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法律學系系訊
105 年 12 月
主編: 許采潔
執編: 陳昭維

注意訊息
1. 注意 【教務處公告】105-2 學期學生辦理「復學」
、
「延修」相關公
告。
2. 注意 亞洲大學 106 學年度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暨博士班考試入
學招生考試相關訊息。
3. 注意【圖書館 - 公告】陪您一起 FUN 寒假! 106/1/4 起跨寒假借書
服務開跑及 106 年寒假開放時間說明。
4. 注意 【校外研討會】2016 黨產處理與民主鞏固學術座談會，詳情
請參閱附件，請踴躍出席參加。
5. 注意 【教務處公告-更新】102 級畢業初審作業預計於 105/12/27
起開放學生於【學生資訊系統】查詢。
6. 注意 【教務處公告】105-2 學期課程預選公告，詳情請參閱附件。
7. 注意【教務處公告】105-1 學期期末教師教學評鑑，請同學於 12/30
前上網填寫。
8. 注意財法系 105 學年度碩士班計畫口試時間表。
9. 注意 105-1 何秀瑜女士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得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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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注意學生自主學習公告，詳情請進本系系網【學生專區→學生自主
學習】查閱。
11. 注意 【教務處公告】105-1學期【變更、申請學程】
，請大二、大
三生務必上網處理。
12. 注意【證照班公告】
：銀行內控(一般金融)班將於 12/14(三)開班，
上課時間為 13：00-17：00，假 M518，請已報名參班的同學務必準
時到課。
13. 注意【教務處公告】105-2轉系相關作業時程，申請表及網址請自
行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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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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12/1
創新創業課程開設與
(四)
發展計畫、產學營運處
13:00-15:00

社福新時代-雲端科技運用

A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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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8
創新創業課程開設與
(四)
發展計畫、產學營運處
10:00-12:00

跨界與跨越

創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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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15
創新創業課程開設與
(四)
發展計畫、產學營運處
9:00-11:00

談共享經濟下的創業機會

H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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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2/29
(四)
18:15開始

財經法律系系學會

105-1 期末系大會

M008

學校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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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30]
[2016-12-30]

Dior 贊助亞大時尚系畢業展！ -- 國際知名品牌 Dior(迪奧)提供彩
妝贊助，讓學生畢業展演完美呈現伸展台上色彩與時尚創意。
亞大視光學系舉辦『眼鏡新美學革命』講座！ -- 視光學系邀請各
界專業人士專題演講，專業與美學的結合孕育出屬於台灣的眼鏡新
美學活動！

[2016-12-29]

亞洲大學展出英文革新計劃成果！ -- 語文教學研究發展中心即日
起在國際語文走廊展出，展現學生多樣化、具特色的學習成效。

[2016-12-29]

亞大通識中心微電影成果分享！ -- 敘事力計畫課程舉辦期末微電
影成果分享競賽，邀請竹子坑教會學童擔任評審，場面熱鬧！

[2016-12-29]

亞洲大學外文系畢業公演，精彩萬分！ -- 表演戲碼--百老匯經典歌
舞劇《海上情緣》，演出郵輪上的豪華之旅，獲得滿場喝采！

[2016-12-28]

視傳系、數媒系在亞大附醫舉辦社會設計聯展！ -- 亞大師生以馴
鹿為裝置主題，展示感謝祝福卡片，盼在聖誕節期間傳遞愛與關懷。

[2016-12-28]

亞大視傳系學生完成光復新村裝置藝術！ -- 13 件貓頭鷹作品分散
在光復新村各角落，臺中市長林佳龍讚賞打造文創新亮點！

[2016-12-27]

亞洲大學獲教育部國際競賽高教體系第一名！ -- 亞洲大學獲獎數
已連續 3 年獲全國高教體系第一名；兩年內，劉經瑋同學個人獨得
25 件國際大獎！

[2016-12-26]

