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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  應用經濟學系 

108學年度第 3次系務會議記錄 

時     間：108年 9月 19日（週四）12：00 

地     點：德香樓 B310會議室 

主     席：周國偉主任 

出 席 人 員 ：林啟智老師、李喬銘老師、李杰憲老師、陳麗雪老師、戴孟宜老師 

請    假：賴宗福老師、曲靜芳老師 

記     錄：高靖雯 

壹、 主席致詞 

貳、 報告事項 

一、 加退選週已結束，請各位老師重新確認點名單。 

二、 本校填報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10810期)，屆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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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8月 1日至 108年 7月 31日之資料為主。 

三、 近期協助招生推展工作紀錄，請參閱附件(p.4)。 

參、 各項系級會議決議暨執行情形報告： 

提案 會議決議 執行/列管情況 

107-12 

系務會議 

案由：推選本系應用經濟系學會指導老師案，提請討論。 

決議：同意戴孟宜老師 108學年度起免兼系學會指導老師。。 

由陳麗雪老師擔任本系

108學年度本系系學會指

導老師/解除列管。 

107-12 

系務會議 

案由：107學年度暑期學生企業實習申請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積木博物館已於八月底完

成簽約/解除列管。 

108-1 

系務會議 

案由：2019「經濟學遊戲教學分享會」，本系推派教師參與，

並於開學分享。 

決議：一致推派由陳麗雪老師參與 2019台灣經濟學會舉辦的

「經濟學遊戲教學分享會」。 

請陳麗雪老師於 108-3系

務會議專題報告與各位老

師分享/解除列管。 

108-2 

系務會議 

案由：決定大陸地區 2019秋季班交流生導師人選，提請討論。 

決議：李杰憲老師自願擔任本系大陸地區 2019秋季班交流生

導師，並獲出席委員一致同意。 

已提送至國際處/解除列

管。 

108-2 案由：推派本系企業實習負責老師人選，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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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務會議 決議：一致推派由戴孟宜老師擔任本系 108學年度本系企業

實習負責老師。 

肆、 討論提案： 

   【提案一】  

     案由： 本系 107-2學期書卷獎學金案，提請討論。 

     說明： 依據名次排行： 

            學士班： 

            大四 經貿產業組 閻弘子(94.4) 

                 財務金融組 陳浥蕙(93.83) 

 (書卷獎 超過 40人以上得增加一名，故有 2位名額) 

            大三 產業趨勢組 許家筠(91.62) 

         大二 國際商務組 簡楓又(91.22) 

                 國際商務組 許凱婷(89.7) 

(書卷獎 超過 40人以上得增加一名，故有 2位名額) 

碩士班： 

            碩二 107235004 劉凡瑜(92) 

            碩專班 

            碩專二 107435021 陳美蘭(90)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提送至學務處。 

 

   【提案二】 

     案由：本系 10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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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碩士班 

           碩二 107235015 黃君翔(85.25) 

           碩專二 

           107435029 洪培文(88.75)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提送至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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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三】 

     案由：本系因教師員額不足，擬新聘一位教師以滿足本系教學、輔導、服務等需求。 

     說明：1.助理教授（含）以上專任或專案教師。 

           2.具經濟學相關領域博士學位。 

           3.具研究潛能及喜愛教學者。 

           4.能積極協助系所招生活動及系務推廣者，優先考慮。 

           詳如附件一。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提送至人事室。 

 

   【提案四】 

     案由：本系 108學年度應用經濟學系系務會議設置要點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詳如附件二。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提送至院務會議。 

 

   【提案五】 

     案由：本系 10513317陳浥蕙同學提前畢業，提請討論。 

     說明：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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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條，若學生在規定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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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生其學業成績及操性成績平均皆達 80分以上且修滿所屬學系規定之全部應修科目與 

           學分，詳如附件三。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已提送至教務處。 

 

   【提案六】 

     案由：為擴大招生來源，擬請本系教師至「宜蘭縣立慈心華德福教育實驗高級中等學校」開授 

           經濟學相關課程，提請討論。 

     說明：請林啟智老師說明。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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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緩議。待校方相關規定明確後，再行討論。 

 

