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  應用經濟學系 

107 學年度第 4 次系務會議記錄 

時     間：107 年 12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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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銘深老師、戴孟宜老師、傅信豪老師 

請    假：李喬銘老師 

記     錄：羅羽筑 

列     席：  

壹、 主席致詞 

貳、 報告事項 

一、 本校依人事室公告，12 月 22 日（六）不補班及補課，凡 12 月 31 日（一）排定課程者，請  

  任課教師另擇日期補課；碩士在職專班 12 月 22 日（六）正常上課。 

二、 108/01/03（四）10: 30~13:30 邀請到鐘祥仁 經理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數位教育研 

究所數位人才培育中心）為我們主講，當經濟遇到 AI: 談 MPP 與 Amazon AI。 

三、 108/03/20（三）下午 13:00~15:00 期貨業未來發展與就業機會校園巡迴講座。 

四、 請各位老師於 25 號前繳交教師績效月報，最後回報給董事會。 

五、 簡介影片拍攝時程：12/19（三）上午 10:00-11:00 

六、 108 學年度個人申請面試老師如下：內場面試委員─賴宗福老師（兼招集人） 

 李喬銘老師、傅信豪老師。其餘老師協助外場。時間：4/19、20 日。 

七、 107-2 教學計畫表可於 12/14 日後開始上傳。 

八、 應用經濟學系行事曆，請參閱附件。 

九、 近期協助招生推展工作紀錄，請參閱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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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學士班修業規定（108 學年度入學學
生適用）案。 

照案通過，送至院務會議審議。 

提案二 
本系碩士、碩專班修業規定（108 學年度
入學學生適用）案。 

照案通過，送至院務會議審議。 

提案三 
系上運動隊伍（籃球隊）參加競賽經費
補助案。 

照原定計畫 5 千元補助。 

提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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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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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性薪資開始申請案。 本系無教師提出申請。 



肆、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圖書書目專書採購案，提請討論。  

  說明：依圖資處來函，有六萬採購，敬請師長於 12/19 日前提出圖書清單以利採購。 

  討論： 

  決議： 請各位老師提出需求，由戴孟宜老師統整。 

 

【提案二】  

案由：本系 107 學年度研討會暨研究生論文計畫書發表會相關細節案，提請討論。 

說明：為敦促本系研究生論文撰寫，依本系碩士、碩專班修業規定擬定論文大綱發表會，相關

工作事項及名單如附件一。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案由：設置 108 學年個人申請書面審查及面試評量尺規案，提請討論。  

說明：教育部核定本校辦理 107年度「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試辦計畫」，本系於 108學年度參 

      加試辦計畫，評量尺規需已於 12月 7日前回報給招生處內容如附件二，並要求系所需 

      於 12/21 日前舉辦「模擬審查工作坊」，針對今年度設計之評量尺規，進行實際試評， 

      評分後需針對分數差距較大的審查資料進一步檢核，視需要再校準評量尺規，以利種子 

      教師之共識逐步達成一致。 

       另外，此次教育部針對以下問題請各試辦系所回應： 

      (一) 如何設計評量尺規、校準及種子教師的訓練規劃？ 

      (二) 針對分數差異過大的處理機制及分數常態化的作法？ 

          （如為分組評分，請說明分組間如何達成評分一致性） 

      (三) 評分結果檢討機制？ 

          （例：評分區間是否過於狹窄、是否有單一委員分數主導評分結果、分組之間是否 

           有評分一致性…等）   

討論： 

  決議：於 12/20 日辦理模擬工作坊。 

 

【提案四】  

案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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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提請討論。  

說明：詳如附件三。 

  討論： 

  決議：留至下次系務會議充分討論後再行決議。 

 

 

 

 

 

 



【提案五】  

案由：「以學院為核心」的調整方式，關於本系共識及立場，提請討論。  

說明：依 12/5 社科院「以學院為核心」會議，初步確立本系與管理學系合組學院。至於調整

後招生方式採（一）學系招生；（二）學院招生，招生分組，待 12/19 以學院為核心推

動小組會決議後方討論。 

  討論： 

      決議：留至下次系務會議充分討論後再行決議。 

 

