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法律學系系訊
106 年 6 月
主編: 許采潔
執編: 石榮伊

注意訊息
1. 注意 【教務處】106-1 學分抵免(第一梯次)申請作業流程。
2. 注意 【教務處公告】106-1 學期學生「線上辦理」延修、選課、
繳費公告。
3. 注意 【校外研討會】『律師考試新制變革』座談會，
《台灣法學雜
誌》、
《台灣法曹協會》共同誠摯敬邀！，有興趣者請自行報名參
加。
4. 注意 【實習時數公告】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檢察署及臺灣臺中
地方法院檢察署實習與服務時數(104 年-105 年 12 月 31)。
5. 注意

105-2 何秀瑜女士清寒優秀獎學金，得獎學生名單。

6. 注意

2017 年台粵優秀青年學生修學行參訪活動，有興趣者請自

行向佛光大學報名。
7. 注意 【教務處通知】106-1 課程預選將於 6/12(一)~6/16(五)開
放。
8. 注意 【教務處通知】106-1 學期輔系、雙主修申請作業配合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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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23

台灣法曹學會、
台灣法學雜誌

律師考試新制度變革

台大集思會議中心
米開朗基羅廳

學校訊息
[2017-06-28]

國際學院院長陳英輝等人赴馬來西亞參訪！-- 陳英輝院
長、林銘昌副產學長出席華裔青年台灣觀摩團感恩餐
會，宣傳亞大辦學卓越，擴大招生效果！

[2017-06-28]

[2017-06-28]

[2017-06-28]

亞大碩士生參加 Linker 行銷文案賽獲獎！-- 管理學院 4
位碩士生組隊參加 Linker 行銷文案競賽獲獎，成員之一
因車禍去世，成為憾事！
國際學院院長陳英輝接受星洲日報專訪！-- 陳英輝院長
偕同林銘昌副產學長拜訪馬來亞、拉曼大學，並接受媒
體專訪，展開學術交流！
亞洲大學舉辦 PBL 教師成長工作坊！-- 語發中心邀請
元智大學化材系副教授張幼珍，分享 PBL 模式翻轉教室
的理念！

[2017-06-26]

[2017-06-23]

[2017-06-23]

行政院「新世代反毒策略」中區座談會登場！-- 亞洲大
學財法系學生加入服務團隊，聲援中央反毒政策，向毒
品宣戰！
信義房屋與財金系、財法系證照輔導成績斐然！-- 亞大
財金系、財法系開辦「不動產經紀營業員資格測驗」，
總計 35 位同學通過測驗取得證照！
商設系舉辦國際產學合作發表會！-- 「一個奇幻的世界
誕生-WOOBIA 世界的概念設計發表會」，亞大商設系
同學分 37 組專題報告！

[2017-06-22]

[2017-06-22]

時尚系主任林青玫參加海峽兩岸創意設計論壇！-- 林青
玫主任發表專題演講，暢談台灣傳統藍染新風華，並展
示台灣傳統藍染服飾，驚艷全場！
休憩系新南向學海築夢獲教育部補助 57 萬！-- 10 位同
學 7 月 1 日起將到新加坡 JW Marriott Hotel 等 7 家飯店
或餐廳，進行海外實習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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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22]

[2017-06-22]

[2017-06-21]

[2017-06-20]

[2017-06-19]

[2017-06-19]

[2017-06-19]

[2017-06-19]

[2017-06-16]

[2017-06-16]

[2017-06-16]

[2017-06-13]

會資系舉辦台中場的會計準則研討會！-- 邀請台大、台
北大學教授主講「金融工具」與「客戶合約之收入」等
公報！
泰國蘭納皇家理工大學蒞校簽署合作協議書！-- 副校長
Dr. Yoopayao Daroon 率領院長、國際事務處主管等 7 人
到亞大參訪，洽談簽署學術合作事宜！
時尚系舉辦期末動態展演精彩吸睛！-- 展出以「芊萰」
為主題，時尚系二年級 76 位同學、製作 123 套服裝作
品，上台走秀展出特色！
不分系尤綵璘同學獲教育部 100 萬元出國！-- 不分系國
際設計學士班大三學生尤綵璘，經激烈競爭，獲教育部
獎助，赴澳洲一流大學進修一年！
105 年度亞洲大學國際志工啟動服務！-- 暑假有 6 個志
工團隊、98 位師生，前往尼泊爾、香港、印度等地志工
服務！
商設系期末會審與產學合作成果展！-- 一至三年級 300
多位同學提供 1100 件設計作品參展，彼此互相觀摩交
流。
亞洲大學敘事力期末微電影成果展！-- 通識教育中心微
電影展成果分享與競賽，跨院系成果斐然，並邀請竹子
坑學童擔任小評審，愛心無限！
「鏡中實相：董承濂個展」6 月 18 日開幕！-- 亞洲大學
現代美術館與國立臺灣美術館合作，展出金屬工藝及聲
光科技等動力裝置！
亞洲大學視傳系學生榮獲紐約 ADC 雙銅獎！-- 96 年來
首次勇奪「紐約 ADC」設計大獎的 2 位台灣大學生，以
「鹿港老巷好」海報，得此殊榮！
歐香木舍張端貴老師傳授亞大學生木工技法！-- 張端貴
老師將木作機構設計應用在發明，讓學生瞭解木工技法
和作品完成度關係！
亞洲大學柬埔寨國際志工隊成果斐然！-- 社工系 18 位
師生 2017 年 7 月第 8 次前往柬埔寨金邊貧民窟、暹粒偏
遠村落服務！
知名建築師陳瑞憲在亞洲大學演講！-- 知名媒體人陳文
茜與建築師陳瑞憲對談！陳瑞憲：做設計，最重要還是
多方面體會生活、懂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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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13]

