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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  應用經濟學系 

108學年度第 2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8年 08月 28日（週三）中午 12:00 

地     點：中天溫泉渡假飯店 

主     席：周國偉主任 

出席人員：林啟智老師、賴宗福老師、李喬銘老師、李杰憲老師、陳麗雪老師、戴孟宜老師 

請    假：曲靜芳老師 

記     錄：高靖雯 

壹、 主席致詞 

貳、 報告事項 

一、 9/2—9/5新生定向輔導營，9/5─9/8系學會舉辦新生迎新活動。 

二、 本學期 9/9(一)全校正式上課，9/9─9/16為課程加退選，請各導師輔導同學加退選課。 

三、 即日起至 8 月 30 日(五)截止為老師審核 108-1 學期 TA 需求時間，敬請登入「TA 系統」審

核。 

四、 106學級導師分配，請參閱附件(p.4)。 

五、 近期協助招生推展工作紀錄，請參閱附件(p.3)。 

參、 各項系級會議決議暨執行情形報告： 

提案 會議決議 執行/列管情況 

107-12 

系務會議 

案由：推選本系應用經濟系學會指導老師案，提請討論。 

決議：同意戴孟宜老師 108學年度起免兼系學會指導老師。 

108學年度系學會指導老

師人選將於 108-2系務會

議產生，若有意願老師可

提出/持續列管 

107-12 

系務會議 

案由：關於本系 108學年度招生策略調整及檢討案，提請討

論。 

決議： 

學士班採分組招生〈財務金融組、國際商務組〉，研究所不分

組。 

個人申請學士班選考科目：社會科〈學測成績不計入第二階

段評分。〉 

已在招生會議通過/解除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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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宣及高中端體驗課程〈例如：聰明玩經濟等……〉，請各位

老師提出提案。 

107-12 

系務會議 

案由：107學年度暑期學生企業實習申請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此次有簽約廠商 9家，另

有一家積木博物館正在簽

約中/持續列管 

108-1 

系務會議 

案由：本系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兼任教師鍾杏梅博士新聘案，

提請討論。 

決議：6票同意，0票反對，照案通過。 

已通過 8/22院教評會議/

解除列管 

108-1 

系務會議 

案由：推選本系 108學年度院務會議代表，提請討論。 

決議：一致推派由李喬銘老師擔任本系 108學年度院務會議

代表。 

已送院辦備查/解除列管 

108-1 

系務會議 

案由：2019「經濟學遊戲教學分享會」，本系推派教師參與，

並於開學分享。 

決議：一致推派由陳麗雪老師參與 2019台灣經濟學會舉辦的

「經濟學遊戲教學分享會」。 

執行中/持續列管 

108-1 

系務會議 

案由：本系與管理學系合聘專任教師曲靜芳老師案，提請討

論。 

決議：6票同意，0票反對，本案照案通過。 

已通過 8/22院教評會議/

解除列管 

108-1 

系務會議 

案由：本系與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合聘林晏如老師案，提請

討論。 

決議：6票同意，0票反對，本案照案通過。 

院教評會議因故撤案/解

除列管 

108-1 

系務會議 

案由：本系副教授林啟智老師升等教授案，提請討論。 

決議：5票同意，0票反對，本案照案通過。 

已通過 8/22院教評會議/

解除列管 

108-1 

系務會議 

案由：本系副教授周國偉老師升等教授案，提請討論。 

決議：5票同意，0票反對，本案照案通過。 

已通過 8/22院教評會議/

解除列管 

肆、 討論提案： 

   【提案一】  

     案由：推派本系系學會指導老師人選，提請討論。 

     說明：：107-12 系務會議決議，同意戴孟宜老師於 108學年起免擔任本系系學會指導老師，另 

             擇其他老師協助系學會運作。 

     討論： 

     決議：一致推派由陳麗雪老師擔任本系 108學年度本系系學會指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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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案由：決定大陸地區 2019秋季班交流生導師人選，提請討論。 

  說明：詳見附件。 

身分別 原就讀學校 學號 姓名 性別 學制年級 

研修生 西北師範大學經濟統計學系 108D33001 李文婕 女 大學部三年級 

研修生 東莞職業技術學院財經系 108D33008 林宪睿 男 大學部二年級 

研修生 東莞職業技術學院應用經濟學系 108D33011 黃志成 男 大學部二年級 

交換生 海南大學國際經濟與貿易文科實驗班 108A33002 黎子君 女 大學部三年級 

交換生 烟臺大學文經學院財務管理 108A33004 劉澤旭 男 大學部二年級 

交換生 鄭州西亞斯學院金融學 108A33008 楊喆 男 大學部三年級 

  討論： 

  決議：李杰憲老師自願擔任本系大陸地區 2019秋季班交流生導師，並獲出席委員一致同意。 

 

【提案三】 

  案由：推派本系企業實習負責老師人選，提請討論。 

  說明：本系企業實習原由傅信豪老師擔任。因傅老師自 108學年離職，需再另擇系上專任老師負責 

        學生企業實習相關事宜。 

  討論： 

  決議：一致推派由戴孟宜老師擔任本系 108學年度本系企業實習負責老師。 

 

伍、 臨時動議 

陸、 散會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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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8月 - 碩士學分班開設 周國偉 應用經濟學系/推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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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學級導師分配一覽表 

導師 序 姓名 學號 組別 

 

 

李喬銘 

1 許家筠 10613322 產業趨勢組 

2 黃紹竣 10613313 財務金融組 

3 馮文鑑 10613353 財務金融組 

4 朱婕寧 10613347 財務金融組 

5 呂孟威 10613349 財務金融組 

6 吳培妘 10613306 產業趨勢組 

 

 

林啟智 

1 陳思樺 10613367 財務金融組 

2 葉靜潔 10613331 財務金融組 

3 黃昱翔 10613305 財務金融組 

4 游涵婷 10613339 財務金融組 

5 陳彥至 10613329 財務金融組 

6 楊凱文 10613361 財務金融組 

 

 

李杰憲 

1 葉丁福 10613320 不分組 

2 賴韋伶 10613337 財務金融組 

3 徐芷琳 10613345 財務金融組 

4 張右姍 10613312 產業趨勢組 

5 陳文龍 10615014 產業趨勢組 

 

 

賴宗福 

1 楊闓銘 10613303 財務金融組 

2 曾雯暄 10613310 產業趨勢組 

3 潘冠捷 10613357 財務金融組 

4 王彥鈞 10613371 財務金融組 

5 向芸嫻 10613301 財務金融組 

 

 

周國偉 

1 薛智倫 10613369 財務金融組 

2 林苡晴 10613309 財務金融組 

3 張江澤 10613319 財務金融組 

4 黃浩庭 10613314 產業趨勢組 

5 江家源 10613343 財務金融組 

 

 

戴孟宜 

1 簡廷霖 10613318 產業趨勢組 

2 陳芷翎 10613325 財務金融組 

3 陳芳雅 10613311 財務金融組 

4 林廷軒 10613359 財務金融組 

5 李宜婷 10613304 產業趨勢組 

 

 

陳麗雪 

1 魏培芮 10613355 財務金融組 

2 黃大川 10613323 財務金融組 

3 周宏祥 10613321 財務金融組 

4 楊閔亘 10613302 產業趨勢組 

5 白宇軒 10613373 財務金融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