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 

國立中興大學分會 99 年度推薦榮譽會員名冊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性別 學經歷或畢業科系 所獲學位 

李玫螢 LI,MEI-YING 女 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 學士 

許淑晨 HSU,SHU-CHEN 女 
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 

進修學士班 
學士 

盧郁音 LU,YU-YIN 女 中興大學外文系 學士 

吳盺儀 WU,HSIN-I 女 中興大學外文系 學士 

王雅恬 WANG,YA-TIEN 女 中興大學歷史系 學士 

邱順昇 CHIOU,SHUENN-SHENG 男 
中興大學歷史系 

進修學士班 
學士 

蘇郁君 SU,YU-JYUN 女 中興大學園藝系 學士 

顏翊卉 YEN,YI-HUI 女 中興大學森林系 學士 

吳亭宜 WU,TING-YI 女 中興大學應經系 學士 

吳志恩 WU,CHIH-EN 男 中興大學植病系 學士 

張宛蓉 CHANG,WAN-JUNG 女 中興大學動科系 學士 

吳昀軒 WU,YUN-HSUAN 女 中興大學土環系 學士 



潘志宏 PAN,CHIN-HUNG 男 中興大學生機系 學士 

王鵬程 WANG,PENG-CHENG 男 中興大學化學系 學士 

林京毅 LIN,JING-YI 男 中興大學物理學系 學士 

覃韵之 CHIN,YUN-CHIH 女 中興大學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 學士 

李其航 LI,CHI-HUNG 男 中興大學土木系 學士 

趙顓賢 JHAO,JHUAN-SIAN 男 中興大學機械系 學士 

林瑞絃 LIN,JUI-HSIEN 男 中興大學環工系 學士 

莊宗羲 CHANG,TSUNG-HIS 男 中興大學電機系 學士 

賴佳閔 LAI,CHIA-MIN 女 中興大學化工系 學士 

林姿瑩 LIN,TZU-YING 女 中興大學材料系 學士 

蘇靖雅 SU,CHING-YA 女 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 學士 

陳玉婷 CHEN,YU-TING 女 中興大學獸醫學系 學士 

翁嘉伶 WENG,JIA-LING 女 中興大學行銷學系 學士 

連婉婷 LIAN,WANG-TING 女 中興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學士 

陳杰興 CHEN,CHIEH-HSING 男 中興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學士 

林宛瑱 LIN,WAN-JEN 女 中興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學士 

賴美紅 LAI,MEI-HONG 女 中興大學進修部會計系 商學士 

陳素美 CHEN,SU-MEI 女 淡江大學教育資料系 碩士 



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陳鴻逸 CHEN,HUNG-YI 男 

中興大學 

台灣文學研究所畢業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國文系博士班 

碩士 

邱琬貽 CHIOU,WAN-YI 女 中興大學農藝系 碩士 

黃子軒 HUANG,TZU-HSUAN 男 中興大學園藝系 碩士 

陳淯婷 CHEN,YU-TING 女 中興大學森林系 碩士 

張雅婷 CHANG,YA-TING 女 中興大學應經系 碩士 

周建銘 CHOU,CHIEN-MING 男 中興大學植病系 碩士 

柳修綸 LIOU,SIOU-LUN 男 中興大學昆蟲系 碩士 

李彥翰 LI,YEN-HAN 男 中興大學動科系 碩士 

陳芳吟 CHEN,FANG-YIN 女 中興大學土環系 碩士 

彭麗文 PENG,LI-WEN 女 中興大學水保系 碩士 

劉淑慧 LIU,SHU-HUI 女 中興大學食生系 碩士 

林千筑 LIN,CHIAN-JU 女 中興大學生機系 碩士 

黃雅芝 HUANG,YA-CHIH 女 中興大學生管系 碩士 

陳盈潔 CHEN,YING-JIE 女 中興大學生技所 碩士 



連健宏 LIEN,CHIEN-HUNG 男 中興大學化學系 碩士 

顏吟禛 YEN,YIN-CHENG 女 中興大學化學系 碩士 

張友友 CHANG,YO-YO 男 中興大學應用數學系 碩士 

許智穎 HSU,CHI-YING 男 中興大學物理學系 碩士 

陳佋銘 CHEN,CHAO-MING 男 中興大學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 碩士 

