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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  應用經濟學系 

105 學年度第 8 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6年 02月 23日（週四） 11:30 

地     點：B310會議室 

主     席：李杰憲老師 

出席人員：王緁妶老師、周國偉老師、林啟智老師、賴宗福老師、曾銘深老師、陳谷劦老師       

           戴孟宜老師 

請    假：李喬銘老師 

記     錄：羅羽筑 

列     席：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報告事項(略) 

一、105-2春季班交換生 20位導師-戴孟宜老師，紫金專班 18位導師-李銘章老師。 

二、本學期起本系周國偉老師兼任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組長。 

三、106學年度學士班招生考試報名，第一階段甄試截止日 3/17(五)，第二階段審查資料   

上傳截止日 3/28(二)，並於 4/7-8辦理面試考試。 

四、106學年度碩班招生考試報名截至 2/22日，報名人數 4位。 

     考試日期為 106年 3月 11日(六) 

五、106碩專班(學分班)招生考試開始報名，網路報名日期自 2/21~3/27日截止。 

     考試日期為 4月 22日(六)。碩專班招生考試敬請各位師長廣為宣傳協助招生。 

六、105-2 學期 TA申請作業皆已審核完畢。 

七、課程棄選自 3/2-3/20日止，改為開學期間一個月內須完成棄選作業，且以棄選 

     一科為限。 

八、因本系影印機原先設定之連線密碼全數清除，請各位老師會後登記使用密碼， 

 將與廠商約時間重新設定連線。 

九、2/27日彈性放假一日，請各位老師自行補課。 

十、3/2(四)康和期貨講座，請喬銘老師、緁妶老師協助(教卓計畫，管理費之支用)。 

十一、 3/6(一)華而成老師講座，周國偉老師、盧清城老師、陳谷劦老師協助 

十二、 3/7(二)維奇塔大學 Wichita State University來校參訪(10:00)，請谷劦老師協助。 

十三、 王緁妶老師、曾銘深老師協助主任星期五系所簡介事宜。 

十四、 深耕計畫及教卓計畫之情況報告。 

十五、 學分抵免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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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近期協助系務推展工作紀錄 

十七、 大學一日體驗及校外招生行程(陸續增加中) 

日期 時間 學校名稱 宣傳/活動方式 輪值老師 

106.02.23(四) 下午13:30(校內) 景文高中 大學一日體驗 4人 李杰憲 

106.02.24(五) 上午10:30(校內) 林口高中 大學一日體驗 李杰憲 

106.03.01(三) 下午13:30(校內) 南山高中 大學一日體驗 李杰憲 

106.03.02(四) 下午14:30(校內) 羅東高商 大學一日體驗 李杰憲 

106.03.03(五) 下午13:30(校內) 六和高中 大學一日體驗 李杰憲 

106.03.03(五) 下午13:30(校內) 

樹林高中(取消) 
換 

靜修女中 

大學一日體驗 李杰憲 

高爾夫球用餐 12:00 曾銘深 

106.03.03(五) 上午11:00(校內) 大興高中 大學一日體驗 李杰憲 

近期協助系務推展工作紀錄 

編號 教師 日期 事件摘要 主辦單位 屬性 代碼 

校外 

1 李喬銘 106.01.20 高雄六龜高中校系介紹 

招生處 

  

2 李喬銘 106.02.07 南投暨大附中面試準備與應答技巧講座暨模擬面試   

3 李喬銘 106.02.07 台中弘文高中大學校系的變化講座   

4 李喬銘 106.02.09 新北市中華高中校系介紹   

5 林啟智 106.02.14 宜蘭慧燈高中大學校系的變化講座暨學系介紹   

6 李喬銘 106.02.15 彰化美和高中校系介紹   

7 李喬銘 106.02.16 彰化鹿港高中校系介紹   

8 李喬銘 106.02.17 揚子高中-大學校系的變化暨備審資料暨面試技巧講座   

9 李喬銘 106.02.18 台南長榮高中大學校系的變化講座   

10 李喬銘 106.02.20 桃園龍潭高中大學校系的變化暨校系介紹   

11 陳谷劦 106.02.20 台北崇光女中「備審資料暨面試技巧講座」   

12 李喬銘 106.02.21 桃園育達高中校系介紹   

13 王緁妶 106.02.22 醒吾高中入班宣導   

14 戴孟宜 106.02.24 台中中港高中入班宣導    

校內 

1 李杰憲 106.02.08 恆毅高中一日體驗營 

招生處 

  

2 周國偉 106.02.08 金山高中一日體驗營   

3 李杰憲 106.02.10 方濟高中一日體驗營   

4 王緁妶 106.02.18 八斗高中一日體驗營   

5 王緁妶 106.02.18 竹林高中一日體驗營   

6 李杰憲 106.02.22 漢英、啟英高中一日體驗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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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3.16(四) 下午13:10(校外) 私立大同高中 面試技巧講座 林啟智 

