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法律學系系訊
107 年 10 月
主編: 許采潔
執編: 石榮伊

注意訊息
1. 注意 【校外活動公告】「2019 年理律盃大學校際公民行動方案競
賽」，詳情請參閱附件。
2. 注意

【校外獎學金申請】財團法人永然法律基金會獎助學金申

請，詳情請參閱附件，請符合資格者自行提出申請。
3. 注意

【財法系活動】107 碩士班模擬面試活動，詳情請參閱附

件海報，請大四生踴躍報名參加。
4. 注意 【國際學院公告】107-2 海外學期交換生申請說明會，請
踴躍出席參加。
5. 注意 【校外獎學金申請】財團法人永然法律基金會獎助學金申
請，相關辦法及申請表如附件，請符合資格者，自行提出申請。
6. 注意

2018 醫療法學術研討會

7. 注意

考選部 108 年度舉辦各種考試期日計畫表(請參閱附件)。

8. 注意 【財法系國際研討會公告】 11/16(五) 2018「2018 智慧財
產權維權實務與 AI 法律風險國際研討會」，詳情請參閱附件海
報，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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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注意 【學務處健康中心(諮輔)公告】深耕計畫-弱勢學生學習輔
導獎補助方案，請符合資格者，踴躍提出申請，詳情請參閱附
件。

學術訊息
編
號

1

2

活動日期

主辦單位

學術活動主題

活動地點

亞洲大學財經法律系、
中華法律風險管理學會、
台新社會公益信託基金、 2018 智慧財產權維權實務與 AI 法 亞州大學哈佛講堂
2018-11-16
台灣法學研究交流協會/協
律風險國際研討會
A116
辦：中國醫藥大學科技法律
碩士學位學程
中國醫藥大學人文與科技學
院科技法律碩士學位學程、
台灣法學基金會、台灣醫療
衛生研究協會/協辦：中國
法律風險管理學會、中國醫
藥大學附設醫院、亞洲大學
中國醫藥大學立夫
2018-11-17 財經法律學系、東海大學醫
醫療糾紛與病人自主權利法
教學大樓 1 樓 103
事法研究中心、病人自主研
教室
究中心、中華民國律師公會
全國聯合會、台中律師公
會、彰化律師公會、南投律
師公會、眾靖法律事務所、
元照出版社

學校訊息
[2018-10-31]

[2018-10-31]

薰衣草森林執行長王村煌到亞大演講！-- 王執行長以
「從夢想到善意」為題演講，勉勵亞大學生創業不易，
應堅持初衷，找出最初的召喚。
台灣精神醫學會理事長賴德仁蒞校演講！-- 台灣失智症
協會、台灣精神醫學會理事長賴德仁，與心理系師生分
享個人學思歷程與精神醫學研究。

[2018-10-31]

[2018-10-31]

葉玲玲主任參加兩岸健康養老高峰論壇！-- 健管系主任
葉玲玲、榮譽講座教授楊志良參加高峰論壇，除了演
講，還接受大陸媒體訪問。
林磐聳教授獲亞洲最具影響力設計大獎！-- 亞大視傳系
講座教授林磐聳「看見台灣，阿里山/茶田 35 號」展
覽，獲頒亞洲最具影響力設計獎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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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30]

[2018-10-30]

[2018-10-30]

[2018-10-29]

[2018-10-29]

[2018-10-29]

[2018-10-29]

[2018-10-26]

[2018-10-26]

[2018-10-26]

[2018-10-25]

[2018-10-25]

