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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  應用經濟學系 

108學年度第 8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9年 1月 16日（週四） 

地     點：德香樓 B221室 

主     席：周國偉主任 

出席人員：陳麗雪老師、賴宗福老師、、戴孟宜老師、李喬銘老師、林啟智老師 

請    假：李杰憲老師、曲靜芳老師 

記     錄：高靖雯 

壹、 主席致詞 

貳、 報告事項 

一、 成績登錄系統 1/3（五）開啟，1/17（五）為學士班學生成績登錄截止日，1/31（五）為碩

士班成績登錄截止日。 

二、 旺旺中時大學博覽會日期 2/29、3/1兩日，輪值老師如下。 

2/29（六）上午 2/29（六）下午 3/1（日）上午 3/1（日）下午 

戴孟宜 李杰憲 陳麗雪 周國偉 

三、 109學年度碩士班甄試 7位學生皆已線上報到完畢。 

四、 109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目前無人報名。 

五、 109/2/7（五）8：10─17：00幼華中學將會到校進行實地參訪。 

六、 109/2/10（一）8：10─17：00光隆家商將會到校進行實地參訪。 

七、 系學會有訂製新的系服，邀請所有老師一同參與，相關信件系學會會長綵繡已寄至每位老師

的信箱裡，如有意願請和靖雯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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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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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7 

系務會議 

案由：本系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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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照案通過，如流程及順序表需調整，再麻煩老師告訴

系辦。 

照案通過/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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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7 

系務會議 

案由：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108-1寒假企業實習名單審議

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解除列管。 

108-7 

系務會議 

案由：佛光大學 20週年校慶各系特色展，提請討論。 

決議：由主任擔任統籌及二位老師組成校慶特色展籌備小

組，陳麗雪老師負責學術類，如歷年學生考取證照績效、碩

士及碩專班論文集……等，預計以海報展方式展示；新聘老

師負責實務類，如企業實習、歷年參訪活動……等，預計以

影片製作方式展示；如有任何想法及提議，再麻煩老師提出。 

如有任何想法及提議，再麻

煩老師提出/解除列管。 

肆、 討論提案： 

【提案一】 

案由：本系賴宗福老師升等教授案，提請討論。 

說明： 

1.依據本校「佛光大學教師升等辦法」，故於此次召開系務會議審查老師升等案，審查資

料原則。 

2.申報升等資料(含基本資料表、教學、研究、服務等)及相關著作如附件。 

決議：5票同意，0票反對，本案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本系李喬銘老師升等教授案，提請討論。 

說明：  

1.依據本校「佛光大學教師升等辦法」，故於此次召開系務會議審查老師升等案，審查資

料原則。 

2.申報升等資料(含基本資料表、教學、研究、服務等)及相關著作如附件。 

決議：5票同意，0票反對，本案照案通過。 

 

【提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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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修改後通過。 

 

伍、 臨時動議 

六、 散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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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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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第二條 學生在規定修業期限屆滿前一學

期或一學年修滿本學系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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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案需於本系系務會議決議

通過。 

四、學業歷年成績名次在該學年級

學生數前百分之五以內。 

第五條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通

過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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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落實學士班成績

優異學生提前畢業

之要點，故修正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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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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二條 學生在規定修業期限屆滿前一學期或一學年修滿本學系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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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案需於本系系務會議決議通過。 

四、學業歷年成績名次在該學年級學生數前百分之五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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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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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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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杰憲 招生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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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20 18:00-21:00 
台中地區高中職- 

教育夥伴聯誼座談及餐敘 
戴孟宜 招生處 

108/12/3 18:00-21:00 
宜蘭地區高中職- 

教育夥伴聯誼座談及餐敘 
陳麗雪 招生處 

108/12/4 13:45-14:10 臺東高中-學群講座 陳麗雪 招生處 

108/12/11 18:00-21:00 苗栗地區教育伙伴餐敘 戴孟宜 招生處 

109/2/14 

7:50-16:10 
明德高中- 

大學一日體驗營 
陳疆平 招生處 

8:00-16:50 
竹林高中- 

大學一日體驗營 
林啟智 招生處 

109.02.29-03.01 - 北區大學博覽會 

戴孟宜 

李杰憲 

陳麗雪 

周國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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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2/28 

6 109學測考試 109/1/17-109/1/18 

7 109學測放榜 109/2/24 

8 109學年度碩士班招生報名 108/1/2-108/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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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 109/2/18-109/3/17 

11 109學年度運動績優學生單獨招生術科考試 109/3/28 

12 109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報名 109/2/26-109/3/25  

13 109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面試 109/5/9 

14 109個人申請報名 109/3/27-109/4/15 

15 109個人申請資料下載 109/4/22 

16 109個人申請面試 109/4/24-109/4/25 

17 109個人申請考生志願選填 109/5/14-109/5/15 

18 109個人申請公告甄選結果 109/5/21 

19 109指考報名 109/5/19-109/5/28 

20 109指考考試 109/7/1-109/7/3 

21 109指考成績公告 109/7/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