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法律學系系訊
105 年 3 月
主編: 許采潔
執編: 陳昭維

系上訊息
恭賀! 唐淑美老師榮獲本校 104 年數位類創新教材競賽『特優獎』!
恭賀! 張智聖老師、蘇滿麗老師榮獲本校 104 年紙本類創新教材創
新教材競賽『優良獎』!
恭賀! 蔡佩芬老師、張智聖老師、蘇滿麗老師、宋名晰老師榮獲本
校 104 年紙本類創新教材競賽『優良獎』!

注意訊息
1.

注意 104-2 財法系甄審說明會-推薦甄選面試技巧。

2. 注意 實習資料繳交規定。
3. 注意【財法系專業實習】104-2 行政執行署實習公告。
4.

注意【創意領導中心】學生出國研習機會!歡迎學生踴躍參加!

5.

注意 105 個人申請甄審說明會時程表。

6.

注意 【校外公告】中華毛克利青少年協會推廣「2016 暑期國暨志
工」，請踴躍報名參加。

7. 注意 【證照輔導班訊息】104-2 司法四等五等班，開始上課囉!請
踴躍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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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注意【證照輔導班訊息】104-2 債權委外催收班，開始上課囉!請踴
躍報名參加。

9. 注意【學務處服學組-公告】亞洲大學 2016 國際志工服務團隊經費
補助開始申請嚕!!!
10. 注意【語發中心公告】105 年度英語文先修營(Pre-Arrival Program)
報名資訊及重要日程。
11. 注意【學涯中心實習】105 年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暑假實習需求。
12. 注意【進修推廣部 兩岸學術交流處】2016 港澳臺大學生暑期北京
實習活動報名開始！
13. 注意【財法系專業實習】104-2 金鐘法律事務所實習公告。
14. 注意【財法系專業實習】104-2 林道啟法律事務所實習公告。
15. 注意【財法系專業實習】104-2 宇軒國際法律事務所實習公告。
16. 注意【財法系專業實習】104-2 義勝國際法律事務所實習公告。
17. 注意【學涯中心實習公告】「法務部推動各地方法院檢察署提供大
學校院在學學生實習觀護工作實習方案」。
18. 注意【財法系專業實習】104-2 中國信託人壽實習公告。
19. 注意【財法系專業實習】104-2 法瑪律師事務所實習公告。
20. 注意【財法系專業實習】104-2 尚德聯合法律事務所實習公告。
21. 注意【財法系專業實習】104-2 台安法律事務所實習公告。
22. 注意【財法系專業實習】104-2 眾城國際法律事務所實習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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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注意【財法系專業實習】104-2 南山人壽實習公告。
24. 注意【財法系專業實習】104-2 錠嵂保險經紀人公司實習公告。
25. 注意【財法系專業實習】104-2 源道法律事務所實習公告。
26. 注意【財法系專業實習】104-2 黃映智法律事務所實習公告。
27. 注意【財法系專業實習】104-2 渥德法律事務所實習公告。
28. 注意【財法系專業實習】104-2 富邦人壽(2份)實習公告。
29. 注意【財法系專業實習】104-2 律大法律事務所實習公告。
30. 注意有關財法系學生查詢個人實習時數方式。
31. 注意105學年度繁星推薦親師座談會(財法系)活動行程表，歡迎105
繁星入學新生暨家長踴躍出席參加。
32. 注意105學年度碩士班考試入學-面試時間表。
33. 注意【資電學院-公告】104-2大四資訊能力檢定補考公告。

學術訊息

編 活動日期
號

主辦單位

學術活動主題

活動地點

產學營運處

Connect & Contribute

A502

1

2016/ 3/9
(五)
09:00-17:00

2

2016/3/18
創新創業課程開設與
(五)
發展計畫、產學營運處
10:10-12:00

創業甘苦談及補教產業發展策略

I109

3

2016/03/24
創新創業課程開設與
(四)
發展計畫、產學營運處
10:10-12:00

擇業創業執業法律風險與人生

I108

4

2016/03/31
創新創業課程開設與
(四)
發展計畫、產學營運處
10:10-12:00

國際金融會議組織與協商合作

I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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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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3/8
(二)
18:30

財經法律系系學會

期初系大會

A101

2

2016/3/10
(四)

財經法律系系學會

企業參訪

台中監獄
台中法院

3

2016/3/14
(一)
12:20-14:00

財經法律系系學會

源道聯合法律事務所與中信金控台灣
人壽之實習成果發表會與職前說明會

M517

4

2016/3/19
(六)

