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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  應用經濟學系 

105 學年度第 5 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5年 11月 24日（週四） 11:30 

地     點：B310會議室 

主     席：李杰憲老師 

出席人員：王景南老師、王緁妶老師、李喬銘老師、周國偉老師、林啟智老師、賴宗福老師、曾銘

深老師、戴孟宜老師 

請    假：陳谷劦老師 

記     錄：池熙正 

列     席：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報告事項(略) 

一、 本系系學會參加校外運動比賽募款事宜。 

二、 106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報名已截止，報名人數共 12位，碩士班甄試日期為 12月 3日
(六)，面試地點為德香樓 B310會議室。 

三、 本系大一導師、優良教師及特優導師排序表依年資排序如附件一(p.4)。 

四、 經濟英文精進初試成績擬下週公告。 

五、 教務相關事項報告：學士班排課時間需一次排定四年，之後都不能更改。依教育部指示，

爾後碩士及碩專班研究方法類課程，如本系之「研究方法與專題討論課程」，需明文於教學計
劃表內第一週上課內容寫明教授學術倫理課程。 

六、 研發處請本系推薦學生參加林島諾貝爾獎得主會議，本系目前並無合適相關人選得以推

薦。 

七、 碩士學分班目前執行進度報告： 

班別 上課地點 上課日期 上課 
學員數 

授課教師 開設科目 

重陽
國小
班 

台北 
重陽國小 

預計 1 月份
開課 

約 12位 
陳谷劦老師 
賴宗福老師 
王緁妶老師 

投資理論與實務 
總體經濟分析 
財務管理 

預計 7 月份

開課 
約 12位 李杰憲主任 

休閒管理與經濟分析

專題 

崇右
班 

崇右技術
學院 
推廣部 

預計 1 月份
開課 

約 10位 周國偉老師 國際金融專題 

八、 系友會事項報告。 

九、 系助理聘任事項報告。 

十、 本週六(11/26)上午 10點至 12點碩專班畢業班團拍，敬邀各位師長參與合照，地點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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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懷恩館一樓。 

十一、 近期協助系務推展工作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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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及英文精

進小組」規畫案 
修正後通過，本案試行一年。 

提案二 本系學生赴美國
Wichita State 
University攻讀碩士
學位案，提請討論。 

赴外攻讀碩士學位案由國際處主導，本系將全力配合。 

提案三 本系 105學年度研討
會暨研究生論文計畫
書發表會，提請討
論。 

研究生論文計畫書發表會擬訂於 106年 1月 7日(六)上
午 8點 30分起舉行(細節另行公告之)。 

提案四 本系 106學年度教學
優良教師 、特優導師
及大一新生導師人選
推選案，提請討論。 

教學優良教師、特優導師以及大一新生導師依各教師年
資排序為原則，另訂教師擔任順序。 

提案五 本系 105-2學期課程
安排案 

照案通過。 

提案六 本系 106級學士班、
碩士班及碩專班修業
規定新訂案 

照案通過。 

肆、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本系 105學年度研討會暨研究生論文計畫書發表會 相關細節討論事項，提請討論。  

  說明：為敦促本系研究生論文撰寫故擬定本計畫書發表會，相關工作事項及議程如附件二
(p.5~7) 
  討論：略。  

決議：修正後通過。 
1. 繳交簡報檔即可。 
2. 報告與答詢各 5分鐘。 
3. 學生至少須完成研究動機、目的與方法、理論架構或(實證模型)及預期結論。 
4. 老師若無法出席，需請其他未出席教師代理出席。 

 
提案二 
案由：東亞經濟與管理研討會協辦事宜案，提請討論。  

  說明：略。 

近期協助系務推展工作紀錄 

編號 教師 日期 事件摘要 主辦單位 屬性 代碼 

1.  李杰憲 2016.10.27 證基會推廣證券智慧王活動 經濟系   

2.  王緁妶 2016.10.27 證基會推廣證券智慧王活動 經濟系   

3.  李喬銘 2016.11.08 臺南地區教育夥伴餐會 招生處   

4.  李杰憲 2016.11.11 宜蘭高中運動會 招生處   

5.  周國偉 2016.11.22 苗栗地區教育伙伴餐敘 招生處   

6.  曾銘深 2016.11.24 醒吾高中一日體驗營 招生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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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略。 
  決議：本系決議協辦 2017東亞經濟與管理研討會，並決議不主辦 2018及爾後年度之東亞經濟 
        與管理研討會。 
提案三 
案由：高教深耕計畫與新南向政策─應用經濟學系未來發展方向案，提請討論。  