   【提案七】 

     案由：應屆畢業研究生計畫書發表，提請討論。 

     說明：慣例計劃書發表定於期末考前一週週六，因應本學期期末考週提前至 1/3(五)─ 

           1/9(四)，提前於 12/28舉辦計劃書發表會。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伍、 經濟學遊戲教學專題報告 

陸、 臨時動議 

柒、 散會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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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8月 - 碩士學分班開設 周國偉 應用經濟學系/推廣中心 

108/9/3 09:30-12:00 大學招生專業化評量尺

規-實地訪視 

周國偉 

戴孟宜 

招生處 

108/11/6 10:00~12:00 新竹高商- 

生涯學群講座 

李喬銘 招生處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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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09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報名 - 

3 109學年度碩士班甄試面試考試 108/11/30 

4 109學年度學測報名 109/10/25-109/11/7 

5 碩士班論文題綱發表會 - 

6 109學測考試 109/1/17-109/1/8 

7 109學測放榜 108/2/24 

8 109學年度碩士班招生報名 - 

9 109學年度碩士班招生面試 109/3/7 

10 109學年度運動績優學生單獨招生 - 

11 109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報名 - 

12 109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面試 - 

13 109個人申請資料下載 - 

14 109個人申請面試 - 

15 109個人申請考生志願選填 - 

16 109個人申請公告甄選結果 - 

17 109指考報名 109/5/19-109/5/28 

18 109指考考試 109/7/1-109/7/3 

19 109指考成績公告 109/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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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佛光大學教師需求表   

單位：應用經濟學系                                           填表日期：109年 9月 19日 

填表說明 

1、 新聘教師之職級係依遞補原離職(退休)教師之職級為主，新增員額則需視需求單位
之生師比而定。 

2、 提聘單位若需應試者提供特殊資料，請在「新聘師資專長需求與其他證明文件」欄
位填寫。本校規範要求資料為履歷表、自傳、論文或作品，可授課程之大綱等。 

性質  ■ 專任   □ 客座   □ 兼任 名額 1 

需求 

日期 
108年 2月 1日 廣告刊登截止日期 108年 10月 31日 

學歷 ■ 博士    □碩士    □ 其他 科系要求 經濟學相關領域之博士學位 

需求單位擬聘任教師職稱 助理教授（含）以上專任或專案教師 

核定教師職稱(由人事室填寫)  

系所 

發展目標 

發展目標： 

推動教學創新，提高學習效能，培育多元優質人才。 

強化產學連結，以縮短學用落差並培育跨領域人才。 

達成以經濟為體，理財實務與國際化為用的精緻學系。 

重要課程 

規劃方向 

國際經濟、財務貨幣金融、個體經濟學、產業經濟學、財經證照、商用軟體應用、職

場實務專題、企業實習 

新聘師資 

專長需求 

與其他證明

文件 

1. 助理教授（含）以上專任或專案教師。 

2.具經濟學相關領域博士學位。 

3.具研究潛能及喜愛教學者。 

4.有財經實務相關證照者。 

5.能積極協助系所招生活動及系務推廣者，優先考慮。 

檢附資料 

請務必檢附以下二項： 

■全系教師開課說明表(含現任與新聘者)。 

■全系課程架構表，並標示新聘教師擬開課課程。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單位主管 一級主管 教務處 人事室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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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經濟    學系現有教師開課說明表 