日本新潟醫療福祉大學到亞洲大學訪問！ -- 東江由起夫、阿部薰
教授暢談義肢裝具與輔具設計，促成兩校學術交流。

[2016-12-26]

亞洲大學學務處舉辦僑生聖誕晚會！ -- 學務處與僑聯會邀請香
港、馬來西亞、印尼與澳門僑生參與活動，一起歡度聖誕佳節！

[2016-12-26]

亞大與日本 TOP CAREER 公司合作！ -- 國際學院院長陳英輝與
TOP CAREER 社長柴崎洋平簽訂 MOU，將媒合畢業生赴日就業。

[2016-12-23]

亞大室內設計、高雄嘉信遊艇公司簽約合作！ -- 推出品牌實習保
證就業方案，亞大推薦學生到嘉信遊艇實習、保證就業。

[2016-12-23]

[2016-12-22]

[2016-12-22]

亞洲大學舉辦亞大達人秀─英文歌唱比賽！ -- 「AU’s Got
Talents」！時尚系周妤同學個人組奪冠，外文系徐雅玟、吳和謙
同學團體組第一。
夆禾盃全國競圖，亞大室設系同學表現亮眼！ -- 室設系何有城等
同學，參加夆禾盃全國競圖比賽，榮獲美學大奬，另有 5 件作品分
獲優選、佳作獎。
亞大通識中心服務學習團隊到明道高中！ -- 在國文類召集人陳正
平副教授帶領，到明道國中部和高中部進行心智圖基礎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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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22]
[2016-12-21]

[2016-12-21]

[2016-12-20]

亞大創領中心舉辦校外社會企業參訪活動！ -- 創意領導學程學生
參訪主婦聯盟后庄站，並到后豐鐵馬道回收垃圾，進行環保之旅！
中市智慧交通大數據研究中心在亞大揭牌成立！ -- 台中市政府、
亞洲大學與中興大學，三方官學合作交通大數據研究，並簽署合作
備忘錄！
姊妹校印尼雅加達 Esa Unggul 大學參訪亞大！ -- Esa Unggul 大學
健康學院院長 Dr. Aprilita Rina Yanti Eff 等，與蔡進發校長討論雙
聯學位事宜。
時尚系博士生蕭沛宸獲紡織年會論文優等獎！ -- 蕭沛宸師承系主
任林青玫，參加中華民國紡織工程學會紡織年會，連續 5 年榮獲論
文「優等獎」。

[2016-12-20]
[2016-12-20]

成真社會企業董事長王國雄到亞大演講！ -- 王國雄分享第二次創
業經驗，指出：企業獲利最重要就是找到合適的商業模式！
馬來西亞中學校長團到亞洲大學參訪！ -- 國民型中學、國民中學
校長、升學輔導老師對亞大留下深刻印象，願推薦馬來西亞子弟到
亞大就讀！

[2016-12-19]

亞洲大學創客中心今天揭牌成立！ -- 蔡進發校長宣布以 3 年為規
劃，希望成為中部的創意中心，帶動學生學習與創業。

[2016-12-19]

亞大幼教系第十屆畢業公演來了！ -- 「ling go ling go」幼教系畢
演，明年 1 月 7 日、8 日有 4 場演出，幼教系同學即日起擺攤售票。

[2016-12-19]

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頒發 105 年創新教學獎！ -- 「創新教學法」
與「創新教材」兩項競賽、53 位得獎老師，共頒發 178 萬 8 千元
獎金。

[2016-12-19]

亞洲大學舉辦印尼國際生文化之夜！ -- 國際學院、印尼學生會分
享印尼美食、觀賞印尼傳統舞蹈，吸引 300 位師生參與。

[2016-12-16]

蒙古全球領袖大學、達爾汗省代表參訪亞大！ -- 蒙古全球領袖大
學創辦人、達爾汗省省長辦公室主任向蔡進發校長請益，洽談兩校
合作交流事宜！

[2016-12-16]