 

伍、 臨時動議 

陸、 散會 



佛光大學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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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 1月 2日（三）下午 5點前繳交）、並接受詢答。 

E-mail 至 ycl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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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 1 月 8日（六）上午 9:00~12:00。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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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發表名單 

碩專班二年級 碩專班一年級 碩士班 

王妙玲 曾禎 吳秋華 

彭志謀 莊琳華 李宗賢 

林煊庭 林笑蘋 陳奕均 

蘇郁庭 魏伶倩 董帝禔 

王貞登 陳雀素 陳伯丞 

劉河雲 古欣宜 陳虹吟 

黃懷漢 林晏如 林昱琪 

劉釗敏 陳彥州 陳列志 

楊明哲 蕭佩珊 林殷正 

馮劭瑋 蘇雅婷 劉凡瑜 

10人 

黃瑞琴 劉彥均 

方秀蓉 洪笙茗 

12人 
林佑哲 

13人 
 

合計 35名欲畢業學生參與大綱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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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及順序表 

場次 A B C 

地點 B305 B306 B307 

審查教師 

陳谷劦老師 

李喬銘老師 

盧清城老師 

曾銘深老師 

李杰憲老師 

王緁妶老師 

戴孟宜老師 

周國偉老師 

林啟智老師 

賴宗福老師 

傅信豪老師 

發

表

順

序 

00 8:30-9:00 報到時間 

0 9:00~9:15 開幕茶會 

1 9:20~9:32 陳伯丞 彭志謀 吳秋華 

2 9:32~9:44 陳虹吟 陳雀素 林煊庭 

3 9:44~9:56 李宗賢 曾禎 林昱琪 

4 9:56~10:08 王貞登 古欣宜 劉凡瑜 

5 10:08~10:20 王妙玲 林晏如 劉釗敏 

6 10:20~10:32 董帝禔 林笑蘋 林殷正 

7 10:32~10:44 劉河雲 蘇郁庭 楊明哲 

8 10:44~10:56 劉彥均 陳彥州 林佑哲 

9 10:56~11:08 黃懷漢 魏伶倩 陳奕均 

10 11:08~11:20  莊琳華 陳列志 

11 11:20~11:32  蕭佩珊 馮劭瑋 

12 11:32~11:44  蘇雅婷 洪笙茗 

13 11:44~11:56  黃瑞琴 方秀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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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審查評量尺規（資料審查：資料類別取向） 

 

特優/ 等級 1 優 /等級 2 佳/ 等級 3 可/ 等級 4 不佳/ 等級 5 

備註 

(校系分則審查資料指定

項目名稱) 

面向一 

1.學習表現(25%) 

有強烈證據足以證明有

下列項目之一以上： 

1. 高中在校學業成績類

組排名傑出者。 

2. 社會學科成績傑出。 

3. 曾修習科系相關科目

先修課程，且成績傑

出。 

有充分證據足以佐證有

下列項目之一以上： 

1. 高中在校學業成績類

組排名優良者。 

2. 社會學科成績優良。 

3. 曾修習科系相關科目

先修課程，且表現良

好。 

有具體證據足以佐證有

下列項目之一以上： 

1. 高中在校學業成績類

組排名中等者。 

2. 社會學科成績中上。 

3. 修習科系相關科目先

修課程，且取得及格

成績。 

有證據足以佐證有下列

項目之一以上： 

1. 高中在校學業成績類

組排名中後者。 

2. 社會學科成績中等。 

3. 修習科系相關科目先

修課程，並提供相關

證明。 

1. 高中在校學業成績類

組排名不佳者。 

2. 社會學科成績不佳。 

 

面向二 

2.自傳(學生自

述)(25%) 

