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法律學系系訊
106 年 3 月
主編: 許采潔
執編: 石榮伊

注意訊息
1. 注意 106 大學個人申請入學面試時間表(含財法組+科法組)。
2. 注意【校外服務學習】司法院 106 年度暑假期間大專院校法律系、
所工讀生報名簡章，請踴躍報名。
3. 注意 【校外活動】銘傳大學法律學院 2017 日月光環保議題辯論比
賽報名表。
4. 注意 106 財法系個人申請第二階段備審資料暨面試準備技巧。
5. 注意【財法系實習成果發表暨說明會】學姊溫立筑富邦人壽實習說
明會，2017 年 3 月 27 日下午 3 點 10 分開始，請大家準時進場。
6. 注意【財法系實習成果發表】友邦人壽實習成果發表會(共 2 場次)，
請踴躍出席參加。
7. 注意 【校外研討會公告】中興大學法律學系謹訂於 106 年 4 月 15
日(六)於本校社管大樓 1 樓 101 教室舉辦「2017 醫事法研討會」，
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8. 注意【校外研討會公告】臺中律師公會敬請代轉發 3/24 下午舉辦"
公司法全盤修法研討會"，有興趣者請自行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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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注意 【財法系服務實習公告】~~急件~~106 納稅服務隊實習公告。
10. 注意 106 年度英語文先修營(Pre-Arrival Program)報名資訊。
11. 注意 106 個人申請入學甄審說明會時程表(含台、高鐵接駁時間)。
12. 注意 106 學年度碩士班考試面試時間表(含法律學組+法律專業
組)。
13. 注意 【專業實習公告】105-2 財法系專業實習，共計 11 個單位，
請有意願之同學盡速報名，詳情請參閱附件說明。
14. 注意 【演講公告】邀請楊凱程系友回校演講，請踴躍出席參加。
15. 注意【演講公告】邀請趙仕傑律師回校演講，請踴躍出席參加。
16. 注意【資電學院-公告】105-2 資訊能力檢定補考公告-大四。
17. 注意 106 學年度繁星推薦親師座談會(活動行程表)，歡迎 106 繁星
入學新生暨家長踴躍出席參加。
18. 注意【校外活動】東吳大學舉辦「2017 大法盃全國大專院校法律系
專業辯論公開賽」，請踴躍報名參加。
19. 注意 【證照輔導班公告】個人財產、人身風險管理師 證照班，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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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3-23

中興大學

2017 醫事法研討會

社管大樓
101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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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活動日期

主辦單位

學術活動主題

活動地點

2

2017-03-24

台中律師公會

公司法全盤修法研討會

台灣台中地方法院
7 樓大禮堂

學校訊息
[2017-03-31]
[2017-03-30]

[2017-03-29]

[2017-03-29]

[2017-03-28]

[2017-03-28]

[2017-03-28]

[2017-03-27]

[2017-03-27]

[2017-03-27]

106 大學個人申請入學面試時間表(含財法組+科法組)
亞洲大學邀請王品集團董事王國雄授課！ -- 休憩系創
業學程，王品董事暨成真社會企業董事長王國雄：產品固
然重要，管理也很關鍵！
知名媒體人陳文茜、藝人柳翰雅對談！ -- 文茜講堂對談
主題「走出，愛！」柳翰雅：「做自己喜歡的事，並把堅
持做下去！」
亞大通識中心邀請三昧堂布袋戲團蒞校表演！ -- 國際級
布袋戲大團三昧堂展示的劇偶精緻，演出場面壯闊，引起
師生拍案叫絕！ new~
25 位亞大服學志工校外關懷活動！ -- 學生參與青年節
活動，到臺中市輔順之家參加志工服務，透過闖關遊戲，
與阿公阿嬤們互動熱絡！
亞洲大學文學嘉年華 25 日初登場！ -- 這學期邀請 6 位文
學生命大師分享生命歷程，導演林世勇、講師陳茻率先開
講。
亞洲大學舉辦境外生台灣文化體驗活動！ -- 配合大甲
鎮瀾宮媽祖遶境活動到來，學務處帶領境外生體驗遶境，
隨手做環保，一起愛台灣！
中亞聯大舉辦磨課師課程成果分享會！ -- 教學資源與
教師專業發展中心邀請中央大學楊鎮華教授及亞大、中醫
大老師分享 MOOCs 經驗！
前王品集團副總經理周光禹在亞大休憩系授課 -- 周光
禹：「客觀化的定位」、「差異化的優越性」、「焦點深
耕」，是王品成功關鍵。
亞洲大學舉辦創新教學共識營！ -- 邀請台灣大學副教務
長康仕仲教授演講，分享創新教學設計與磨課師課程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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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25]

[2017-03-25]

[2017-03-25]

[2017-03-24]

亞洲大學舉辦個人申請甄審說明會！ -- 吸引上千位學
生、家長與會，蔡進發校長歡迎優質學生選擇就讀亞大，
實現人生夢想！
亞洲大學室內設計系邀請大師授課！ -- 兩岸知名的新
裝飾主義大師邱德光到亞大授課，暢談室內設計的色彩運
用，且推出「臉書」直播課程！
陳英輝院長參加亞太國際教育年會！ -- 國際學院院長
陳英輝參加亞太國際教育協會年會，與歐美日澳中等 52
國 1500 位專家學者交流。
亞大休憩系咖啡達人創業學程！ -- 邀請台灣咖啡拉花
及沖煮評審佘晨捷老師授課，暢談量身訂作的手沖咖啡。
top~

[2017-03-24]

