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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  應用經濟學系 

108學年度第 5次系務會議記錄 

時     間：108年 11月 14日（週四） 

地     點：德香樓 B221室 

主     席：周國偉主任 

出席人員：李杰憲老師、陳麗雪老師、賴宗福老師、曲靜芳老師 

請    假：戴孟宜老師、李喬銘老師、林啟智老師 

記     錄：高靖雯 

壹、 主席致詞 

貳、 報告事項 

一、 109學年度碩士推甄報名現況(截至 108/11/14)：招收 8人，報名 8人，已繳件 8人。 

二、 11/19(二) 9:00-11:00於德香樓 B104教室由本系與金管會合辦 108年金融知識普及計畫：

「深入校園金融知識講座」，敬請師長鼓勵同學踴躍參加。 

三、 應用經濟學系行事曆，請參閱附件。 

四、 近期協助招生推展工作紀錄，請參閱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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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3 

系務會議 

案由：為擴大招生來源，擬請本系教師至「宜蘭縣立慈心華 

      德福教育實驗高級中等學校」開授經濟學相關課程， 

      提請討論。 

決議：緩議。待校方相關規定明確後，再行討論。 

緩議。待校方相關規定明確

後，再行討論/持續列管。 

108-4 

系務會議 

案由：本系學士班修業規定(109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提請 

     討論。 

討論：照案通過。 

已提送至院辦/解除列管。 

108-4 

系務會議 

案由：本系碩士、碩專班修業規定(109學年度入學學生適 

      用)，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已提送至院辦/解除列管。 

108-4 

系務會議 

案由：系上運動隊伍(籃球隊)參加競賽經費補助案，提請討 

      論。  
照案通過/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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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依原定計畫 5千元補助。 

108-4 

系務會議 

案由：本系 10513309張竣傑同學提前畢業，提請討論。 

決議：該生歷年學業成績班排名僅約 13%，經系務會議決議， 

      不符合成績優異條件，依據過往本系學士班成績優異 

      提前畢業之資料顯示，10513317陳ΟΟ同學、10413350 

      李ΟΟ同學及 10413337許ΟΟ同學均名列前茅，若該 

      生因故需提早畢業，可再檢附要提前之具體事由及相 

      關證明文件，並再次提出申請。 

已通知該名學生/解除列管。 

108-4 

系務會議 

案由：華南永昌證劵及頭城農場，兩企業實習單位簽約案， 

      提請討論。 

決議：同意，新增華南永昌證劵及頭城農場為本系企業實習 

      單位。 

請戴孟宜老師持續與該單位

接洽，討論後續相關事宜/

解除列管。 

108-4 

系務會議 

案由：本系新聘教師案，提請討論。 

決議：由周國偉老師、林啟智老師、及李杰憲老師組成第一 

      階段應徵者資料初審遴選委員，決定初審排序為: 

      1. 陳疆平；2. 李維倫；3. 吳彥成；4.林宗漢； 

      5.呂雅萍。其中，優先邀請排序前 3位者參加 11/14 

     （中午）第二階段的簡報面談；如有不能到者，再從第 

      4、5排序者依序遞補。 

已於 11/5（二）以電子郵件

寄發面試通知給 3位老師。 

吳彥成、陳疆平 2位老師在

11/5（二）皆已回覆參加面

試。李維倫老師亦在 11/6

（三）回覆參加面試。 

108-4 

系務會議 

案由：108-2宜蘭高中多元選修課程，提請討論。 

決議：一致同意由陳麗雪老師代表系上前往宜蘭高中協助開 

      設高三多元選修課程。 

請陳麗雪老師協助後續開設

課程相關事宜/解除列管。 

肆、 討論提案： 

【提案一】  

案由：達豐會計師事務所，企業實習單位簽約案，提請討論。  

說明：為充實學生實習場域，故本學期欲增簽一家公司，讓學生可以有多方選擇。 

實習廠商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達豐會計師事務所 

公司地址 台北市北投區公館路 39號 5樓 

實習內容 記帳、查帳、工商登記等…… 

實習福利 實習薪資 24,000元/月(暫定)，享勞健保、團保、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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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決議：因本系目前尚未與會計相關類型企業合作，為充實學生實習場域，讓學生可以有多方選

擇，經系務討論決議通過達豐會計師事務所企業實習單位簽約案。惟日後若有企業欲申

請簽約，須送至系務會議審議實習對象是否與本系專業具相近之屬性。 

 

