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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  應用經濟學系 

107 學年度第 3次系務會議記錄 

時     間：107年 11月 08日（週四）  

地     點：德香樓 B310 會議室 

主     席：周國偉老師 

出席人員：李杰憲老師、林啟智老師、賴宗福老師 

 曾銘深老師、李喬銘老師、傅信豪老師 

請    假：陳谷劦老師、戴孟宜老師 

記     錄：羅羽筑 

列     席：  

壹、 主席致詞 

貳、 報告事項 

一、敬請導師輔導大三學生至「學程 IDP 系統」設定所選擇修習之學程及其所屬課程架構學年  

 度。 

二、 108學年度碩士推甄報名現況(截至 107/11/7)：招收 8人，報名 9人，已繳件 3人。 

三、 往後每個月 25號前都要填寫學生及教師績效月報，最後回報給董事會。 

四、 簡介影片拍攝時程：11 月 19日（一）至 23日（五）。 

五、 107年高教深耕計畫執行情形。 

【經濟系】107 年度深耕計畫經費執行狀況一覽表(截至 107.10.31) 

深耕計畫 

行動方案 
計畫名稱 預算金額 核銷金額 

已繳回 

金額 
餘額 

實際 

執行率 

2-1-3 場域教學

體驗實作 
實踐自主學習-微學分實作專題 79,295 67,824 0 11,471 85.53% 

2-3-3 就業實習

產業接軌 

一對一的企業實習場域教學：增

強就業實力加值計畫 
281,486 210,859 0 70,627 74.91% 

5-5-1 社會教育

公益學堂 
落實中大銜接-高中公民課程 105,113 58,709 9,326 37,078 55.85% 

合計 465,894 337,392 9,326 119,176 72.42% 

六、 系學會已於 10/22-23舉辦經濟周活動，學生參與活動踴躍。 

七、 11/24 舉行九合一選舉，碩專班放假不補課。 

八、 1/5 計畫書發表會，碩士班 11位，碩專二 10人，碩專一 12人，合計 33位參加。 

九、 11/21 以學院為核心公聽會，請各位老師出席。 

十、 108學年度學士班新生名額原定 57位最終核定 59 位。 

十一、 應用經濟學系行事曆，請參閱附件。 

十二、 近期協助招生推展工作紀錄，請參閱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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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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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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依規定辦理。 

提案二 本系 107 學期書卷獎學金案。 照案通過，送學務處辦理。 

提案三 本系 106-2研究生獎學金案。 照案通過，送教務處辦理。 

提案四 擬訂本系 107學年度主要活動行事曆案。 請各位師長參閱。 

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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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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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薦應用經濟學系傑出系友案。 
推薦，105碩士班畢業歐怡君同學，頒獎典禮移至
下學期。 

提案七 佛大講堂 師資、講題案。 推薦林啟智老師；陳谷劦老師，已提送院辦名單。 

提案八 
107學年度第一學期應用經濟學系教師

招生順序及時間案。 

以公平輪派為原則，部分學校，由特定專任老師

負責 (如竹林高中-林啟智老師、安康高中、格式

中學-傅信豪老師等)若為大場講座則以輪派辦理。 

肆、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本系學士班修業規定(108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提請討論。 

      說明：如附件一。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本系碩士、碩專班修業規定(108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提請討論。  

說明：如附件二、三。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案由：系上運動隊伍(籃球隊)參加競賽經費補助案，提請討論。  

說明：以往本系運動隊伍代表系上參加競賽，報名費或住宿費費都是由學生自行負擔， 

去年系務會議有通過補助學生每學年 5千元由管理費支付，但因管理費餘款不多， 

是否調整？申請表如附件四。  

  討論： 

  決議：照原定計畫 5千元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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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案由：國泰人壽宜蘭分公司及南山人壽大來通訊處，兩企業實習單位簽約案，提請討論。  

說明：為充實學生實習場域，故本學期欲增簽兩家公司，讓學生可以有多方選擇。 

  討論： 

  決議：同意，新增國泰人壽宜蘭分公司為本系企業實習單位。 

 