財經法律系系學會

校慶園遊會-隨手捐發票，愛心送到家
扶

亞洲大學

4

2016/3/19
(六)
10:00-14:00

財經法律系系學會

財法系系友回娘家活動

M517

5

2016/3/22
(二)

財經法律系系學會

班際盃-羽球

M棟

5

2016/3/282016/3/30
(一~三)

財經法律系系學會

班際盃-籃球

籃球場

台中地檢署

學校訊息
[2016-03-31]

陳文茜教授、捷安特董事長劉金標對談！ -- 劉董事長勉勵亞大同
學創業眼光要看遠，審慎評估市場行情，
「堅持做對的事！」
，成功
非你莫屬！ new~

[2016-03-31]

亞大商設系同學舉辦手作動物商品展！ -- 「物覺」展在光復新村
展示設計製作 30 多件動物商品，吸引近百位遊客駐足參觀！ new~

[2016-03-31]

香港中學師生 70 多人參訪亞洲大學！ -- 中華基督教會基協、潮
州會館及棉紡會中學師生，對亞大優美校園、辦學績效，留下深刻
印象！ new~

[2016-03-30]

亞大生參加專技高考，錄取率 100%！ -- 心理系臨床心理組 9 位
應屆畢業生，參加 105 年臨床心理師專技高考，全部錄取，繳出漂
亮成績單！

[2016-03-30]

爆紅藝人山豬陳俊甫返回母校演講！ -- 陳俊甫勉勵亞大學生：只
要努力就能成功，永遠懷抱夢想，堅信有一天能夠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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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30]

亞洲大學「書苑日」舉辦包春捲活動！ -- 五星級名廚張簡勢坤老
師示範包台灣傳統春捲，邀請國際學生、陸生、本地生 DIY 包春捲。

[2016-03-28]

亞大保健系師生到鹿谷保健服務活動！ -- 保健系師生為鹿谷社
區銀髮長者安排血壓量測、體脂肪檢測等闖關，傳遞愛心、關懷！

[2016-03-28]

亞洲大學迎接美術節到來！ -- 時尚系 14 位學生模特兒，受邀到
國立臺灣美術館走秀，展示藍染禮服、創意服飾！

[2016-03-28]

亞大國企系舉辦「我的書院之路專題講座」！ -- 澳門大學鄭裕彤
書院副院長李偉權蒞校演講，勉勵亞洲大學學生應有大志、大愛、
大雅的責任與態度！

[2016-03-26]

亞大辦理「親愛的我老了－與時間對話」特展！ -- 蔡進發校長：
亞洲大學相關科系組成中老人五感官防治照護團隊，奉獻心力！

[2016-03-26]

亞洲大學舉辦個人申請甄審說明會！ -- 吸引上千位學生、家長與
會，蔡進發校長歡迎優質學生選擇就讀亞大，實現人生夢想！

[2016-03-26]

香港中文大學參訪亞洲大學！ -- 商學院周志偉教授偕同 37 位工
商管理碩士班學生到亞大參訪，並到亞大管理學院上課、學術交
流！

[2016-03-24]

亞洲大學 105 學年度開設東南亞語系課程！ -- 語文中心開課教
授越南語、印尼語、泰語，提供有興趣同學選修，加強語文能力，
提升就業競爭力！

[2016-03-24]

亞洲大學舉辦咖啡達人創業學程！ -- 休憩系邀亞洲咖啡大師莊
宏彰授課，莊宏彰：Espresso 咖啡有「特別為你準備」意涵！

[2016-03-24]

亞洲大學舉辦「時尚商品企劃設計專題講座」！ -- 時尚系邀請資
深服裝設計師洪蕙雅演講，指出預測流行精準度，要有洞察力、詮
釋力及客觀性！

[2016-03-23]

TEDxTaipei 創辦人許毓仁到亞洲大學演講！ -- TED Taipei 創辦
人、立法委員許毓仁勉勵亞大同學：問對的問題，走自己的路，莫
忘初衷！

[2016-03-22]

亞洲大學時尚系畢業生動態成果展！ -- 300 多位學生在阿曼廣場
上台走秀，展現平日學習成果，4 月 16 日在美術館前決賽。

[2016-03-22]

大陸貴州省「九三學社」訪問亞大！ -- 九三學社訪問團領隊邱樹
毅：亞洲大學校園充滿歐洲氛圍，值得取經學習。

[2016-03-21]

北京理工大學到亞洲大學參訪！ -- 北京理工大學珠海學院建設
規劃處處長吳東源率隊來台參訪，吳東源：向亞大取經學習、學術
交流。

[2016-03-21]

