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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上訊息
恭喜! 恭賀本系畢業生陳憶文同學考取 104 四等書記官。

注意訊息
1. 注意【衛保組-公告】隱翅蟲出沒─輕輕吹走別拍打。
2. 注意 104-1「何秀瑜女士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
，即日起開始申請，
相關資訊請參閱公告附件。
3. 注意 【證照班公告】第 12 期不動產經紀營業員課表。
4. 注意「105 碩士班甄試面試時間表」請參閱附件，參加面試考生請
於指定時間前半小時到指定位置攜帶身分證件辦理報到作業。
5. 注意【學涯中心公告】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辦理寒假實習活動。
6. 注意【專業實習公告】尚德聯合法律事務所 104-1 學期中與寒假
實習申請，請踴躍報名參加，詳情請參閱附件。
7. 注意 2015 年第十九屆全國科技法律研討會。
8. 注意【財法系活動】財法系碩士班模擬面試活動，歡迎大四生踴
躍至系辦報名，詳情請參閱附件。
9. 注意【管院活動公告】
「企業領袖秘書招募甄選活動」
，本活動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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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會及甄選訊息，請參閱附件，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10.注意【管院活動公告】
「企業領袖秘書招募甄選活動」
，本活動之說
明會及甄選訊息，請參閱附件，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學術訊息
編
號

活動日期

主辦單位

學術活動主題

活動地點

1

2015/11/06 創新創業課程開設 成功企業家講座：從日本福祉機器展看
(五)
與發展計畫、產學營
設計
10:10-12:00
運處

I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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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0 創新創業課程開設 創業講座-旅遊業微型創業模式---輕
(五)
與發展計畫、產學營
旅、慢旅、創新旅遊的發展
12:40
運處

M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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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6 創新創業課程開設
(四)
與發展計畫、產學營
10:00-12:00
運處

創業講座-如何取得創業補助資源

I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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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9 創新創業課程開設
(日)
與發展計畫、產學營
10:00-12:00
運處

創業講座-創業營運計畫書撰寫

I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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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1/3
(二)
13:00-15:00

法律服務社

｢醫生伯伯好兇」-談醫療糾紛

A116

2

2015/11/3
(二)
15:00-18:00

法律服務社

房地合一稅制與不動產之關係

A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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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
(一)
15:00-17:00

法律服務社

著作權法之變革與未來

A116

學校訊息
[2015-11-29]

韓國發明展亞大學生奪 5 金！-- 14 件作品獲 5 金 6 銀 2 銅 1 特別獎，成績亮麗；
其中，金牌「咖啡隨身杯」廠商熱愛，將技轉上市！

[2015-11-27]

亞洲大學舉辦「夢想與熱情的無限可能」專題演講！-- 創意領導中心邀請哈妮熊
幸福工坊總監 Christine Wu 分享創業心得，另舉辦課程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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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7]

亞洲大學舉辦網路成癮國際交流成果分享會！-- 副校長柯慧貞帶領 8 位碩士生分
享赴大陸、日本參加國際研討會心得，本次共發表八篇論文。

[2015-11-26]

陳文茜在亞洲大學「愉悅學校」講座！-- 快樂比任何學問都難，陳文茜：今天的
你比昨日的你慈悲、感恩，就是快樂。

[2015-11-26]

亞洲大學蔡宜勳老師榮獲小說獎！-- 通識中心老師蔡宜勳撰寫「天使心」一書，
榮獲「磺溪文學第 23 輯-彰化縣作家作品集」小說獎。

[2015-11-25]

大陸潍坊學院到亞洲大學參訪！-- 潍坊學院副校長丁子信：期盼與亞大展開師生
互訪、短期進修等實質的學術交流合作。

[2015-11-25]

亞洲大學獲邀參加「Fuse 紡織時尚週」！-- 時尚系在「2015 年 Fuse 紡織時尚週」
服裝動態展演，同學上台走秀，架勢十足，獲得熱烈掌聲。

[2015-11-25]

大陸青島市高職教育考察團到亞大參訪！-- 青島市教育局高教處副處長晁永強：
亞大創校 15 年，即有許多成就感到驚豔，期盼展開合作、交流。

[2015-11-24]

亞洲大學推動「熊愛讀冊」漂書計畫！-- 圖書館結合霧峰社區，已在亞大、霧峰
區設置 10 個漂書站，可隨時隨地幸福閱讀。

[2015-11-24]

亞洲大學獲教育部通過幼兒師資增額！-- 幼教系獲教育部審查通過幼兒園師資類
科職前培育總額，由原核定數 58 名，增至 74 名，增額 16 名。

[2015-11-24]

亞洲大學與 Scrimali 教授簽署 MOU！-- 心理系、網路成癮防治中心邀請國際知名
神經認知心理治療學者 Scrimali 教授蒞校講學。

[2015-11-20]

中台灣領袖學院專題講座在亞洲大學登場！-- 法務部常務次長謝榮盛：個人
資料保護法，是規範個人資料的蒐集、處理及利用！

[2015-11-20]

亞洲大學創辦人蔡長海榮獲科技管理獎！-- 中國醫大暨醫療體系董事長、亞
大創辦人蔡長海榮獲科技管理獎表揚，是台灣傑出的醫療暨教育家。

[2015-11-19]

