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法律學系系訊
106 年 5 月
主編: 許采潔
執編: 石榮伊

注意訊息
1.

注意 【徵才公告】台灣國際造船(前身為中國造船)，招考資訊(包
含法務人員)，請有興趣者踴躍報考。

2.

注意 【教務處提醒】 105-2 學期期末教師教學評鑑」開放時程。

3.

注意 【學涯中心訊息】「上海麥可將文創園區實習計畫」 廠商說明
會。

4.

注意 【校外研討會】環境法律人協會舉辦之「環評制度改革論壇」。

5.

注意 【圖書館公告】105-2 學期圖書館【畢業生離校】離校流程注
意事項。

6.

注意 【教務處招生組 - 公告】亞洲大學 106 學年度暑假轉學招生考
試資訊。

7.

注意

管理學院品牌講座資訊。

8. 注意 【徵才訊息】台北地方法院 106 年度第 2 次儲備聘用法官助理
甄試相關事宜。
9. 注意 【校外公告】澎湖地院暑期工讀報名簡章。
10. 注意 【校外公告】國立成功大學舉辦「企業經營之刑罰風險系列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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壇」。
11. 注意 【校外公告】臺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106 第 2 次實務與學術對
話系列活動-臺灣高等法院及所屬法院民、刑事類具參考價值裁判評
析研討會。
12. 注意 【兩岸教育交流處公告】2017 秋季班赴大陸地區太原理工大學
交換資訊，詳情請參閱附件及內容說明。
13. 注意 【教務處公告】「106-1 學期轉系申請」
。
14. 注意 【校外活動】屏東地方法院暑期工讀，歡迎踴躍提出申請。
15. 注意 【校外活動】106 年度台中市 106 年度「臺中市青創夢想家及
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說明會於 5 月 3 日-5 月 11 日開跑~全
程免費。
16. 注意 【語發中心訊息】「106 學年度語發中心英語文先修營資訊」及
「2017 中區英語強化營」活動訊息。
17. 注意 【教務處公告】105-2 學期「期末教師教學評鑑」開放時程及相
關注意事項（公告內容如附件）
。
18. 注意 【教務處通知】105-2 申請【放棄】副修、輔系、雙主修作
業。
19. 注意 【校外活動】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 106 學年度大專院校法律公
意服務活動，歡迎踴躍參賽。
20. 注意

王國治主任、謝如蘭老師、魏馬哲老師曼陀生聚會，請各自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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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曼陀生準時出席。
21. 注意

蘇滿麗老師曼陀生聚會，所屬曼陀生欲參加者，請盡快跟蘇老

師報名參加。
22. 注意 【校外活動】2017 理律盃模擬法庭辯論賽，歡迎踴躍組隊參
加。
23. 注意 【校外公告】台中地方法院 106 年度招募大學生暑期工讀。
24. 注意 105-2 財法系專業能力會考答案。
25. 注意 【教務處通知】105 學年度畢業離校作業時程及相關表格。

學術訊息
編
號

活動日期

主辦單位

學術活動主題

活動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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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04

社團法人環境法律人協會

環評制度改革論壇

台灣大學法律學院
萬才館二樓
2201 室

學校訊息
[2017-05-31]
[2017-05-26]

[2017-05-26]

[2017-05-25]

[2017-05-24]

新日興董事長呂勝男在亞大演講！-- 全球最大筆電樞軸廠
─呂勝男董事長：企業的存在，以「誠信」最重要。
亞大第二屆黃金雨畢業音樂節登場！-- 畢委會邀請旺福樂
團、麋先生、米星星、脆弱少女組等樂團接力演唱，氣氛
超 HIGH 的！
時尚系學生參加台灣國際盃美容競技賽獲獎！-- 蘇品安等
同學勇奪國際時尚新娘彩妝組、國際眼部創意彩妝組亞
軍，成績斐然。
亞大問題導向學習 PBL 師資培訓計畫開跑！-- 護理系、
心理系率先舉辦問題導向學習初階師資培訓，吸引近百名
教師參與。
亞洲大學與印尼姊妹校諾門森大學合作！-- 兩校共同簽署
碩學士九個雙聯學位合作協議書，積極展開兩校雙向學術
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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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24]