106.03.22(三) 下午13:10(校外) 花蓮玉里高中 豺狼的微笑～ 

為什麼要念大學 
陳谷劦 

106.03.01(三) 下午15:00(校外) 雲林麥寮高中 入班宣導 曾銘深 

106.03.10(五) 上午10:00(校外) 新北瑞芳高工 
備審資料暨面試

技巧講座 
李喬銘 

106.03.23(四) 上午10:00(校外) 新北泰山高中 模擬面試 戴孟宜 

106.03.30(四) 上午09:00(校外) 台北南港高中 模擬面試 周國偉 

106.03.31(五) 上午08:30(校外) 新北格致高中 升涯學類講座 李喬銘 

 

參、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狀況 

提案 案由 後續辦理情況 

提案一 
本系新聘教師面試案，
提請討論 

推薦順序：1.傅信豪 2.趙慶祥 3.陳富德，並提送至「新聘教師
甄審委員會」審議 

肆、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本系 105系務分工表，提請討論。 

說明：本系 105系務分工表如下： 

項目 教師 補充內容 

綜合業務 李杰憲 本系全部事務。 

招生 周國偉 

擔任行政主管。 

大學、碩士、碩專、學分班之招生策略、系招生委員名單

之建議、規劃並統籌大學生甄試入學當天之教師支援工

作，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教卓、專案、實習、

就業、系網、臉書 
王緁妶 

規劃教學卓越計畫、學校派予之專案之內容並協助執行、

負責實習及就業課程的相關事務、督導系網及臉書內容的

即時更新。 

學生事務 戴孟宜 

系學會相關事宜、學生活動、迎新事宜、畢業典禮、校慶

事宜、經濟週、園遊會、規劃並統籌大學生甄試入學當天

之在學學生支援工作。 

陸生、專班、課程(財

金)、科技部、大陸事

務 

戴孟宜 

陳谷劦 

李杰憲 

陸生(交換生、研修生) 專班導師及學生學習和生活事務、

定期審視或規劃財務金融相關之課程、協助財務金融相關

課程之排課、協助教師及大專生科技部專案、大陸事務。 

系友會、研討會(含論

文發表會) 

課程(產業)、產學合作 

林啟智 

系友會之指導、研討會之規劃籌辦、外賓來系演講事宜、

定期審視或規劃產業趨勢相關之課程、協助產業趨勢相關

課程之排課、協助統籌教師之產學合作案，協助本系深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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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地區各高中職，開發生源。 

本系圖書及器材事

務、系務協調、導師

事宜 

曾銘深 

擔任圖書委員、督導本系圖書及所有器材、財產之購買及

管理方式、督導本系研究生研究室之使用狀況、規劃學術

導師及生活導師之分配方式、系務工作協調及協助主持。 

國際及兩岸事務、教

學資源精進專案、講

座教授相關事宜、綜

合顧問 

陳谷劦 

專辦本校與美加及東南亞之研究教學等國際事務(校長交

辦)、本系與國際及兩岸學校之交流活動、國際外賓來訪

之接待事宜、規劃「一系一亮點」之發展模式、規劃及執

行本系教學資源精進專案、講座教授之聘任及演講、本系

所有事務之綜合顧問，資產評價中心主任。 

協助系務 賴宗福 

擔任行政主管。 

協調教學特優教師、特優導師人選、協助教卓、專案、產

學合作案之規劃。 

協助系務 李喬銘 
擔任行政主管。 

協助招生事務、協助招生規劃專案。 

 

討論：  

決議：  

 

【提案二】 

案由：本系招生事務相關，提請討論。  

說明：本系教師招生順序及時間表如附件一，提請討論。 

討論： 

決議：輪值順序請各位老師參照附件。 

 

 

【提案三】 

案由：王景南老師 105學年度導生分配，提請討論。  

說明：王老師導生 10位，開放自行尋找導師，若無導師者由系上統一分配。 

討論： 

決議：除董帝堤已有找到谷劦老師為導師外，其餘 7位同學分配至每位老師 

      分配名單如下： 

          李杰憲老師-張君婷 

   陳谷劦老師-董帝堤、洪婉庭 

      李喬銘老師-黃鈺涵 

   賴宗福老師-陳佩亨 

      周國偉老師-曾馨慧 

      曾明深老師-張家桐 

      王緁妶老師-金大永 

  林啟智老師-林佑哲 

  戴孟宜老師-楊舜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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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案由：本系 105-1學期書卷獎學金案，提請討論。  

