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法律學系系訊
105 年 5 月
主編: 許采潔
執編: 陳昭維

系上訊息
狂賀! 本系碩士班賴苡任同學考取北京大學法學院(知識產權法)博
士班。

注意訊息
1. 注意【校安中心-公告】6 月 4 日畢業典禮，因家長來賓車輛眾多，
校內停車位置不足，故規劃操場作為臨時停車場，提供給畢業的學
生家長停車，請畢業生協助轉達與會家長，謝謝。
2.

注意 【學涯中心實習公告】105 年度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暑期學生
實習申請。

3.

注意 【教務處-公告】105-1 學期課程預選公告。

4.

注意 104 學年度畢業典禮時程表。

5. 注意【兩岸教育交流處公告】第二屆臺灣大學生安陽夏令營活動報
名開始! 詳情請參閱附件。
6.

注意 澎湖地方法院暑期工讀，詳情請參閱附件。

7.

注意 「2016 天下為公兩岸行」 台灣學生嶺南修學參訪活動，欲參
加者請填妥附件報名表後，於 5/19(四)前報名表電子檔及紙本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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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辦。
8.

注意 創領中心 第 10 屆創領學程錄取學生名單。

9. 注意 【校外公告】傑青會 2016 年北京、重慶暑期實習活動，詳情
請參閱附件，有興趣者自行報名參加。
10.注意 104-2 何秀瑜女士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申請，符合資格者請務
必依規定時間內提報申請，逾時不候唷!
11.注意屏東地方法院數及攻讀報名，報名截止日為5/13(五)。
12.注意 苗栗地方法院暑期工讀，詳情請參閱附件。
13.注意 【學涯中心實習公告】105年度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獎學金
實習就業計畫，歡迎申請。
14.注意 【學涯中心實習公告】105年臺南市博物館暨地方文化館實習
生聯合徵選，歡迎同學踴躍申請~~。
15.注意 【教務處公告】申請105【轉系】
，申請時間為105年5月9日(一)
上午8時起~105年5月13日(五)下午5時止，詳情及申請表請參閱附
件。
16.注意 【財法系專業實習】104-2 友邦人壽暑假實習公告(地點：臺
北、臺中)。

學術訊息
編
號
1

活動日期

主辦單位

2016/ 05/27
創新創業課程開設與
(五)
發展計畫、產學營運處
10:10-12:00

學術活動主題

活動地點

如何打造網路人氣的創意影片?

I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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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活動日期

主辦單位

學術活動主題

活動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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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26
創新創業課程開設與
(四)
發展計畫、產學營運處
10:10-12:00

智慧穿戴裝置的現況與發展趨勢

I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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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26
創新創業課程開設與
(四)
發展計畫、產學營運處
10:10-12:00

合資協議的重要性

I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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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20
創新創業課程開設與
(五)
發展計畫、產學營運處
10:10-12:00

NGO的創意實務

I108

5

2016/05/13
創新創業課程開設與
(五)
發展計畫、產學營運處
10:10-12:00

別讓對手偷學的創意企劃力

I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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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13
創新創業課程開設與 成功創客經驗分享-談創客、創新、創
(五)
發展計畫、產學營運處
業
10:10-12:00

I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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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12
創新創業課程開設與
(四)
發展計畫、產學營運處
10:10-12:00

電子商務的稅法問題

I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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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06
創新創業課程開設與
(五)
發展計畫、產學營運處
10:10-12:00

New (Creative) Media

I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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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05
創新創業課程開設與
(四)
發展計畫、產學營運處
10:10-12:00

企業v.s法律-兼論稅務法規風險

I108

學生活動訊息
編
號

活動日期

主辦單位

學術活動主題

活動地點

1

2016/05/30
(一)
18:00-20:00

財經法律系系學會

財法系第一屆送舊晚會

M001

2

2016/5/26
(四)
整個下午

財經法律系系學會

法 cool 唷 x 水樂園-NO FIRE

H 棟前大草皮

學校訊息
[2016-05-31]

臺中市長林佳龍到亞洲大學演講 -- 林佳龍：將台中定位為「生
活首都、創意城市」，相信臺中會是台灣最有希望的城市，希
望「開創幸福臺中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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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31]

[2016-05-31]
[2016-05-30]

[2016-05-30]

[2016-05-27]

