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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  應用經濟學系 

108 學年度第 4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8年 10月 31日（週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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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喬銘老師 

記     錄：高靖雯 

壹、 主席致詞 

貳、 報告事項 

一、 109 學年度碩士推甄報名現況(截至 108/10/30)：招收 8 人，報名 3 人，已繳件 0 人。 

二、 系學會已於 10/28-10/31 舉辦經濟週活動，學生參與活動踴躍。 

三、 應用經濟學系行事曆，請參閱附件。 

四、 近期協助招生推展工作紀錄，請參閱附件。 

五、 因應選課新制，教務處註課組擬利用導師班會時間以入班宣導，申請時間至 10/31(四)止，

敬請老師們多加利用。 

六、 本校彈性薪資開始申請，如系上專任教師符合資格且欲申請者，請於 11/1 下班前將申請資

料交至系辦。(申請類別：教學類人才、研究類人才、服務暨輔導類人才) 

七、 108學年度入學總量內新生註冊率學士班 93.22%、碩士班 92.31%、碩專班 100%，詳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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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3 

系務會議 

案由： 本系 107-2學期書卷獎學金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提送至學務處。 
已提送至學務處/解除列管。 

108-3 

系務會議 

案由：本系 107-2研究生獎學金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提送至學務處。 
已提送至學務處/解除列管。 

108-3 

系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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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照案通過，提送至人事室。 

已提送至人事室/解除列管。 

108-3 案由：本系 108學年度應用經濟學系系務會議設置要點修正 已提送至院辦/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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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務會議       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提送至院務會議。 

108-3 

系務會議 

案由：本系 10513317陳浥蕙同學提前畢業，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已提送至教務處。 
已提送至教務處/解除列管。 

108-3 

系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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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緩議。待校方相關規定明確後，再行討論。 

緩議。待校方相關規定明確

後，再行討論/持續列管。 

108-3 

系務會議 

案由：應屆畢業研究生計畫書發表，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解除列管。 

肆、 討論提案： 

   【提案一】  

     案由：本系學士班修業規定(109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提請討論。 

     說明：詳如附件。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本系碩士、碩專班修業規定(109 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提請討論。 

     說明：詳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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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勵本系運動隊伍代表系上參加校外競賽，增加學系知名度與學生間向心力，依過往

慣例由管理費補助運動隊伍每學年 5千元支應競賽所需費用，並檢附單據核銷。 

(詳如附件) 

     說明：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依原定計畫 5 千元補助。 

  【提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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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本系 10513309張竣傑同學提前畢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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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 

     決議：該生歷年學業成績班排名僅約 13%，經系務會議決議，不符合成績優異條件，依據過往 

           本系學士班成績優異提前畢業之資料顯示，10513317陳ΟΟ同學、10413350李ΟΟ同學 

           及 10413337許ΟΟ同學均名列前茅，若該生因故需提早畢業，可再檢附要提前之具體事 

           由及相關證明文件，並再次提出申請。 

 

  【提案五】 

     案由：華南永昌證劵及頭城農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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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華南永昌證劵及頭城農場為本系企業實習單位。 

  

  【提案六】 

     案由：本系新聘教師案，提請討論。  

     說明：本系新聘教師徵才將於 10/31截止，共計有 15位應徵者，將從中決定 3位邀請參加第 

           二階段面試。  

     討論： 

     決議：由周國偉老師、林啟智老師、及李杰憲老師組成第一階段應徵者資料初審遴選委員，決 

           定初審排序為: 1. 陳疆平；2. 李維倫；3. 吳彥成；4.林宗漢；5.呂雅萍。其中，優先 

           邀請排序前 3位者參加 11/14（中午）第二階段的簡報面談；如有不能到者，再從第 4、 

           5排序者依序遞補。 

 

  【提案七】 

     案由：108-2宜蘭高中多元選修課程，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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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108學年度第二學期宜蘭高中希望本系協助開設高三多元選修課程（財金科系領域），課

程設計希望朝實用或有具體作品產出，同時希望能聚焦某一領域的認識與介紹，以一位

主要老師為主，再搭配其他老師支援上課。時間為 109/2/11-5/5，每週二 10:10-12:00

（共計 11週）。 

           (詳如附件) 

