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  應用經濟學系 

107學年度第 2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7年 09月 27日（週四）  

地     點：德香樓 B310會議室 

主     席：周國偉老師 

出席人員：陳谷劦老師、李杰憲老師、林啟智老師、賴宗福老師 

 戴孟宜老師、曾銘深老師、李喬銘老師、傅信豪老師 

請    假： 

記     錄：羅羽筑 

列     席：  

壹、 主席致詞 

貳、 報告事項 

一、 本校填報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10710期)，要請各位老師協助填報研究類相關表單，本次填 

報之資料(開始日期)以 106年 8月 1日至 107年 7月 31日之資料為主，表單已寄至各位老師

信箱，敬請老師們能於 107年 10月 2日前回傳給羽筑以利彙整。 

二、本系系學會已於 9/13-9/16已舉辦完新生迎新活動，共計有 40位新生參加。 

三、本系大一 6位新生參與 9/26唐獎系列講座-能源永續經營議題全英講座，獲益良多。 

四、9/26舉辦中央存保講座，共計 50人參與 

五、9/29系友聯誼餐會，地點：台北金華 16食堂。 

六、10/2系學會舉辦期初大會，地點：B103-3教室。 

七、10/17舉辦「台灣 Pay」金融卡輕鬆 Pay 校園講座。 

八、107入學碩士班學生獎助金申請因需要指導教授簽章，再麻煩各位老師協助。 

九、加退選週已結束，請各位老師在重新確認點名單。 

十、台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要求所有研究生須完成研究倫理線上課程 18單元並完成通過測 

 驗獲得時數 6小時，請各位指導教授協助提醒 107入學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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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學年度各組繁星及個人申請名額案。 
繁星(財金組：4經建組：1國際組：4) 
個申(財金組：22經建組：7國際組：16) 

提案二 
108學年度個人申請是否須要逕予錄取
名額案。 

逕予錄取名額(財金組：5 經建組：1國際組：4) 

提案三 107學年度本系教師協助系務分工案。 

招生業務-傅信豪老師 

課程規劃-林啟智老師 

學生學習輔導及職涯發展-

賴宗福老師 

教師專業成長-曾銘深老師 

圖資規劃委員-李喬銘老師 

學系網頁規劃-李杰憲老師 

課外活動輔導-戴孟宜老師 

國際化推動教師-陳谷劦老師 

提案四 
新進大二轉學生 10613322許家筠學分抵
認案。 

該生已重新選修微積分一。 

提案五 大三學生 10513346洪藝銘學分抵認案。 以輔導該生選擇適當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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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開放符合提前畢業條件之學生於大三下學期修習大四下之企業實習課程，提請討論。 

      說明：教務處於 9/19來信通知原文如下： 

            近期本校接獲教育部來文，係民眾向教育部陳情本校有選課困難，即低年級不能選修高 

            年級課程之情事。 

              事實上，本校「學生選課辦法」並未規定學生不能修高年級課程，但為了避免學生不了 

            解選課機制而亂選課，並讓學生具備先備知識，本校與其他大專院校做法一樣，皆會透 

            過選課系統，針對低年級選修高年級之必修課進行管制。 

               惟選課系統之管制並不代表本校沒有低年級選修高年級課程之彈性，若學生在修業過 

            程中，有選修高年級必修課程之需求，敬請各位老師及學系予以評估考量，並提供學生

詳細說明以及協助學生填寫「低年級選修高年級課程申請表」以避免爭議事件再次發

生；此外，教務處將修改本校「學生選課辦法」，將低年級選修高年級課程之相關申請

程序納入規定中，以符實際，謝謝您。 

  討論：申請同學需符合本校「佛光大學學士班成績優異學生提前畢業實施辦法」之規定。 

  決議： 若該生符合成績要求，可以規定辦理之。 

【提案二】  

案由：本系 107學期書卷獎學金案，提請討論。  

說明：依據名次排行： 

本系 106-2書卷獎學金名單，提請討論。 

學士班： 

  大四 財金組 朱庭萱 93.67 財金組 許鍾泰 90.99或 不分組 李紅艷 88.40  

(書卷獎 超過 40人以上得增加一名，故有 2位名額) 

    大三 財金組 陳浥蕙 92.64 財金組 許倢榮 92.32或不分組 洪藝銘 90.88 

(書卷獎 超過 40人以上得增加一名，故有 2位名額) 