台中市政府創意節電競賽，亞大生獲獎！ -- 市府 App 及影片
創意節電競賽，亞大資傳系、資工系學生分獲節電 App 組、節
電多媒體組第 1 名！
亞洲大學主辦台灣校務研究國際研討會 -- 亞洲大學邀請美
國、澳洲等國際知名學者專題演講，會中發表 28 篇論文。
亞大國際生瑪琳娜榮獲美人腿公主選拔第三名！ -- 瑪琳娜參
加南投美人腿公主選拔賽，榮獲第三名、獎金 2 萬元，為校爭
光！
華泰大飯店集團副董事長陳炯福蒞校演講！ -- 亞大「業界領
袖專題講座」，陳董事長分享創設精品飯店、outlet mall 的經
營理念、設計及甘苦。
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參訪美國密蘇里大學！ -- 蔡進發校長代
表本校前往參訪，進行學術座談、交流，盼能促進兩校國際交
流合作。

[2016-05-27]

亞洲大學舉辦高中職管理小論文競賽！ -- 近百隊參賽，新竹
高商探討「時尚平價潮牌 UNIQLO 的行銷與定價」奪冠！

[2016-05-26]

亞洲大學幼教系第九屆畢業公演！ -- 《奇妙珠螺記》劇情高
潮迭起，加入舞蹈、敲擊樂元素，專業演出，吸引滿座觀眾！

[2016-05-26]

亞洲大學藝文季「飛躍的青春」音樂會登場！ -- 亞大學生鋼
琴獨奏、阿卡貝拉純人聲演唱、國樂表演等，精彩又多元！

[2016-05-26]

[2016-05-25]

[2016-05-25]

[2016-05-24]
[2016-05-23]
[2016-05-23]

亞洲大學受邀參加海峽兩岸三地紡織學術論壇！ -- 時尚系
碩、博土生在時尚系主任林青玫帶領下，發表兩篇論文，研究
成果豐碩，受到注目！
亞大資傳系教授陳文茜與創辦人蔡長海對談！ -- 蔡長海創辦
人：格局決定人生的高度，人生要有正確選擇，唯有超越自己，
才能成就非凡人生！
亞洲大學獲教育部磨課師新星計畫補助！ -- 亞大連續三年獲
磨課師補助，「漢字之美-篆書天地知多少」等兩門課程，獲
140 萬元補助。
學務處辦國際志工行前說明會、培訓課程！ -- 今年暑假，亞
洲大學師生組成 7 支國際志工服務隊，到柬埔寨等地服務。
亞洲大學護理系舉辦第一屆加冠典禮！ -- 護理系為第一屆 44
位「護生」加冠授章、傳光，場面溫馨感人！
高雄市交通局長陳勁甫到亞洲大學演講！ -- 陳勁甫局長：處
理每項政策，學術是必要的，藉由學術研究的基礎，尋到解決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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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23]

[2016-05-23]
[2016-05-20]

[2016-05-20]

[2016-05-20]
[2016-05-20]

[2016-05-19]

[2016-05-18]

[2016-05-18]

[2016-05-18]

[2016-05-16]

[2016-05-16]

[2016-05-13]

亞大舉辦老人疾病與健康照護國際研討會！ -- 美、日、丹麥
等多位專家學者演講，暢談「足部照護」、「五感官防治照顧」
等議題！
亞洲大學落實學用合一政策！ -- 幼教系與中華民國幼教聯合
總會等 9 大教保團體締結產學合作聯盟，，畢業即就業！
亞洲大學與日本飯店業簽訂 MOU！ -- 休憩系與全日本都市飯
店聯盟等簽訂備忘錄，爭取未來亞大學生赴日實習，展開雙方
實質產學合作。
亞洲大學室內設計系推動學用合一！ -- 與漢宇建設合作實務
教學，投入「漢宇掬境」實品屋設計競賽，金獎獎金 1 萬 2000
元。
亞洲大學醫健學院舉辦創意競賽！ -- 6 對菁英團隊參賽，協力
發揮創意，保健系同學以行動劇演出，精彩好看奪冠。
亞洲大學發起向霸凌說：「不！」 -- 亞大、興中附中、立人
中學專家參加校園性霸凌防治專家座談會，認為校園應全面防
治，勇敢說：「不！」
第五屆臺中盃全國創意大獎啟動！ --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呂曜志宣佈：第五屆臺中盃全國創意大獎競賽活動，即日起至
9 月 22 日受理網路報名，總獎金 200 萬元！
亞大師生與諾貝爾經濟學獎大師座談！ -- 2015 年諾貝爾經濟
學獎得主迪頓博士：保持熱情、懷疑的態度、擁有專業知識才
能改變世界！ top~
亞大藝文季第三場音樂會登場！ -- 邀請國內知名大提琴家張
正傑蒞校演出「咖啡音樂地圖」，是一場充滿想像與創意的音
樂會！
亞大【國考衝刺週】系列講座開跑！ -- 學習暨生涯發展中心
邀請國內補教名師，舉辦國考衝刺週系列講座，為本校學生加
油！
新一代設計展，亞大學生創意發想成果斐然！ -- 創意設計學
院 5 件學生作品，獲得新一代設計展「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
獎」、「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成績亮麗！
亞洲大學保健系、僑泰高中師生聯手服務學習！ -- 保健系師
生到南投縣小太陽旭升關懷協會為社區，為社區樂齡老人芳香
按摩服務，傳遞愛心與關懷。
馬來西亞發明展，亞洲大學大放異彩！ -- 亞洲大學勇奪 6 金 3
銀 1 銅 1 特別獎，另獲「大會國際最佳作品獎」最高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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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12]
[2016-05-11]

