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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  應用經濟學系 

109 學年度第 4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9年 11月 26日（週四） 

地     點：德香樓 B3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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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杰憲老師、 

           賴宗福老師、曲靜芳老師 

請    假：李喬銘老師 

記     錄：高靖雯 

壹、 主席致詞 

貳、 報告事項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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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109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招生考試「口試」將於 109/11/28(六)舉行，口試委員為周國偉老師、

陳麗雪老師、陳疆平老師，報名人數為 10位，預計招收 8位。 

三、 109學年度入學總量內新生註冊率學士班 96%、碩士班 100%、碩專班 100%，詳如附件。 

四、 1/11（一）～1/17（日）為期末考週。 

五、 109年 11月 27日（五）12:00~18:00拜訪強恕中學及參與籃球交流友誼賽招生活動 

六、 109學年度第 1學期操性成績登錄系統將於 109/12/7(一)8時～110/1/18(一)24時開放。 

七、 近期協助招生推展工作紀錄，請參閱附件二。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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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3 

系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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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修改後通過。 

提送至教務處/解除列管。 

109-3 案由：新制教師評鑑作業選出一位外系委員案，提請討論。 提送至教務處/解除列管。 



2 

  

 

系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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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3 

系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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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照案通過。 

提送至院辦/解除列管。 

109-3 

系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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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照案通過。 

提送至院辦/解除列管。 

109-3 

系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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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照案通過。 

提送至院辦/解除列管。 

1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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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3 

系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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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解除列管。 

肆、 討論提案： 

【提案一】 

案由：本系兼任教師續聘案，提請討論。 

說明： 

教師姓名 職級 聘期 備註 

秦克堅 副教授 110年 2月 1日起至 110年 7月 31日止 擬開授碩士（或碩專）/學士班課程 

盧清城 助理教授 110年 2月 1日起至 110年 7月 31日止 擬開授碩士（或碩專）/學士班課程 

鍾杏梅 助理教授 110年 2月 1日起至 110年 7月 31日止 擬開授學士班課程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109學年度本系專任教師新聘案，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佛光大學專案教師聘任辦法第四條各學系專案教師以聘任博士為原則，一年一聘，聘

期屆滿前，通過本校教師評鑑後得新聘任為專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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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陳疆平老師為本系專案教師於 109學年度通過系（所、中心）評鑑小組評鑑，故新聘為

本系專任助理教授。 

決議：因選票上提案說明有誤，經全場教師同意直接以此張選票投票無須抽換，6票同意，0票

不同意，全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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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照案通過，依原定計畫 5千元補助。 

【提案四】 

案由：本系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檢討案，提請討論。 

說明：因應 109學年度新設之管理學院組織調整所制定之學院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本系擬重

新檢視是否調整教育目標和核心能力，詳如附件。 

決議：緩議。會後再提供新訂及原訂之院、系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給每位老師，待下次會議討

論。 

【提案五】 

案由：企業實習單位新增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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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稱 秉蓁會計師事務所 

公司地址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 99巷 7號 5樓之 1 

實習內容 記帳、報稅、公商登記、稅務規劃、財稅簽證、稅務行政救濟 

實習福利 享勞健保。 

 

公司名稱 台灣愛米克 

公司地址 204基隆市安樂區武訓街 74號 

實習內容 行政助理 

實習福利 享勞健保，時薪 160元。 

 決議：照案通過。 

 

伍、 臨時動議 

六、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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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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珮映 

比賽名稱 2020北經盃 比賽地點 淡江大學 

參加人數 16 連絡電話 0963735170 

參與名單 

1 黃大川 9 田亮 

2 潘冠捷 10 吳承晏 

3 周宏祥 11 高志安 

4 陳韋任 12 田廷宇 

5 曾彥傑 13 賴昱豪 

6 邱德宇 14 葉峻傑 

7 張偉傑 15 劉峻誠 

8 陳祈森 16 洪祥緯 

比賽期間 2021年 1月 17日    時起至 2021年 1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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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珮映                電話： 0963735170 

聯絡地址：新竹縣芎林鄉下山村金獅六街 182巷 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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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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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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28-11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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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2/23-110/3/24 

13 110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面試 1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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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1/12 18:00- 新北地區教育伙伴餐敘 李杰憲 招生處 

109/11/19 18:00- 彰化地區教育伙伴餐敘 戴孟宜 招生處 

109/11/20 18:00- 南投地區教育伙伴餐敘 戴孟宜 招生處 

109/11/25 18:00- 高雄地區教育伙伴餐敘 陳麗雪 招生處 

109/11/26 18:00- 宜蘭地區教育伙伴餐敘 陳疆平 招生處 

109/12/7 18:00- 基隆地區教育伙伴餐敘 陳疆平 招生處 

109/12/9 13:45-14:10 臺東高中-學群講座 林啟智 招生處 

109/12/16 18:00- 桃園地區教育伙伴餐敘 陳麗雪 招生處 

109/12/19 09:00-11:00 竹林高中-學群講座 - 招生處 

 

 

 

附件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