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法律學系系訊
105 年 4 月
主編: 許采潔
執編: 陳昭維

注意訊息
1.

注意【校外競賽公告】2016 理律杯校際法律系所學生模擬法庭辯論
賽，歡迎有興趣者踴躍組隊參加，詳情請參閱附件。

2. 注意【法院工讀】台灣高等法院 105 招募大學法律系、所暑期工讀
報名資訊，欲報報者，請參閱附件說明。
3. 注意【法院工讀】台灣高等法院 105 招募大學法律系、所暑期工讀
報名資訊，欲報報者，請參閱附件說明。
4. 注意【財法系專業實習】105-1 友邦人壽暑假八月實習公告(地點：
臺北、臺中)。
5. 注意 【教務處公告】104-2 期末教學評鑑公告，請學生務必上網填
寫，以免無法選課。
6. 注意【法院工讀】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105 招募大學法律系、所
暑期工讀報名資訊，欲報報者，請參閱附件說明。
7. 注意【法院工讀】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 105 招募大學法律系、所
暑期工讀報名資訊，欲報報者，請去電附件公函中承辦人員電話。
8. 注意【法院工讀】台中高等行政法院 105 招募大學法律系、所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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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讀報名資訊，詳情請參閱附件公函內說明第三點之網址。
9. 注意【管院訊息】管理學院暑假海外參訪團，請有興趣者踴躍報名
參加詳情請參月內容說明。
10. 注意【法院工讀】台中地方法院 105 招募大學法律系、所暑期工讀
報名簡章一份，詳情請參閱附件，請踴躍報名。
11. 注意【財法系演講】104-2 財法系企業導師演講公告，請踴躍報名
參加。
12. 注意【校外訊息】司法院 105 年度暑假期間大專院校法律系、所工
讀生報名簡章，詳情請參閱附件。
13. 注意【管理學院公告】管院「2016 國際志工團」開始報名囉!有興
趣者請參閱附件海報。
14. 注意【管理學院公告】管院「2016國際志工團」開始報名囉!有興
趣者請參閱附件海報。
15. 注意【資電學院-公告】104-2大一資訊能力檢定後測公告。
16. 注意【教務處公告】104 學年度申請修讀「學、碩士五年一貫學位」
作業開始囉(限大三生)，請有意願申請者，請詳閱附件說明並依規
定時間內提出申請。
17. 注意【校外訊息】司改會敬邀參加「2016模擬陪審團招募」，請有
興趣者，自行進系統報名參加。
18. 注意【進修推廣部兩岸學術交流處公告】第二屆兩岸一家新文化交
2

流營活動報名開始！有興趣者請於4/21(四)中午12：00前，至系辦
填寫報名資料，名額有限，逾時不候。
19. 注意【財法系演講公告】本系邱太三副教授回校演講，請踴躍報名
參加，詳情請參閱附件。
20. 注意大二-大四 104-2資訊能力補考公告，請須補考者，務必依規
定時間上網完成報名，詳情請參閱附件。
21. 注意【管理學院品牌企業實務講座】品牌實習-實習應該學習的事，
歡迎踴躍參加。
22. 注意【學涯中心實習公告】105年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暑假實習申
請。
23. 注意105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面試時間表。

學術訊息

編
號 活動日期
1

2

主辦單位

學術活動主題

2016/4/15
創新創業課程開設與 品牌實習-管理學院品牌企業實務講座
(五)
發展計畫、產學營運處
-實習應該學習的事
10:00
2016/04/21
創新創業課程開設與
(四)
發展計畫、產學營運處
10:10-12:00

創業之民事契約簽訂實務

活動地點
I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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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4/25
(一)
10:00-12:00

財經法律系

邱太三副教授-我的法律人生

M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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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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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4/20
(三)
17:00-18:50

財經法律系系學會

財法系班際盃籃球冠亞軍賽

籃球場丁場

學校訊息
[2016-04-29]
[2016-04-28]

