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法律學系系訊
104 年 12 月
主編: 許采潔
執編: 陳昭維

系上訊息
恭賀! 本系獲 104 學年度創新教材之教師。

注意訊息
1. 注意【教務處招生組-公告】104 學年度寒假轉學招生考試相關訊
息。
2. 注意【國交中心-公告】2016-2017 交換學生、雙聯學位暨學海系
列計畫說明會，歡迎踴躍參加！
3. 注意【休憩系演講-公告】12/25 航空業經營管理-相逢自是有緣 ‧
華航篇，歡迎報名參加。
4. 注意【教務處-公告】104-2 學期課程預選公告，詳情請參閱附件。
5. 注意【教務處註冊組】104-1 學期【延修生】畢業離校審查及領取
證書時程，請本學期延修生可畢業者，務必詳閱附件。
6. 注意【校外活動】2016 年理律盃大學校際公民行動方案競賽，歡
迎踴躍組隊報名，詳情請參閱附件。
7. 注意【教務處公告】
「104-1 學期期末教師教學評鑑」開放時程，
請務必於規定時間內上網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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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注意 104-1 何秀瑜女士清寒優秀獎學金得獎學生名單。
9. 注意【轉知教務處通知】104-1 學期 【變更、申請學程】公告，
詳情如附件。
10.注意【校外遊學資訊】2016 文化大學寒假遊學團，有意願者請自
行向文化大學報名。
11.注意碩、博士班提前入學申請書
12.注意 104 學年度財法系研究生碩士論文計畫口試時間表
13.注意【校外徵才公告】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彰化分會
甄選行政助理乙名，詳情請參閱附件，歡迎踴躍報名甄選
14.注意財法系就業輔導機制，銜接職場最後一哩講座(共 3 場)，歡迎
踴躍參加。
15.注意【學涯中心公告】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舉辦「MIC 決策未來
產業分析研習營」(全程免費)，歡迎同學們踴躍報名參加。
16.注意【教務處通知】104-1 學期 【變更、申請學程】
，請大二、大
三學生務必依規定時間上網登錄，詳情請參閱附件說明。
17.注意【研究發展處公告】
「105 年度科技部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
計畫」說明會，敬請提報研究案之師生踴躍參加。

學術訊息
編
號
1

活動日期

主辦單位

學術活動主題

2015/12/03 創新創業課程開設
(四)
與發展計畫、產學營 創業講座：漫談絲路-玄奘的創業路
10:10-12:00
運處
2

活動地點
I108

編
號
2

活動日期

主辦單位

2015/12/11 創新創業課程開設
(五)
與發展計畫、產學營
10:10-12:00
運處

學術活動主題

活動地點

創業講座：美學設計

I109

學生活動訊息
編
號

活動日期

主辦單位

1

2015/12/3
(四)
10:00-12:00

財經法律系

2

2015/12/9
(三)
15:00

財經法律系

銜接職場最後一哩-法律人國家考試
(律師考試)準備技巧

M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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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2/21
(五)
18:00-21:30