羅謀玉 LO,MOU-YU 女 
中興大學 

資訊網路與多媒體研究所 
碩士 

黃柏皓 HUANG,PO-HAO 男 中興大學土木系 碩士 

唐源謄 TANG,YUAN-TENG 男 中興大學土木系 碩士 

王新瑋 WANG,XING-WEI 男 中興大學土木系 碩士 

彭專益 PENG,ZHUAN-YI 男 中興大學機械系 碩士 

楊士德 YANG,SHIH-TE 男 中興大學機械系 碩士 

李孟熹 LEE,MENG-HSI 男 中興大學環工系 碩士 

陳俞均 CHEN,YU-CHUN 女 中興大學電機系 碩士 

白雯琪 PAI,WEN-CHI 女 中興大學電機系 碩士 

陳遠鵬 CHEN,YUAN-PENG 男 中興大學化工系 碩士 

謝馨誼 HSIEH,HSIN-YI 女 中興大學化工系 碩士 

黃琬淳 HUANG,WAN-CHUN 女 中興大學材料系 碩士 



林明哲 LIN,MING-JE 男 中興大學精密所 碩士 

李季達 LEE,GI-DA 男 中興大學醫工所 碩士 

鍾佩倫 CHUNG,PEI-LUN 女 中興大學通訊所 碩士 

黃女娟 HUANG,NU-CHUAN 女 
中興大學 

生命科學系 
碩士 

佘慈芳 SHE,TZU-FANG 女 
中興大學 

分子生物學研究所 
碩士 

林傑倫 LIN,JEROME 男 
中興大學  

基因體暨生物資訊學研究所 
碩士 

張栢彰 CHANG,PO-CHANG 男 
中興大學  

基因體暨生物資訊學研究所 
碩士 

張書豪 CHANG,SHU-HAO 男 中興大學獸醫學系 碩士 

李依儒 LEE,YI-RU 女 
中興大學 

微生物暨公共衛生學研究所 
碩士 

陳瑞伶 CHEN,RUEI-LING 女 中興大學會計學系 碩士 

曹舒菡 TSAO,SHU-HAN 女 中興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碩士 

林芳誼 LIN,FANG-YI 女 中興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碩士 

葉哲君 YEH, CHE-CHUN 女 中興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碩士 



常宏維 CHANG, HUNG-WEI 男 中興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碩士 

彭彩熏 PENG, CAI-SYUN 女 中興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碩士 

蕭翌柱 SHIAU,YIH-JUH 男 中興大學園藝系 博士 

吳秋昌 WU,CHIOU-CHANG 男 中興大學森林系 博士 

盧慶龍 LU,CHING-LUNG 男 中興大學應經系 博士 

王依蘋 WANG,YI-PING 女 中興大學土環系 博士 

莊智瑋 CHUANG,CHIN-WEI 男 中興大學水保系 博士 

張元康 CHANG,YUAN-KANG 男 中興大學化學系 博士 

蘇奕菘 SU, YI-SONG 男 中興大學化學系 博士 

陳威宏 CHEN, WEI-HUNG 男 中興大學化學系 博士 

麥綺倫 MAI, CHI-LUN 女 中興大學化學系 博士 

陳慧霜 CHEN, HUEI-SHUANG 女 中興大學應用數學系 博士 

陳榮陞 CHEN, JUNG-SHENG 男 中興大學應用數學系 博士 

張敬信 CHANG, CHING-HSIN 男 中興大學應用數學系 博士 

林宣宏 LIN, HSUAN-HUNG 男 中興大學應用數學系 博士 

王健亞 WANG, JEN-YA 男 中興大學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 博士 

吳男益 WU, NAN-I 男 中興大學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 博士 



王順元 WANG, SHUN-YUAN 男 中興大學土木系 博士 

李基銓 LEE, CHIH-CHUAN 男 中興大學機械系 博士 

梁志銘 LIANG, CHIH-MING 男 中興大學環工系 博士 

王維敬 WANG, WEI-CHING 男 中興大學電機系 博士 

王淑璟 WANG, SHU-CHING 女 中興大學化工系 博士 

林瑋德 LIN, WEI-DE 男 
中興大學 

分子生物學研究所 
博士 

吳妤憶 WU, YU-YI 女 
中興大學 

分子生物學研究所 
博士 

陳智華 CHEN, CHIH-HUA 男 
中興大學 

分子生物學研究所 
博士 

張雅琁 CHANG,YA-SIAN 女 中興大學獸醫學系 博士 

王裕智 WANG, YU-CHIH 男 中興大學獸醫學系 博士 

陳瀅太 CHEN, YNG-TAY 男 中興大學獸醫學系 博士 

李玫憲 LEE, MEI-HSIEN  男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 博士 

共計推薦 103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