說明：依據名次排行： 

本系 105書卷獎學金名單，提請討論。 

學士班：大四 林恆憲 

大三 經貿組 劉彥均(第 1名為余亞諺，因該生另有優秀獎學金，故由第 2名遞補) 

     財經組 張晏綺 

(因大三財金組及經貿組為分組上課，建請分開組別頒獎。) 

大二 財金組 朱庭萱 不分組 李紅艷 

(書卷獎 超過 40人以上得增加一名，故有 2位名額) 

  大一 財金組 陳浥蕙 不分組 洪藝銘 

(書卷獎 超過 40人以上得增加一名，故有 2位名額) 

碩士班：碩二 林文山、古偉國 

碩一 張皓翔、劉宇婕(同分並列第一，因名額只有一位，故提請討論該名額受獎者) 

碩專班：碩專二 鍾進興 

  碩專一 游媛婷 

討論：  

決議： 大學部及碩專班照提案名單通過，碩一為古偉國、碩二為張皓翔。 

 

【提案五】 

案由：本系 105-2研究生獎學金案，提請討論。  

  說明：依「佛光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審查辦法」，由該學期第二名即可提出申請。 

        名額：碩士班各年級提報 1位，共計 2位；碩專班各年級提報 1位，共計 2位。 

        本系研究生獎學金名單，如下 

   碩士班：碩一 張皓翔、劉宇婕 

(同分並列第一，因名額只有一位，故提請討論該名額受獎者) 

                碩二 林文山、古偉國 

(同分並列第一，因名額只有一位，故提請討論該名額受獎者) 

碩專班：碩專一 蕭沂鎮 

        碩專二 封建森、葉嘉宜 

(同分並列第二，因名額只有一位，故提請討論該名額受獎者) 

  討論： 

  決議：提名名單為碩一劉宇婕、碩二林文山、碩專一蕭沂鎮、碩專二封建森 

 

 

 

【提案六】 

案由：圖書書目專書採購案，提請討論。  

  說明：依圖資處來函，尚有 7萬-8萬可採購，敬請師長勾選。 

  討論： 

  決議：敬請各位師長會後勾選 

http://selcourse2.fgu.edu.tw/student/std_reg_base.aspx?studid=10313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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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臨時動議 

 

陸、 散會(12:57) 

 

 

佛光大學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 

應用經濟學系教師招生順序及時間表 

一、 

應用經濟學系教師開學期間日間校外招生順序及時間表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教師 

陳谷劦 

林啟智 

王緁妶 

曾銘深 

李喬銘 

曾銘深 

陳谷劦 

(賴宗福 

周國偉 

李杰憲) 

王緁妶 

林啟智 

曾銘深 

戴孟宜 

(周國偉 

李杰憲) 

戴孟宜 

賴宗福 

周國偉 

李杰憲 

戴孟宜 

賴宗福 

李喬銘 

李杰憲 

周國偉(PM2:00 前) 

應用經濟學系教師開學期間日間校內外賓參訪、招生(含礁溪球場)順序及時間表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教師 

戴孟宜 

周國偉 

賴宗福 

李杰憲 

王緁妶 

戴孟宜 

林啟智 

(李喬銘) 

陳谷劦 

(賴宗福 

李喬銘) 

林啟智 

曾銘深 

王緁妶 

陳谷劦 

李喬銘 

曾銘深 

林啟智 

王緁妶 

陳谷劦 

周國偉(PM2:00 後) 

註：李喬銘老師、周國偉老師、賴宗福老師、李杰憲老師因擔任主管，星期二、三不列入輪值，但

周國偉老師、賴宗福老師、李杰憲老師盡量支援開學期間日間校內外賓參訪、系所簡介﹔李喬銘老

師盡量支援應用經濟系對外招生、送禮、觀禮、大型活動等事宜。 

 

二、 

星期六日校內外招生順序，原則上各老師最適宜時間為 

時間 星期六 星期日 

08:00-14:00 李喬銘老師 曾銘深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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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孟宜老師 

王緁妶老師 

林啟智老師 

14:00-20:00 

李杰憲老師 

周國偉老師 

陳谷劦老師 

賴宗福老師 

(李喬銘老師) 

 

註：原則上，星期六日總和考量，所有老師輪完一圈以後，才會再繼續輪值招生。 

三、 

開學期間星期一至星期五夜間暨寒暑假全日招生(含面試技巧及飯局)輪值表(延續 105年上學期

12/12起算) 

全員招生順序表 

排序號碼 教師姓名 

1.  戴孟宜 

2.  林啟智 

3.  賴宗福 

4.  曾銘深 

5.  李喬銘 

6.  王緁妶 

7.  周國偉(開學後星期五除外) 

8.  陳谷劦(開學後星期四除外) 

9.  李杰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