財經法律系系學會

財法之夜

I109

學術活動主題
有關演講者訴說的人權與國際人權的
探討

活動地點
A116

學校訊息
[2015-12-30] 亞洲大學外文系第九屆畢業公演！ -- 外文系畢業公演以載歌載
舞方式，重現《西城故事》，精湛舞藝加上表演專業，贏得滿堂喝
采。
[2015-12-29] 亞洲大學「起飛計畫」今天揭幕！ -- 「亞大起飛！讚！讚！」蔡
進發校長：啟動強化、協助弱勢學生學習輔導機制。
[2015-12-28] 華航總經理張有恆到亞大演講！ -- 張有恆：公司經營的基礎，員
工是公司最大的資本，創造幸福企業，人才是本。
[2015-12-28] 亞大博士生蕭沛宸榮獲壁報論文優等獎！ -- 時尚系主任林青玫
指導博士生蕭沛宸，參加第 63 屆紡織年會發表論文，榮獲壁報論
文優等獎。
[2015-12-25] 「BR+一騎跑」創意路跑，亞洲大學獲亞軍！ -- 亞洲大學參加寶
成集團於中興新村舉辦的「BR+一騎跑」創意路跑，「創新卓越亞
大隊」名列第二名。
[2015-12-25] 數位化會計公益創意競賽，亞大榮獲第 2 名！ -- 會資系學生參與
會計研發基金會「數位化會計公益創意競賽」，成績亮麗，榮獲創
意表演組第二名。
[2015-12-24] 知名主持人陳文茜在亞洲大學演講！ -- 旅行，陳文茜：旅行，是
一首詩、一種哲學，可以只截取人生美好的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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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2-24] 知名畫家貓小姐到亞洲大學演講！ -- 貓小姐： 當你看到我的貓
畫，會噗哧一笑，會想走進畫裡，和貓咪共享溫柔時光。
[2015-12-24] 亞洲大學語發中心舉辦英語情歌大賽！ -- 個人組休憩系賴季楓
同學演唱「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奪冠，團體組由外文
系徐雅玟、吳和謙同學第一。
[2015-12-23] 亞洲大學榮獲 TTQS 訓練機構金牌獎！ -- 進修推廣部辦理專業訓
練課程廣受好評，榮獲勞動發展署 105 年度人才品質管理系統訓練
機構金牌獎。
[2015-12-23] 亞洲大學、高雄女中簽訂策略聯盟！ -- 亞大校長蔡進發、雄女校
長黃秀霞簽訂策略聯盟，展開實質的學術交流，分享亞大教學、師
資等資源。
[2015-12-23] 亞洲大學舉辦「書寫苑景」成果展活動！ -- 學務處、通識教育中
心合辦三品書院成果展活動，邀請學生於冬至日分享吃湯圓、慶團
圓。
[2015-12-23] 澳門中學師長參訪亞洲大學！ -- 由澳門事務組組長李佩儒率領
參訪團，培道中學校長李寶田盼亞大有專班提供澳門教師研習。
[2015-12-22] 臺中盃創新創意展示發表會頒獎！ -- 臺中市副市長張光瑤頒發
金獎，給亞大、新竹教大蔡馨誼、陳怡芳，「安流」作品獲獎金 30
萬元。
[2015-12-22] 亞洲大學與白理查基因科技公司簽約合作！ -- 食品安全檢測中
心與白理查公司簽訂產學合作計畫，成為食安檢測中心第一家進駐
實驗室的廠商。
[2015-12-22] 亞大舉辦民間版的「綠活村鄉民大會」！ -- 吸引遊客踴躍向「綠
活生態村戶政事務所」領取「鄉民證」，營造光復新村活化發展氛
圍。
[2015-12-21] 教育部國際設計評比，亞洲大學全國第一！ -- 「104 年藝術與設
計類國際競賽」教育部評比，亞大獲獎數全國第一，共獲頒 109 萬
元獎金。 top~
[2015-12-21] 亞洲大學舉辦「眼鏡新美學革命」座談會！ -- 藝在亞大，美不勝
收！視光系邀請眼鏡博士黃永興、攝影藝術家小山俊孝等座談，探
討眼鏡新美學。
[2015-12-21] 亞洲大學休憩系舉辦實習成果發表會！ -- 休憩系邀請到圓山大
飯店等企業實習半年的同學，返校分享心得，並請業界專家提供建
議及回饋。
[2015-12-21] 亞洲大學舉辦「業界領袖專題演講」！ -- 創意領導中心邀請合樸
農學市集召集人陳孟凱博士談「幸福」分享他友善環境產業創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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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程及甘苦。
[2015-12-17] 亞大英語文磨課師(MOOCs)課程獲獎！ -- 語發中心獲頒 2015 學習
科技金質獎，頒獎人監委趙榮耀肯定亞大辦學表現！
[2015-12-17] 吉林工程技術師範學院到亞大參訪！ -- 吉林工程技術師範學院
與亞大近年交流密切，此次參訪，除了聯絡感情、互相交流，也是
取經、學習。
[2015-12-17] 亞洲大學【學習許願樹】綺麗夢想起飛！ -- 學習暨生涯發展中心
舉辦【學習系列講座】，並將願景卡片掛滿繽紛的許願樹，為同學
集氣加油！
[2015-12-16] 亞洲大學學生推甄考上國立大學研究所！ -- 生科系劉正芳、黃雅
稚、謝孟哲同學，分別推甄考上台大、交大、興大、嘉義等國立大
學研究所！
[2015-12-16] 亞洲大學歡樂慶聖誕活動！ -- 聖誕節快到了！蔡進發校長與師
生一起點亮在國際語文走廊的聖誕樹，共享聖誕晚餐。
[2015-12-16] 王品集團董事王國雄到亞洲大學授課！ -- 亞大休憩系講座教授
王國雄暢談「經營管理」，王國雄：王品重視的是總部管理，不是
店面管理。
[2015-12-15] 知名媒體人陳文茜在亞大「文茜講堂」演講！ -- 「文茜講堂」講
授：我不想念我自己，陳文茜：簡單來說就是「向前走」，去面對
未來！
[2015-12-15] 亞大榮獲全國盃美容競技大會第一名！ -- 保健系包辦「整體造型
創意設計圖靜態組」前四名，榮獲校際團體大學組精神總錦標第一
名！
[2015-12-15] 亞洲大學舉辦兩岸創業教育研討會！ -- 兩岸創業教育研討會，邀