日企業 Maruei Group 拜訪亞洲大學！ -- Maruei Group、千葉電
視台尋求產學合作機會，希望休憩系推薦具良好中日文能力學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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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就業。
[2016-03-19]

亞洲大學 15 週年校慶慶祝大會！ -- 蔡進發校長籲請全校教職員
生繼續打拚，再創校務高峰；醒吾科大校長周燦德形容亞大騰空飛
躍，是所典範大學。

[2016-03-19]

亞洲大學與香港科大簽訂合作備忘錄！ -- 資訊電機學院並邀香
港科技大學 Prof. Raymond Wong 專題演講，分析應用大數據！

[2016-03-18]

陳文茜教授、趨勢科技執行長陳怡樺亞大對談！ -- 陳怡樺勉勵同
學克服恐懼，勇敢邁進，用心創造產業價值，帶給投資者、顧客、
員工無比驕傲的價值！

[2016-03-18]

亞洲大學 15 週年校慶！ -- 學生會舉辦漆彈生存戰、異國美食國
際嘉年華會，還有校慶演唱會、園遊會，展現亞大多元特色。

[2016-03-18]

智慧節電講座在亞洲大學登場！ -- 台電台中、南投區處課長駱毅
等在「台中市智慧節電政策及管理計畫節電講座」宣導節約用電安
全。

[2016-03-17]

亞洲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到 75 級滿級分同學！ -- 名校學生申請
創意設計學院不分系國際設計學士班，可得 360 萬元獎學金。

[2016-03-17]

亞洲大學咖啡達人創業學程邀冠軍授課！ -- 休憩系邀請 WCE 世
界咖啡杯測冠軍劉邦禹，主講：咖啡履歷，實地品評截然不同的咖
啡風味。

[2016-03-16]

亞洲大學參加臺中市災害防救演習！ -- 環安室率師生演練地震
來襲，實驗室濃煙彌漫、2 名研究生受傷後求援及善後處理。

[2016-03-16]

亞洲大學舉辦「與校長有約」活動！ -- 創意領導菁英學生分享參
加國際發明展、擔任活動召集人及通識講座開場人經驗。

[2016-03-14]

旺報社長黃清龍到亞洲大學演講！ -- 黃清龍社長解析中國大陸
政治轉變、經濟轉型與司法改革，勉勵亞大學生多瞭解大陸情勢發
展。

[2016-03-14]

亞洲大學舉辦「敘事力工坊」！ -- 通識中心邀請 TSMC 鄭俐英講
師講述「口語表達與溝通技巧」，培養說話魅力。

[2016-03-12]

亞洲大學舉辦繁星推薦親師座談會！ -- 亞大吸引 400 多位學
生、家長與會，蔡進發校長歡迎優質學生選擇就讀亞大，一定不讓
你失望！

[2016-03-11]

亞洲大學用美學做外交！ -- 法國交換生參觀亞大現代美術館，觀
當建築之美，大讚台灣本土藝術創作作品：「看了超感動！」

[2016-03-10]

中衛發展中心董事長佘日新到亞洲大學演講！ -- 佘日新強調，大
數據、智慧化、行動化、雲端運算，帶來創新、創業機會！

6

[2016-03-10]

亞洲大學休憩系咖啡達人創業學程開跑！ -- 前王品集團副總周
光禹率先開講，周光禹：無所不用其極，就要讓客人感動！

[2016-03-09]

醫師作家李偉文到亞洲大學演講！ -- 從電影談愛情，李偉文：所
有感情都需經過現實的洗鍊，才能有完美的結局。

[2016-03-08]

亞大蕭世瓊老師在國美館舉辦書法創作展！ -- 通識中心助理教
授、書法名家蕭世瓊，即日起在國立台灣美術館舉辦「一藝孤行」
蕭世瓊書法創作展！

[2016-03-08]

亞大語發中心舉辦教師成長工作坊！ -- 教師成長工作坊，邀請澳
洲昆士蘭大學 Philippa Coleman 老師蒞校指導，分享創新 CLIL 教
學法！

[2016-03-04]

亞洲大學獲教育部通過首件「衍生企業」案！ -- 新興菇蕈生技公
司環控生產養生銀耳，研發、論文、專利、技轉、產學、就業一條
龍，3 年 3 億元。

[2016-03-03]

知名主持人陳文茜教授到亞洲大學演講！ -- 陳文茜教授講授主
題：
「有價值的便宜」
，強調「簡單所創造的價值，才是有價值的便
宜！」

[2016-03-01]

亞洲大學舉辦「健怪不怪－健管體驗營」！ -- 健管系安排尋寶、
闖關遊戲，讓高中生認識健康產業、長期照護管理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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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