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  應用經濟學系 

106 學年度第 4 次系務會議議程 

時     間：106年 11月 16日（週四）  

地     點：德香樓 B221室會議室 

主     席：李杰憲老師 

出席人員：王緁妶老師、陳谷劦老師、林啟智老師、曾銘深老師、賴宗福老師、戴孟宜老師 

 李喬銘老師、傅信豪老師 

請    假：周國偉老師 

記     錄：羅羽筑 

列     席：  

壹、 主席致詞 

貳、 報告事項 

一、新南向計畫老師排定，委請曾銘深老師及鍾建屏老師協助課程部分。 

二、11/20為校務評鑑，請有被抽到訪談或問卷的老師，提早 20分鐘抵達指定地點。 

三、107學年度碩士班報名人數 15位。 

四、107學年度碩士班考試委員，林啟智老師、周國偉老師、賴宗福老師。 

五、本系參與新生盃籃球比賽男、女生組皆榮獲第二名佳績。 

六、請各位老師積極協助學生學習發展中心執行之「弱勢學生學習輔導計畫」，完成「學生學習 

 診斷與學習需求訪談」工作。 

七、106-2教師課程安排，如附件二。 

八、下次會議時間 12/7(四) 

九、【教務處】106學年度專任教師協助系務推展分工表，如下表。 

佛光大學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應用經濟學系專任教師協助系務推展分工表 

(106 學年度) 

項 工作項目 協同推動教師 電話 e-mail 備考 

1 招生業務 王緁妶 0326-931502 wangch@mail.fgu.edu.tw  

2 
課程規劃 

（課發會） 
林啟智 分機 23510 cadylin@mail.fgu.edu.tw  

3 學生學習輔導及職涯發展 曾銘深 0928-253869 mstseng@mail.fgu.edu.tw  

4 教師專業成長 傅信豪 0932-840648 hhfu@mail.fgu.edu.tw  

5 圖資規劃委員 戴孟宜 0926-663710 mytau@mail.fgu.edu.tw  

6 課外活動輔導 戴孟宜 0926-663710 mytau@mail.fgu.edu.tw  

7 學系網頁規劃 傅信豪 0932-840648 hhfu@mail.fgu.edu.tw  

8 國際化推動教師 曾銘深 0928-253869 mstseng@mail.fgu.edu.tw  

備註：每一個工作項目請推一位主導老師。 

 



 

十、近期協助系務推展工作紀錄 

※若有未登記上的老師，請不吝告知 

十、大學一日體驗及校外招生行程(陸續增加中) 

日期 時間 學校名稱 宣傳/活動方式 輪值老師 

106.11.17 14：00~16：00 
慈心華德福 

實驗高中 

2+2Program學程

講座及模擬面試 
李杰憲 

106.11..22 19:40~21:30 慧燈中學 
看高中經濟命題趨
勢及準備方向 

陳谷劦 

106.11.30 未定 醒吾高中 大學一日體驗營 曾銘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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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經濟學系碩士班、碩專班學生

學分抵免須知案，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 

提案二 

成立校園創業、實習課程創新設計

與實踐計畫，應用經濟學系社會企

業教師社群乙案，提請討論。 

應用經濟學系所有教師同意成立「應用經濟學

系社會企業教師社群」共同協助推廣相關議

案。 

提案三 
研 究 生 大 綱 發 表 會 原 則 訂 於
107.1.6(六),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 

提案四 
107 學年度應用經濟學系學士班課
程架構草案，提請討論。 

修訂後，下次進系課程會討論。 

肆、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本系 106 學年度研討會暨研究生論文計畫書發表會相關細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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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工作事項及名單 

   如附件一。 

討論： 

決議： 照案通過，並將資訊傳至研究生以利開始準備作業。 

 

編號 教師 日期 事件摘要 主辦單位 屬性 代碼 

1.  陳谷劦 106.10.27 南山高中 招生處 拜訪  

2.  陳谷劦 106.10.28 格致中學 招生處 拜訪  

3.  李杰憲 106.11.10 基隆商工 招生處 拜訪  



 

【提案二】 

案由：佛光大學教師評鑑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詳如附件。 

討論： 

決議：請各位師長參照。 

 

 

 

 

 

 

 

 

 

 

 

 

 

 

 

 

 

 

 

 

 

 

 

 



佛光大學 106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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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

資料最遲應於 107年 1月 3日（三）下午 5點前繳交）、並接受詢答。 

E-mail 至 hcchih@mail.fgu.edu.tw（羅羽筑助理收） 

（二）由本系 2-3 位教師組成審查小組，並給予成績，提供「研究方法與專題討論」課程或

畢業論文成績之給分參考。 

（三）每位碩士班（含碩專班）學生以製作簡報方式進行口頭報告（每位學生報告 7 分鐘，

詢答 5分鐘）。 

三、活動日期 

107年 1 月 6日（六）上午 9:00~12:00。 

附件一 



5 

 

 

四、發表名單 

碩專班二年級 碩專班一年級 碩士班 

葉冠伶 凃珮婕 張淵宗 

吳昱品 李東龍 盧健龍 

游媛婷 魏雲璿 吳秋華 

鄭光勝 倪玉珍 李宗賢 

秦子恆 易加云 姚佳妏 

許芳瑜 潘佳惠 洪婉庭 

許士元 梁秀娟 顏伊羚 

謝嘉凌 林信慧 曾馨慧 

蕭沂鎮 林莉蓉 詹前宣 

謝燿丞 林泰山 呂祐豪 

羅筱華 郭錦玉 吳源峻 

 

陳美蘭 陳君豪 

 

吳艷如 

梁正衡 

郭妍汝 

許紘源 

曾颹 

丁伊寧 

李承澤 

程筑筠 

古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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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2 學年度應用經濟學系教師開課分配表 

 

1.谷劦老師： 

   微積分二、實證財經專題、實證財經專題(碩) 

2.喬銘老師： 

   財務報表分析、投資學、金融投資專題(碩)  

3.緁妶老師： 

    統計學二、財經證照二、不動產經濟專題(碩) 

4.信豪老師： 

經濟學二、衍生性金融商品、企業實習 AB、金融投資專題(碩專) 

5.孟宜老師： 

經濟學(院下)、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總體經濟分析專題 

6.啟智老師： 

    個體經濟學二、賽局理論、賽局分析專題(碩專) 

7.宗福老師： 

    專業倫理、會計學、國際金融 

8.國偉老師： 

    總體經濟學二、總體經濟理論(碩專)、金融市場與機構管理(待聘) 

9.銘深老師： 

    產業經濟學、總體經濟理論(碩) 

10.杰憲老師： 

    國際貿易實務二、健康與休閒管理、休閒管理(碩專) 

兼任老師 

11.黃麒儒老師：金融市場(碩專) 

12.盧清城老師：實證財經專題(碩專) 

13.周濟老師：經濟預測專題(碩) 

14.黃智輝老師：產業經濟學(碩) 

15.羅智耀老師：商用軟體應用 

16.陳拓余老師：財經英文說、寫 

17.游鎮維老師：商管英文二             

 

碩士學分班： 

星期六：緁妶老師、信豪老師、宗福老師、谷劦老師 

寒暑假班：國偉老師、杰憲老師、啟智老師(含蘭陽別院專班) 

 

附件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