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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  應用經濟學系 

106 學年度第 12 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7 年 06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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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宗福老師 

 戴孟宜老師、曾銘深老師、傅信豪老師 

請    假： 

記     錄：羅羽筑 

列     席：  

壹、 主席致詞 

貳、 報告事項 

一、捷報，本系大三吳建宏同學、黃芃茵同學、通過國貿大會考考試。 

二、105 級同學學術導師申請完畢，將於 107-1 期初公告導師及導生名單。 

三、107 學年度大學博覽會日期 7/21、22 兩日，輪值老師時段如下：(若需調整日期請告訴羽筑) 

 李杰憲老師因暑期學分班上課故調整一次 

7/21(六)上午 

10：00 至 13：30 

7/21(六)下午 

13：30 至 17：00 

7/22(日)上午 

10：00 至 13：30 

7/22(日)下午 

13：30 至 17：00 

陳谷劦老師 周國偉老師 王緁妶老師 戴孟宜老師 

四、107-1 學期 TA 申請作業自 6 月 19 日(二)起至 6 月 26 日(二)止，請各位老師上系統申請。 

五、6/16(六)為本系學術研討會暨系友回娘家及新生茶話會，學術研討會進行時程及方式請傅老

師說明，系友回娘家及新生茶話會進行時程及方式請羽筑協助說明，另外敬請各位老師一同

響應並號召研究生及系友多多參與。 

六、6/28(四)東莞中職佛光大學夏令營，東莞市經濟貿易學校-金融班 19 人(18 生 1 師)來系參訪，

13:30-14:45 由系主任簡介，14:45-15:45 由工讀生帶圖書館導覽，15:45-17:00 由系上教師專題

介紹，17:00 由工讀生將參訪成員帶回懷恩館。 

七、碩士學位考試申請截止日為 6/29(五)。 

八、6/28(四)社科院於麒麟飯店辦理社科院共識營，敬請各位師長務必出席。 

九、107-1 課程教學計畫上傳截止日於本周 6/15(五)截止，請各位老師記得上傳教學計劃表。 

十、6/25-29 為期末考週，成績登錄：學士班 7/6(五)截止、研究所 7/13(五)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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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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 106 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代表，

提請討論。 

推舉王緁妶老師代表本系參加教學優良教
師。 

肆、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學生企業實習申請案，提請討論。 

      說明：已有簽約廠商 8 家，開放學生申請截止至 6/13，各廠商申請人數如下表。 

廠商 

名稱 

台北 

金融 

頂鮮

101 

大昌 

證券 

冠翔 

世紀 

富邦 

(富智) 

南山 

(新店

新發) 

南山 

(台北

大來) 

南山 

(宜蘭

翔盛) 
共計 

6 名 
申請 

人數 
2 1 0 0 0 2 0 1 

  討論： 

  決議： 同意以上申請同學前往實習，並開放申請至 6/29 日。 

 

【提案二】  

案由：107 學年度院級以上各項會議代表名單，提請討論。 

說明： 

     1.院務會議：各系系主任為當然委員，教師代表由各系推選專任教師一人擔任。 

     2.院課程會議：各系主任為當然委員，並由各系務會議推派教師代表、本院學生 

             代表三名(管理系、社會系、經濟系)、校內外專家學者或產業界(公事   

             系)代表一名及畢業生代表一名共同組成(公事系)。 

     3.校務會議：社科院已選出林錚老師、吳佳瑾老師、林緯倫老師、林大森老師、 

                 張國慶老師、林烘煜老師，請選出系代表(副教授級以上 1 位) 

     4.學務會議：請推派一位教師代表(經濟系)、一位學生代表(經濟系) 

     5.內控小組委員 1 位(請推派未兼任行政職資深教師) 

  6.教務會議：請推派一位教師代表(經濟系)     

     7.總表如附件一。 

討論： 

決議： 

會議名稱 教師代表 學生代表 其他 

院務會議 傅信豪老師 

院課程會議 李杰憲老師 大三林靖淳同學 畢業生代表-公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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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代表-公事系 

