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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  應用經濟學系 

108 學年度第 11次系務會議記錄 

時     間：109年 4月 23日（週四） 

地     點：德香樓 B310室 

主     席：周國偉主任 

出席人員：李杰憲老師、賴宗福老師、戴孟宜老師、林啟智老師、陳麗雪老師、陳疆平老師、 

李喬銘老師 

請    假：曲靜芳老師 

記     錄：高靖雯 

壹、 主席致詞 

貳、 報告事項 

一、 109學年度學士班運動績優獨招錄取 2名，皆已完成報到。 

二、 4/24、4/25為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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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109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面試時間 5/9(六)，口試及審查委員為周國偉老師、陳麗雪老

師、林啟智老師。 

四、 大三學生一貫修讀學、碩士學位於 4月 6日起至 5月 8日止。請有上大三課程的老師鼓勵學

生提出申請。 

五、 社科院 108 學年還有研發經費 85,000 元，如果各系擬辦理演講或研討會需使用到，可以與

學院辦公室連絡。 

六、 本系與景文科大商管學院於 109年 5月 1日 (五)協辦 2020年商管學術與實務研討會。 

七、 近期協助招生推展工作紀錄，請參閱附件。 

八、 應用經濟學系行事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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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0 

系務會議 

案由：新制教師陳麗雪老師評鑑作業選出一位外系委員案，

提請討論。 

決議：經投票結果為公事系張世杰老師擔任評鑑委員。 

已提送教務處/解除列管。 

1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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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送院辦/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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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108-10 

系務會議 

案由：本系 10513305呂亭霓同學提前畢業，提請討論。 

決議：依據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學士班成績優異學生提前

畢業要點第二條第四點，該生之歷年成績名次未達在

該學年級學生數前百分之五以內，經系務會議決議，

該案未通過。 

照案通過/解除列管。 

108-10 

系務會議 

案由：本系 10613367陳思樺同學提前畢業，提請討論。 

決議：依據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學士班成績優異學生提前

畢業要點第二條第四點，該生之歷年成績名次未達在

該學年級學生數前百分之五以內，經系務會議決議，

該案未通過。 

照案通過/解除列管。 

108-10 

系務會議 

案由：廢止應用經濟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教

師聘任及升等規定」。 

決議：經系務會議決議，因佛光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

法」，其內容將教師評審委員會二級化，故廢止應用經

濟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並修訂「教師聘

任及升等規定」，修訂內容如附件。 

修訂後通過/解除列管。 

肆、 討論提案： 

【提案一】 

案由：108學年度暑修班開課意願調查表，提請討論。 

說明：教務處來信欲調查 108學年度暑修班開課意願。 

決議：已調查系上學生無此需求，經會議決議 108學年度不會開設暑修班。 

【提案二】 

案由：本系 109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代表，提請討論。 

說明： 

決議：一致推派由賴宗福老師擔任本系 109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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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案由：本系 109學年度特優導師代表，提請討論。 

說明： 

決議：一致推派由陳麗雪老師擔任本系 109學年度特優導師代表。 

 

【提案四】 

案由：109學年度個人申請相關資訊，提請討論。 

說明：109學年度個人申請將於 4/24(五)、4/25(六)舉辦，相關考場資訊已寄至每位老師之信

箱。 

決議：因應疫情，當天留意每小時請工作人員消毒試場及考生/家長休息區，為使發燒或特殊狀

況考生順利應試需架設視訊網路。 

 

【提案五】 

案由：110管理學院「跨領域特色學程」規劃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依據 4/15日「108-2管理學院籌備會議」指示， 110 學年度管理學院跨領域學程，以經

營管理學程方向思考討論，並於下次籌備會前提供學院跨領域學程學分數、必修學分、

選修學分、課程名稱等課程架構內容。 

決議：緩議。目前新增課程為服務事業管理、公司理財、管理經學，相關表單會再寄到每位老

師之信箱，再請各位老師提供相關新增課程之資料。 

 