亞洲大學榮獲《馬祖觀光金像獎》！-- 資傳系學生參加《2015 馬祖觀光金像
獎》微電影競賽，分獲短片組及微電影組首獎，表現優異。

[2015-11-19]

亞洲大學與新加坡大學簽署 MOU！-- 亞大柯慧貞副校長與新加坡大學鄧素
琴教授，期盼促進兩所大學的學術與人才交流。

[2015-11-19]

王品集團董事王國雄到亞洲大學授課！-- 休憩系講座教授王國雄再談「人才
組合」，王國雄：企業若沒有好的人才，即便做再多也都徒勞無功。

[2015-11-18]

亞洲大學舉辦設計思考演化國際工作營！-- 創意設計學院邀請法、日等國 5
位名師進班上課，強調設計應以快樂長壽與地球長青為使命。

[2015-11-18]

亞洲大學書苑日邀請生命鬥士分享創作理念！-- 口足畫家林宥辰示範嘴巴咬
筆作畫，鼓勵亞大同學走出自我，勇敢面對人生困境

[2015-11-18]

亞洲大學、鄭州大學簽訂 MOU！-- 亞大人社院院長陳英輝、鄭州大學公共管
理學院院長劉學民展開師生互訪、短期進修等實質交流。

[2015-11-17]

美國前阿肯色州長畢比到亞洲大學參訪！-- 畢比會晤校長蔡進發，盼能搭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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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樑，推動並深化亞大與阿肯色大學學術交流。
[2015-11-16]

亞洲大學到高中進行法治教育宣導！-- 財法系師生到台中一中、興大附中進
行「青春我最行─談情感 EQ」法治教育宣導，獲得熱烈回應。

[2015-11-16]

臺北市婦女閱讀寫作協會贈書亞大！-- 理事長汪詠黛帶領 40 位作家，參訪亞
洲大學，並舉行「熊愛讀冊漂書行動」贈書儀式，帶來濃濃書香。

[2015-11-16]

亞洲大學、彰化律師公會簽訂 MOU！-- 校長蔡進發、理事長徐承蔭簽訂學術
與實習備忘錄，期待雙方展開實質學術、交流。

[2015-11-11]

亞洲大學商設系榮獲環保署最佳創意設計獎！-- 商設系吳元聖等 3 位校友，
設計發明「改良之物資紙箱」，參加產品創新設計競賽，得獎獲肯定。

[2015-11-11]

亞洲大學創業教學的學習經驗講座！-- 教發中心邀請成功大學鄭泰昇主任蒞
臨亞洲大學演講，做中學、悟創新、學創業。

[2015-11-10]

亞洲大學舉辦「我和寵物的時尚 party」！-- 時尚系在慈愛動物醫院展示 18
件主人、寵物的帽飾配件作品，並宣導「愛寵物、認養不棄養！」

[2015-11-09]

王品集團董事王國雄到亞洲大學授課！-- 休憩系講座教授王國雄再談「行銷
計畫」，王國雄：建構一個品牌，每個環節都必須符合品牌定位。

[2015-11-09]

亞洲大學舉辦服務學習表揚大會！-- 學務處表揚 67 位服學成效績優師生，社
工系陳美智、休憩系童秋霞老師表現優，各獲頒 1 萬元。

[2015-11-09]

北京理工大學珠海學院到亞洲大學參訪！-- 珠海學院處長趙霞等 4 人盼能加
強兩校學術交流合作，趙霞：到亞大取經學習。

[2015-11-06]

亞洲大學獲全國幼兒教具競賽特優獎！-- 幼教系學生設計製作「愛的禮物」
教具，參加「全國幼兒科學暨創意教具競賽」，脫穎而出。

[2015-11-05]

亞大校長蔡進發參加世界大學校長論壇！-- 蔡校長就亞洲大學的高等教育特
色和願景發表演講，並與澳門科大簽署合作，加強兩校交流。

[2015-11-04]

亞大圖書館首辦學業成績進步獎勵活動！-- 圖書館鼓勵學生組成學習社群，
頒獎表揚 30 組、99 位優秀同學，各獲獎狀、1000 元禮券。

[2015-11-04]

亞洲大學邀請建築師邱文傑蒞校演講！-- 邱文傑：凡塵不凡，最遠的可以是
最近，最平凡的可以非凡，最短暫的有時就是永恆！

[2015-11-03]

亞洲大學首度參展海峽兩岸文博會！-- 發明中心執行長朱界陽、組長游偉伶
率隊參展，學生展現文創動能，吸引大陸 20 家業者有意合作。

[2015-11-03]

亞洲大學心理系師生赴日發表論文！-- 副校長柯慧貞帶領 6 位碩士生，參加
第四屆網路成癮國際學會研討會，發表論文並參與研習會。

[2015-11-03]

亞大參加中區產學合作交流活動！-- 亞洲大學產學營運處設攤提供國際發明
展得獎專利作品與銀耳、中草藥系列商品參展。

[2015-11-02]

亞洲大學勇奪運動舞蹈賽全國總冠軍！-- 體育室副教授黃于庭領隊參加大專
校院全國運動舞蹈錦標賽，共獲 4 金、11 銀、12 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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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02]

亞洲大學國際語文走廊開幕！-- 蔡進發校長：國際語文走廊啟用，是亞大加
速國際化的一大步，新空間展現優質的外語文教學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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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