校務會議 李喬銘老師 

學務會議 曾銘深老師 大三林靖淳同學  

內控小組委員 林啟智老師   

教務會議 周國偉老師   

【提案三】  

  案由：推選 107 年度系課程委員會委員，提請討論。 

  說明： 

        1.依本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條及第三條規定辦理。 

        2.本會由本系全體專任教師、學生代表二名、校內外學者專家或產業界代表一  

          名及畢業生代表一名組成。系主任並擔任召集人，學生代表二名，學士班一     

          名及碩士班各推選學生一名擔任，任期一年，並得連任。 

討論： 

決議：學生代表-學士班林靖淳 碩士班-劉彥鈞、校外學者代表-蕭沂鎮 

      畢業生代表-陳俐潔 

 

【提案四】  

  案由：推選 107 學年度系教評會委員案，提請討論。 

  說明：依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規定辦理。 

        由每位教師圈選侯選委員 2 人，再以得票高者當選本學年度教評會委員。 

        委員共 7 位，除主任為召集人，其餘六位由本系專任教授推選產生， 

        但副教授不得少於四人。委員任期一年，並得連任。 

  討論： 

  決議：當選委員代表-李杰憲、周國偉、陳谷劦、賴宗福、李喬銘、林啟智、王緁妶 

        備取-戴孟宜 

【提案五】  

  案由：推選本系 107 圖書審議小組委員，提請討論。 

  說明： 

依據『系所圖書審議小組設置要點』第 3 條規定：「本小組由各系所二分之一以上 

教師組成，為無給職，系主任或所長為召集人。」 

本系 106 學年度圖書審議小組由本系全體專任教師組成，戴孟宜老師代表本系為 

105 學年度圖書委員。 

 討論： 

 決議： 戴孟宜老師連任 107 學年度圖書委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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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六】  

      案由：本系學生江錡(學號：10413346)於暑期前往菲律賓台商公司實習案，提請討論。  

      說明：該生將於 107/07/09-09/02 前往學校合作之台商公司實習，該生選修財經實務   

            學程，是否同意抵認學程內企業實習課程。  

  討論： 

  決議： 同意，該生抵認企業實習課程，需有提供相關實習證明佐證。 

 

【提案七】  

案由：本系學生李紅艷(學號：10413350)於 107-1 欲選修公事系所開「專業倫理」課程   

      抵認案，提請討論。 

說明：李紅艷為大三學生成績優異，預計在下學期起申請至北京大學交換生，因本系專 

      業倫理為畢業學分該課程開於 107-2 將影響畢業，估希望可選修公事系所開「專 

      業倫理」抵認本系「專業倫理」之課程， 請討論，是否開放抵認。 

討論： 

決議： 同意。 

 

【提案八】  

案由：本系大四學生郭卉庭、 鄭宇薇、鄭惠中、夏敬堯、呂學銘，選修管理系所開設「企 

      業實習」抵認本系財經實務學程內「職場實務專題」，提請討論。 

說明：因本學期職場實務專題以及企業實習 B 選課人數不足，故無法開課，5 名學生 

為本系大四學生，因畢業學分需求至管理系選修「企業實習」3 學分抵認本系財經

實務學程內「職場實務專題」3 學分請討論，是否開放抵認，另請王緁妶老師補充

說明。 

討論： 

決議：同意抵認，管理系選修「企業實習」3 學分抵認本系財經實務學程內「職場實務專 

      題」3 學分。 

 

【提案九】  

案由：本系 104-106 學年度系核心學程內「財政學」是否開放抵認經貿產業學程內任一 

      選修課程，提請討論。 

說明：  

討論： 

決議：同意，抵認經貿產業學程選修課程(商用軟體應用除外)。 

http://selcourse2.fgu.edu.tw/student/std_reg_base.aspx?studid=10413350
http://selcourse2.fgu.edu.tw/student/std_reg_base.aspx?studid=10413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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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  

案由：106-2 學年度圖書採購案，提請討論。 

說明：本學期圖書採購金額為五萬元，請各位老師提出需求。 

討論： 

決議：確認書籍無誤，提送圖書館採購。 

 

伍、 臨時動議 

陸、 散會(13: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