【提案六】 

案由：本系兼任教師續聘案，提請討論。 

說明： 

教師姓名 職級 聘期 備註 

秦克堅 副教授 109年 8月 1 日起至 110年 1 月 31日止 擬開授碩士/碩專/學士班課程 

盧清城 助理教授 109年 8月 1 日起至 110年 1 月 31日止 擬開授碩士/碩專/學士班課程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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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七】 

案由：本系專任教師續聘案，提請討論。 

說明： 

教師姓名 職級 聘期 備註 

戴孟宜 副教授 109年 8月 1 日起至 111年 7 月 31日止 擬開授碩士/碩專/學士班課程 

賴宗福 副教授 109年 8月 1 日起至 111年 7 月 31日止 擬開授碩士/碩專/學士班課程 

李杰憲 副教授 109年 8月 1 日起至 111年 7 月 31日止 擬開授碩士/碩專/學士班課程 

 

決議：照案通過。 

 

伍、 臨時動議 

六、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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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稿說明 

2020 年商管學術與實務研討會 

【研討會目的】 

本研討會的目的在聚集國內外相關領域的人才，研討商管相關重要議題、分享實務經驗與研究 

成果。此次研討會結合講座，並藉由論文發表期能掌握脈動，增進商管學界在學術與實務交流，提 

升商管應用與發展之整體研究水平。同時讓商管相關之教學者與工作者，在此平台互相交流下，使 

商管人才的培育向下紮根，促進商管學界經驗之傳承與發展。 

【論文徵稿】 

本研討會徵稿議題包括商管相關領域之研究、應用與發展。無論是實務導向、理論發展、實證 

研究、個案探討等方面的相關論文，皆為本研討會誠摯邀請之列。論文涵蓋但不侷限下列主題： 

行銷與流通管理 財務金融市場與實務 

理財與稅務實務 企業經營理論與實務管理 

國際經貿與會展商務 資訊管理與多媒體應用 

生產作業與管理 組織與人力資源管理 

觀光餐旅與休閒管理 其他商管相關議題 

【重要時程】 

1.投稿開始日期：自2019 年12 月23 日 (一) 起 

2.論文全文投稿截止：2020 年3 月1 日 (日) 

3.審查結果通知：2020 年3 月17 日 (二) 

4.註冊繳費時間、論文定稿收件：2020 年3 月18 日 (三) 至4 月1 日 (三) 

5.研討會舉辦日期：2020 年5 月1 日 (五) 

【投稿須知】 

1.投稿方式：一律透過研討會網頁以全文進行線上投稿。 

2.投稿網址：http://fs3.just.edu.tw/~confer/2020/。投稿格式如附件，請詳見投稿網站。 

3.初步審稿通過錄取者，將會另行通知，若欲於研討會當天前來發表論文者請於4 月1 日(三)前 

註冊繳費，屬現場發表論文者註冊費用新台幣600 元，屬海報發表者註冊費用新台幣900 元(含 

海報印刷費)。己完成註冊繳費後，無論是否完成發表，恕不予退費。 

4.通過錄取者最後定稿之全文Word 檔，請於4 月1 日(三)前上傳至投稿網站，以利論文集之編輯。 

◎本研討會審核通過之論文，請發表者註冊繳費並於研討會當日完成發表後，始發給研習證明及論 

文發表證明。所有發表之全文將印製成冊出版。 

◎報名參加研討會研習者，當日出席後發給研習證明。 

舉辦地點：景文科技大學設計館（新北市新店區安忠路99 號） 

主辦單位：景文科技大學商管學院 

協辦單位：佛光大學應用經濟系、景文科技大學行動商務與多媒體應用系、國際貿易系、會議展覽 

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企業管理系、財務金融系、行銷與流通管理系、理財與稅務規劃系 

聯絡方式：（02）8212-2000轉2300 行動商務與多媒體應用系 許舜宇先生、 

轉 2450 國際貿易系簡秋慧 小姐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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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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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20 18:00-21:00 
台中地區高中職- 

教育夥伴聯誼座談及餐敘 
戴孟宜 招生處 

108/12/3 18:00-21:00 
宜蘭地區高中職- 

教育夥伴聯誼座談及餐敘 
陳麗雪 招生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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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2/11 18:00-21:00 苗栗地區教育伙伴餐敘 戴孟宜 招生處 