亞洲大學時尚系學會舉辦「行者義剪」活動！ -- 系學會邀請行者
愛心剪髮團隊為師生義剪，105 位師生共襄盛舉，所得 1 萬 4362
元捐給慈善團體！

[2016-12-16]

亞洲大學學務處舉辦服務學習簡報比賽！ -- 參賽隊伍競爭激烈，
展現服學熱情，保健系碩士生羅振維、洪育慈奪冠。

[2016-12-16]

亞洲大學舉辦國際生華語文歌唱比賽！ -- 亞大、中醫大、東大國
際生 PK 飆歌，亞大財金系蒙古學生琪慧以「中國話」奪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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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15]
[2016-12-15]

知名媒體人陳文茜、傳家系列作家任祥對談！ -- 任祥演講說，老
祖宗的智慧，是我們最大的資產，應該珍惜，在生活中實踐與傳承！
亞大生科系學生推甄考上國立研究所！ -- 四年級吳幸蓉、黃伊
萱、詹宗翰同學，推甄考上台大、交大、興大研究所，實力堅強，
為校爭光！

[2016-12-15]

臺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亞大生奪獎！ -- 數媒系、視傳系學
生表現亮眼，有 5 件作品獲特別獎、優勝及佳作獎！

[2016-12-15]

資深影評人聞天祥受邀到亞大演講！ -- 聞天祥主講「電影的熱鬧
與門道」，鼓勵同學進電影院看電影，支持有質感的電影！

[2016-12-14]

[2016-12-14]

[2016-12-14]
[2016-12-13]
[2016-12-13]

法國設計師聯盟代表到亞洲大學參訪！ -- 法國設計師聯盟主席藍
雅諾、亞洲區首席代表藍偉旋，與創意設計學院院長謝省民商討交
流合作事宜！
中亞聯大網路成癮中心推廣「聰明用四電」！ -- 中心與種子教育
基金會合作研發與推展國小生健康上網教案，在光復國中小推廣理
念。
海外華裔青年臺灣觀摩團在亞大辦始業式！ -- 觀摩團 334 位學員
隨即展開臺灣觀摩行程，將到故宮、日月潭、太魯閣等訪問。
原創設計研究院首屆聘朱界陽任研究員！ -- 亞大總務長朱界陽偕
同視傳系研究生劉經瑋，參加閩台文化藝術原創設計研討會。
亞大視傳系侯曉蓓老師參加國際性聯展！ -- 「Women’s eyes-女
性 X 設計 X 社會」特展，與全球具代表性視覺藝術女設計師分享、
互動。

[2016-12-13]

亞洲大學資源回收成果績優！ -- 亞大獲頒臺中市環保局「回收讚
A+級」獎，環安室組長林駿憑接受林依瑩副市長頒獎表揚！

[2016-12-12]

中視主播校園巡講前進亞洲大學！ -- 哈遠儀主播：堅守媒體社會
責任，持續關注社會議題，發揮對社會正面影響力！

[2016-12-12]

「來自亞洲的設計力量」系列活動在亞大登場！ -- 日本、美國、
伊朗、越南、澳門等國際知名設計師分享設計理念，並於「國際設
計工作坊」實作示範。

[2016-12-12]

亞大商設系到韓國三星藝術與設計學院參訪！ -- 亞大商設系朱以
恬老師偕同學生，向產品設計系主任李鍾豪請益設計教育經驗

[2016-12-12]

亞大舉辦第五屆「文學與生命教育學術研討會」 -- 以《從生命轉
彎處再出發》為主題，扣緊生命教育核心

[2016-12-09]

亞洲大學與印尼大學簽約合作！ -- 亞大管理學院院長陳明惠與印
尼 Syiah Kuala University 副校長 Dr. Hizir Sofyan 簽訂交換學生合
作協議，加強兩校學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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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08]
[2016-12-08]

[2016-12-07]