[2016-05-11]

[2016-05-09]

[2016-05-09]

[2016-05-06]

[2016-05-06]
[2016-05-06]

[2016-05-05]

亞洲大學邀請蕭添鎮民俗布袋戲團演出！ -- 蕭添鎮民俗布袋
戲團演出《李逵殺虎》戲碼，內容精彩有趣，師生讚不絕口。
亞洲大學「HIWIN 論壇─傑出總裁講座」！ -- 金可集團董事
長蔡國洲：人生面臨很多選擇，只要做好準備，一定有成功機
遇！
公益平臺文化基金會董事長嚴長壽到亞大！ -- 嚴長壽董事長
演講時說，發揮無可救藥的熱情，培養觀察力、思辨能力，找
到定位！
亞洲大學學生發明團赴法參展！ -- 創意設計暨發明中心參加
2016 法國巴黎國際發明展，8 件學生作品參賽，獲得 1 銀、7
銅，為校爭光！
亞洲大學舉辦『視光大師開講』系列講座！ -- 視光系邀請日
本東北文化學園大學山口慶子教授蒞校演講，並於「眼球解剖
生理學」中協同教學！
中天星光主播爭霸賽在亞洲大學登場！ -- 中部場次 6 日登
場，中天主播戴立綱、馬千惠傳授主播經驗，馬千惠：中天新
聞需要你！
亞洲大學外文系羽球隊得冠軍！ -- 外文系羽球隊參加全國大
專院校外語相關科系羽球賽，打敗台大外文系，勇奪冠軍！
亞洲大學學生會舉辦母親節活動！ -- 學生會舉辦「吾愛吾媽」
母親節活動，亞大學生能透過信件、電話方式，表達對母親的
祝福與感謝！
陳文茜教授與上銀科技創辦人卓永財對談！ -- 卓永財勉勵亞
大學生：不要好高騖遠、不要侷限自己，不斷累積小成就，將
來才會有大成就。

[2016-05-05]

亞洲大學舉辦校園徵才博覽會！ -- 邀請友達光電、上銀科技
等 60 家企業、提供 3147 個優職缺，吸引學生、校友求職面試。

[2016-05-05]

亞洲大學休憩系咖啡達人創業學程！ -- 王國雄董事長勉勵亞
大學生將自我定位好，為自己找出路，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

[2016-05-04]

亞洲大學三品書院書苑日！ -- 「韓國文化初體驗」，王雪圓講
師分享韓國文化近期的流行趨勢，帶來韓式美食饗宴。

[2016-05-04]
[2016-05-03]

亞大創意商品設計系校外畢業展！ -- 商品系第 6 屆校外畢業
展連環炮，第一站高雄駁二藝術特區青春設計節歡喜開展！
亞洲大學蔡進發校長新書發表！ -- 亞洲大學獲泰晤士報全球
最年輕百大，蔡校長出書談 12 個教育人文思維，幫助年輕學
子創新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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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03]
[2016-05-02]

[2016-05-02]
[2016-05-02]

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重視學生移動力！ -- 蔡進發校長把我們
當自己子女，在亞大很幸福學習！
亞大學生榮獲台灣國際盃造型競賽亞軍！ -- 保健、時尚系學
生分獲國際少女化妝組、國際廣告創意彩妝設計組大專院校團
體組亞軍。
亞洲大學國企系舉辦專題講座！ -- 邀請馬來西亞永信東南亞
控股公司總裁李芳信，分享東南亞服務業市場的迷失與展望。
亞洲大學通識中心辦敘事力工坊！ -- 邀請中廣學苑口語訓練
講師劉家安教導上台說話的藝術、在舞台上的自信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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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