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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編: 石榮伊

注意訊息
1. 注意【教務處公告】申請 106-2 學期轉系結果(名單)，請轉系生
進行 106-2 學期課程預選前，應先於「原學號」之學生資訊系統
完成各項問卷填寫後，再使用「新學號」至選課系統選課。
2. 注意

重要通知【教務處註冊組】106-1 學期【延修生】畢業離校

審查及領取證書時程公告。
3. 注意 【教務處 - 公告】106-2 學期課程預選公告。
4. 注意 【教務處配合預選延長】週知「106-1 學期期末教師教學評
鑑」開放時程。
5. 注意

請大四生要參加行政執行署 7+1 實習方案的同學，請至系

辦報名喔!!
6. 注意

【招生公告】107 亞洲大學財經法律學系碩士班招生考試訊

息，請踴躍報考。
7. 注意 【教務處通知】106-2 學期亞洲大學輔系、雙主修申請及中
國醫藥大學開放亞洲大學學生跨校輔系、雙主修申請。
8. 注意

【教發中心公告】磨課師學習之磨課師平台帳號申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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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9. 注意 【教務處公告】「106-1 學期期末教師教學評鑑」開放時程。
10. 注意 【教務處公告】106-2 學期轉系申請相關作業時程。
11. 注意 【圖書館公告】M117 貓頭鷹空間開放時間。
12. 注意 【校外演講公告】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邀請德臺法律人協
會理事長 Dr.Jan Grotheer（郭鐵洋博士）以「國民對司法的信任
－談德國經驗」為題，有興趣者請自行報名參加。
13. 注意

107 學年度財法系碩士班甄試面試時間表(含法律學組及法

律專業組)，請考生於排定面試時間前半小時，攜帶身分證件辦理
報到作業。

學校訊息
[2017-12-29]

[2017-12-29]

[2017-12-29]

日本台灣留學支援中心到亞大參訪！-- 日本台灣留學支
援中心參訪團一行 90 人，到亞大瞭解亞洲大學辦學理
念及學校特色，作為來台留學參考
立瑩西服負責人張小法到亞大演講！-- 中華民國洋服同
業總會榮譽理事長張小法探索男裝的禮儀與魅力，分享
手工訂製男裝恆久魅力的關鍵！
「第二屆印尼文化之夜」聖誕夜登場！-- 印尼學生與本
地生載歌載舞、演唱傳統組曲，另搭配傳統樂器演奏，
還有印尼美食品嚐，氣氛熱絡。

[2017-12-28]

[2017-12-27]

印尼 Airlangga 大學代表團亞大參訪-- 印尼 Airlangga 大
學一行 10 人，到亞大展開學術交流、深入討論，期望
兩校完成研究合作構想計畫。
宏全國際集團總裁曹世忠亞大演講！-- 曹世忠總裁在亞
大「Hiwin 論壇」傑出總裁講座中，勉勵青年學子不怕
吃苦，還要不斷創新、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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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27]

[2017-12-26]

[2017-12-26]

[2017-12-26]

[2017-12-25]

[2017-12-25]

[2017-12-25]

[2017-12-25]

[2017-12-21]

[2017-12-21]

[2017-12-21]

[2017-12-20]

