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法律學系系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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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訊息
1. 注意 【教務處公告】105-1 學分抵免(第三梯次)申請作業流程。
2. 注意【校外徵才公告】中華民國仲裁協會臺中辦事處誠徵兼職書記
員，有興趣這請參閱附件。
3. 注意 【教務處公告】105-1 學期線上辦理 延修、選課及繳費之公
告。
4.

注意

【 校外獎學金申請公告】
： 財團法人法治推廣服務基金會

獎學金，欲申請之同學，請於 9/30(五)前，備齊申請資料繳交財法
系辦，逾時不候。詳情請參閱附件。
5. 注意 105-1 大學部和研究所-開課時間一覽表。
6. 注意 105 新生手冊。
7. 注意 【徵才訊息】雃博醫療公司誠徵法務專員一名，詳情請參閱連
結內容。
8.

注意 【生輔組 - 提醒】辦理 105-1 學期 就學貸款相關問題。

9. 注意 105 學年度新生校園巡禮座談會(活動行程表+接駁車資訊)。
10.注意 【教務處公告】105-1 新生、轉系生學分抵免(第二梯次)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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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流程。
11.注意民間司改會誠徵「台中辦公室專員」一名，詳情請參閱附件。
12.注意 【研發處校務企劃與評鑑組】教育部已於105年7月中旬臺教高
(三)字第1050092277A號函知認可本校自辦教學單位外部評鑑結果
全數通過。

學校訊息
[2016-08-31]
[2016-08-30]

亞大休憩系教學實習 8C 咖啡館新開幕！ -- 8C 咖啡館 8 月 27 日新
開幕，提供具專業性的教學與實習場域，打造校園咖啡館品牌。
亞洲大學時尚系展示藍染創意服飾！ -- 時尚系 15 位學生模特兒
參加「藍的禮讚－台灣藍×阿波藍 國際交流展」走秀！

[2016-08-30]

亞洲大學幼教系應邀參加日本全國遊具大會！ -- 陳昇飛主任偕同
沈妙玲老師前往參加，並介紹亞大幼教系的文創設計發展成果！

[2016-08-29]

亞大社工系林宜萱：「人生要像彩虹炫麗」 -- 林宜萱同學從小輪
椅代步，卻樂觀進取，立志當醫務社工，暑假到豐原醫院實習！

[2016-08-26]

[2016-08-26]

[2016-08-26]
[2016-08-25]

亞洲大學 105 學年度第二天共識營！ -- 創辦人蔡長海：亞大五年
進入世界大學五百大，還要思考五年後的亞大何去何從？提前因
應！
廣達電腦技術長張嘉淵在亞大共識營演講 -- 張嘉淵：未來將是人
工智慧結合物聯網的世代！預測未來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創造未
來！
南洋理工大學副校長藍欽揚在亞大共識營演講 -- 藍欽揚副校長：
大學要提升學術與創新，「學生教學」與「組織再造」不可或缺。
亞洲大學辦 105 學年度共識營！ -- 蔡進發校長期許快速適應環境
變化，五年進入世界大學五百大，朝世界一流大學邁進！

[2016-08-25]

趨勢科技張明正董事長到亞大共識營演講！ -- 張明正：人人都有
獨立的思想，要讓大家取得共識，必須溝通、建立制度。

[2016-08-25]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主任范揚政到亞大演講！ -- 范揚政強調，大
數據無所不在，且與你我息息相關，人人都可以成為大數據分析師。

[2016-08-24]

北京青少年網絡文化發展中心來校參訪！ -- 中心主任楊斌一行 9
人，參訪「中亞聯大」網路成癮防治中心，進行學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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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8-24]

[2016-08-22]

亞大室設系指考成績落點排名全國第二！ -- 創系三年，重視學生
專業能力、實務經驗，備受肯定，今年大學指考成績落點排名全國
第二！
旅奧作曲家施捷受邀到亞大現代美術館演講 -- 施捷分享「藝術即
生活，生活即藝術」，強調藝術是與人生關係密切的一種創作性的
學問！

[2016-08-17]

亞大 11 件學生作品獲 2016 德國紅點獎！ -- 其中，金門高梁酒「怪
獸亨提」包裝設計獲最佳獎、劉經緯同學連續 3 年獲紅點獎。

[2016-08-17]

亞洲大學舉辦「學術專業英語文」研習營！ -- 語發中心暑假安排
一週課程，邀請香港科大唐世陶教授以全英語授課教學！

[2016-08-15]

[2016-08-15]

[2016-08-13]
[2016-08-12]
[2016-08-10]
[2016-08-09]

[2016-08-09]
[2016-08-09]

[2016-08-08]
[2016-08-08]