亞洲大學與 11 所印尼大學簽訂學術合作！ -- 亞大副校長陳良弼獲
邀赴印尼 UNIKOM 大學專題演講，並與 11 所印尼大學簽訂 MOU。
亞洲大學、長春中醫藥大學合作交流！ -- 亞大兩岸交流處長陳朝
鍵、護理系主任吳樺姍等到長春中醫藥大學洽談雙方師生學術合
作、交流事宜！
麗嬰房董事長林泰生在亞洲大學演講！ -- 「HIWIN 論壇」林泰生：
人生不斷要做選擇，靠的是常識、見解與判斷，選擇做自己快樂的
事。

[2016-12-07]

雄獅旅行社總經理陳瑞倫到亞洲大學演講！ -- 陳瑞倫：創意必須
對顧客有價值，且能落實執行，才能取得競爭優勢。

[2016-12-07]

亞洲大學時尚系在國立臺灣美術館走秀！ -- 時尚系 7 位學生模特
兒，受邀到國美館上台走秀，展示國美衣飾文創服飾，驚艷全場。

[2016-12-07]

[2016-12-06]

[2016-12-06]

[2016-12-06]
[2016-12-05]

[2016-12-05]

中研院院士曾志朗到亞洲大學演講！ -- 曾志朗：發展自己的思
考、學著尋找問題、解決問題、主動負責、追求真理，才是人類智
慧的意義。
亞洲大學學生發明團隊載譽返校！ -- 學生發明團隊參加 2016 首
爾國際發明展，獲 11 面獎牌，成績亮麗，12 月 6 日返校，受到熱
烈歡迎。
亞洲大學休憩系師生跨海到日本移地學習！ -- 休憩系師生到石川
縣金澤市穴水町，學習穴水町傳統捕魚文化，跟隨日本漁民一起捕
魚、生活。
苗栗卓也藍染總監鄭美淑到亞洲大學演講！ -- 鄭美淑：藍染服飾
正翻轉台灣農業，進而發展出「時尚農業」新商機。
亞洲大學、紐西蘭奧克蘭大學合作交流！ -- 蔡進發校長與 John
Phillips 教授簽署學術研究協定、揭牌，並為視光系臨床教學實驗
室剪綵啟用！
亞洲大學學生發明團隊，成績亮麗！ -- 參加 2016 韓國國際發明
展，12 件作品參賽，獲 2 金 5 銀 3 銅 1 特別獎。

[2016-12-05]

室內設計系王軒宇同學獲亞洲設計金獎！ -- 亞大室設系王軒宇同
學以「靜謐/Tranquil」作品，勇奪學生組金獎，為校爭光！

[2016-12-05]

亞大休憩系與台中市愛心家園合辦輔具嘉年華！ -- 現場安排服務
導覽、輔具展覽、探索樂園及歡樂市集，吸引上千人與會！

[2016-12-02]

「中亞聯大」暨醫療體系聯合運動會登場！ -- 中國醫藥大學董事
長、亞洲大學創辦人蔡長海呼籲保持運動員精神，全力以赴！

[2016-12-02]

韓國官員參觀亞洲大學網癮防治中心！ -- 韓國性別平等與家庭部
專員姜少涎一行人，到亞洲大學參訪「健康上網、幸福學習」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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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2016-12-01]

亞洲大學全聯學院首期幹部培育班結業！ -- 全聯董事長林敏雄勉
勵同學只要有想法、看法，願進全聯打拚，全聯非常歡迎！

[2016-12-01]

亞洲大學蔡進發校長澳門拜訪 7 所當地高中！ -- 蔡校長延攬優秀
高中生到亞大就讀，並到澳門大學訪問，討論學術合作交流。

[2016-12-01]

知名媒體人陳文茜與方新舟董事長對談！ -- 誠致教育基金會董事
長方新舟：只要花點時間學寫程式語言，就不會被淘汰！

[2016-12-01]

亞洲大學連續兩年承辦國防部國軍管理班！ -- 亞大、天下雜誌合
辦創新領導與管理能力論壇 ，邀請稻禾餐飲創辦人嚴心鏞等 7 位
專家學者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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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