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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  應用經濟學系 
107 學年度第 5 次系課程會議記錄 

時     間：108年 05月 09日（週四） 11:30 

地     點：德香樓 B310會議室 

主     席：周國偉主任 

出席人員：陳谷劦老師、戴孟宜老師、李杰憲老師、李喬銘老師、林啟智老師、 

         曾銘深老師、賴宗福老師、傅信豪老師 

畢業生代表：陳俐潔委員 

在校生代表：林靖淳委員(學士班)、劉彥均委員(碩士班) 

產業界代表：蕭沂鎮委員 

請     假：  

記     錄：羅羽筑 

列     席： 

主席致詞(略) 

報告事項(略) 

壹、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狀況 

提案 案由 後續辦理情況 

提案一 
107學期的學習活動週安排

案。 
已辦理完畢。 

提案一 

3/19由校長主持院核心課程

整合討論會議，建議減少專業

選修學程數案 

學系減少學程數，以原本的 4個專業學程減

至 3個最後調降至 2個專業學程，也可以與

他系聯合組成 1個專業學程，以利學生能有

跨領域學習。 

貳、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本系 108學年度開排課程檢視，提請討論。 

    說明：詳如附件。 

        討論： 

 決議： 若有任何問題請至系辦找羽筑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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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案由：新增碩士班及碩專班課程案，提請討論。 

    說明：1.係因本系研究生來源部份比例為國中、小、與幼教教師，故新增「教 

育經濟學」課程滿足時需。另生產力與效率為近年經濟學領域所重視 

之議題，亦符合系上數位教師專長，故新增「績效評估」課程充實相 

關領域。 

          2.課程大綱如附件所示。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參、 臨時動議 

肆、 散會（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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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系（所）課程用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課程教材不得非法影印。 

 

佛光大學 
Fo Guang University 

課程大綱 Course Outline 

課程中文名稱 
Course Name in 

Chinese 

績效評估 課號 

Course Code 

 

課程英文名稱 

Course Name in 

English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起用學年/學

期 
Academic 

Year/Semester 

 

開課單位 
Course Offering 

Department 

應用經濟學系 學制別 
Degree 

□學士班 Undergraduate Program 

■碩士班 Masters Program 

□博士班 PhD Program 

學 分 數 

Credits 

3 每週授課時數 
Weekly Hours of 

Instruction 

3  
修別 

Type 

□必修 Required 

■選修 Elective 

課/學程別 

Program 

□院基礎 Foundation       □跨領域 Interdisciplinary   

□系核心 Core            ■學系專業選修 Specialized Elective 

課程屬性 

curriculum 

attribute 

■學術型課程 □實務型課程(單選) 

■一般課程 □考證照課程 □智慧財產權課程 □性別平等課程 □全英語授課 

(複選) 

先修課程 

Prerequisites 
 無 

課程描述 

（若為實務型課程需含搭配產業界或非營利組織需求之說明） 

Course Description 

國家、產業乃至於企業個體之績效表現，均能利用效率與生產力模式加以評估；應用此模式除了可

衡量經濟學之技術變動、分配效率外，同時也可以衡量研究對象間管理效率差異。 

本課程將介紹多種衡量效率與生產力之績效評估模式，同時，將置重點於實證研究用電腦程式之操

作及結果之解釋與分析。 

The performance of countries, industries and even individual enterprises can be evaluated by using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models. In addition to measuring the technical changes and distribution 

efficiency of economics, this model can also measure the difference in management efficiency among 

research subjects. This course will introduce a variety of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models for measuring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At the same time, it will focus on the interpret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operation and results of computer programs for empirical research. 