109/3/6 8:00-16:00 大學一日體驗營-幼華高中 

周國偉 

陳麗雪 

陳疆平 

招生處 

109/3/6 12:30-17:00 大學一日體驗營-靜修高中 陳麗雪 招生處 

109/3/11 14:30-15:00 大學一日體驗營-南山高中 戴孟宜 招生處 

109/3/12 12:10-13:00 
面試技巧講座及佛光大學科系 

整體介紹-中壢家商 
陳疆平 招生處 

109/3/13 9:00-12:00 啟英高中-模擬面試 曲靜芳 招生處 

109/3/13 12:00-13:30 大學一日體驗營-景文高中 李杰憲 招生處 

109/4/1 18:00-21:00 
109個人申請第一階段篩選見面會-

台北場 

周國偉 

賴宗福 

陳麗雪 

陳疆平 

應用經濟學系 

109/4/2 10:00-17:00 
109個人申請第一階段篩選見面會-

高雄場及臺中場 
李喬銘 招生處 

109/4/5 16:00-18:00 
109個人申請第一階段篩選見面會-

台北二場 

周國偉 

賴宗福 

陳麗雪 

應用經濟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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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疆平 

109/4/7 10:00-15:00 普門高中-模擬面試 陳疆平 招生處 

109/4/8 18:00-20:00 
109個人申請第一階段篩選見面會 

-宜蘭場 
戴孟宜 招生處 

109/4/8 14:10-16:00 羅東高商-財經學群講座 陳疆平 招生處 

109/4/8 14:00-16:00 三民高中-模擬面試 李杰憲 招生處 

109/4/9 11:00~13:00 永豐高中-模擬面試 戴孟宜 招生處 

109/4/9 10:00~12:00 蘭陽女中-甄試輔導 林啟智 招生處 

109/4/9 14:00~15:00 慧燈高中-模擬面試 賴宗福 招生處 

109/4/10 10:00-12:00 明德高中-模擬面試 賴宗福 招生處 

109/4/10 13:00-16:00  四維高中-模擬面試/甄試輔導 周國偉 招生處 

109/4/10 12:30-14:00 新屋高中-甄試輔導 賴宗福 招生處 

109/4/13 14:00-16:00 樹林高中-模擬面試 周國偉 招生處 

109/4/13 13:00~16:00 秀峰高中-模擬面試 陳疆平 招生處 

109/4/14 12:00~13:00 及人高中-甄試輔導 李杰憲 招生處 

109/4/14 14:30~15:30 南山高中-甄試輔導 李杰憲 招生處 

109/4/15 13:30-17:00 中道高中-模擬面試/甄試輔導 林啟智 招生處 

109/4/15 15:00-16:50 靜修高中-模擬面試 陳疆平 招生處 

109/4/15 9:00-10:00 宜蘭高商-甄試輔導 戴孟宜 招生處 

109/4/16 10:00-11:00 石碇高中-模擬面試 戴孟宜 招生處 

109/4/17 9:00-10:00 羅東高中-甄試輔導 周國偉 招生處 

109/4/17 14:20-16:00 林口高中-甄試輔導 賴宗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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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2/28 

6 109學測考試 109/1/17-109/1/18 

7 109學測放榜 109/2/24 

8 109學年度碩士班招生報名 108/1/2-108/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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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 109/2/18-109/3/17 

11 109學年度運動績優學生單獨招生術科考試 109/3/28 

12 109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報名 109/2/26-109/3/25  

13 109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面試 109/5/9 

14 109個人申請報名 109/3/27-109/4/15 

15 109個人申請資料下載 109/4/22 

16 109個人申請面試 109/4/24-109/4/25 

17 109個人申請考生志願選填 109/5/14-109/5/15 

18 109個人申請公告甄選結果 109/5/21 

19 109指考報名 109/5/19-109/5/28 

20 109指考考試 109/7/3-109/7/5 

21 109指考成績公告 109/7/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