雄獅旅行社副總經理陳瑞倫到亞大演講！-- 陳瑞倫分享
旅行業顧客關係管理，強調做好顧客關係管理更容易挽
留顧客，使顧客再購機率更高！
英語文磨課師課程榮獲學習科技金質獎！-- 亞大集合
英、美、加等國師資，製作英語文磨課師(MOOCs)課
程，獲「2017 學習科技金質獎」！
印尼 8 所大學優秀講師到亞洲大學研習！-- 印尼 8 位大
學講師參加亞大博士班橋接課程，並獲亞大博士班入學
資格，蔡進發校長頒給入學許可。
亞大原住民資源中心 12 月很 high！-- 原資中心舉辦聯
校文化參訪，受邀在「亞大財法聖誕之夜」、「2017 行
願非洲‧感恩之旅」演出
教育部藝術與設計類國際競賽亞大第一！-- 教育部藝術
與設計類國際競賽頒獎，亞大共 4 年獲高教第一名！
「字蹟」獲 ADC 等 6 大獎 35 萬元。
商設系沈堅同學獲客家公仔設計第一名！-- 商設系三年
級沈堅同學設計的「客仔」公仔，榮獲「客家文化發展
中心公仔設計徵選」比賽第一名。
時尚系邀請歐都納設計總監林盈恩演講！-- 台灣知名的
機能服裝品牌─歐都納公司設計總監林盈恩演講，林盈
恩：設計再好，還要結合行銷！
中央研究院院士黃進興到亞大演講！-- 黃進興院士暢談
「再現傳統中國的思想」，黃進興：傳統的中國是有哲
學的，追求在生活中展現哲學！
2017 年「行願非洲‧感恩之旅」亞大演出！-- 非洲阿彌
陀佛關懷中心院童， 演唱非洲傳統歌謠，還表演精彩
棍棒、雙刀及九節鞭等高難度功夫。
亞大舉辦「智慧校園‧智慧服務」論壇！-- 邀請亞大曾
憲雄教授、淡江大學工學院院長許輝煌、愛丁堡大學蔡
依珊博士等專題演講！
時尚系林欣慧同學獲紡織年會論文優等！-- 時尚系二年
級林欣慧同學發表的「東西方女性貼身服飾之探討」論
文，榮獲紡織工程年會論文優等獎
休憩師生到台中大遠百體驗虛擬餐廳！-- 國際名廚江振
誠帶領 44 位餐旅微型創業修課同學，移地到台中大遠
百授課，「虛擬實境」模擬餐廳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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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19]

[2017-12-19]

[2017-12-19]

[2017-12-19]

[2017-12-18]

[2017-12-18]

[2017-12-18]

[2017-12-18]

[2017-12-15]

[2017-12-15]

[2017-12-14]

[2017-12-14]

印尼臺灣高等教育展在泗水、日惹登場！-- 中亞聯大承
接印尼台灣教育中心，在泗水、日惹辦印尼臺灣高等教
育展，台灣 26 所大學院校與會！
亞大與泰國姐妹校辦冬季國際學程研習！-- 亞大舉辦冬
季國際學程，吸引泰國馬希多爾、宋卡拉王子、清邁及
孔敬大學 81 位學生研習、交流！
中亞聯大舉辦磨課師課程成果分享會！-- 中亞聯大合辦
106 年度磨課師課程分享會，邀請譚經緯副教授及中亞
聯大老師分享 MOOCs 經驗！
亞大教學實踐研究補助計畫徵件說明會！-- 亞大教發中
心邀請教育部專案辦公室助理研究員陳俐陵、林盈利老
師分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徵件說明！
時尚系學生世界盃流行、時尚彩妝奪冠！-- 時尚系學生
參加世界盃流行彩妝組包辦前 4 名，參加世界盃時尚彩
妝組分獲冠、亞、殿軍及特優獎！
亞大通識教育中心舉辦鐵馬遊霧峰！-- 通識教育中心舉
辦「生命采風之旅-鐵馬遊屯區」，主任黃淑貞帶領師生
騎鐵馬巡禮阿罩霧！
社工系柬埔寨志工服務獲教育部銅牌獎！-- 亞大社工系
柬埔寨國際志工服務，參加教育部團隊競賽，獲得銅牌
獎，獲副總統陳建仁頒獎表揚！
健管系主任葉玲玲受邀到大陸廣州參訪！-- 葉玲玲主任
受邀到大陸廣州嶺南教育體系、至道地產公司參觀、演
講，進而討論研擬產學合作可行性。
「來自亞洲的設計力量」系列活動落幕！-- 日、韓、馬
來西亞、泰國、中國等 5 國國際知名設計師，在設計工
坊中分享設計經驗、實作示範。
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詹益坤博士蒞校演講！-- 詹益坤博
士向亞大創意設計學院師生分享復健商品設計經方向，
分析全球化觀點的輔具設計！
亞大聖誕城．點亮聖誕點燈晚會登場！-- 學務處舉辦
「亞大聖誕城．點亮感恩心-聖誕點燈晚會」，點亮高
600 公分聖誕樹，別出心裁又吸睛！
「中亞聯大 U21 創意發明競賽」頒獎！-- 創意發明中心
舉辦「中亞聯大 U21 創意發明競賽」頒獎，商設系劉庭
安等位同學「導盲輪」作品奪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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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14]

[2017-12-14]

[2017-12-13]

[2017-12-13]

[2017-12-13]

[2017-12-13]

[2017-12-12]

[2017-12-12]