能表現出以下列項目之

一以上： 

1. 有深入自我了解，且

能舉證加以說明。 

2. 清楚知道自己的專長

與特質如何銜接應用

經濟課程與個人未來

出路，並有完整論

述。 

3. 能舉證具體說明有傑

出自我學習能力。 

能表現出以下列項目之

一以上： 

1. 有充分自我了解，且

能舉證加以說明。 

2. 知道自己的專長與特

質如何銜接應用經濟

課程與個人未來出

路，並有清楚論述。 

3. 能舉證具體說明有優

良自我學習能力。 

能表現出以下列項目之

一以上： 

1. 有相當自我了解，且

能舉證加以說明。 

2. 基本上知道自己的專

長與特質如何銜接應

用經濟課程與個人未

來出路，並有一定論

述。 

3. 能舉證具體說明有相

當自我學習能力。 

能表現出以下列項目之

一以上： 

1. 有一些自我了解，且

能舉證加以說明。 

2. 大致知道自己的專長

與特質如何銜接應用

經濟課程與個人未來

出路。 

3. 能舉證具體說明有自

我學習能力。 

1. 自我了解偏弱，對於

銜接應用經濟課程與

個人未來出路只有薄

弱認識。 

2. 對於自我學習能力說

明或表現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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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三 

3.讀書計畫(含申

請動機) 

(25%) 

能表現出以下列項目之

一以上： 

1. 能舉證具體說明對於

自己強項能力或技能

持續精進至傑出程

度，並有完整規劃。 

2. 能夠具體良好說明自

己申請本系的動機，

並能夠具體舉證說明

自己具有能力學習相

關課程的能力，並能

取得傑出成績。 

能表現出以下列項目之

一以上： 

1. 能舉證具體說明對於

自己強項能力或技能

之精進至優秀程度，

並有具體規劃。 

2. 能夠清楚說明自己申

請本系的動機，並能

夠具體舉證說明自己

具有能力學習相關課

程的能力，並能取得

優良成績。 

能表現出以下列項目之

一以上： 

1. 能舉證具體說明對於

自己強項能力或技能

之精進，並有一定程

度規劃。 

2. 能夠完整說明自己申

請本系的動機，並能

夠具體舉證說明自己

具有能力學習相關課

程的能力，並取得良

好成績。 

能表現出以下列項目之

一以上： 

1. 能舉證具體說明對於

自己強項能力或技能

精進之作為及規劃。 

2. 能夠說明自己申請本

系的動機，並能夠具

體舉證說明自己具有

能力學習相關課程的

能力，並能取得及格

成績。 

1. 對於自己強項能力或

技能精進之作為缺乏

說明；或欠缺強項能

力或技能。 

2. 無法說明自己申請本

系的動機，或不具有

能力學習相關課程的

能力。 

 

面向四 

4.考生個人資料

表：多元表現競賽

成果(或特殊表

現)、檢定成績、

社團參與、學生幹

部、其他有力證明

(25%) 

