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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  應用經濟學系 

107學年度第 12次系務會議記錄 
 

時     間：108年 06月 20日（週四） 

地     點：本校德香樓 B310會議室 

主     席：周國偉主任 

出席人員：陳谷劦老師、林啟智老師、賴宗福老師、戴孟宜老師、李喬銘老師、傅信豪老師 

請    假：李杰憲老師、曾銘深老師 

記     錄：羅羽筑 

壹、 主席致詞 

貳、 報告事項 

一、暑期大學博覽會日期 7/20、21兩日，輪值老師如下。 

7/20（六）上午 7/20（六）下午 7/21（日）上午 7/21（日）下午 

林啟智 李喬銘 陳谷劦 賴宗福 

二、 碩士班及碩專班學位考試申請截止日為 6/21（五）。 

三、 6/17-21為期末考週，成績登錄：學士班 6/28（五）截止、研究所 7/5（五）截止。 

四、 福委會旅遊補助申請請於 108年 7月 22日(一)前提出，逾時將無法補助。 

五、 各位老師於 25號前繳交教師績效月報，最後回報給董事會。 

六、 應用經濟學系行事曆，請參閱附件。 

七、 近期協助招生推展工作紀錄，請參閱附件。 

參、 前次會議紀錄確認暨執行情形報告： 

提案 會議決議 執行情況 

一 

提案單位：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 

案由：108學年度院級以上各項會議代表名單。 

決議： 

1. 校務會議代表：李喬銘老師 

2. 院務會議代表：傅信豪老師  

3. 院教評會議代表：陳谷劦老師、周國偉老師、李杰憲老師 

    李喬銘老師、林啟智老師、賴宗福老師、戴孟宜老師 

4. 院課程委員會：戴孟宜老師 

5. 圖書暨資訊會議委員：李杰憲老師、陳芷翎同學 

6. 能源管理委員：傅信豪老師 

7. 研發會議：賴宗福老師 

8. 教學優良教師初選委員會及特優導師推薦委員會：林啟智

老師  

提送院辦公室。 

二 

提案單位：應用經濟學系 

案由：推選 108年度系課程委員會委員。 

決議： 

委員代表本系全體專任教師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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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代表-學士班陳芷翎、碩士班林奕慈 

畢業生代表-陳俐潔 

產業界代表-蕭沂鎮 

三 

提案單位：應用經濟學系 

案由：推選本系 108圖書審議小組委員。 

決議：108學年度圖書委員由李杰憲老師擔任。 

通過 

四 

提案單位：應用經濟學系 

案由：107-2學年度圖書採購案。 

決議：若有需求的老師會後向系辦提出。 

李杰憲老師已有提出書

單，彙整後送至圖書館。 

臨時 

動議 

提案單位：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 

案由：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以學院為核心組織架構案，提請討

論。 

說明：為落實以學院為核心架構，並順利推動學程 2.0版，社

會科學暨管理學院組織調整為「社會科學學院」並下轄社會學

與社會工作學系、心理學系與公共事務學系，以及「管理學院」

並下轄應用經濟學系與管理學系 

決議：通過 

通過 

肆、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推選本系應用經濟系學會指導老師案，提請討論。 

      說明：請戴孟宜老師說明。 

      討論： 

      決議：若有意願老師可提出。 

 

【提案二】  

  案由：107學年度暑期學生企業實習申請案，提請討論。 

  說明：此次有簽約廠商 9家，另有一家積木博物館正在準備簽約中，學生申請已於 6/14截止，各 

        廠商申請人數/人名如下表。 

廠商 

名稱 

台北 

金融 

冠翔 

世紀 

南山 

(新店

新發) 

南山 

(台北

大來) 

南山 

(宜蘭

翔盛) 

富邦 

(台北

富智) 

國泰 

(宜蘭

展業) 

大昌 

證券 

大昌 

期貨 

積木博

物館 

(簽約中) 
共計 

11 名 
申請 

人數 
0 1 1 1 0 0 4 3 0 1 

申請 

學生 
 林岑翰 呂亭霓 林凱蔚   

倪珮慈 

周子詰 

蔡季哲 

李國弘 

閻弘子 

陳浥蕙 

謝有登 

 林亞琪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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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案由：關於本系 108學年度招生策略調整及檢討案，提請討論。 