[2016-04-28]
[2016-04-28]

亞洲大學資傳系教授陳文茜演講！ -- 陳文茜教授主講「未來教
室」，勉勵亞大學生面對自我，透過思辨，迎接未來教室的挑戰。
亞大室內設計學系參加台中建築暨建材展！ -- 2016 台中建築暨建
材展的亞大室設系展場，展現充沛的設計力、團隊合作，吸引人潮
參觀！
民視新聞部經理胡婉玲到亞大演講！ -- 態度最重要！名主播胡婉
玲勉勵亞大畢業生學習服務，好的態度，可以成就人生！
亞洲大學商設系學生榮獲 iF 獎廠商特別獎！ -- 陸生到亞洲大學短
期進修，獲得德國 iF 設計獎--海爾集團廠商特別獎，創大陸該校首
件紀錄！

[2016-04-27]

亞洲大學管理學院舉辦校園徵才！ -- 管理學院「2016 校園就業徵
才博覽會」邀請 21 家品牌暨知名廠商徵才，103 位同學面試、投
遞履歷！

[2016-04-27]

準經濟部部長李世光教授到亞洲大學演講！ -- 李世光部長：綠能
是未來趨勢，台南沙崙科技園區將成為創新綠能研發中心。

[2016-04-26]

亞洲大學藝文季的第二場音樂會登場！ -- 「奏出福爾摩沙音樂協
會」五位演奏家，表演小號獨奏、弦樂四重奏曲，為師生帶來精彩
的音樂饗宴。

[2016-04-26]

亞洲大學時尚系同學到臺灣喜佳公司實習！ -- 透過產學合作，讓
同學到「第十六屆國際縫紉藝術生活展」縫紉教學實習，提前體驗
職場生態。

[2016-04-25]

法務部準部長邱太三受邀到亞洲大學演講！-- 邱太三部長並與法
務部前部長施茂林對談，研討廢除死刑、鄭捷被判死刑定讞等議
題！

[2016-04-22]

亞大熱舞社榮獲全國街舞大賽第五名優勝！ -- 亞洲大學黑泡泡熱
舞社參加第二十二屆全國大學街舞季-全國街舞大賽，拿下第五名
優勝！

[2016-04-22]

亞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舉辦校園徵才！ -- 人社院舉辦「校園就業
徵才與實習媒合博覽會」，邀請 18 家廠商徵才，122 位同學面試、
投遞履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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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21]

知名主持人陳文茜到亞洲大學演講！ -- 陳文茜教授：你若懂得保
護地球的責任，未來才會擁有產業的空間。

[2016-04-21]

亞洲大學休憩系咖啡達人創業學程！ -- 莊宏彰老師勉勵學生想煮
出不同風味的好咖啡，
「要試著駕馭機器及環境，而非被其駕馭」！

[2016-04-21]

《候鳥來的季節》導演蔡銀娟到亞洲大學演講！ -- 蔡銀娟：面對
生命中的困境，試著解決並放下，走出生命的幽谷！

[2016-04-21]

澳門科大協理副校長孫建榮到亞大講學！ -- 孫建榮副校長分享教
學專業發展的經驗，暢談高科技環境下的語言教學！

[2016-04-20]

亞洲大學主辦第二屆 IEEE 研討會！ -- IEEE 多媒體大數據國際研
討會台北登場，會中發表 100 多篇論文，邀請國際知名學者專題
演講！

[2016-04-20]

澳門科技大學與亞洲大學學術交流！ -- 澳門科大協理副校長孫建
榮到亞大講學 3 天，並與亞大人文社會學院院長陳英輝簽訂雙方交
流協議書！

[2016-04-19]

亞洲大學創意設計學院四系舉辦校內成果展！ -- 「尚視商數」校
內成果展吸引寶成國際集團等廠商代表參觀，盛讚學生作品完美、
細節到位。

[2016-04-19]

