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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  應用經濟學系 

109 學年度第 6次系務會議記錄 

時     間：109年 12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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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喬銘老師 

請    假：  

記     錄：高靖雯 

壹、 主席致詞 

貳、 報告事項 

一、 1/11（一）～1/17（日）為期末考週。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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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110/1/9（六）計畫書發表會，碩士班 8位，碩專班 22人，合計 30位參加。 

四、 110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共錄取 8位學生， 8位學生已完成線上報到。 

五、 109-2課程初選於 1月 4日（一）凌晨 0點至 1月 7日（四）下午 3點止，請各位師長輔導

學生選課。 

六、 敬請導師輔導學生於 12月 25日（五）至 12 月 30日（三）止至「學程 IDP系統」系統預排

課程。 

七、 110/1/4(一)~110/1/12(一)為老師申請 109-2 學期 TA 需求時間，敬請登入「TA 系統」 申

請。 

八、 依據佛光大學教師升等辦法，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升等時程如下表 

人事室資格

檢核 
教師向系所提出升等 學系資格審查作業 學院初審作業 人事室決審作業 

1/20 前 1/20 前 2/10 前 
2 月底前初審 

4/15 前完成外審 
7/31 前 

九、 近期協助招生推展工作紀錄，請參閱附件(p.11)。 

十、 應用經濟學系行事曆，請參閱附件(p.10)。 

參、 各項系級會議決議暨執行情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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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會議決議 執行/列管情況 

109-4 

系務會議 

案由：系所評鑑之目標、核心能力討論案，提請討論。 

決議：會後再寄送初擬系所評鑑之目標、核心能力給每位老

師，此案待下次決議。 

待議/持續列管。 

109-5 

系務會議 

案由：本系 10613302楊閔亘同學提前畢業，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已提送至教務處/解除列管。 

肆、 討論提案： 

【提案一】 

案由：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109-1寒假企業實習名單審議案，提請討論。 

說明：依據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專業實習課程實施要點 

二、適用對象 

(一) 修畢本系大一至大三課程架構所列系核心必修課程學分的學生。 

(二) 建議欲參與專業實習課程的學生，先行修習「職場實務專題」，以預先瞭解職場實 

務知識。 

國泰人壽 華南永昌證券 
南山人壽 

(新店新發) 
台灣愛米克 

107135203 徐承濬 

107135128 林育詮 

107135115 李彥儒 

107135320 陳禹丞 

107135207 鄭千永 

10613365 張儀均 

10613369 薛智倫 

10615014 陳文龍 

10613347 朱婕寧 

10613306 吳培妘 

10613311 陳芳雅 

10613321 周宏祥 

10613349 呂孟威 

10613312 張右姍 

聯邦銀行 長榮鳳凰酒店 富邦人壽 秉蓁會計師事務所 

10613310 曾雯暄 

10613331 葉靜潔 

10613337 賴韋伶 

107135301 陳韋任 

10613357 潘冠捷 

107135131 尤繼謙 

10613309 林苡晴 

10613304 李宜婷 

107135112 黃明翔 

107135131 尤繼謙 

10613345 徐芷琳 

經系所初審如下（詳見 p.4）： 

10615014陳文龍系核心內除微積分二尚未修課，其餘皆通過。 

10613310曾雯暄系核心內除個體經濟學一目前正在修課中，其餘皆通過。 

10613365張儀均系核心內除統計學一、個體經濟學一目前正在修課中，其餘皆通過。 

10613309林苡晴系核心內除總體經濟學二尚未修課，其餘皆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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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35131尤繼謙系核心內除微積分一、微積分二尚未修課，其餘皆通過。 

10613321周宏祥系核心內除微積分一目前正在修課中，其餘皆通過。 

其餘 17位同學系核心必修課程皆通過。 

決議：106級之 5位同學因是大四生已臨近畢業，故予以通過；107級尤繼謙的同學，於會後通

知修課完再申請。 

【提案二】 

案由：本系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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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為敦促本系研究生論文撰寫，依本系碩士、碩專班修業規定擬定論文大綱發表會，相關

工作事項及名單如附件(p.7-p.9)。 

決議：照案通過，若有任何問題再向系辦提出。 

 

【提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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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p.5)。 

決議：修訂後通過，詳如附件(p.4-p.5)。 

 

【提案四】 

案由：管理學院應用經濟學系及管理學系碩士班以學院招生規劃案，提請討論。 

說明：研究所招生規劃形式請參考書面資料。 

決議：詢問所有出席委員皆表示暫不調整(維持系所招生)，並彙整所有委員之意見提交管理學

院。 

 

伍、 臨時動議 

六、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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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訂應用經濟學系教育目標、核心能力 

項目 學校 學院通過版 學系 (原) 學系 (新) 

教育目標 

落實生命關懷，待人

以誠，敬業樂群，增

進群己關係。 

提升生活素質，力求

品德陶冶，追求和善

的生活實踐。 

追求生涯發展，強調

專業能力的培養，重

視志業的永續發展。 

培養具創新領導之國

際管理人才。 

培育具備跨領域整合

與獨立分析之經濟與

管理專業人才。 

培育理論與實務兼備

之經濟與管理專業人

才。 

培養熟稔經濟原理之產

業經貿實作應用人才。 

培塑具備經濟思維之財

務規劃實作應用人才。 

培育洞察經濟運作之國

際商務實作應用人才。 

培養具經濟學核心

能力之專業人才。 

培塑具備經濟思維

之財務規劃實作應

用人才。 

培育洞察經濟運作

之國際商務實作應

用人才。 

 