【提案二】 

案由：本系兼任教師續聘案，提請討論。 

說明：本系兼任教師續聘表如下 

教師姓名 職級 聘期 備註 

秦克堅 副教授 109年 2月 1日起至 109年 7月 31日止 擬開授碩士（或碩專）/學士班課程 

盧清城 助理教授 109年 2月 1日起至 109年 7月 31日止 擬開授碩士（或碩專）/學士班課程 

鍾杏梅 助理教授 109年 2月 1日起至 109年 7月 31日止 擬開授學士班課程 

討論： 

決議：  

項次 提聘單位 教師姓名 職級 聘期 決議 備註 

1 應用經濟系 秦克堅 副教授 109年 2月 1 日起至 109年 7 月 31日止 同意  

2 應用經濟系 盧清城 助理教授 109年 2月 1 日起至 109年 7 月 31日止 同意  

3 應用經濟系 鍾杏梅 助理教授 109年 2月 1 日起至 109年 7 月 31日止 同意  

 

【提案三】 

案由：本系新聘教師面試案，提請討論。 

說明：  

1. 前次系務會議推薦邀請 3位老師進行面試，書面初審之推薦排序名單如下：陳疆平

老師、李維倫老師、吳彥成老師（推薦排序不代表面試順序）。 

2. 依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之規定，本次系務會議將作出初審成績排序，其他應徵資料

列為參考名單，一併提送至「新聘教師甄審委員會」審議。 

討論：為因應應用經濟學系強化實務教學、活化學生在基礎學理的應用層面及未來就業連結，

本次新聘案選才主軸首重應徵者的實務教學經驗（如是否具有財經相關證照或相關工作

經驗等）及研究潛能外，也重視教學熱忱實務背景。 

決議：經書審、簡報試教、及面談，本次新聘案經出席委員投票表決，決定推薦順序為： 

第一順位：陳疆平老師 

第二順位：吳彥成老師 

第三順位：李維倫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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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臨時動議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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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9/3 09:30-12:00 大學招生專業化評量尺規- 

實地訪視 

周國偉 

戴孟宜 

招生處 

108/9/26 - 至高中端拜訪致贈教師節禮品- 

壽山高中 

周國偉 招生處 

108/9/27 - 至高中端拜訪致贈教師節禮品- 

強恕中學、幼華高中 

周國偉 招生處 

108/10/2 - 至高中端拜訪致贈教師節禮品- 

竹林高中 

林啟智 招生處 

108/10/3 14:00-14:50 啟英高中-學群講座 戴孟宜 招生處 

108/10/24 12:00-17:00 強恕高中-招生交流暨籃球友誼賽 周國偉 應用經濟學系/招生處 

108/10/31 18:00-21:00 新北地區高中職- 

教育夥伴聯誼座談及餐敘 

賴宗福 招生處 

108/11/5 9:00-16:30 大學招生專業化- 

執行經驗交流分享暨培訓工作坊 

周國偉 招生處 

108/11/6 10:00-12:00 新竹高商-生涯學群講座 李喬銘 招生處 

108/11/7 08:00-09:00 啟英高中-學群講座 陳麗雪 招生處 

108/11/12 18:00-21:00 桃園地區高中職- 

教育夥伴聯誼座談及餐敘 

李杰憲 招生處 

108/11/15 12:45-14:10 彰化高中-學群講座 曲靜芳 招生處 

108/12/4 13:45-14:10 臺東高中-學群講座 陳麗雪 招生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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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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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09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報名 108/10/15-108/11/14 

3 109學年度碩士班甄試面試考試 108/11/30 

4 109學年度學測報名 108/10/25-108/11/7 

5 碩士班論文題綱發表會 12/28 

6 109學測考試 109/1/17-109/1/8 

7 109學測放榜 109/2/24 

8 109學年度碩士班招生報名 - 

9 109學年度碩士班招生面試 109/3/7 

10 109學年度運動績優學生單獨招生 - 

11 109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報名 - 

12 109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面試 109/5/9 

13 109個人申請資料下載 - 

14 109個人申請面試 - 

15 109個人申請考生志願選填 - 

16 109個人申請公告甄選結果 - 

17 109指考報名 109/5/19-109/5/28 

18 109指考考試 109/7/1-109/7/3 

19 109指考成績公告 109/7/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