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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  應用經濟學系 

109學年度第 3次系務會議記錄 

時     間：109年 10月 15日（週四） 

地     點：德香樓 B221室 

主     席：周國偉主任 

出席人員：戴孟宜老師、林啟智老師、陳麗雪老師、陳疆平老師、李喬銘老師、 

           李杰憲老師、賴宗福老師 

請    假： 曲靜芳老師 

記     錄：高靖雯 

壹、 主席致詞 

貳、 報告事項 

一、 系學會將於 10/19（一）-10/22（四）舉辦經濟周活動。 

二、 課程棄選已結束，請各位老師重新確認點名單。 

三、 110學年度系所暨通識教育評鑑，台灣評鑑協會於本學期辦理三場工作坊，敬請各位老師踴

躍參加。 

第一場：工作坊「資料蒐集與受評報告撰寫」，日期為 109年 10月 14日(三)13:10至 15:10。 

第二場：工作坊「構面內涵與指標之詞意解析」，日期為 109年 11月 18日(三)13:10至 15:10。 

第三場：工作坊「構面內涵與指標之『詞意解析』實務案例」，日期為 110年 1月 13日(三)13:10

至 15:10。 

四、 近期協助招生推展工作紀錄，請參閱附件二。 

五、 應用經濟學系行事曆，請參閱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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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2 

系務會議 

案由：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專業實習課程實施要點修訂

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已提送至院辦/解除列管。 

109-2 

系務會議 

案由：新制教師陳疆平老師評鑑作業選出一位外系委員案，

提請討論。 

決議：經投票結果公事系張世杰老師 5票，未樂系林晏如老

已提送至院辦/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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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4票，管理系蔡明達老師 2票，故由公事系張世杰

老師擔任評鑑委員。 

109-2 

系務會議 

案由：本系 108-2學期書卷獎獎學金案，提請討論。 

決議：因張允儒同學欲申請佛光大學學士班優秀學生獎學

金，故大二書卷獎學金由第三名吳珮毓同學(92)遞

補，其餘照案通過。 

已提送至學務處/解除列管。 

109-2 

系務會議 

案由：本系 108-2學期研究生獎學金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已提送至學務處/解除列管。 

109-2 

系務會議 

案由：109學年度圖書採購案，提請討論。 

決議：若有需求的老師會後向系辦提出。 
已提送至圖資處/解除列管。 

109-2 

系務會議 

案由：佛光大學 2021年期期刊採購案，提請討論。 

決議：再請李杰憲老師負責後續相關事宜。 
已提送至圖資處/解除列管。 

109-2 

系務會議 

案由：因應組織規程修正，各項相關辦法修正案，提請討論。 

決議：除項次 6、項次 7、項次 10及項次 11法規已不合時宜

廢止外，其餘照案通過。後續有其他法規及辦法若此

次尚未修改，名稱皆統一更正為「佛光大學管理學院

應用經濟學系」直接修訂，法規及辦法內名稱一併修

改。 

已提送至院辦/解除列管。 

109-2 

系務會議 

案由：110學年度大學指考分發採計科目，提請討論。 

決議：多數教師建議財務金融組採計國文、歷史、地理、及

英文 4科，國際商務組採計國文、歷史、及地理 3 科。

惟最終踩計之科目，仍依據招生處整體建議調整。 

已提送至招生處/解除列管。 

肆、 討論提案： 

【提案一】 

案由：應用經濟學系系級之年度目標與預期關鍵成果，提請討論。 

說明：附件三。 

決議：修改後通過。 

【提案二】 

案由：新制教師評鑑作業選出一位外系委員案，提請討論。 

說明：各系教師評鑑由該系評鑑小組負責，其成員共三人，由院長、系主任及一位外系資深教

師組成。外系教師人選由院長及系主任共同決定二至三位候選人，交由系（所）務及中

心會議票選後產生。經請示院長外系委員候選名單為：公共事務學系張世杰老師、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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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暨社會工作學系鄭祖邦老師、管理學系陳志賢老師、心理學系黃智偉、未來與樂活學

系林晏如老師。 

決議：經投票結果陳麗雪老師、李杰憲老師之外系委員為公共事務學系張世杰老師；林啟智老

師之外系委員為管理學系陳志賢老師；戴孟宜老師之外系委員為心理學系黃智偉。 

【提案三】 

案由：本系學士班修業規定(110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提請討論。 

說明：附件四。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案由：本系碩士班修業規定(110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提請討論。 

說明：附件五。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案由：本系碩士在職專班修業規定(110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提請討論。 

說明：附件六。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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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逢元旦連假 1/2(六)，順延至 1/9(六)舉辦計

劃書發表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案由：本系與臺灣效率與生產力學會合辦「2020年學術論文研討會」，提請討論。 

說明：本案預算支用系所研發經費 2萬元，徵稿啟示如附件七。 

決議：照案通過。 

伍、 臨時動議 

六、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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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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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10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報名 110/10/15-109/11/12 

3 110學年度碩士班甄試面試考試 109/11/28 

4 110學年度學測報名 109/10/30-109/11/13 

5 碩士班論文題綱發表會 一月份第一個星期六 

6 110學測考試 110/1/22-110/1/23 

7 110學測成績公告 110/2/24 

8 110學年度碩士班招生報名 - 

9 110學年度碩士班招生面試 110/3/6 

10 110學年度運動績優學生單獨招生報名 - 

11 110學年度運動績優學生單獨招生術科考試 - 

12 110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報名 - 

13 110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面試 - 

14 110個人申請報名 - 

15 110個人申請資料下載 - 

16 110個人申請面試 110/4/23-110/4/24 

17 110個人申請考生志願選填 110/5/13-110/5/14 

18 110個人申請公告甄選結果 110/5/20 

19 110指考報名 110/5/18-110/5/27 

20 110指考考試 110/7/1-110/7/3 

21 110指考成績公告 110/7/19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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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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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7/25-26 10:00-17:00 暑期大學博覽會 
陳麗雪 