序號 教師姓名 教師職稱 教師專長 目前講授課程 

1 李杰憲 副教授 

國際貿易實務 

休閒管理 

醫療經濟學 

運動經濟學 

健康經濟學 

國際貿易實務 

經濟問題解析 

外匯交易與資金管理 

統計學 

2 李喬銘 副教授 

財務管理 

投資學 

財務計量 

風險管理公司理財 

個人理財規劃 

財務管理專題 

財富管理與規劃 

3 周國偉 副教授 

計量經濟學 

國際金融 

貨幣總體 

財務風險專題 

經濟預測 

研究方法與專題討論 

4 林啟智 副教授 

個體經濟學 

產業經濟學 

管制經濟學 

賽局理論 

經濟學 

個體經濟學 

5 賴宗福 副教授 

國際金融 

新開放總體經濟學 

總體經濟學 

總體經濟學 

研究方法與專題討論 

6 戴孟宜 副教授 

總體經濟學 

產業經濟學 

國際金融 

經濟成長 

經濟學 

個體經濟分析專題 

金融市場與機構管理 

7 陳麗雪 專案教師 
產業經濟學 

數學規劃 

微積分 

經濟學 

財務風險專題 

財經證照 

商管英文 

8 曲靜芳 副教授 

財務管理 

金融市場與投資策略 

財務報表分析 

財富管理 

衍生性金融商品 

會計學 

專業英文 

財務管理專題 

全學系教師人數   8   人，副教授以上師資   7   人。  

※依教育部總量規定副教授以上師資至少 4人以上。 

新聘教師(以下填寫擬新聘教師資料) 

序號 教師職稱 教師專長 講授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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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助理教授（含）以上專任或專

案教師 

經濟學、財務金融、生產力

與效率、量化分析、金融程

式設計 

統計學二、實證財經專題、貨

幣銀行學、商用軟體應用、財

經證照、績效評估、企業實習 

【附件二】 
佛光大學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應用經濟學系系務會議設置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社會科學

暨管理學院應用經濟學系（以下簡稱本

系），依照大學法第十六條及本校組織規

程第十六條第七款之規定，設置系務會議

（以下簡稱本會議），並訂定本要點據以

實施。  

二、本會議旨在議決本系之年度計畫、系

所圖書設備採購及各項行政事務，促進本

系教學研究之發展。 

三、本會議由本系全體專任教師組成之，

系主任為當然主席。 

四、本會議召開之會議得經系主任邀請有

關人員列席。 

五、本會議得以一般與臨時兩種程序之一

召開：  

   （一）一般會議：由系主任召開，每

學期至少二次，如有必要得以加開。 

   （二）臨時會議：凡由本系教師一人

提出及三分之一以上（含）專任教師連

署，以書面列舉議案向主席提出，並於兩

週內召開。 

六、本會開會通知與議案，必須於開會一

週前發出。開會法定人數為本會組織成員

三分之二（含）以上。 

七、本會議之議案，可由下列三種方式之

一提出：  

   （一）主席提出 

   （二）本會成員一人提出，一人連署 

   （三）臨時動議 

八、本會議之人事、評鑑相關議案應以無

記名投票方式決議，並以出席人員三分之

二（含）以上同意為通過。  

九、凡經本會議決議之議案，需正式列入

紀錄，並於該次會議結束後一個月內將該

紀錄分送各出席人員確認簽可後，存檔供

查。  

十、每次會議開議時，主席或有關同仁應

先報告上次會議決議事項之執行情形。 

一、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社會科學暨管

理學院應用經濟學系（以下簡稱本系），依照

大學法第十六條及本校組織規程第 16 條第七

款之規定，設置系務會議（以下簡稱本會議），

並訂定本要點據以實施。  

二、本會議旨在議決本系之年度計畫、系所圖

書設備採購及各項行政事務，促進本系教學研

究之發展。 

三、本會議由本系全體專任教師組成之，系主

任為當然主席。 

四、本會議召開之會議得經系主任邀請有關人

員列席。 

五、本會議得以一般與臨時兩種程序之一召

開：  

   （一）一般會議：由系主任召開，每學期

至少二次，如有必要得以加開。 

   （二）臨時會議：凡由本系教師一人提出

及三分之一以上（含）專任教師連署，以書面

列舉議案向主席提出，並於兩週內召開。 

六、本會開會通知與議案，必須於開會一週前

發出。開會法定人數為本會組織成員三分之二

（含）以上，惟遇緊要事件之處理時，不在此

限。 

七、本會議之議案，可由下列三種方式之一提

出：  

   （一）主席提出 

   （二）本會成員一人提出，一人連署 

   （三）臨時動議 

八、本會議案之表決，得以舉手表決。以出席

人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為通過。  

九、凡經本會議決議之議案，需正式列入紀

錄，並於該次會議結束後一個月內將該紀錄分

送各出席人員確認簽可後，存檔供查。  

十、每次會議開議時，主席或有關同仁應先報

告上次會議決議事項之執行情形。  

因 108 學

年度已無

系教評會

議，故修

正本系系

務會議設

置要點以

符合社會

科學暨管

理學院行

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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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