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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  應用經濟學系 

106 學年度第 9 次系務會議議程 

時     間：107年 04月 19日（週四）  

地     點：德香樓 B310會議室 

主     席：李杰憲老師 

出席人員：陳谷劦老師、王緁妶老師、李喬銘老師、林啟智老師、周國偉老師 

 戴孟宜老師、曾銘深老師、傅信豪老師 

請    假：賴宗福老師 

記     錄：羅羽筑 

列     席：  

壹、 主席致詞 

貳、 報告事項 

一、恭賀，本系系學會榮獲 106學年度全國社團評鑑，自治性社團”優等”。 

二、 本系佛光西來雙學位及交換生甄選共十名成功交換，名單如下。 

1、陳穎華    應用經濟系  二年級   10313338   美國西來大學 

2、楊閔亘    應用經濟系  一年級   10613302   南京理工大學應用經濟系 

3、向芸嫻    應用經濟系  一年級   10613301   南京大學經濟系 

4、洪藝銘    應用經濟系  二年級   10513346   北京交通大學 

5、李佳育    應用經濟系  二年級   10513311   北京交通大學 

6、曾雯暄    應用經濟系  一年級   10613310   深圳大學 

7、蔡亮懿    應用經濟系  二年級   10513314   深圳大學金融學系 

8、廖虹淳    應用經濟系  三年級   10413306   東南大學經濟學系 

9、徐敏瑄    應用經濟系  二年級   10513334   揚州大學 

10、郭妍汝   應用經濟系  碩二      10523304   東南財經大學工商管理學院 

三、說明本系高教深耕計畫申請狀況。 

四、應用經濟系研討會延期說明。 

五、本周 4/20、21日為 107學年度個人申請面試，敬請各位老師務必出席現場關照考生及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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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近期協助系務推展工作紀錄 

※若有未登記上的老師，請不吝告知 

編號 教師 日期 事件摘要 主辦單位 屬性 代碼 

1.  戴孟宜 107.03.28 頭城家商 

招生處 

學系參訪  

2.  戴孟宜 107.03.28 大興高中 學系參訪  

3.  林啟智 107.03.29 啟英高中 模擬面試  

4.  傅信豪 107.03.31 東山高中 模擬面試  

5.  曾銘深 107.03.31 方濟高中 甄試輔導  

6.  林啟智 107.04.02 中道高中 甄試輔導  

7.  王緁妶 107.04.02 中華高中 甄試輔導  

8.  傅信豪 107.04.02 景文高中 甄試輔導  

9.  傅信豪 107.04.02 格致高中 模擬面試  

10.  陳谷劦 107.04.03 辭修高中 模擬面試  

11.  賴宗福 107.04.03 秀峰高中 模擬面試  

12.  王緁妶 107.04.03 醒吾高中 模擬面試  

13.  賴宗福 107.04.03 秀峰高中 模擬面試  

14.  曾銘深 107.04.03 花蓮女中 模擬面試  

15.  李杰憲 107.04.03 瑞芳高工 模擬面試  

16.  曾銘深 107.04.09 基隆市立中山高中 甄試輔導  

17.  傅信豪 107.04.09 金陵女中 甄試輔導  

18.  林啟智 107.04.09 竹林高中 甄試輔導  

19.  賴宗福 107.04.09 蘭陽女中 甄試輔導  

20.  周國偉 107.04.10 靜修女中 甄試輔導  

21.  周國偉 107.04.10 宜蘭高中 甄試輔導  

22.  曾銘深 107.04.10 及人高中 甄試輔導  

23.  王緁妶 107.04.11 永豐高中 模擬面試二  

24.  周國偉 107.04.11 辭修高中 甄試輔導  

25.  曾銘深 107.04.11 基隆二信高中 模擬面試  

26.  陳谷劦 107.04.11 私立光復高中 甄試輔導  

27.  林啟智 107.04.12 啟英高中 甄試輔導  

28.  戴孟宜 107.04.12 磐石高中 甄試輔導  

29.  賴宗福 107.04.12 協和祐德高中 模擬面試  

30.  李杰憲 107.04.12 泰山高中 甄試輔導  

31.  李杰憲 107.04.12 南山高中 模擬面試  

32.  陳谷劦 107.04.13 格致高中 講座  

33.  傅信豪 107.04.13 金甌女中 甄試輔導  

34.  王緁妶 107.04.13 振聲高中 甄試輔導  

35.  戴孟宜 107.04.13 羅東高中 甄試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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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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學年度新生電訪分配案，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另請賴宗福老師及曾銘深老師協助

第二階段電訪。 

提案二 107學年度新生茶話會案，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請假師長-李喬銘老師(另有招生活

動)，另因視聯繫狀況安排中區場及宜蘭場說明

會。 

提案三 新增「企業實習」場域案，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 

肆、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107學年度個人申請第二階段面試案，提請討論。 

  說明：財經組有 45名、經建行政組 14 名、國際商務組 20 名，重複本系兩組有 7位。 

 審查資料委員及口試委員：周國偉老師、李喬銘老師、王緁妶老師。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107學年度個人申請第二階段面試口試費用分配案，提請討論。 

  說明：本次考生共計 79位，每位考生 85元計算。 

  討論： 

  決議：同意，當日口試委員每位得拿二分之一每人每位 3358元，其餘二分之一均分給 

        七位場外委員每人 1438-1439元。 

  

【提案三】 

  案由：107學年度個人申請第二階段面試，當天上課教師狀況，提請討論。 

  說明：  

  討論： 

  決議：請各位師長凡沒課時務必至面試場地共同關心考生及師長。 

 

 

伍、 臨時動議 

 

陸、 散會(13: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