[2017-06-12]

[2017-06-12]

[2017-06-12]

[2017-06-10]

[2017-06-10]

[2017-06-10]

[2017-06-10]

[2017-06-09]

[2017-06-09]

[2017-06-08]
[2017-06-08]

亞洲大學大專生計畫通過率，再創新高！-- 亞大申請科
技部大專生專題計畫，106 年度共獲 107 件通過，成長
率高達 38.96%，全國排名第五！
休憩系畢業生徐承暘媽媽榮獲「校長特別獎」！-- 徐承
暘是自閉症患者，由媽媽曾陵珍陪讀 4 年，風雨無阻，
特表彰其母愛的偉大！
迎廣科技公司經理曹令正到亞大演講！-- 曹經理帶領新
銳設計師，分享迎廣科技及設計產業發展，實現設計師
夢想！
心理系舉辦研究生加袍典禮暨畢業生歡送會！-- 亞大師
長祝福即將實習的碩二同學，肯定實習結束表現優秀的
碩三同學努力。
亞洲大學 105 學年度畢業典禮盛大展開！-- 亞大創辦人
蔡長海勉勵亞大畢業生，勇於創新改變，創造奇蹟，成
為世界的領袖！
獲 28 項國際大獎的劉經瑋在畢業典禮演講！-- 亞大畢
業典禮特邀未畢業生劉經瑋為畢業生的致詞貴賓，鼓舞
畢業生堅持初衷，勇敢逐夢！
前故宮院長周功鑫在亞洲大學演講！-- 知名媒體人陳文
茜與周前院長在亞大文茜講堂對談！周功鑫：學習文化
可以充實人的內涵！
亞大圖書館舉辦首屆 PBL 成果競賽！-- PBL 自主學習社
群共計 83 隊學習社群參賽，總獎金 15 萬元，選出前 3
名、2 名佳作！
休憩系咖啡達人創業學程參訪成真咖啡！-- 休憩系移到
臺中成真咖啡 Come True Coffee 參訪體驗、上課，瞭解
咖啡館實際的運作模式。
亞洲大學外文系舉辦國際術研討會！-- 來自比利時、中
國、印尼、印度、日本、菲律賓等 6 國專家學者與會，
發表 40 篇論文！
「亞大文學獎」獲獎名單出爐！-- 第十二屆文學獎獲獎
名單出爐，學生文采桂冠風華，作品皆為上乘之作！
亞洲大學心理系舉行服務學習 PBL 成果發表與競賽！-臨床心理組以「認知行為心理治療之臨床應用」與「認
知行為與心理動力心理治療專題」，發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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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08]

[2017-06-07]

[2017-06-06]

[2017-06-06]

[2017-06-05]

[2017-06-05]

[2017-06-02]

[2017-06-02]

亞洲大學「新南向逐夢」獲補助高教第一名！-- 亞大獲
准前往印尼設「台灣教育中心」，為台灣的大學開拓招
生交流服務！
中亞聯大成癮防治學程研究與實務專題成果展！-- 26 位
修習學程學生參賽，展現競賽成果，心理系柯映岑同學
「那些癮與你我的日子」作品獲得優勝。
亞大參加花 Young 交鋒纖維時尚展走秀！-- 時尚系 12
位學生模特兒參加展示花卉&時尚創意服飾，架勢十
足，驚艷全場！
數位科技與心理人文國際研討會在亞大登場！-- 該研討
會舉辦跨領域論壇、專題演講，還有多場實務應用工作
坊及論文發表！
亞大出國實習、進修共獲補助 560 萬 8 千元！-- 教育部
學海築夢、新南向學海築夢等系列以補助總金額論計，
亞大獲私立綜合大學第 2 名、全國第 6 名。
天染工坊創辦人陳景林到亞洲大學演講！-- 陳景林：植
物染商品需要具備「形之美、色之雅、質之優、技之
精、用之當、史之觀」新六藝！
時尚系參加海峽兩岸三地紡織學術論壇！-- 亞大時尚系
主任林青玫偕同學生出席，所指導的學生論文獲邀為主
題演講者（keynote speaker）。
蕭添鎮民俗布袋戲到亞洲大學表演！-- 演出〈夜審郭
槐〉劇碼，掌中人物栩栩如生躍然劇場，唱作俱佳、高
潮迭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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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