課程目標 

（若為實務型課程請具體描述該課程所要培養之實務能力） 

Course Objectives 

1 培養研究生評估國家、產業、廠商績效表現上之分析能力。 

2 培養研究生熟悉效率與生產力評估模式的理論與實證能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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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綱要 

Course Outline 

效率與生產力理論整體描述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整體描述 

生產效率評估 

生產力評估 

系（所）專業能力 

Departmental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與系（所）專業能力相關性 

Correlation between Course Objectives and 

Learning Outcomes 

A   

B   

C   

D   

E   

F   

圖示說明（Illustration）：★高度相關（Highly correlated）◎中度相關（Moderately correlated） 

資源需求（師資專長、儀器設備…等） 

Resources Required（e.g. instructor's qualifications, instruments, and equipment etc.） 

無 

教學方式之建議 

Suggested Instructional Methods 

理論與實務並重。 

其他 

Other 

無 

填表說明（Instructions）： 

1.請配合院、系課程架構擬定課程大綱，並經系或院課程委員會審核後公告；課程大綱若需修正，亦

應經系或院課程委員會審核後修正。 

  Please draw up the course outline according to the college/department course structure and announce it 

after it is verified by the department/college course committee. Modification(s) of the course outline must 

also be verified by the department/college course committee. 

2.本課程大綱係提供各別開課教師了解如何描寫教學計畫表之用。 

  The course outline is offered to help individual lecturer write the syllabus. 

3.課程之修別若為領域選修，請勾選「選修」項目。 

  If the course is elective in a particular category, please check “Elective” for its type. 

 



5 

 

課程大綱—系（所）課程用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課程教材不得非法影印。 

 

佛光大學 
Fo Guang University 

課程大綱 Course Outline 

課程中文名稱 
Course Name in 

Chinese 

教育經濟學 課號 

Course Code 

 

課程英文名稱 

Course Name in 

English 

Education Economics 起用學年/學

期 
Academic 

Year/Semester 

 

開課單位 
Course Offering 

Department 

應用經濟學系 學制別 
Degree 

□學士班 Undergraduate Program 

■碩士班 Masters Program 

□博士班 PhD Program 

學 分 數 

Credits 

3 每週授課時數 
Weekly Hours of 

Instruction 

3  
修別 

Type 

□必修 Required 

■選修 Elective 

課/學程別 

Program 

□院基礎 Foundation       □跨領域 Interdisciplinary   

□系核心 Core            ■學系專業選修 Specialized Elective 

課程屬性 

curriculum 

attribute 

■學術型課程 □實務型課程(單選) 

■一般課程 □考證照課程 □智慧財產權課程 □性別平等課程 □全英語授課 

(複選) 

先修課程 

Prerequisites 
 無 

課程描述 

（若為實務型課程需含搭配產業界或非營利組織需求之說明） 

Course Description 

本課程除了以經濟學的角度分析我國教育的體制與問題之外，同時培養同學使用教

育統計資料分析教育問題與現況，並注重於論文寫作能力的培養。 

In addition to analyzing the system and problems of education in Taiw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s, this course also trains students to use education statistics to analyze education issues and 

current situation, and to focus on the cultivation of thesis writing ability. 

課程目標 

（若為實務型課程請具體描述該課程所要培養之實務能力） 

Course Objectives 

1 從供給面與需求面談教育問題 

2 人力資本與經濟成長 

3 教育主題文獻回顧 

4  

5  

課程綱要 

Course Out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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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經濟學供給面談教育問題 

從經濟學需求面談教育問題 

人力資本的重要性 

探討人力資本與經濟成長的關係 

系（所）專業能力 

Departmental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與系（所）專業能力相關性 

Correlation between Course Objectives and 

Learning Outcomes 

A   

B   

C   

D   

E   

F   

圖示說明（Illustration）：★高度相關（Highly correlated）◎中度相關（Moderately correlated） 

資源需求（師資專長、儀器設備…等） 

Resources Required（e.g. instructor's qualifications, instruments, and equipment etc.） 

無 

教學方式之建議 

Suggested Instructional Methods 

理論與實務並重。 

其他 

Other 

無 

填表說明（Instructions）： 

1.請配合院、系課程架構擬定課程大綱，並經系或院課程委員會審核後公告；課程大綱若需修正，亦

應經系或院課程委員會審核後修正。 

  Please draw up the course outline according to the college/department course structure and announce it 

after it is verified by the department/college course committee. Modification(s) of the course outline must 

also be verified by the department/college course committee. 

2.本課程大綱係提供各別開課教師了解如何描寫教學計畫表之用。 

  The course outline is offered to help individual lecturer write the syllabus. 

3.課程之修別若為領域選修，請勾選「選修」項目。 

  If the course is elective in a particular category, please check “Elective” for its typ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