【提案五】  

  案由：彈性薪資開始申請案，提請討論。  

說明：本校彈性薪資開始申請，秉持公正、公開原則，本次推薦做稍微變動，擬由各位系主任 

      檢視該系老師是否有符合資格或者主任本人符合資格提出申請，申請文件已經給各位老 

      師，申請截止日 11/13(二)。 

     申請類別：教學類人才、研究類人才、服務暨輔導類人才 

  討論： 

  決議：若欲申請的老師，請於截止日前送至系辦，以利後續辦理。 

 

 

伍、 臨時動議 

陸、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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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 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 

應用經濟學系學士班修業規定 

 

 

 

【108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為督促學士班學生課業進修品質，依據本校「學則」規定，訂定「學士班修業規定」（以下

簡稱本規定）。 

二、本系修業年限以一至四年為限，得延長二年。 

三、本系學生畢業至少需修滿 128 學分，其修習之課程如下： 

（一）通識教育課程32學分。 

（二）本系學士班主修領域學分數72學分，由以下三個學程組成： 

1、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基礎學程21學分。 

2、應用經濟學系核心學程27學分。 

3、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四選一）（配合核心學程規劃）。 

（三）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 

1、產業與公職學程24學分。(經建行政組適用) 

2、理財規劃學程24學分。(財務金融組適用) 

3、國際商務學程24學分。(國際商務組適用) 

4、財經實務學程24學分。 

四、本系學生選課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一至三年級每學期修課學分數為15至27學分。 

（二）四年級每學期修課需修一門課，可為0學分。 

五、本系學生得依本系「學士班學分抵免須知」之規定辦理學分抵免。 

六、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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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應用經濟學系 

碩士班修業規定 

 

 

【108學年度起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為督促碩士班學生課業進修品質，依據本校「學則」，訂定「碩士班修業規定」（以下簡稱本

規定）。 

二、本系修業年限以一至四年為限。 

三、本系碩士班研究生，至少應修滿 30個學分，另需撰寫碩士論文一篇，並通過學位考試，始予畢

業。 

四、本系碩士班學分抵免方式，應依本系「碩士班研究生學分抵免須知」辦理。本系「碩士班研究生

學分抵免須知」另訂之。 

五、本系碩士班研究生在學期間，必須依下述修課規定選讀相關課程： 

（一）每學期選課清單須經指導教授或系主任簽核。 

（二）於入學後修業之第一學年第一學期與第二學期，修課學分數不得高於12學分，亦不得低於

3學分。 

六、本系碩士班研究生應依下列規定修畢相關學分，始可畢業： 

（一）本系必修9學分。 

（二）本系選修21學分，其中得含跨所選課。 

 (三) 學分抵免與跨所選課合計之總學分數上限為 21 學分。 

七、本系碩士班研究生必須依下列程序提出論文考試始授予碩士學位： 

（一）本系研究生須於修業第一學年第二學期期末考週繳交「論文指導教授選定表」予指導教授，

經指導教授簽證後，由各指導教授統一送交至系方執行相關審核與存檔備查作業。 

（二）本系研究生於論文大綱發表會發表完畢、修完規定之學分數(含當學期修課學分)及完成論

文初稿後，始得提出論文口試申請，並經指導教授及系主任同意後安排口試。 

八、論文指導教授以本系專任教師擔任為原則，但經系主任同意，得聘請其他系所助理教授以上資格 

     之教師擔任。如擬請校外教師擔任指導教授，須經系務會議通過，本系並得要求以本系教師共 

     同擔任指導教授。專任教師每年指導之研究生人數上限由系務會議訂定之。 

九、研究生欲變更指導教授或指導教授因生病、辭職或出國無法再繼續指導時，應經原指導教授同

意後重新提出申請，並經系（所）務會議討論通過後更換之。 

十、論文初稿必須列印裝訂，並至少應於口試日期前兩週送交本系辦公室。 

十一、本系碩士班研究生領有助學金者，有義務擔任本系教師之助理，協助處理教學研究相關工作。 

十二、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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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應用經濟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修業規定 

 

 

【108學年度起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為督促碩士班學生課業進修品質，依據本校「學則」，訂定「碩士在職專班修業規定（以下

簡稱本規定）。 

二、本系修業年限以一至四年為限，得酌予延長一年。 

三、本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至少應修滿 30個學分，另需撰寫碩士論文一篇，並通過學位考試，