核心能力 

溝通與協調能力 

規劃與組織能力 

獨立思考與判斷能力 

專業與解決問題的能

力 

跨領域整合分析能

力。 

理論與實務應用之能

力。 

國際化與創新領導之

能力。 

企業經營與服務管理

能力。 

挫折容受與自我省思的

能力。 

尊重專業與信守倫理的

能力。 

自我管理與企劃溝通的

能力。 

經濟思維與專業剖析能

力。 

應用經濟之整合分

析能力。 

理論與實務應用之

能力。 

自我省思與信守倫

理的能力。 

經濟思維與專業剖

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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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目標 

教育目標厚植人文素養與分析思考能力 

培養與時俱進與創新應用的管理專業人才 

培育具備跨領域整合與獨立分析之管理專業人才 

拓展國際視野及胸襟，提升因應社會變遷能力 

培養具創新領導之國際管理人才。 

養成良好倫理道德與正確之社會責任觀 

培育跨領域整合、多元思考、國際思維及人文藝術涵養之專業管理與領導人才，以促進企業組織卓越

化及永續經營。 

培育具備品格素養與國際視野，及具備企業管理、資訊管理與應用外語管理整合性專業知識及實務技

能、溝通表達能力與團隊合作精神之商業管理人才。 

培養國際視野及產業觀。 

培養具有專業倫理道德及社會人文關懷精神。 

核心能力 

公民知能：具備人文、倫理與思辨能力  

就業知能：發揮知識管理與應用能力 

價值知能：發揮跨領域整合分析能力 

國際知能：具有國際視野，能與世界 

1. 國際觀與多元溝通能力。 

2. 團隊合作與領導。 

3. 管理專業知能。 

4. 具創新規劃之能力。 

5. 問題分析與解決之整合能力。 

6. 專業倫理與社會關懷。 

7. 道德思辨與實踐。 

8. 應用理論於實務之能力。 

9. 具備資訊科技之運用能力。 

10. 具有身心健康之良好社會適應能力。 

1-1具備問題發掘與分析解決的能力 

2-1 具備跨領域團隊合作與溝通表達能力 

3-1 具備多元化之科際整合的能力 

4-1 具備全球化視野與國際觀 

5-1 具備企業運作與創新領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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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 109學年度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碩士班（含碩專班）碩士論文計畫書發表 

一、活動目的 

為促成研究生對同儕研究之了解與相互學習、增進本系師生間學術交流與對話、提升碩士論

文研究之品質，特規劃碩士班（含碩專班）學生進行碩士論文計畫書發表。 

二、活動方式 

（一）碩士班（含碩專班）學生須對系全體師生以口頭方式介紹其論文研究計畫內容（簡報

資料最遲應於 109年 12月 14 日（一）中午 12點前繳交）、並接受詢答。 

E-mail 至 jwgao@mail.fgu.edu.tw（高靖雯助理收） 

（二）由本系 2-3 位教師組成審查小組，並給予成績，提供「研究方法與專題討論」課程或

畢業論文成績之給分參考。 

（三）每位碩士班（含碩專班）學生以製作簡報方式進行口頭報告（每位學生報告 7 分鐘，

詢答 5分鐘）。 

三、活動日期 

110年 1 月 9日（六）上午 9:00~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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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發表名單 

碩專班四年級 碩專班二年級 碩專班一年級 碩士班 

秦子恒 游政勳 謝美琪 楊蕙瑄 

1人 張哲瑋 蘇愛智 鄭依函 

張瑜庭 鐘堯晴 謝有登 

鄧秋月 陳彥萍 陳浥蕙 

4人 

黃照恩 施文傑 

邱鈺茜 王栩茹 

張惠貞 李安貴 

鄭佩君 徐奕平 

郭芳瑜 

8人 

吳佳珍 

周芳偉 

簡美芳 

莊哖哖 

林家妍 

黃堯偉 

張麗鵑 

張開奇 

17人 

合計 30名欲畢業學生參與大綱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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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及順序表 

場次 A B C 

地點 B305 B306 B307 

審查教師 

林啟智老師 

李杰憲老師 

陳麗雪老師 

李喬銘老師 

盧清城老師 

陳疆平老師 

周國偉老師 

賴宗福老師 

戴孟宜老師 

發

表

順

序 

00 8:30-9:00 報到時間 

0 9:00~9:15 開幕茶會 

1 9:20~9:32 莊哖哖 鄧秋月 鄭珮君 

2 9:32~9:44 陳浥蕙 鐘堯晴 謝美琪 

3 9:44~9:56 謝有登 黃照恩 周芳偉 

4 9:56~10:08 邱鈺茜 簡美芳 郭芳瑜 

5 10:08~10:20 秦子恒 王栩茹 黃堯偉 

6 10:20~10:32 楊蕙瑄 徐奕平 吳佳珍 

7 10:32~10:44 張瑜庭 林家妍 蘇愛智 

8 10:44~10:56 鄭依函 陳彥萍 張開奇 

9 10:56~11:08 張哲瑋 李安貴 張惠貞 

10 11:08~11:20 游政勳 施文傑 張麗鵑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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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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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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17-18 - 
大學招生專業化評量尺規專家諮

詢研討會 

戴孟宜 

周國偉 
招生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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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21 - 林口高中-學群講座 - 招生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