亞大學生榮獲 2018 德國 iF 設計新秀獎！-- 商設系曾建
彰同學作品榮獲 iF 設計新秀獎，透過手機 APP 讓變色
慢跑鞋紀錄距離。
亞大 10 位師生參加德國紅點獎領獎典禮！-- 視傳系林
孟潔老師帶領 9 位得獎學生代表，到德國柏林德國紅點
設計競賽典禮受獎。
AI 時代會計人未來暨微電影發表會登場！-- 會資系舉
辦發表會，並與中正大學會資系同學發表拍攝的兩部微
電影。
生物資訊與生物工程研討會台中登場！-- 亞洲大學主辦
2018 IEEE 生物資訊與生物工程國際研討會，美、日國
際級專家學者與會，共享資源及研究成果。
URAP 世界大學排名，亞洲大學全球 992 名！-- URAP 世
界大學排名公布，亞大排名全球 992 名、全台第 15
名、私校第 4 名、非醫學類私校第 1 名！
青島大學校長夏東偉率團到亞大參訪！-- 青島大學校長
夏東偉率領一級主管到亞大參訪，亞大校長蔡進發等主
管人員，討論兩校學術交流事宜。
義大利威尼斯建築大學教授到亞大演講！-- Antonello
Marega 教授，介紹威尼斯建築學校和義大利在設計方面
具備的天賦及密碼。
語發中心舉辦人工智慧教師成長工作坊！-- 語發中心邀
請交大柯維然老師蒞校演講，分享 AI 領域的實作經
驗，合作研究台語語音辨識系統等。
亞大時尚系 105 位師生參加台北紡織展！-- 2018 台北紡
織展吸引 456 家廠商參展，時尚系師生北上參觀，盼增
進紡織產業科技與研究技術新知。
親善志工社於台中世界花博接待貴賓！-- 亞大親善志工
社 67 位志工，將投入 2018 台中世界花博，擔任貴賓室
禮賓大使，擔任接待、禮賓工作。
亞大 2 團隊在全球華人創業競賽勝出！-- 「梅關係」、
「愛發聲」兩團隊，參加旺旺太陽星雙創計畫，二度選
為優勝隊伍，獲天使基金投資。
王國雄董事長開講「餐旅微型創業」！-- 成真社會企業
董事長王國雄以成真咖啡為例，主講「公益與獲利兼具
的商業模式」，分享創業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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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25]

[2018-10-24]

[2018-10-23]

[2018-10-23]

[2018-10-23]

[2018-10-22]

[2018-10-22]

[2018-10-19]

[2018-10-18]

[2018-10-18]

[2018-10-18]

[2018-10-17]

蒙古財經大學新任校長參訪亞洲大學！-- 蒙古財經大學
新任校長 D. Munkhbayar 與亞大校長蔡進發等主管人
員，討論深化兩校學術交流事宜。
三品書院「書苑日」舉辦搓湯圓等活動！-- 「書苑日」
活動，近來接連舉辦搓湯圓、製作八仙果、芳香療法、
手作乾燥花盆栽、茶藝生活美學等。
時尚系學生在纖維工藝博物館走秀開場！-- 纖維工藝博
物館 10 月 17 日揭幕，由時尚系主任林青玫帶領，學生
服裝走秀開場。
美國 UCLA 教授 Arthur P. Arnold 亞大演講！-- 美國加州
大學洛杉磯分校 Arthur P.Arnold 教授演講，闡述性染色
體導致男女在生理和疾病上的差異。
學務處第二年辦「共生銀行」募資活動！-- 學務處在管
院 7-11 前義賣、募資，另在「亞洲驛站」舉辦唱歌捐
款，所得全數幫助偏鄉的孩童。
生醫系師生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實習！-- 郭哲男、沈
育芳老師帶領該系 12 名學生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
進行 3D 列印相關交換研究實習。
通識中心邀請王政忠老師暢談翻轉教育！-- 亞大文學嘉
年華活動，邀請南投爽文國中教導主任王政忠演講，王
政忠：他很努力做「斜槓青年」。
蔡進發校長與印尼籍博士新生共進午餐！-- 蔡進發校長
關心外籍博士生學習情況，以及學校可以再改善事項，
盼能協助外籍生解決求學問題。
亞洲大學舉辦人工智慧與精準醫療論壇！-- 論壇邀請日
本東京大學宮野悟教授等位專家學者演講，探討人工智
慧在精準醫療領域的研究成果。
時尚系師生參加「藍友禪・茶」發表會！-- 時尚系師生
學習日本國寶藍友禪大師橋詰清實的技法，結合藍染技
藝，舉辦「藍友禪・茶」成果發表。
亞洲大學舉辦「百師入學」講座！-- 通識中心邀請書法
家蕭世瓊談創意書法，台中文史專家黃慶聲、作家許榮
哲分享文化保存與說話藝術。
亞大心理系師生出席台灣心理學年會！-- 心理系、網癮
防治中心師生參加台灣心理學年會，共發表 14 篇論
文，發表網路成癮性別差異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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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17]

[2018-10-17]

[2018-10-15]

[2018-10-15]

[2018-10-15]

[2018-10-12]

[2018-10-09]

[2018-10-09]

[2018-10-08]

[2018-10-08]

[2018-10-05]

[2018-10-05]

