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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  應用經濟學系 

107 學年度第 5 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8 年 01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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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第七屆「深耕校園-見習計劃」見習生甄選，本系大四林芷萱錄取宜蘭總公司管理部 

 證券營業員。 

二、 即日起至 1 月 14 日(一)截止為老師申請 107-2 學期 TA 需求時間，敬請登入「TA 系統」 

 申請。 

三、 107 年 12 月 31 日(一)為元旦彈性放假，若尚未補課之課程，請任課教師與修課同學協調時 

  間補課，並請於學期結束前完成補課程序。 

四、 佛光大學 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升等時程如下表 

人事室資格檢核 系教評會初審 學院複審及外審作業 人事室外審作業 

1/20 前 2/1～2/28 3/1～4/30 5/1～7/30 

五、 恭賀！應用經濟學系系學會榮獲 107 學年度校內社團評鑑第二名。 

六、 1/14-18 日為期末考周。 

七、 學位考試申請截止日 1/18(五) 

八、 成績登錄系統 1/14 開啟，1/25 日為學士班學生成績登錄截止日，1/31 日為碩士班成績登錄 

  截止日。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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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03/22（五）下午 13:00 大一生安排參觀股票博物館。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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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應用經濟學系行事曆，請參閱附件。 

十三、 近期協助招生推展工作紀錄，請參閱附件。 

十四、 108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 8 位學生皆已線上報到完畢。 

十五、 108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目前無人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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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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書目專書採購案，提請討論。 已送至圖書館審議。 

提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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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案通過。 

提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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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於 12/20 日辦理模擬工作坊，且已修正交至招生
處。 

提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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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至本次會議審議。 

提案五 
「以學院為核心」的調整方式，關於本系
共識及立場，提請討論。 

留至本次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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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品酒店實習單位簽約案，提請討論。 

說明：請傅信豪老師說明。 

討論： 

決議：請傅老師在與實習單位確認合作內容，再商議。 

 

【提案三】  

案由：本系大四學生 10413378 黃宇順欲修習碩士班實證財經專題抵認學士班理財規劃學程內衍 

      生性金融商品課程案，提請討論。 

說明：因本學期衍生性金融商品開課時段與國際貿易衝突，是否同意修習碩士班實證財經專題抵 

      認學士班理財規劃學程內衍生性金融商品課程案，以滿足畢業學分，能夠如期畢業。 

       

討論： 

  決議：經系務會議討論，不同意該生抵認，建議該生朝跨校修課或暑修完成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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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如附件二。   

討論： 

      決議：建議該提案提送教務會議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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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五】  

案由：2019 春季班交流生導師名單，提請討論。  

說明：本次希望由未擔任大一、二班級導師的老師們承擔，本次共有 5 位學生名單如下表所示 

合肥工業大學 陳彥名 

交換生(公費生) 2 年級 

東莞理工學院 黃業建 

烟臺大學文經學院 王文姝 

寧波大學科學技術學院 馮鈺舒 

廣東海洋大學 林曉純 

  討論： 

      決議：若上述學生皆有修習李杰憲老師任一課程，導師為李杰憲老師，若無則另外安排。 

 

【提案六】   

案由：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107-1 寒假企業實習名單審議案，提請討論。  

說明：   

徐敏瑄 10513334 經貿組 國泰人壽-宜蘭 

許勝雄 10513331 財金組 南山人壽 

楊蕙瑄 10513351 財金組 國泰人壽-宜蘭 

張凱晴 10513377 財金組 南山人壽-新店新發 

閻弘子 10513302 經貿組 南山人壽-新店新發 

許倢榮 10513307 財金組 國泰人壽-宜蘭 

柯怡安 10513313 財金組 國泰人壽-宜蘭 

楊勝智 10513315 財金組 台北金融大樓 

楊勝智 10513315 財金組 大昌期貨 

楊勝智 10513315 財金組 富邦人壽-台北富智 

陳癸文 10413309 財金組 富邦人壽-台北富智 

陳癸文 10413309 財金組 南山人壽-台北大來 

陳癸文 10413309 財金組 國泰人壽-宜蘭 

陳癸文 10413309 財金組 冠翔世紀溫泉會館 

陳明陽 10413373 財金組 南山人壽-新店新發 

陳明陽 10413373 財金組 富邦人壽-台北富智 

陳明陽 10413373 財金組 南山人壽-台北大來 

黃芃茵 10413317 財金組 康和期貨 

國泰人壽 5 人；南山人壽新店新發 4 人；南山人壽大來通訊 2 人；富邦人壽富智 3 人； 

康和期貨 1 人；冠翔世紀溫泉會館 1 人；台北金融大樓 1 人；大昌期貨 1 人；合計 18 人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伍、 臨時動議 

陸、 散會(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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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學士班修業規定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108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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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理財規劃學程24學分。 

3、國際商務學程24學分。 

4、財經實務學程24學分。 

 

【107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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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本系學士班

專業選修學程說

明，讓學生能自主

修讀專業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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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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理財規劃學程24學分。 

3、國際商務學程24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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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2.25 13:30-16:00 宜蘭地區高中評量尺規工作坊 傅信豪/戴孟宜 招生處 

108.01.08 19:30-21:00 慧燈中學-經濟學講座 林啟智 招生處 

108.01.08 18:00 桃園區高中職教育夥伴聯誼座談及餐敘 曾銘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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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