[2017-05-24]

[2017-05-24]

[2017-05-23]

[2017-05-22]

[2017-05-22]

[2017-05-22]

[2017-05-22]

[2017-05-19]

[2017-05-19]

[2017-05-19]

[2017-05-19]

美國杜蘭大學 11 位師生到亞洲大學參訪！-- 與健管系師
生交流，參觀健保署、彰濱秀傳醫院等，瞭解台灣健康照
護制度。
亞洲大學研發網路成癮輔導教材！-- 提供國教署輔導工作
無償使用，並培訓高中以下學校網路成癮辨識輔導種子教
師！
保健系學生參加台灣國際盃美容競技賽！-- 亞大榮獲國際
少女化妝組團體組亞軍，李宜芳同學囊括國際少女化妝個
人組冠軍等 4 大獎，表現傑出。
休憩系同學發表參訪 RAW 餐廳體驗心得報告！-- 5 位修
課學生分組報告，國際名廚、亞大講座教授江振誠江當場
指導、評論及分享！
經管系舉辦 2017 高中職管理小論文競賽！-- 160 所高中職
校、299 隊參賽，第五屆競賽由國立暨南大學附屬高級中
學隊奪冠！
亞洲大學舉辦精進創新教學！-- 邀請澳洲昆士蘭大學資深
語文教學專家 Philippa Coleman 傳授內容與語言綜合學習教
學法！
亞洲大學舉辦大專生專題計畫成果觀摩會！-- 頒獎表揚績
優老師，蔡進發校長鼓勵學生積極參與研究計畫，儘早接
受研究訓練！
新加坡理工大學潘東傑教授分享餐旅教學經驗！-- 潘東傑
教授以多年在國外的教學經驗，淺談台灣、香港、新加坡
三國教學、實習，各有不同！
亞大「與春天有約」草地交響音樂會熱鬧登場！-- 國立臺
灣交響樂團演奏浪漫的青春樂章，亞大師生沉醉在美妙的
樂音聲中，贏得滿堂彩！
歐都納設計總監林盈恩到亞洲大學演講！-- 林盈恩總監以
「服裝環保意象之概念」為題，分享目前環保意象與服裝
設計結合的概念。
亞大數媒系校外畢業展在高雄展覽館登場！-- 展出 100 多
位畢業生、23 部作品，另有 12 件作品入圍高雄放視大
賞，吸引許多觀眾目光！
音樂製作人、作曲家張衞帆到亞洲大學演講！-- 張衞帆分
享他在業界的經驗，勉勵亞大學生要「建立品牌，要將眼
界放遠，看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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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17]

[2017-05-17]
[2017-05-16]

[2017-05-16]

美國德州農工大學到亞大進行學術交流！-- 德州農工大學
健康與運動系 12 位師生來台，與亞大健管系學生進行一
星期的交流活動！
亞大藝文季，人生電台劇場熱鬧登台！-- 上劇團藝文工坊
演出溫馨感人及寫實的歌舞劇表演，生命故事精彩動人！
金牌作品甘蔗渣環保餐具再摘最高榮譽！-- 亞大在馬來西
亞發明展頒獎晚會，獲「23 國海外最佳特別獎」最高榮
譽，好風光！
衛福部長期照顧春季博覽會在亞大登場！-- 衛福部提供人
才招募與就業媒合機會，歡迎年輕朋友加入長照服務行
列！

[2017-05-16]

[2017-05-16]
[2017-05-15]

[2017-05-12]

[2017-05-12]

[2017-05-10]

[2017-05-10]

[2017-05-10]

[2017-05-10]