亞洲大學幼兒美感藝術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 -- 幼教系重視幼兒
的感觀經驗與創意啟發，邀請日本、新加坡學者演講，探討幼兒美
感藝術教育！

[2016-04-19]

亞洲大學室內設計系大三學生到校外實習！ -- 室設系學生返校分
享實習心得，肯定「強化實習」制度，希望加強施工圖等課程！

[2016-04-18]

亞洲大學時尚系第三屆畢業動態展！ -- 時尚系首次在安藤現代美
術館，戶外星空走秀，時尚結合藝術，一場時尚嘉年華會饗宴！

[2016-04-15]

亞洲大學舉辦翻轉教室示範教學！ -- 高互動英語文課室活動，吸
引 42 位亞大、中彰投策略聯盟高中職英語文教師與會，獲益良多。

[2016-04-14]

大陸常州工學院來台訪問團到亞大參訪！ -- 常州工學院校長李文
虎：亞大辦學認真，產學經驗豐富，值得向亞大學習、交流。

[2016-04-14]

亞洲大學休憩系咖啡達人創業學程！ -- 休憩系邀請亞大室內設計
系主任李元榮授課，暢談營造店面動線設計與環境規劃。

[2016-04-14]

中亞聯大辦理磨課師成果分享會！ -- 「創新教學新境界」磨課師
成果分享會，分享 Moocs 教學經驗，期盼改變教學，改變學生學
習型態。

[2016-04-11]

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參訪新加坡國立大學！ -- 蔡進發校長參加第
九屆 QS 世界大會，並到新加坡國立大學參訪，盼能促進兩校學術
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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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11]

亞大校長蔡進發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參訪！ -- 蔡校長參加第九
屆 QS 世界大會，並參觀理工大學 3D 列印中心，尋求與亞大展開
實質學術交流機會！

[2016-04-11]

蔡進發校長獲選國立交通大學傑出校友！ -- 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
國際學術成就卓越，又是傑出教育家，9 日返回母校獲頒證書。

[2016-04-08]

亞洲大學藝文季，阿卡貝拉人聲團體登場！ -- 台灣原住民織樂
（Gili）人聲合唱團以無樂器伴奏的純人聲演唱泰雅族情歌、經典
歌曲！

[2016-04-08]

亞洲大學時尚系在台中大遠百巡迴展演！ -- 第三屆畢業生模特兒
走秀展演，還有皮革手環 DIY 教學，4 月 16 日將在亞大現代美術
館進行決賽。

[2016-04-08]

亞洲大學舉辦通識教育教師研習！ -- 邀請台灣多元學習推廣協進
會講師劉榮祥演講，強調班級經營目的在互動，雙向溝通、創造雙
贏。

[2016-04-07]

2016 亞大藝文季開鑼了！ -- 以「與春天有約」為主題，舉辦文學、
音樂與美學系列活動，培育全腦開發、全人教育的亞大人。

[2016-04-07]

亞洲大學推出創客教育計畫！ -- 亞大重視創意教學，將推出「創
客（Maker）教育」計畫，組團南下成大、高雄第一科大觀摩、學
習。

[2016-04-07]

亞洲大學休憩系咖啡達人創業學程！ -- 前王品集團副總周光禹授
課指出，善用營運管理的工具，才能預先分析判斷威脅，製訂對策。

[2016-04-06]

亞洲大學室內設計系赴日本參訪學習！ -- 師生開啟東京國際建築
暨室內空間之旅，並舉辦東京名匠師生攝影展，李妍儀同學的「存
在」奪冠。

[2016-04-06]

中亞聯大舉辦兩校學術合作學研討會！ -- 共發表 24 篇論文，邀請
科技部生科司司長蔡少正、國家衛生研究院研究員陳炯東演講。

[2016-04-06]

亞洲大學杜鵑花正綻放繽紛！ -- 校園的杜鵑花鮮艷奪目，吸引師
生、遊客欣賞，漫步花間享受走春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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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