[2017-12-11]

[2017-12-11]

[2017-12-11]

[2017-12-07]

亞大師生赴新加坡進行海外移地教學！-- 商設系師生赴
南洋理工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海外自主學習，吸取
PBL 教學法經驗，展開國際交流！
中亞聯大網癮防治學程成果發表競賽！-- 「中亞聯大」
網路成癮防治學程第三屆總結性課程成果發表會競賽，
展現 42 位修課學生兩年來所學！
護理系舉辦 PBL 標準化病人培訓工作坊！-- 護理系以
問題導向學習 PBL 模式，培訓學生擔任客觀結構化臨床
測驗標準化病人，展現教學評量特色！
亞大主辦 IEEE ISM 多媒體國際研討會-- 41 個國家地區
學者專家與會，發表 110 篇學術論文，研討多媒體領域
未來發展的重要方向。
亞洲大學與印尼 24 所大學締結姐妹校！-- 印尼穆罕默
德高教聯盟 24 位大學校長到亞洲大學參訪，並與亞大
簽署合作交流協議書，締結姐妹校！
亞大外文系師生赴航空機構參訪！-- 外文系師生參訪台
灣太亞航空休閒觀光協會和米翔飛行模擬體驗中心，瞭
解台灣航空產業的發展！
室內設計系學生榮獲亞洲設計獎金獎！-- 第七屆亞洲設
計獎台中頒獎，亞大室內設計系 9 件作品入圍，饒育瑋
同學的「現代烏托邦」獲金獎！
亞大 106 年大一新生創意合唱比賽登場！-- 大一新生共
計 21 組隊伍參賽，用歌聲唱出活力、創意，比賽結
果，幼教系第一名、聽語系第二名！
蔡進發校長在台灣醫療科技展中演講！-- 蔡校長以「人
工智慧與精準醫療」為題演講，指稱美國前總統歐巴馬
任內即積極推動精準醫療計畫！
休憩系師生到新竹犇博士牛排館參訪！-- 休憩系餐旅微
型創業課程 31 位師生，到新竹市犇博士牛排館參訪，
由張簡勢坤主廚介紹經營方式。
英國密德薩斯大學教授蒞校演講！-- Andy Vella 教授以
自身設計作品為例，分享創作技巧及靈感歷程，吸引創
意設計學院各系學生參加。
蔡進發校長頒獎創新教學法 PBL 課程競賽！-- 教發中
心舉辦「創新教學法 PBL 課程競賽」，計有 7 位得獎老
師，蔡進發校長頒發 5 萬 4 千元獎金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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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06]

[2017-12-06]

[2017-12-05]

[2017-12-05]

[2017-12-04]

[2017-12-04]

[2017-12-02]

[2017-12-02]

亞洲大學舉辦國際設計菁英工作坊！-- 邀請德國、日
本、香港與越南等四國國際設計大師解析「突破與創
新」，創造新世代設計宏觀理念。
亞大學生微電影作品獲「銅飛燕」獎！-- 資傳系、數媒
系 3 部作品入圍海峽兩岸微電影大賽，資傳系學生《續
she》作品獲得「銅飛燕」獎！
亞大派員到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交流！-- 陳英輝院長、
林君維主任和陳怡文副主任赴美拜訪德州大學奧斯汀校
區，進行世界百大名校標竿學習！
蔡進發校長頒獎創新教材教學成果競賽！-- 教發中心舉
辦「創新教材教學成果競賽」，計有 36 位得獎老師，
蔡進發校長頒發 175 萬元獎金表揚。
亞洲大學語發中心舉辦英語簡報競賽！-- 語發中心舉辦
英語簡報競賽，校內組、國際組共有 40 組參賽，其
中，國際組第一名是 3 位印尼學生。
亞大學生獲韓國國際發明展大會首獎！-- 亞洲大學學生
發明團隊，9 件參賽作品，獲 2017 韓國國際發明展 2 金
6 銀 1 銅 1 大會首獎，揮出全壘打！
中亞聯大暨醫療體系運動會亞大登場！-- 中醫大暨醫療
體系董事長、亞大創辦人蔡長海呼籲保持運動員精神，
講究榮譽、安全、公平及和諧！
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所長張字信演講！-- 張字信所長
在會資系所辦「企業導師名人講座」中，勉勵亞大學生
努力考取專業證照，肯定自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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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