始予畢業。 

四、本系碩士在職專班學分抵免方式，應依本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學分抵免須知辦理。本系碩士在

職專班研究生學分抵免須知另訂之。 

五、本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在學期間，必須依下述修課規定選讀相關課程： 

（一）每學期選課清單須經指導教授或系主任簽核。 

（二）於入學後修業之第一學年第一學期與第二學期，修課學分數不得高於12學分，亦不得低於

3學分。 

六、本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應依下列規定修畢相關學分，始可畢業： 

（一）本系必修9學分。 

 (二）本系選修21學分，其中得含跨所選課。 

（三）學分抵免與跨所選課二者合計之總學分數上限為21學分。 

七、本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必須依下列程序提出論文考試始授予碩士學位： 

（一）本系研究生須於修業第一學年第二學期期末考週繳交「論文指導教授 選定表」予指導教

授，經指導教授簽證後，由各指導教授統一送交至系方執行相關審核與存檔備查作業。 

（二）本系研究生於論文大綱發表會發表完畢、修完規定之學分數(含當學期修課學分)及完成論

文初稿後，始得提出論文口試申請，並經指導教授及系主任同意後安排口試。 

八、論文指導教授以本系所專任教師擔任為原則，但經系主任同意，得聘請其他系所助理教授以上資

格之教師擔任。如擬請校外教師擔任指導教授，須經系務會議通過，本系並得要求以本系教師共

同擔任指導教授。專任教師每年指導之研究生人數上限由系務會議訂定之。 

九、研究生欲變更指導教授或指導教授因生病、辭職或出國無法再繼續指導時，應經原指導教授同意

後重新提出申請，並經系（所）務會議討論通過後更換之。 

十、論文初稿必須列印裝訂，並至少應於口試日期前兩週送交本系辦公室。 

十一、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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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應用經濟系 
系隊補助經費申請書 

系隊名稱  系隊負責人  

比賽名稱  比賽地點  

參加人數  連絡電話  

參與名單 

1  7  

2  8  

3  9  

4  10  

5  11  

6  12  

比 賽 期 間 年    月    日    時起至    年    月    日    時止 

說 明 

1. 每隊每學年僅可申請最高額 5000元。 

2. 請於學期開學一個月內提出申請。 

3. 申請完畢將由系務會議上，由所有老師開會通過將可補助。 

4. 須提供「有效收據」以利核銷。 

【繳交資料】 

1. 企畫書或活動報名簡章(則一即可)。 

2. 經費預算表 

3. 活動後請繳交成果報表 

4. 活動後請繳交活動照片 JPG檔至少五張，寄至信箱(ycluo@gm.fgu.edu.tw) 

經 費 預 算 

總 額 
 

申 請 補 助 

金 額 
 

其 他 經 費 

來 源 
 

聯 絡 人 
姓名：                      電話：                    

聯絡地址：                                            

是 否 同 意 

補 助 
□同意；核定金額       元   □不同意；說明                     

核 銷 

完 成 日 期 
                       年 月 日 

單位核章 系秘書：                    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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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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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8 月 - 碩士學分班開設 周國偉 - 

107.08.23-24 - 招生專業化高中校務研習會 傅信豪 招生處 

107.10.04 ALL 強恕高中-拜訪校長及入班宣導 周國偉 - 

107.10.18 ALL 強恕高中-拜訪校長 周國偉 - 

107.10.24 14:00 啟英高中-學群講座 傅信豪 招生處 

107.10.25 ALL 十信高中-拜訪校長及入班宣導 周國偉 - 

107.10.29 12:00 滬江高中-礁溪球場餐敘 周國偉 招生處 

107.11.05 12:30-14:00 新民高中-備審資料講座 陳谷劦 招生處 

107.11.08 12:30-14:00 新民高中-備審資料講座 陳谷劦 招生處 

107.11.14 18:00 新北市地區教育夥伴餐敘 周國偉 招生處 

107.12.19 14:00-16:00 泰山高中-學習歷程檔案說明-講座 陳谷劦 招生處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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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08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報名 10/16-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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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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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5/4 

13 108個人申請資料下載 108/04/11 

14 108個人申請面試 108/04/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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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108指考成績公告 108/07/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