心理系師生參加歐洲心理藥物學年會！-- 張芸瑄老師帶
領兩位學生，參加歐洲心理藥物學年會暨國際研討會，
3 篇論文收錄在期刊附錄中。
珠寶藝術家陳智權介紹 130 件珠寶作品！-- 亞大現代美
術館展覽導覽培訓，陳智權：一場珠寶的創作旅程，就
像自然造物一般，既縝密又動人。
亞大、印尼大學辦印尼語教學工作坊！-- 亞大與印尼泗
水 Airlangga 大學合辦印尼語教學工作坊，吸引台灣 7 所
大學、20 位印尼籍碩博生受訓。
亞大 40 位僑生雙十節藝術濕地文化之旅！-- 僑生分赴
台中港區藝術中心、美仁里彩繪村、沙鹿夢想街、高美
濕地參觀，一起探索台中海線之美。
亞大舉辦菇類產業在地關懷交流會！-- 食藥用菇類研究
中心辦交流會，邀請霧峰農會總幹事黃景建、菇類業者
出席，分享產業資訊與展望。
教發中心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徵件說明！-- 亞大教發中
心舉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108 年度徵件說明，另邀請外
文系吳文琪教授分享如何撰寫計畫
亞洲大學派員參加 2018 越南台灣教育展！-- 管理學院
副院長歐仁和等人參加越南台灣教育展、越南國民經濟
大學與亞大合作金融科技專班開幕。
國際學院舉辦 2018 海外暑期學習分享會！-- 今年暑
假，亞大 243 位同學赴 12 國、30 所大學海外研習，師
生代表返校分享在海外暑期學習經驗。
亞大師生參加紅點概念設計獎頒獎典禮！-- 商設系吳宗
樺等位同學設計作品獲紅點概念設計獎，商設系黃雅毓
4 位師生到新加坡參加頒獎典禮。
專業設計師到亞大分享 2019 年設計趨勢！-- 技嘉科技
企劃周軒勤、明門實業主任陳妙青演講：分享 5G 物聯
網設計、3C 幼兒的互動設計議題。
亞洲大學現代美術館舉辦「花語花博」展覽！-- 展覽以
花卉為主題，展出國內外 39 位知名藝術家、197 件繪
畫、雕塑暨裝置、珠寶藝術設計作品。
菲律賓國立大學教育學院來訪！-- 菲律賓國立 Rizal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教育學院院長到訪，簽訂雙方合
作協議書(M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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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05]

[2018-10-04]

[2018-10-04]

[2018-10-04]

[2018-10-03]

[2018-10-02]

[2018-10-02]

[2018-10-01]

[2018-10-01]

心理系師生到台電台中火力發電廠參訪！-- 心理系 64
位師生到台電台中火力發電廠參訪，學習員工協助方案
（EAPs）標竿、電力生產環保設施。
亞大經管系舉辦行銷管理專班開訓典禮！-- 富士康科技
集團姚昌豪協理伉儷出資開設的行銷管理專班開訓，姚
協理勉勵學員認真學習，增強實力。
亞大派員參加 2018 台灣印度高等教育展！-- 國際學術
交流中心主任陳榮燊、印度籍資工系博士生參加台灣印
度高等教育展，設攤招生。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召集人黃俊儒演講！-- 教育部教學實
踐研究計畫通識學門召集人黃俊儒教授，以「以實踐研
究為基礎的教學創新」為題演講。
商設系師生參與台中光復國小輔導專案！-- 商設系 60
位師生參與霧峰區光復國小輔導專案計畫 ，協助國小
輔導生解決問題，實踐大學社會責任。
印尼科研高教部次長率團參訪亞洲大學！-- 印尼科研高
教部次長等人，與蔡進發校長等主管人員，討論兩校深
化學術交流事宜。
通識中心舉辦「聽─胡琴重奏音樂會」！-- 「聽說一把
胡」樂團 6 位音樂家演奏交融東西方風格的音樂，在古
典與現代交織的樂聲中，感動全場！
刺繡藝術家粘碧華受邀到時尚系演講！-- 鐵網珊瑚工作
室粘碧華老師，分享思考將刺繡傳統技藝，融入現代元
素，將不同材質運用在刺繡創作。
幼教系師生前往偏鄉，實踐大學社會責任！-- 幼教系 7
位師生到斗六、六合國小規劃系列課程，協助偏鄉學童
教育發展，實踐大學社會責任。

 各位系友如有結婚、求學、就業、證照等好消息，歡迎不吝分享。

~~「肯定自我、認同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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