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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訊息
1. 注意 【教務處註冊組】107-1 學期【延修生】畢業離校審查及領
取證書時程公告。
2. 注意 【教務處-公告】107-1 期末教學評鑑時間公告。
3. 注意 【校外徵才公告】原住民族委員會徵求具原住民身分之駐會
法務人員 1 名，請有意願之本系畢業生自行報名。
4. 注意 【教務處公告】107-1 學期學程登記(含申請、變更)公告-適
用大學日間部二、三年級生。
5. 注意 【校外演講活動】 真理大學舉辦之「企業經營之刑法風險論
壇」，請踴躍報名參加。
6. 注意 【財法系演講公告】吳容明名譽教授回校講座活動，請踴躍
出席參加。
7. 注意 【校外資訊】資策會 MIC 決策未來產業分析學程，歡迎踴躍
報名。
8. 注意

財法系 108 學年度碩士班考試入學面試時間表(甲組+乙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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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注意

財法系律師司法官國考衝刺讀書會。

10. 注意 【教務處公告】107-1 學期停修申請公告。
11. 注意

法律百科網頁瀏覽資訊，歡迎踴躍使用。

讀書會
編
號

活動日期

主辦單位

學術活動主題

活動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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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

財法系律師司法官國考衝刺讀書會

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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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訊息
[2018-11-30]

[2018-11-28]

蔡進發校長表揚創新教材成果獲獎老師-- 亞大教發中心
舉辦創新教材個案類、紙本類成果競賽獎勵，共 16 位
老師獲獎、頒發 46 萬 1 千元獎金。
中亞聯大 U21 創意發明競賽」頒獎！-- 創意發明中心舉
辦 2018「中亞聯大 U21 創意發明競賽」，亞大商設系洪
珮綺同學「自鎖式拉鍊」作品奪冠。

[2018-11-28]

[2018-11-28]

[2018-11-27]

半導體產研專班 3 位國際生出路好！-- 半導體班 3 位印
尼、印度國際生，畢業前，除了獲電子大廠錄用，還錄
取交大博士班獎全額學金。
休憩系同學參加觀光商品設計賽獲金獎！-- 休憩系同學
以「這ㄒㄧㄤ有禮」、「速直播─吃喝玩樂 Go！」參
加觀光商品設計競賽，獲金、銀獎。
英國密德薩斯大學教授到亞大演講！-- 雙聯學制姐妹校
-英國密德薩斯大學 Andy Vella 教授以自身設計作品為
例，分享創作技巧及靈感歷程。

[2018-11-27]

[2018-11-27]

亞洲大學啟動亞太地區資源永續研究！-- 亞太地區資源
永續國際會議邀請美、英、日、義等國 13 位知名期刊
主編，探討資源永續發展。
商設系同學作品榮獲大陸設計賽特等獎！-- 商設系學生
設計作品參加 2018 天府寶島工業設計大賽，榮獲「特
等獎」，獲頒 100 萬人民幣獎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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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27]

[2018-11-26]

[2018-11-26]

[2018-11-26]

[2018-11-26]

[2018-11-23]

[2018-11-23]

[2018-11-23]

[2018-11-21]

[2018-11-21]

[2018-11-20]

[2018-11-20]

經管系參加國貿局海外實習成果競賽！-- 經管系同學參
加國貿局海外企業實習成果競賽，共獲團體、個人、最
佳人氣獎等 6 獎項，居全國之冠。
亞大圖書館舉辦國際志工經驗座談！-- 社工系學會、圖
書館舉辦國際志工經驗座談，邀請「Town.美樂服務
團」等 3 大團體，分享志工體驗。
心理系畢業生李承運推甄上台大研究所！-- 心理系應屆
畢業生李承運推甄考上台大臨床心理學組研究所、中正
大學心理所臨床心理學組。
護理系師生運用 USR 揪團「玩」桌遊！-- 護理系師生
運用 PBL 系統，與在地社區與長輩同樂，「玩」桌遊，
活化大腦記憶系統，預防失智。
學務處辦「亞大好聲情」 卡拉 OK 歌唱賽！-- 第一屆
「亞大好聲情」卡拉 OK 歌唱比賽，共 60 位同學參賽、
20 位同學進入決賽，發出 3 萬 4 千元獎金。
時尚系邀請邱瑜蓉設計師分析流行趨勢！-- 邱瑜蓉設計
師演講分析 2020 年春夏的流行趨勢，區分為「抒藝釋
壓、違和幻實、創造日常」三大面向。
亞大國際招生團赴印尼泗水等地招生！-- 陳英輝院長帶
隊到印尼泗水、三寶壠及雅加逹等 8 所華文高中招生，
介紹系所專業特色，深獲好評。
華語文中心舉辦國際生茶文化交流分享！-- 此一分享活
動，邀請南投紅茶觀光茶廠--和菓森林的茶文化推廣人
員，為亞大國際生介紹紅茶的歷史。
印度 PAAVAI 高等教育集團董事長到亞大參訪！-- 印度
PAAVAI 高等教育集團董事長到亞大參訪，與國際學院
院院長陳英輝洽談師生交流與雙聯學位。
數位遊戲創新教學教師成長工作坊登場！-- 此次工作
坊，邀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與資工系合聘教授孫春
在，分享自己投入創新教學的經驗。
亞大三門課程獲教育部數位學習認證！-- 童秋霞、林孟
煒、莊淑惠 3 位老師的休閒美學、英語聽講、企業研究
方法課程，獲教育部數位學習認證。
資工系舉辦「機器人創客體驗營」！-- 亞大資工系與建
弈科技公司合辦「機器人創客體驗營」，邀請各系同學
一起參與機器人創意競賽。