有強烈證據足以證明有

下列項目之一以上： 

1. 參加國際或全國性商

管領域專題競賽，且

成績卓著。 

2. 參加語言能力檢定

(例：多益、全民英

檢、雅思、托福)，且

成績傑出。 

3. 積極參加及規畫辦理

數理類、商業相關主

題等社團活動，或有

辦理大型跨校社團專

業活動。 

4. 擔任學生幹部，具有

領導引導同儕精進自

我能力之具體事證。 

有充分證據足以佐證有

下列項目之一以上： 

1. 參加國際或全國性商

管領域專題競賽，且

成績優良。 

2. 參加語言能力檢定

(例：多益、全民英

檢、雅思、托福)，且

成績優良。 

3. 積極參加或協助辦理

數理類、商業相關主

題等社團活動，或有

協助辦理社團專業活

動。 

4. 擔任學生幹部，具有

領導引導同儕互助之

具體事證。 

有具體證據足以佐證有

下列項目之一以上： 

1. 參加國際或全國性商

管領域專題競賽，且

表現良好。 

2. 參加語言能力檢定

(例：多益、全民英

檢、雅思、托福)，且

成績中上。 

3. 認真參加數理類、商

業相關主題等社團活

動，或有協助辦理社

團專業活動。 

4. 擔任學生幹部，具有

領導同儕之具體事

證。 

5. 參加社會服務活動，

有證據足以佐證有下列

項目之一以上： 

1. 參加國際或全國性商

管領域專題競賽，並

提供證明。 

2. 參加語言能力檢定

(例：多益、全民英

檢、雅思、托福)，並

提供相關證明。 

3. 有參加商業相關主題

等社團活動。 

4. 擔任學生幹部，並有

提供相關證明。 

5. 參加社會服務活動，

並有提供相關證明。 

1. 雖有左列事項，但表

現均為不佳。 

2. 缺乏證據說明有左列

事項至少一項表現，

或證據相當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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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積極參加社會服務活

動，並能具體說明參

加活動的感想及內

容。 

5. 參加社會服務活動，

並能清楚說明參加活

動的感想及內容。 

並能大略說明參加活

動的感想及相關事

項。 

綜合評語

(Op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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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審查評量尺規（面試：資料類別取向） 

 

特優/ 等級 1 優 /等級 2 佳/ 等級 3 可/ 等級 4 不佳/ 等級 5 

備註 

(校系分則審查資料指定

項目名稱) 

面向一 

1. 思考、表達能

力與價值觀(25%) 

能表現出以下列項目之

一以上： 

1.有清晰的思考與表達能

力，且能舉證加以說明。 

2.清楚知道自己未來方向

及價值觀建立而銜接本

系相關課程與個人出

路，能完整論述。 

能表現出以下列項目之

一以上： 

1.有充分的思考與表達能

力，且能舉證加以說明。 

2.知道自己未來方向及價

值觀建立而銜接本系相

關課程與個人出路，能完

整論述。 

能表現出以下列項目之

一以上： 

1.有相當的思考與表達能

力，且能舉證加以說明。 

2.基本上自己未來方向及

價值觀建立而銜接本系

相關課程與個人出路，能

完整論述。 

能表現出以下列項目之

一以上： 

1.有一些的思考與表達能

力，且能舉證加以說明。 

2.大致知道自己未來方向

及價值觀建立而銜接本

系相關課程與個人出

路，能完整論述。 

1.對於自己的思考與表達

能力，無法加以說明。 

2. 無法說明未來方向及

價值觀建立而銜接本系

相關課程與個人出路，能

完整論述。 

 

面向二 

2 態度與儀容

(25%) 

能表現出以下列項目： 

1.有完整的問答態度且在

服裝儀容整齊完整。 

能表現出以下列項目： 

1.有清楚的問答態度且在

服裝儀容乾淨。 

能表現出以下列項目： 

1.有條理的問答態度且在

服裝儀容得體。 

能表現出以下列項目： 

1.能有良好問答態度且在

服裝儀容大方。 

能表現出以下列項目： 

1.未能有問答態度且在服

裝儀容差異。 

 

面向三 

3. 校系認同 

(25%) 

有具體證據足以佐證有

下列項目之一以上： 

1.參加本校系舉辦之銜接

或預備課程，且表現卓

著。 

2.參加本校系辦理之各式

學習活動，且表現卓著。 

3.能夠對本校辦學宗旨及

本系課程特色完整陳述。 

4.能夠對自身未來生涯規

劃與本系教學目標完整

整合陳述。 

有具體證據足以佐證有

下列項目之一以上： 

1.參加本校系舉辦之銜接

或預備課程，且表現優

良。 

2.參加本校系辦理之各式

學習活動，且表現優良。 

3.能夠對本校辦學宗旨及

本系課程特色大致上陳

述。 

4.能夠對自身未來生涯規

劃與本系教學目標充分

整合陳述。 

有具體證據足以佐證有

下列項目之一以上： 

1.參加本校系舉辦之銜接

或預備課程，且表現中

庸。 

2.參加本校系辦理之各式

學習活動，且表現優良。 

3.能夠對本校辦學宗旨及

本系課程特色概略陳述。 

4.能夠對自身未來生涯規

劃與本系教學目標概略

整合陳述。 

有具體證據足以佐證有

下列項目之一以上： 

1.參加本校系舉辦之銜接

或預備課程，且表現尚

可。 

2.參加本校系辦理之各式

學習活動，且表現優良。 

3.能夠對本校辦學宗旨及

本系課程特色簡短陳述。 

4.能夠對自身未來生涯規

劃與本系教學目標簡短

整合陳述。 

1.對於參加本校系舉辦之

銜接或預備課程及各式

學系活動，皆無參與意

願。 

2. 無法說明本校系辦學

宗旨及本系課程特色且

對於未來生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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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四 