李杰憲 
招生處 

109/8月 - 碩士學分班開設 周國偉 
應用經濟學系/推廣中

心 

109/9-11 - 宜蘭高中多元選修課程 陳麗雪 教務處 

109/11-110/1 - 宜蘭高中多元選修課程 林啟智 教務處 

109/9-110/1  新北市崇義高級中學銜接課程 
賴宗福 

陳疆平 
應用經濟學系 

109/8/28 9:00-16:00 教師研習營-暖暖高中 陳麗雪 招生處 

109/9/18 - 
至高中端拜訪致贈中秋月餅及教

師節禮品-竹林高中 
林啟智 招生處 

109/9/18 - 
至高中端拜訪致贈中秋月餅及教

師節禮品-幼華高中 
周國偉 招生處 

109/9/21 - 
至高中端拜訪致贈中秋月餅及教

師節禮品-壽山高中 
陳疆平 招生處 

109/9/21 10:30-12:00 大學一日體驗營-四維高中 戴孟宜 招生處 

109/9 - 
至高中端拜訪致贈中秋月餅及教

師節禮品-強恕高中 
周國偉 招生處 

109/12/9 13:45~14:10 臺東高中-學群講座 - 招生處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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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評鑑 OKRs 「校」、「院」、「系」、「教師」表格格式。 

採用 OKRs 新制教師評鑑的精神在由教師個別立場出發，每一位教師可依自身専長，思考未來年度在

教學、研究、服務、輔導等面向如何與校、院、系目標及關鍵成果做連結。OKRs 制度的特點包含重

視交流和充分溝通、公開透明以及 KR 應具有挑戰性。 

校年度目標與預期關鍵成果  

目標 關鍵成果 

一、優化教學品質 

 提升學生跨域力與自學力 

 提升學生實作與社會實踐能力 

 發展特色學程與課程改革 

 強化教學研究與實踐 

二、提升研究能量 
 鼓勵計劃申請：學術研究類、產學合作類、本校特色計畫類等。 

 提升研究產出：期刊論文、專書論文、專利、技術報告等。 

三、服務社會人群 
 強化校內服務 

 強化校外服務 

四、落實全面輔導 

 落實學院輔導 

 落實書院輔導 

 強化研究或競賽輔導 

 

 

管理學院年度目標與預期關鍵成果 

院自訂目標 院自訂關鍵成果 

一、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1.鼓勵教師教學創新 

2.提升學生自學能力 

3.培養學生跨領域能力 

4.強化實務證照課程 

二、提升研究產學能量 

1.發表期刊、專書、專利、研討會論文、技術報告等 

2.提出科技部專題及產學計畫 

3.提出政府機關及民間研究產學計畫 

4.提升宗教機構經管相關研究 

三、強化社會關懷能力 

1.協助地方創生 

2.培育宗教相關產業管理人才 

3.開設各類推廣課程 

四、精進輔導措施 

1.強化學生競賽及論文輔導 

2.提升學生實習、就業、創業輔導 

3.鼓勵教師開設中大銜接課程、講座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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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經濟 學系年度目標與預期關鍵成果 

系自訂目標 系自訂關鍵成果 

一、推動學生多元學習面向(含準大學生) 

1.教師創新教法及教材設計 

2.辦理各式經濟、金融、及職場實務講座 

3.學生專業與實務能力的培訓展現 

4.倡導學生財經相關證照考取 

二、增進研究量能 

1.發表期刊、專書、專利、研討會論文、技術報告等 

2.提送科技部專題或政府機關及民間研究產學計畫 

3.鼓勵教師參與校內外成長社群 

三、提升社會關懷量能 

1.穩固學士班、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招生 

2.參與提高校譽之校外服務 

3.開設各類推廣教育課程 

四、貫徹實質輔導 

1.執行學生競賽、社團、及論文等指導工作 

2.強化學生實習及職涯輔導 

3.推動教師開設中大銜接課程或講座 

 

院長、主任您辛苦了，填寫完成後，請於 109 年 10 月 15 日(四)前繳交至教務處教師專業發展中心 陳

俐潔小姐 信箱： ljchen@mail.fgu.edu.tw 分機：11125 

 

mailto:ljchen@mail.fg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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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管理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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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系學生畢業至少需修滿 128 學分，其修習之

課程如下： 

（一）通識教育學程32學分。 

（二）本系學士班主修領域學分數84學 

      分，由以下三個學程組成： 

1、管理學院跨領域特色學程24學分。 

2、經濟學領域核心學程39學分。 

3、本系學士班領域專業學程 

  （二選一）。 

（三）本系學士班領域專業學程： 

1、國際商務學程21學分。 

2、財金實務學程24學分。 

三、本系學生畢業至少需修滿 128 學分，其修習之

課程如下： 

（一）通識教育課學程32學分。 

（二）本系學士班主修領域學分數8472學 

      分，由以下三個學程組成： 

1、 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基礎跨領域特色 

學程2124學分。 

2、應用經濟學系核心學程33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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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4學分。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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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管理學院應用經濟學系 

學士班修業規定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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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學程32學分。 

（二）本系學士班主修領域學分數84學分，由以下三個學程組成： 

1、管理學院跨領域特色學程24學分。 

2、經濟學領域核心學程39學分。 

3、本系學士班領域專業學程（二選一）。 

（三）本系學士班領域專業學程： 

1、國際商務學程21學分。 

2、財金實務學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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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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管理學院應用經濟學系 

碩士班修業規定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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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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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管理學院應用經濟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修業規定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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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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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