3

[2018-11-19]

[2018-11-19]

[2018-11-19]

[2018-11-19]

[2018-11-19]

[2018-11-16]

[2018-11-16]

[2018-11-16]

[2018-11-16]

[2018-11-16]

[2018-11-15]

[2018-11-15]

賴政豪、張祐誠老師訪新加坡實習學生！-- 休憩系 8 位
學生赴新加坡實習 1 年，休憩系賴政豪、張祐誠老師前
往訪視，並與實習合作機構洽談。
張祐誠、賴政豪老師在新加坡會晤陸生！-- 曾在亞大交
流陸生于皎、鍾玉婷到新加坡就業、結婚，接待新加坡
探視學生的張祐誠、賴政豪老師。
亞大創領中心舉辦 OProSS 活動成果展！-- 此一成果
展，以「學生自主學習」為主軸，發表到非洲、雲林縣
元長鄉瓦磘社區國內外服務學習成果。top~
跨領域長照研究在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 亞大 8 位教
師組成跨領域長照合作社群，運用專業知識共享資源，
並在國際研討會中發表研究成果。
ICSSI2018 國際研討會亞大登場！-- 國際服務設計研討
會邀請美、日國際級專家學者，吸引全球近 100 篇論文
投稿，分享資源及研究成果。top~
商設系師生參與光復國小輔導專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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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大服務學習表揚大會頒獎表揚志工！-- 柯慧貞副校頒
獎表揚積極協助推展服務學習課程的績優傑出老師，並
邀請參與志工師生分享經驗。
亞大與日本株式會社簽訂產學合作協議！-- 亞大休憩
系、外文系與日本株式會社 I•J 簽訂產學合作協議書，
展開學生實習和產學合作計畫。
印尼泗水理工大學設計學院亞大參訪！-- 泗水理工大學
設計學院院長率團參訪，與亞大創意設計學院洽談學術
合作、學生交流、聯展等事宜。
亞大 USR 團隊推動銀髮族匹克球運動！-- 亞大 USR 團
隊到台中市四張犁、立德社區，指導在地銀髮族學習匹
克球運動，善盡大學社會責任。
陳英輝院長參加印尼艾爾朗加大學校慶！-- 亞大國際學
院院長陳英輝率領系所主管，參加姊妹校艾爾朗加大學
校慶，討論兩校學術交流合作。
國際名廚江振誠在亞大分享品牌創建！-- 江振誠教授主
講創造打動人心的品牌 DNA，江振誠：「品牌，是創造
一個強烈、正面積極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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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4]

[2018-11-14]

[2018-11-14]

[2018-11-13]

[2018-11-13]

[2018-11-12]

[2018-11-12]

[2018-11-12]

[2018-11-07]

[2018-11-07]

[2018-11-07]

[2018-11-07]