4. 特殊才能與專

業潛能、其他能力

表現(25%) 

有強烈證據足以證明有

下列項目之一以上： 

1.參加國際或全國性商管

領域專題競賽，且成績卓

著。 

2.參加語言能力檢定

(例：多益、全民英檢、雅

思、托福)，且成績傑出。 

3.積極參加及規畫辦理數

理類、商業相關主題等社

團活動，或有辦理大型跨

校社團專業活動。 

4.擔任學生幹部，具有領

導引導同儕精進自我能

力之具體事證。 

積極參加社會服務活

動，並能具體說明參加活

動的感想及內容。 

有充分證據足以佐證有

下列項目之一以上： 

1.參加國際或全國性商管

領域專題競賽，且成績優

良。 

2.參加語言能力檢定

(例：多益、全民英檢、雅

思、托福)，且成績優良。 

3.積極參加或協助辦理數

理類、商業相關主題等社

團活動，或有協助辦理社

團專業活動。 

4.擔任學生幹部，具有領

導引導同儕互助之具體

事證。 

5.參加社會服務活動，並

能清楚說明參加活動的

感想及內容。 

有具體證據足以佐證有

下列項目之一以上： 

1.參加國際或全國性商管

領域專題競賽，且表現良

好。 

2.參加語言能力檢定

(例：多益、全民英檢、雅

思、托福)，且成績中上。 

3.認真參加數理類、商業

相關主題等社團活動，或

有協助辦理社團專業活

動。 

4.擔任學生幹部，具有領

導同儕之具體事證。 

5.參加社會服務活動，並

能大略說明參加活動的

感想及相關事項。 

有證據足以佐證有下列

項目之一以上： 

1.參加國際或全國性商管

領域專題競賽，並提供證

明。 

2.參加語言能力檢定

(例：多益、全民英檢、雅

思、托福)，並提供相關證

明。 

3.有參加商業相關主題等

社團活動。 

4.擔任學生幹部，並有提

供相關證明。 

5.參加社會服務活動，並

有提供相關證明。 

1.雖有左列事項，但表現

均為不佳。 

2.缺乏證據說明有左列事

項至少一項表現，或證據

相當薄弱。 

 

綜合評語

(Op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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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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以下簡本系）為使成績優異學生提前畢業，依據大學法及本校學則

訂定學士班成績優異學生提前畢業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學生在規定修業期限屆滿前一學期或一學年修滿該學系規定，全部應修科目與學分，成績優

異且符合下列標準者，得准提前畢業： 

一、每學期學業成績平均八十分以上。 

二、每學期操行成績在八十分以上。 

三、申請同學需於本系系務會議決議通過。 

第三條 申請提前畢業學生應於可畢業學期行事曆訂定之截止日期前提出申請。 

第四條 轉學本校二年級之轉學生，成績優異符合前條標準，且在原校所修科目學分，經採認抵免屬

必修科目者，其各該科目學期成績平均應達八十分以上，始得申請提前畢業。 

第五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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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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1.22 09:30-10:30 十信高中-拜訪校長 周國偉 - 

107.11.22 11:30 強恕高中-拜訪 周國偉 - 

107.12.04 14:00-15:00 淡江高中-面試技巧講座 賴宗福 招生處 

107.12.11 09:00-10:00 慧燈中學-經濟學講座 周國偉 招生處 

107.12.13 14:00-16:00 樹林高中 李喬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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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1.29 08:30-09:50 羅東高中-面試技巧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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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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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2/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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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