中市大英街617號 (但)3268故)9

總幹事 吳金村 台中市國光路認8巷67號 (04)2873819 
農經系 理事長 吳聰賢 台北市長興街助之3號2樓 (02)7337976 

總幹事 詹益郎 中興大學農經系 (04)扭曲349
植病系 理事長 李國欽 台中縣霧峰鄉中正E各1船號 (04)3393044 

總幹事 楊秀珠 台中縣霧峰鄉中正路1個號 (04)339助44
昆蟲系 會長 徐茂樟 南投縣中興新村台灣省農林廳 (049)3l2642 

總幹事 蘇宗宏 中與大學昆蟲系 (但)2871531
畜產系 理事長 郭金成 台南縣官回鄉1有廓村122- 1號 (的;)5791說均

總幹事 白火城 台中市五權南路497豆制號1樓 (04)獨3個41
獸醫系 理事長 陳銘攻 雲林縣斗六市斗六工業區民治街口號 (055)571471 

總幹事 楊志寰 台中市新興路7巷15號 (04)泊的751

土壤系 副教授 陳仁炫 台中市國光路詣。號土壤系 (04)招5扭扭

農機系 會長 賴炳燦 台中市政府建設局 (04)扭扭217

總幹事 宋洪光 台中市民權路188號台中市農會 (但)2241494
7]<.{呆系 會長 林烈輝 台北市杭州南路林務局 0:(02)351541-但6

H:(02)3519貨員3
副會長 陳文福 合中市國光絡站0號水保系 0:(04)訟的381-17

H:(04)22071∞7 

總幹事 錢滄海 台中市國光路竭。號水保系 (04)認必361-18

食科系 理事長 王紀翔 台中市青島路一段377豆制號 (04)留113的

總幹事 方繼 台中市國光路詣。號(中興大學食科系) (04)器61叩5
(04)羽7灰溜

運銷系 理事長 李皇.~{l， 台中縣霧峰鄉民生路2治巷10弄7號 (04)330扭扭

總幹事 李宏安 台中市國光路鈞。號(中興大學運銷所) (04)扭曲7臼

農藝系 理事長 白錯 台中市國光路1ω巷1-4'號 (04)287閃閃

總幹事 林俊隆 台中市國光絡站。號(中興大學農藝學系) (04)泊的路4

農推所 代表人 陳澤俊 台北市文林路661巷10號1樓 (02)8321M的

理學院 化學系 成隆事業 黃長宏 台北市衡陽路84號3樓 (03)3揖8952

董事長 (02)3117758 
植物系 理事長 羅傳進 台北市長安東路1段15號8F (02)白的331

總幹事 楊居成 中興大學植物系 (04)28的410
應數系 聯絡人 黃世陽 合中市中興大學應數系 (04)泊的位各間8

FAX:(04)28730部
' 詹博州 台中市中臺醫專訓導處 (04)2392412- 8116 

王國光 台中市精誠路163號 (的)32!站325

張本源 合中市三民路3段278號 (04)扭扭778

物理系 聯絡人 林中一 中興大學物理系辦公室 (但)2873181

-427.428 
分生所 聯絡人 曾義雄 中興大學分生所 (04)扭曲銘5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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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動態

國立申興大學各學系系友會成立概況。
所屬 系所 負責人 姓 名 4主. 拖上

學院 名稱 職稱

工學院 土木系 理事長 廖顯彰 合中市西屯路三段宏安巷11弄3號 (但)32佼駒9

總幹事 方富民 中興大學土木系(系友會) (但)281707
主草工系 常務理事 羅棋穎 台北市信義路四段.341號5樓 (02)70<的4陷

(京華環境工程公司)

機械系 北區代表 賴錫志 台北市石牌吉利街'lJj7豆巷4弄的包樓 (02)83[制泡。

中區代表 楊瑞源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五路13號 (04)'lJj29226 
南區代表 蘇太陽 高雄市清華街470號 (0'叮3811泊5

文學院 中文系 會長 黃文期 台中市五權西六街112巷2號 (包)373慨2

(台中市民意雜誌發行人)
副會長 林茂 台北縣汐止鎮龍安路品號Z牌之2 (02)6銘8272

歷史系 會長 孫若怡 台中市國光路詣。號 (04)287~如“
台北市宮錦街413號3樓之1 (02)7，臼個81

法商 法律系 理事長 張自強 台北市忠孝東路4段裝沁號9F (02)721位41
學院 總幹事 盧慶南 台北市南昌路1段招號嚨 (02)3911臼6
(含台 公共政 會長 鄭寶清 桃園市大興西路1段151巷口號 (03)33晶晶6- 9

北夜間 策所 (昀)3詣。789
部) 公行系 系主任 方庭諧 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67號9樓 (02)田伯伯3

經濟系 理事長 周添城 台北市合江街的號(中興大學經研所) (02)5011678 
社會系 理事長 繞穎奇 台北市中山南路立法院 (02)3211531 
財稅系 助教 高櫻月 台北市光復南路61<Þ 1號針主 (02)7011855 
地政系 理事長 王國雄 台北市仁愛路一段53- 3號 (02)誣指32979

總幹事 高欽明 同上

會計系 理事長 林日峰 台北市松江路148號5樓 (02)5612398 
統計系 理事長 宋欽增 台北市同安街但巷口號之2 (02)312扭扭

(02)沒>82161
企管系 會長 主事展 台北市忠孝東路4段219巷12樓 (02)77街567-223

(02)771仿83

總幹事 梁世安 台北市金山南亞各二段路巷4號說主 (02)即泊318- 102
合經系 總經理 黃永仁 台北市武昌街一段77號 (02)3891313 

(玉山銀行總行總經理室)
都市 會長 謝潮儀 台北市建國北路二段的號 (02)5158189- 103 
計畫所 (台北大學籌備處)

A 口 中 中文系 助教 湯碧珠 中興大學台中夜間部中文系 (04)泊517:的
夜間部 外文系 理事長 陳滿容 台中縣大肚鄉沙田路群徊的巷12號 (04)69臨別8

企管系 理事長 陳登輝 台中縣立霧峰圈中(校長) (04)3393175 
總幹事 劉培堯 台中市松竹路76巷18號 (的)32毀約，71

會計系 理事長 石連財 台中縣霧峰鄉中正路557;巷部號 (04)33歸祖3
L國-

註:各校友會資料若有變動，請傳真(04 )2870134 I 俾便隨時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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