電影導演、知名歌手劉若英亞大演講！-- 知名媒體人陳
文茜與劉若英對談！劉若英：從事任何創作，永遠要保
持初心、好奇及新鮮態度。
學務處民生銀行展開關懷服務行動！-- 學務處民生銀行
展開關懷服務，分別到文山國小服務學習，到彩虹眷村
環境服務、陪伴老人。
中東肚皮舞社參加「臺中國際踩舞祭」-- 亞大中東肚皮
舞社參加 2018 臺中國際踩舞祭，表演佛朗明哥舞風、
印度曲風、民俗舞蹈等，綻放青春
新北市竹林高中師生體驗國文創新課程！-- 22 位高中生
體驗亞大國文創新課程「心智圖」與「扇子座右銘」繪
製，帶著精彩作品歡欣而歸。
室內設計系師生到一順磁磚等企業參訪！-- 室內設計系
師生到一順磁磚、TOTO 衛材兩家企業參訪，參觀磁磚
樣式、衛浴設備，實務學習。
亞大與世界大學之母波隆尼亞大學簽訂 MOU！-- 蔡進
發校長與義大利波隆尼亞大學、西班牙康普頓斯大學、
埃斯科里亞爾皇家大學簽訂 MOU。top~
亞大組團到印尼艾爾朗加大學參訪交流！-- 亞大參訪團
到印尼艾爾朗加大學參訪，兩校完成簽署 10 件國際合
作計畫、每年交換 3 位教學師資等。
語發中心一年一度英文週活動登場！-- 英文週推出「英
文創意明信片比賽」、「自由女神遇上大笨鐘」學生演
講、「線上大挑戰」等。
亞大 USR 中心舉辦創新教學分享會！-- 這場創新教學
分享會，邀請品學堂創辦人黃國珍分享教師如何轉變為
協助學生思考的引導者。
中亞聯大挺進美國雜誌全球最佳大學排名！-- 「美國新
聞與世界報導」全球最佳大學排名中醫大、亞洲大學雙
雙入榜，全台私校第 1、第 5 名。
亞大舉辦文學與生命教育學術研討會！-- 此次研討會，
共有 7 校專家學者參加、發表 9 篇論文，探討主題橫跨
文學、經學、生活史、生命議題。
亞大學術參訪團將到印尼大學參訪！-- 印尼 Airlangga
大學邀請亞大蒞校訪問，並簽訂雙邊合作計畫，亞大研
發處舉辦行前學術報告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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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06]

[2018-11-05]

[2018-11-05]

[2018-11-02]

[2018-11-02]

[2018-11-02]

[2018-11-01]

[2018-11-01]

[2018-11-01]

[2018-11-01]

[2018-11-01]

時尚系承辦 2018 國際纖維論壇系列活動！-- 時尚系主
任林青玫在纖維工藝博物館承辦「博物館&時尚-2018 國
際纖維論壇」，邀請國內外專業人士與會。
室設系辦理大三同學實習說明會及媒合！-- 室內設計系
成功媒合 44 位室設系三年級學生，到 35 家實習公司校
外實習，讓學生「畢業即就業」。
「藝鳴金揚：金門設計問鼎計畫」登場！-- 金門縣文化
局舉辦、亞大講座教授林磐聳執行的「藝鳴金揚：金門
設計問鼎計畫」，臺北成果展覽登場。
印尼臺灣高等教育展於泗水等地登場！-- 2018 印尼臺灣
高等教育展，在泗水、瑪琅及峇里島舉辦，推廣臺灣高
等教育，招募印尼學子來臺就學。
會資系、澳洲會計師公會舉辦認證揭牌！-- 亞大會資系
與澳洲會計師公會舉辦認證揭牌儀式，成為中台灣第一
所獲得澳洲會計師公會課程認證系所。
亞大護理系辦理國際交流分享會！-- 亞大護理系邀請參
與國際護理實習、國際醫療志工學生分享出國經驗，吸
引 100 多位師生參與聆聽！
曾憲雄副校長獲 TANET 2018 頒終身成就獎！-- 曾憲雄
副校長是台灣學術網路的革新者、資訊領域的開創者，
畢生投入資訊教育，培育資訊人才而獲獎。
亞大舉辦心智圖、扇子座右銘創意競賽！-- 通識中心舉
辦「自我心智介紹圖」、「扇子座右銘」創意競賽，
讓學生發揮無限創意，作品精彩豐富。
學務處辦「好聲情．唱歌做公益」活動！-- 學務處在
「亞洲驛站」舉辦「亞大好聲情，唱歌做公益」活動，
400 多位學生唱歌捐款做公益。
時尚系師生參加「衫 21」歌劇服飾設計！-- 時尚系主
任林青玫帶領時尚系 28 位學生，為阿公阿嬤設計製作
「臺灣花磚」時尚服飾，上台走秀演出。
林佳漢老師到越南國民經濟大學參訪！-- 資傳系林佳漢
老師帶領資傳系李省誼、吳雨庭同學到越南國民經濟大
學參訪，展開兩校學術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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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