[2017-03-23]

[2017-03-23]

[2017-03-22]

[2017-03-22]

[2017-03-22]

[2017-03-21]
[2017-03-20]

[2017-03-20]

亞大邀請說故事大師許榮哲老師演講！ -- 許榮哲主講
微電影：濃縮的時光，他說，一個好的故事足以感動他人，
甚至改變生活中的某些境遇。 top~
亞大十六，17PLAY 校慶演唱會表演精彩！ -- 邀請藍又
時、艾怡良、李聖傑、鼓鼓等知名藝人到場演唱，還有學
生社團表演，嗨翻全場！ top~
亞洲大學圖書館舉辦主題書展座談！ -- 邀請幼教系林
妮燕老師在咖啡閱讀區分享繪本世界，開啟孩子的學習大
門。
亞洲大學舉辦國際高等教育論壇！ -- 亞洲大學、新加坡
國立大學、香港大學簽訂學術合作，加強三校交換學生及
師生交流事宜。 top~
亞大視光系到紐西蘭奧克蘭大學短期學習！ -- 亞大視光系江
東信博士帶領 6 位視光系學生，到奧克蘭大學視光學院的眼視
光臨床中心見習。
亞大 16 週年校慶週，以國際嘉年華會開場！ -- 接連舉辦「漆
彈生存戰』、『翻滾吧!海龍球』活動，吸引不少師生參與，氣
氛熱絡。
亞大時尚系第四屆畢業展演初賽精彩！ -- 今年服裝組、精品組
共計近百組同學、864 件服飾、袋包、配件上台走秀參展。
國際設計學士班舉辦海外交流學生歸國分享會！ -- 分享到英
國、大陸當交換生求學心得，英國帝蒙大學陳建忠教授述英國
設計教育理念。
亞大舉辦 NGO 非政府組織的創業分享！ -- 創業學程邀請台北市行
無礙資源推廣協會專案經理游鯉綺演講，透過創業實踐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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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16]

[2017-03-15]

[2017-03-15]

[2017-03-13]

[2017-03-13]
[2017-03-13]

亞大躋升泰晤士報亞洲 300 大最佳大學排名！ -- 「中亞聯大」
的中國醫藥大學、亞洲大學雙雙入榜，中醫大全台私校第 1、亞
大第 6 名！
亞洲大學 16 週年校慶慶祝大會！ -- 蔡進發校長籲請全校教職
員生再創校務高峰！中國醫大董事許重義預祝亞大很快進入世
界百大大學！
亞大、小林眼鏡、晉弘科技產學合作！ -- 小林鐘錶眼鏡公司、
晉弘科技公司簽訂合作備忘錄，捐贈百萬元儀器設備，提供亞
大視光系學生使用！
日本關西大學到亞洲大學參訪！ -- Tosh Yamamoto 教授洽談亞
洲大學、關西大學學術合作事宜，同時進行實質的授課與互動
交流。
亞大舉辦幼兒美感藝術教育國際研討會！ -- 幼教系邀請歐亞
專家學者，探討如何開發幼兒的美感體驗、藝術和創意潛能。
亞洲大學與日本大榮環境株式會社合作交流！ -- 亞大資工系與
日本大榮環境株式會社簽署實習合作合約，加強雙方產學合作、學生實習等
交流。

[2017-03-10]

亞洲大學休憩系咖啡達人創業學程開課！ -- 邀請 SCAA 美國
精品咖啡協會認證考官及國際評審陳嘉陞老師講授「咖啡履
歷」。

[2017-03-10]

[2017-03-08]

陳文茜教授與優人神鼓創辦人劉若瑀對談！ -- 劉若瑀：只要對
自己有所認知，認真做好每件事情，人生的掌握會跟別人不一
樣！
亞洲大學與東莞百事威集團產學合作、交流！ -- 亞大校長蔡進
發與東莞百事威集團副董事長鄭皓仁，簽署品牌實習與產學合
作意向書。

[2017-03-07]

國際名廚、亞大講座教授江振誠開講！ -- 江振誠主廚：成功的
餐廳往往有其創意，而創意是經過計算與設計過的。

[2017-03-07]

亞洲大學學務處舉辦僑生聯歡晚會！ -- 邀請香港、馬來西亞、
印尼與澳門等地僑生參與，教育部、僑委會官員與學生同樂！

[2017-03-06]

[2017-03-02]

亞大何珮璿同學榮獲優等論文獎！ -- 創意商品設計系何珮璿
同學，參加中華民國人因工程學會第 24 屆學生專題論文競賽，
榮獲優等論文獎！
亞洲大學與椙山女學園大學學術交流！ -- 亞大校長蔡進發與
日本名古屋椙山女學園大學校長 Morimune 簽署合作協議備忘
錄，展開實質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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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02]
[2017-03-02]

[2017-03-01]
[2017-03-01]

林磐聳暢談「台灣家書」作品創作理念！ -- 國際知名平面設計
大師、亞洲大學講座教授林磐聳，透過 2 千張明信片紀錄生命！
亞洲大學與海量數位工程產學合作！ -- 亞大與海量數位簽署
雲端 ERP 系統捐贈暨產學合作，共同培訓亞大學生，進而推展
後續產學合作計畫。
義大利威尼斯建築大學教授到亞大演講！ -- Antonello Marega
教授：產品金三角（The golden triangle）是設計、公司、市場。
亞洲大學舉辦學生 I Do 學習輔導研習會！ -- 邀請工業技術研
究院專案經理盧雯菁等授課，推動 UCAN 平台在教務與學務的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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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