  說明：1. 學士班、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招生分組形式； 

2. 學士班選考科目及採計比例(個人申請)討論； 

3. 招生文宣內容建議； 

4. 其他建議事項。 

  討論： 

  決議：請各位老師提出方案，並於 7/31前提出。 

 

伍、 臨時動議 

陸、 散會 

 

※107 學年度協助系上招生推展工作紀錄 

日期 時間 活動方式 協助師長 主辦單位 

107/8月 - 碩士學分班開設 周國偉 - 

107.08.23-24 - 招生專業化高中校務研習會 傅信豪 招生處 

107.10.04 ALL 強恕高中-拜訪校長及入班宣導 周國偉 - 

107.10.18 ALL 強恕高中-拜訪校長 周國偉 - 

107.10.24 14:00 啟英高中-學群講座 傅信豪 招生處 

107.10.25 ALL 十信高中-拜訪校長及入班宣導 周國偉 - 

107.10.29 12:00 滬江高中-礁溪球場餐敘 周國偉 招生處 

107.11.05 12:30-14:00 新民高中-備審資料講座 陳谷劦 招生處 

107.11.08 12:30-14:00 新民高中-備審資料講座 陳谷劦 招生處 

107.11.14 18:00 新北市地區教育夥伴餐敘 周國偉 招生處 

107.11.22 09:30-10:30 十信高中-拜訪校長 周國偉 - 

107.11.22 11:30 強恕高中-拜訪 周國偉 - 

107.12.04 14:00-15:00 淡江高中-面試技巧講座 賴宗福 招生處 

107.12.11 09:00-10:00 慧燈中學-經濟學講座 周國偉 招生處 

107.12.13 14:00-16:00 樹林高中 李喬銘 招生處 

107.12.19 14:00-16:00 泰山高中-學習歷程檔案說明講座 陳谷劦 招生處 

107.12.25 13:30-16:00 宜蘭地區高中評量尺規工作坊 傅信豪/戴孟宜 招生處 

108.01.08 19:30-21:00 慧燈中學-經濟學講座 林啟智 招生處 

108.01.08 18:00 桃園區高中職教育夥伴聯誼餐敘 曾銘深 招生處 

108.01.29 08:30-09:50 羅東高中-面試技巧講座 陳谷劦 招生處 

108.01.30 11:10-12:00 中道中學-大學一日體驗 周國偉 招生處 

108.02.20 11:10-12:00 四維高中-大學一日體驗 戴孟宜 招生處 

108.02.22 13:30-14:00 明德中學-大學一日體驗 李杰憲 招生處 

108.02.23-24 - 北區大學博覽會 
周國偉/李杰憲 

曾銘深 
招生處 

108.02.25 12:10-13:00 花蓮女中-財經學群介紹 林啟智 招生處 

108.02.26 10:00-10:30 東海高中-大學一日體驗營 李杰憲 招生處 

108.03.07 13:30-13:50 錦和高中-大學一日體驗營 戴孟宜 招生處 

108.03.07 09:00-13:00 強恕高中-大學一日體驗營 周國偉/傅信豪 
本系/招生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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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3.08 
09:00-13:00 