林青玫主任獲新加坡國際家具展國際大獎！-- 亞大時尚系
主任林青玫與水源地文教基金會合作設計「太平藍」品
牌，大放異彩！
台灣知名紀實攝影師許震唐應邀到亞大演講！-- 許震唐暢
談攝影的力量，告訴亞大學生：獨立思考很重要！
中亞聯大 3D 列印醫療 研發中心揭幕！-- 中國醫藥大學、
亞洲大學聯合成立 3D 列印醫療研發中心，並舉辦 3D 列印
金屬醫材應用與發展論壇！
亞洲大學在馬來西亞國際發明展揮出佳績！-- 學生發明團
10 件作品，參加 2017 馬來西亞國際發明展，榮獲 4 金 4
銀 2 銅 1 特別獎，大滿貫，為校爭光！
亞洲大學赴台師大進行教師學術交流！-- 國際學院院長陳
英輝偕同語發中心人員，拜訪台師大英語系，觀摩英語革
新計劃。
亞洲大學赴蒙古成立校友會，開啟合作新頁！-- 國際學院
院長陳英輝代表拜會姊妹校蒙古財經大學，與蒙古全球領
袖大學簽署合作備忘錄！
財金系的「棉花糖傳情」活動來啦！-- 今年開賣的棉花糖
融入「寶可夢」話題，向最愛的人傳達最深的愛意：「就
想收服你！」
亞洲大學舉辦校園徵才博覽會！-- 邀請寶成國際集團、上
銀科技等 61 家企業、提供 3543 個職缺，吸引學生、校友
求職面試。
亞大原住民資源中心舉辦部落尋根之旅活動！-- 30 位原住
民同學至台中市和平區裡冷、南勢原住民部落展開尋根之
旅，深化對原住民族文化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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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09]

[2017-05-09]
[2017-05-08]

[2017-05-08]
[2017-05-05]

[2017-05-05]

[2017-05-04]

[2017-05-04]

[2017-05-04]

[2017-05-03]

[2017-05-03]

[2017-05-01]

[2017-05-01]

亞洲大學成立「共生銀行」！-- 學務處收集民生物資及二
手書籍，幫助偏鄉弱勢學童，發揮「人溺己溺、人飢己
飢」精神！
知名導演侯季然到亞洲大學演講！-- 侯季然導演：拍電影
不只是單純的創作，很多時候，其實是在說如何做人！
亞洲大學在法國國際發明展發光、發熱！-- 亞大 5 件作
品，獲 2017 法國巴黎國際發明展 1 金、2 銀、2 銅，揮出
全壘打，為校爭光！
亞洲大學 5 月 4 日舉辦畢業舞會！-- 200 多位準畢業生盛
裝赴會，嗨翻阿曼廣場，為全體畢業生留下美好篇章。
台灣電影導演鄭文堂到亞洲大學演講！-- 鄭文堂暢談創作
之路，表示：「電影的力量大，我的創作沒有停止的一
天！」
亞大通識教育一課：現代媽媽的「終極關懷」！-- 多元價
值的台灣社會，大部分母親這輩子最想對子女說的一句
話：平安、健康、快樂！
時尚系在石獅國際時裝周驚艷全場！-- 亞大時尚系主任林
靑玫帶領五位時尚系學生、穿戴 20 套服飾作品，參加中
國石獅國際時裝周走秀。
亞大室內設計系舉辦大四畢業班評圖！-- 評選出曹璦麟等
6 位同學作品，邀請知名設計界大師評圖，提供意見交
流。
亞大時尚系邀請國際竹藝家徐暋盛演講！-- 徐暋盛分享竹
子與工藝技法的結合，徐暋盛：竹子普遍運用在日常生活
當中。
亞大 EMBA 企業領袖班學習成果展開幕！-- 「領袖班成
果展暨推薦書展」展示企業領袖班多元學習歷程，另推薦
83 本好書借閱！
亞大舉辦「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說明會！-- 語文教學
研究發展中心邀請外交部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會副參事徐
蔚民等 3 人蒞校說明！
亞大舉辦鑑識會計與電腦稽核實務研討會！-- 亞大會資
系、中華法務會計研究發展協會合辦研討會，邀請學者專
家進行專題演講、綜合座談！
亞大時尚系作品在台中纖維工藝博物館展出！-- 纖維工藝
博物館舉辦「花 Young 交鋒」纖維時尚展，正展出亞大
「解語花衣－衣解花」服飾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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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01]

亞洲大學商設系、視傳系聯合畢業展！-- 在高雄駁二藝文
特區─蓬萊 B4 倉庫登場，展出 200 多位畢業生、70 件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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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