     討論： 

     決議：一致同意由陳麗雪老師代表系上前往宜蘭高中協助開設高三多元選修課程。 

伍、 臨時動議 

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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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9/26 - 至高中端拜訪致贈教師節禮品- 

壽山高中 

周國偉 招生處 

108/9/27 - 至高中端拜訪致贈教師節禮品- 

強恕中學、幼華高中 

周國偉 招生處 

108/10/2 - 至高中端拜訪致贈教師節禮品- 

竹林高中 

林啟智 招生處 

108/10/3 14:00-14:50 啟英高中-學群講座 戴孟宜 招生處 

108/10/24 12:00-17:00 強恕高中-招生交流暨籃球友誼賽 周國偉 應用經濟學系/招生處 

108/10/31 18:00-21:00 新北地區高中職- 

教育夥伴聯誼座談及餐敘 

賴宗福 招生處 

108/11/5 9:00-16:30 大學招生專業化- 

執行經驗交流分享暨培訓工作坊 

周國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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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7 08:00-09:00 啟英高中-學群講座 陳麗雪 招生處 

108/11/12 18:00-21:00 桃園地區高中職- 

教育夥伴聯誼座談及餐敘 

- 招生處 

108/11/15 12:45-14:10 彰化高中-學群講座 曲靜芳 招生處 

108/12/4 13:45-14:10 臺東高中-學群講座 - 招生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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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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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0/15-108/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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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0/25-108/11/7 

5 碩士班論文題綱發表會 12/28 

6 109學測考試 109/1/17-109/1/8 

7 109學測放榜 109/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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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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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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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對照表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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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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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學分。 

         3、本系學士班領域專業學程 

  （二選一）（配合核心學程規劃）。 

（三）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 

1、國際商務學程21學分。 

2、財金實務學程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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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經濟學系學士班修業規定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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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學分。 

3、本系學士班領域專業學程（二選一）（配合核心學程規劃）。 

（三）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 

1、國際商務學程21學分。 

2、財金實務學程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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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對照表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108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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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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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碩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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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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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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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碩士班修業規定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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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碩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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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修業規定修正條文對照表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108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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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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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碩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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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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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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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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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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碩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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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系 系隊負責人 吳欣宥 

比賽名稱 2019北經盃 比賽地點 真理大學 

參加人數 12 連絡電話 0924168766 

參與名單 

1 黃大川 7 張偉傑 

2 潘冠捷 8 溫立凱 

3 周宏祥 9 周怡全 

4 陳韋任 10 馬家德 

5 曾彥傑 11 沈奕賢 

6 邱德宇 12 高譯翔 

比 賽 期 間 2019年 12月 14日    時起至 2019年 12月 15日    時止 

說 明 

1. 每隊每學年僅可申請最高額 5000元，核定金額由系辦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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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wga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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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欣宥                     電話： 0924168766 

聯絡地址：新北市三重區大智街 238-1號 4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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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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入學總量內新生註冊率一覽表─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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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入學總量內新生註冊率一覽表─碩士班 

 

108學年度入學總量內新生註冊率一覽表─碩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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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高級中學 109(108)學年度多元選修課程規劃表 

授課老師 1  連絡電話  Email  

授課老師 2  連絡電話  Email  

課程介紹 (提供同學選課參考的課程介紹文字，50字以內) 

課程連結 (若有課程網頁或影片請提供網址)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一上 一下 二上 二下 三上 三下 學分數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跨領域/科目專題 跨領域/科目統整 實作(實驗) 

探索體驗 第二外語   本土語文   全民國防教育 

職涯試探 通識性課程   大學預修課程  特殊需求 

其他__________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學)  外聘(其他) 

課綱 

核心素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選填) 

適性探索 同理關懷 創新思辨 問題解決 負責堅持 互助合作 

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1(2/11)   

2(2/18)   

3(2/25)   

4(3/3)   

5(3/10)   

6(3/17)   

7(3/24)   

8(3/31)   

9(4/7)   

10(4/14)   

11(4/21)   

12(4/28)   

13(5/5)   

14   

15   

16   

17   

18   

學習評量 

(請說明百

分比) 

 

對應學群 

(必填) 

資訊 工程 數理化 醫藥衛生 生命科學 生物資源 

地球環境 建築設計 藝術 社會心理 大眾傳播 外語 

文史哲 教育 法政 管理 財經 遊憩運動 

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