請香港中文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上海財經大學學者分享創業教育
經驗。
[2015-12-14] 中視主播校園巡講前進亞洲大學！ -- 主播哈遠儀、李佳玲、林慧
蓉分享新聞工作甘苦，哈遠儀主播：拿出勇氣、挑戰自我，努力去
追夢！
[2015-12-14] 亞洲大學視傳系勇奪 2015 德國紅點大獎！ -- 碩士生劉經瑋、校
友王羚毓以「捕獲野生烏魚」作品，讓烏魚子變烏金。
[2015-12-14] 深澤直人參觀亞洲大學現代美術館！ -- 日本設計大師深澤直人
在亞大找到安藤忠雄的設計靈魂，「啊！這就是安藤忠雄！」。
[2015-12-14] 「來自亞洲的設計力量」活動在亞大登場！ -- 日本、丹麥、韓國、
澳洲、大陸知名設計師講述設計理念，並在各組的「國際設計工坊」
實作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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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2-10] 亞大幼教系徐至情抽中敦煌超級好人獎！ -- 徐至情同學幸運獲
得英國來回機票、免費兩週英國語言課程、住宿等價值 12 萬元豪
華大獎。
[2015-12-10] 亞大榮獲國貿局海外實習競賽團體優等獎！ -- 國企系參加國貿
局 104 年度學生海外企業實習成果競賽，陳彦儒同學獲得實習心得
競賽最佳個人獎。
[2015-12-10] 亞洲大學創業團隊分享創業經驗！ -- 產學處受邀參加「2015 台中
國際連鎖加盟暨創業大展」，邀請產、官、學各面向專家分享。
[2015-12-09] 亞大舉辦大數據與生醫資訊國際研討會！ -- 亞洲大學 BDBI 2015
邀請國際學者探討大數據應用於醫療、健康照護、藥物等研究趨勢。
[2015-12-09] HIWIN 傑出總裁講座在亞大登場！ -- 恒耀關係企業董事長吳榮彬
暢談「自我」，吳榮彬：人文素養對於企業經營的重要性。
[2015-12-09] 馬來西亞華裔青年台灣觀摩團到亞大參訪！ -- 亞大兩岸交流中
心主任張世忠為觀摩團 320 人簡報，瞭解亞大辦學績效、躋身全球
「三個百大」大學！
[2015-12-08] 人事長黃富源到亞洲大學演講！ --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長
黃富源：無論任職公私部門，基本的職場倫理是相通的！
[2015-12-08] 鄭州教育局、亞大簽訂文化教育交流忘錄！ -- 鄭州市台辦主任潘
新紅等人到亞洲大學參訪；鄭州貝斯特教育事業機構的李蔚起董事
長受聘校務顧問。
[2015-12-08] 衛福部啟動「高齡照護政策多元行銷模式」！ -- 亞洲大學、高發
會舉辦「親愛的，我老了」特展，用最活潑有趣的方式，翻轉全台
對老年刻板印象。
[2015-12-07] 亞洲大學視傳系校友參與台中摘星計畫！ -- 沈柏男帶領的 JUDO
九逗文創工作室，進駐光復新村創業，展售農村文創精品。
[2015-12-07] 亞洲大學舉辦「文學與生命教育學術研討會」！ -- 通識教育中心
發表 17 篇論文，主題跨越由古典到現代，由文學到影視作品。
[2015-12-04] U19 青少年創意發明競賽亞洲大學頒獎！ -- 2015 第六屆「U19」
最高榮譽獎是興大附中陳祖平同學「防止水煮乾爐」作品，獎金 6
萬元！
[2015-12-04] 亞洲大學榮獲第五屆亞洲設計獎！ -- 室內設計學系饒育緯同學
參加第五屆亞洲設計獎，以「四度空間」作品，榮獲銀獎。
[2015-12-04] 陳文茜教授在亞洲大學主講：生命高手！ -- 陳文茜：人生碰到挫
折，端看對待事情的角度會變得有所不同，不妨「換位思考」，生
命或許會轉彎！
[2015-12-04] 亞洲大學第一次舉辦新生創意合唱比賽！ -- 大一新生盡情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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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風格，比賽結果，幼教系幼見美聲奪冠，獲 1 萬元獎金。
[2015-12-04] 亞洲大學時尚系學會舉辦「行者義剪」活動！ -- 時尚系學會邀請
行者愛心剪髮團隊為師生義剪，捐出所得 1 萬 2000 元給慈善團體。
[2015-12-02] 亞洲大學學生發明團隊載譽返校！ -- 學生發明團參加 2015 韓國
首爾國際發明展，獲 14 面獎牌，成績亮麗，12 月 1 日返校，受到
熱烈歡迎。
[2015-12-02] 亞洲大學時尚系、商設系期末聯展！ -- 時尚系老師黃明媛、商設
系碩士生黃致豪，在台中火車站 20 號倉庫舉辦聯展，展覽以「出
格」為主題。
[2015-12-02] 亞洲大學舉辦英語簡報競賽！ -- 語文教學研究發展中心分外文
組、非外文組競賽，計有 18 組，82 人報名參賽，培養英語簡報能
力。
[2015-12-01] 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亞大生成績讚！ -- 亞大學生共有 9 件作
品得獎，共獲 40 萬元獎金，其中，1 件榮獲創金獎，兩件奪國際設
計組織特別獎。
[2015-12-01] 亞洲大學「人文光廊」開幕！ -- 通識教育中心邀請蔡進發校長等
剪綵，人文光廊展現近年來「亞大文學獎」得獎的作品，光彩炫目。
[2015-12-01] 香港中文大學訪問亞洲大學！ -- 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碩士班
到亞大參訪，周志偉教授率領 30 多位碩士班學生與亞大師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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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