十信高中-大學一日體驗營 
周國偉/傅信豪 

本系/招生

處 

108.03.08 13:50-14:10 景文高中-大學一日體驗營 李杰憲 招生處 

108.03.11 14:00-15:30 竹林高中-面試技巧講座 林啟智 招生處 

108.03.11 12:30-13:30 台東女中-校系介紹 周國偉 招生處 

108.03.11 14:00-15:00 台東高商-入班宣導 周國偉 招生處 

108.03.15 10:30-12:00 靜修女中-大學一日體驗營 李杰憲 招生處 

108.03.22 09:00-12:00 啓英高中-模擬面試 賴宗福 招生處 

108.03.27 12:00-13:30 新竹高商-礁溪球場餐敘 賴宗福 招生處 

108.02.12-4/30

（週二共十次） 
10:00-11:50 

宜蘭高中-多元選修課程 

（經濟學導覽） 

周國偉/戴孟宜 

賴宗福/傅信豪 
教務處 

108.03.21-5/16 

（週四共七次） 
15:10-17:00 

金甌女中大學預修系列探課程 陳谷劦 

李喬銘 

招生處 

108.03.29 14:20-16:10 林口高中-面試技巧講座 陳谷劦 招生處 

108.03.29 10:0-12:00 啓英高中-甄試輔導 周國偉 招生處 

108.04.01 15:20-16:10 景文高中-甄試輔導 賴宗福 招生處 

108.04.01 15:00-16:00 南山高中-甄試輔導 傅信豪 招生處 

108.04.01 11:00-12:00 方濟高中-甄試輔導 傅信豪 招生處 

108.04.01 18:00-19:30 協和祐德高中-模擬面試 周國偉 招生處 

108.04.02 13:00-16:00 治平高中-模擬面試 戴孟宜 招生處 

108.04.02 時間未定 明德高中-甄試輔導 戴孟宜 招生處 

108.04.02 10:00-12:00 宜蘭高中-模擬面試 曾銘深 招生處 

108.04.02 14:00-16:00 宜蘭高商-甄試輔導模擬面試 林啟智 招生處 

108.04.02 12:00-13:00 蘭陽女中-甄試輔導(改說明會碰面) 李杰憲 招生處 

108.04.02 14:20-15:00 恆毅高中-甄試輔導 李喬銘 招生處 

108.04.02 13:00-16:00 治平高中-模擬面試 戴孟宜 招生處 

108.04.02 14:00-15:00 明德高中-甄試輔導(電話輔導) 林啟智 招生處 

108.04.03 13:00-15:00  永豐高中-模擬面試(第三梯次) 曾銘深 招生處 

103.04.03 13:00-16:00 花蓮女中-模擬面試 李杰憲 招生處 

108.04.08 13:00-14:00 聖心高中-甄試輔導 戴孟宜 招生處 

108.04.08 10:00-14:00 辭修高中-模擬面試暨甄試輔導 周國偉 招生處 

108.04.08 14:00-16:00 金陵女中-甄試輔導 傅信豪 招生處 

108.04.09 14:00-16:00 新北高中-模擬面試 曾銘深 招生處 

108.04.10 11:00-12:00 羅東高中-甄試輔導(改電輔) 李杰憲 招生處 

108.04.10 09:00-13:00 二信高中-模擬面試暨甄試輔導 周國偉 招生處 

108.04.10 09:00-11:00 頭城家商-甄試輔導 陳谷劦 招生處 

108.04.10 10:00-11:00 四維高中-甄試輔導 戴孟宜 招生處 

108.04.10 13:00-15:00 中道中學-模擬面試(改電輔) 賴宗福 招生處 

108.04.10 15:00-16:00 秀峰高中-甄試輔導(改電輔) 賴宗福 招生處 

108.04.16 15:00-16:30 靜修女中-甄試輔導 戴孟宜 招生處 

108.05.08 14:10-16:05 松山家商-備審資料講座 李杰憲 招生處 

108.05.14 13:00-16:00 
格致高中- 18學群與課資輔導教師

研習營 
陳谷劦 招生處 

108.06.04、11 13:00-14:00 宜蘭高中-高一大學旋轉門課程 林啟智 教務處 

108.06.17 - 至高中端致贈祝福碗： 周國偉 招生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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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山高中、強恕高中、幼華高中 

108.06.18 - 至高中端致贈祝福碗：竹林高中 林啟智 招生處 

108.06.27 15:00-17:00 東莞職校系上參訪講座 傅信豪 國際處 

 

※107 學年度應用經濟系主要活動行事曆 

項目 重要活動 日期 

1 系務會議與其他會議 以每月一次會議為原則 

2 108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報名 10/16-11/15 

3 108學年度碩士班甄試面試考試 12/1 

4 108學年度學測報名 10/26-11/8 

5 碩士班論文題綱發表會 108/01/05 

6 108學測考試 108/1/25-26 

7 108學測放榜 108/02/25 

8 108學年度碩士班招生報名 108/1/2-2/5 

9 108學年度碩士班招生面試 108/3/9 

10 108學年度運動績優學生單獨招生 108/2/20 

11 108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報名 108/2/21-3/5 

12 108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面試 108/5/4 

13 108個人申請資料下載 108/04/11 

14 108個人申請面試 108/04/19-20 

15 108個人申請考生志願選填 108/05/09-10 

16 108個人申請公告甄選結果 108/05/16 

17 系（校）友回娘家大會 108/06/01 

18 108指考報名 108/05/07-23 

19 108指考考試 108/07/01-02 

20 108指考成績公告 108/07/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