          大二 財金組 向芸嫻 

碩士班：碩二 李宗賢 

碩專班：碩專二王妙玲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案由：本系 106-2研究生獎學金案，提請討論。  

說明：依「佛光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審查辦法」，由該學期第二名即可提出申請。 

      名額：碩士班提報 1位，碩專班提報 1位，共計 2位。 

      本系研究生獎學金名單，如下 

    碩士班：碩二 吳秋華        碩專二 劉河雲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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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案由：擬訂本系 107學年度主要活動行事曆，提請討論。 

     說明：讓師生掌握 107學年度全系參與之重要活動及招生日期，暫擬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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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08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報名 尚未公告 

3 108學年度碩士班甄試面試考試 12/1 

4 108學年度學測報名 10/26-11/8 

5 碩士班論文題綱發表會 108/01/05 

6 108學測考試 108/1/25-26 

7 108學測放榜 尚未公告 

8 108學年度碩士班招生報名 尚未公告 

9 108學年度碩士班招生面試 108/3/9 

10 108學年度運動績優學生單獨招生 尚未公告 

11 108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報名 尚未公告 

12 108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面試 尚未公告 

13 108個人申請資料下載 108/04/11 

14 108個人申請面試 108/04/13-14 

15 系（校）友回娘家大會 暫定 5月 

16 108指考報名 108/05/07-23 

17 108指考考試 108/07/01-02 

討論： 

決議：請各位師長參閱，若需要修正請告知。 

 

【提案五】  

    案由：調減「繁星推薦名額」，原應經系（財金組 4/經建組 1/商務組 4）9名，調整為 6 名；   

          「大考分發」原 2名（財金組 1/經建組 0/商務組 1），調整為 5名，提請討論。 

    說明：  

討論： 

決議：繁星（財金組 2/經建組 1/商務組 2）；大考分發（財金組 4/經建組 0/商務組 1） 

 

【提案六】  

    案由：推薦應用經濟學系傑出系友案，提請討論。 

    說明：為樹立校友及在校學生之楷模，教務處學生生涯發展中心煩請各系所在 10/1 前推薦一名

傑出系友，於今年度校慶 (10/12) 時表揚。 

討論： 

決議：推薦，105碩士班畢業歐怡君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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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七】  

    案由：佛大講堂 師資、講題，提請討論。 

    說明：為校方規劃與佛光山資源整合之方式，要求每系提供兩位講者及講題（約 1個半小時內）。

講授對象為一般社會大眾，於各地分部、道場駐講。10/11前回覆至社科院。 

          請參閱佛光山別分院講座主題。 

序 講題 主講人 地點 

1 從 21世界的腦科學看人生物件也可以有頭腦 洪蘭、林一平 台北道場 

2 這杯咖啡挺你的夢想 楊育明 台北道場 

3 健康老化新思維 陳亮恭 台北道場 

4 美，看不見的競爭力 蔣勳 台北道場 

5 知識經濟的未來 鄭國威 台北道場 

6 那些我像籃球隊員學到的事 陶晶瑩 台中惠中寺 

7 分享我的人生經驗 李昌鈺 台中惠中寺 

8 積極的態度與熱誠 黑幼龍 台中惠中寺 

9 佛教與經濟-福報賺錢 智慧用錢 謝金河 南台別院 

10 佛教與教育-春風化雨 上善若水 楊朝祥 南台別院 

11 佛教與療育-接受與感恩 雋永的省思 侯文詠 南台別院 

12 談科學教養的藝術 洪蘭 蘭陽別院 

13 人生像一碗酸辣湯 阿基師 蘭陽別院 

 

    討論： 

決議：推薦林啟智老師；陳谷劦老師擔任本系代表。 

 

【提案八】  

    案由：107學年度第一學期應用經濟學系教師招生順序及時間，提請討論。 

    說明：招生事務應為系上全體教師所共同努力，將盡量朝勞逸均等、資訊透明等方向討論。 

討論：是否針對招生處一般之高中端行程採加權計點方式，呈現教師招生參與度？高中講座、研  

究所招生另計…？ 

決議：採公開認領，若有特殊學校，則專任老師負責之(如竹林高中-林啟智老師、 

      安坑高中-傅信豪老師等)若為大場講座則以輪派辦理。 

 

伍、 臨時動議 

陸、 散會(1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