  說明：配合本校「教卓與南向計畫研商會議」，本系擬定相關因應方案。 
  討論：略。 
  決議： 

1. 106教卓計畫承接 105計畫內容，相同內容再申請一次。 
2. 系未來發展方向：建議依谷劦老師上學期所規畫之應用經濟學系未來發展 V2.0內容

修正後持續辦理進行。 
 
 

伍、 臨時動議 
 

一、 系學會參加校外運動比賽募款事宜，本系決議予以補貼，但金額尚未決定，由本系轄下
管理費支應，北經盃補助報名費用 1成，大經盃補助報名費用 1成 5。 
 

陸、 散會(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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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教師姓名 職級 到校日 年資排序 優良教師及特優導師排序 大一導師排序   

陳谷劦 教授 2008/08/01 4 108 學年導 6   

王景南 副教授 2014/02/01 9 110 學年教 1   

李杰憲 副教授 2006/08/01 3 107 學年教 7   

周國偉 副教授 2009/02/01 7 109 學年教 3   

林啟智 副教授 2001/08/01 1 106 學年教 9   

曾銘深 副教授 2002/08/01 2 107 學年導 8   

賴宗福 副教授 2008/08/01 6 109 學年導 4   

戴孟宜 副教授 2008/08/01 5 108 學年教 5   

王緁妶 助理教授 2015/09/10 10 106 學年導(指定) 10 105 大一導師 

李喬銘 助理教授 2013/09/09 8 110 學年導 2   

註: 

1. 大一導師原則上以未兼任行政及學術主管之教師擔任之,主管於卸任後之次一學年度,應執行其於行政期間未能執行之導師義務. 

2. 大一導師原則上兼任該班班級導師至大二完畢為止。 

3. 大一導師以 1-2 位教師擔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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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碩士班（含碩專班）碩士論文計畫書發表 

一、活動目的 

為促成研究生對同儕研究之了解與相互學習、增進本系師生間學術交流與

對話、提昇碩士論文研究之品質，特規劃碩士班（含碩專班）學生進行碩

士論文計畫書發表。 

二、活動方式 

（一）碩士班（含碩專班）學生須對系全體師生以口頭方式介紹其論文研

究計畫內容（書面碩士論文計畫書以及簡報資料最遲應於 106 年 1

月 3 日（二）下午 5 點前繳交）、並接受詢答。 

E-mail 至 hcchih@mail.fgu.edu.tw（池熙正助理收） 

（二）由本系 3-4 位教師組成審查小組，並給予成績，提供「研究方法」

課程或畢業論文成績之給分參考。 

（三）每位碩士班（含碩專班）學生以製作 ppt 方式進行口頭報告（每位

學生報告 105 分鐘，詢答 105 分鐘）。 

三、活動日期 

106 年 1 月 7 日（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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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發表順序 

場次 A B C 

地點 B306 B307 B308 

審查教師 

陳谷劦 

李喬銘 

盧清城 

王景南 

賴宗福 

林啟智 

曾銘深 

 

周國偉 

王緁妶 

李杰憲 

戴孟宜 

發

表

順

序 

1 9:10~ 9:20 沈佑政 王文芳 吳宜靜 

2 9:20~ 9:30 古偉國 張皓翔 江承澔 

3 9:30~ 9:40 陳婷玉 劉宇婕 陳郁軒 

4 9:40~9:50 朱婉萍 陳俊傑 邱莊昌 

5 9:50~10:00 郭至珊 黃妍儒 葉嘉宜 

6 10:00~10:10 許碧惠 張文奇 鄧文光 

7 10:10~10:20 歐怡君 易宗緒 李佳霖 

8 10:20~10:30 林文山 徐珮慈 鍾進興 

9 10:30~10:40 黃惟贊 林詩嘉 封建森 

10 10:40~10:50 練彥嘉 蔡孟娟 葉馨 

11 10:50~11:00 李承軒 王馨怡 張家綸 

12 11:00~11:10   王友軒 

13 11:10~11:20   邱嘉玲 

14 11:20~11:30   林昫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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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昱翔(放棄) 

曾  颹 

王韋淳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