賀！中國醫藥大學躍進世界大學 200 大！ -- 「2016 世界大學學術
排名」公布，中國醫大進步 164 名，全球排行 199 名，全台第二、
私校第一。 top~
亞洲大學新生英語文先修營圓滿結業！ -- 語文教學研究發展中心
規劃為期 10 週的活動、課程，大一新生體會與高中完全不同的學
習方式。
亞洲大學舉辦新生校園巡禮座談會！ -- 蔡進發校長：創校 15 年的
亞大，辦學用心，展現企圖心，歡迎大一新生選讀亞大！
亞大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薛榮銀演講！ -- 薛榮銀：金融科技新
世代技術的「區塊鏈」，將是驅動未來科技發展的核心！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主任范揚政到亞大演講！ -- 范揚政教授應邀
演講，他指出，很多精準醫學研究，需仰賴大數據為研究的依據！
亞大創領學生參加世界大學生領導者研討會！ -- 圖書館館長廖淑
娟帶領 7 名創意領導學程學生，到越南參加研討會，與世界各國學
生學習、交流！
亞洲大學現代美術館「可醫可藝」特展！ -- 亞大美術館 8 月 5 日
辦開幕酒會，邀請國內外 8 位藝術家參展，展期至明年 2 月 12 日。
指考放榜，亞洲大學分發率達 101.19%！ -- 亞大出現滿招，心理
系、室內設計系錄取分數落點衝高在 26%左右，不輸資深公立大
學！
亞大 EMBA 到大陸海南島海外見習！ -- 經管系碩士 EMBA 在職專
班海外見習，與海南大學、三亞學院學術交流，還到當地企業參訪！
亞洲大學 63 位學生赴馬來亞大暑期研習！ -- 赴馬來亞大暑期研習
一個月，國際學院院長陳英輝授旗送行，勉勵提升國際移動力、學
習跨文化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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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8-08]

[2016-08-02]
[2016-08-02]

[2016-08-02]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師長至亞洲大學交流！ --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
校師長到校參訪，與護理學系、校務研究發展中心交流，開啟未來
兩校合作事宜！
馬來亞大學 66 位學生到亞大研習一個月！ -- 亞洲大學安排華語課
程學習、金融企業校外教學，還有台灣文化生態之旅！
亞大經管系碩士專班到青島海外見習！ -- 經管系碩專班企業菁英
到大陸山東省青島市展開見習之旅，7 天學術交流、文化古蹟巡
禮，收獲滿滿！
亞洲大學管理學院志工赴港交流！ -- 亞大管理學院、香港恆生管
理學院暑假志工團，港台兩地互訪、交流，再為兩校奠定未來合作
基礎！

[2016-08-01]
[2016-08-01]

[2016-08-01]

[2016-07-29]

[2016-07-29]

[2016-07-29]
[2016-07-27]

[2016-07-27]
[2016-07-26]
[2016-07-26]

亞洲大學附屬醫院今天開幕！ -- 具醫療中心主任級醫療團隊，為
中彰投生活圈急重症醫療救護添生力軍！
亞洲大學現代美術館「可醫可藝」特展！ -- 亞洲大學現代美術館
邀請英法義台 8 位藝術家參展，法國藝術家妮基‧桑法勒娜娜系列
最受注目！
亞大財金系碩士論文，獲頒崇越論文大賞！ -- 碩士生林怡伶、國
企系碩專班劉家琦論文，獲頒第九屆「崇越論文大賞最優論文獎」、
「優良論文獎」。
林青玫獲韓國天然染色文化商品競賽銀獎！ -- 亞大時尚系主任林
青玫的藍染晚禮服作品，榮獲「大韓民國天然染色文化商品競賽」
銀獎，為校爭光！
泰國皇太后大學學生到亞大暑期研習！ -- 皇太后大學 28 位學生
暑期研習一個月，安排網頁設計課程、台灣深度旅遊，7 月 28 日
結業典禮！
亞大師生暑假赴山西省太原理工大學交流！ -- 兩校進行兩岸師生
座談交流，瞭解山西省人文歷史、晋商和根祖文化！
廣東中山大學等 10 所大學 63 位師生到亞大！ -- 廣東省中山基金
會率團參加「天下為公、兩岸行」活動，到台灣參觀、修學，今到
亞大參訪！
亞洲大學心理系舉辦暑期營隊！ -- 心理系安排性格心理學、網癮
防治及網癮防治課程，吸引全台 97 名高中職學生參加研習。
亞洲大學附屬醫院今天試營運！ -- 亞大附醫 8 月 1 日開幕，照護
台中、南投、彰化民眾，學生擁有完善見習、就業場所！
藝術家江賢二捐贈畫作給亞洲大學！ -- 江賢二捐贈「比西里岸之
夢 15-81」畫作給亞大，校長蔡進發回贈獎章感謝江賢二無私的奉
4

獻！
[2016-07-23]

亞大新生獎學金最高 480 萬元！ -- 大學博覽會新設職能治療系設
攤提供 3D 列印義肢、動態手功能訓練器等輔具，讓考生與家長體
驗！

[2016-07-22]

時尚系參加「歐都納 2016 秋冬商品展示會」 -- 亞洲大學時尚系學
生服裝動態展演，同學上台走秀，架勢十足，獲得肯定。

[2016-07-21]

亞大國企系小巨人紀亭君獲台積電錄用！ -- 紀亭君身高僅 120 公
分，她克服身體不便，憑著實力與企圖心，畢業即獲台積電錄用。

[2016-07-21]

校友呂俊叡取得北京中科院博士學位！ -- 亞洲大學經管系校友呂
俊叡取得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博士學位，為學弟妹樹立學習
典範！

[2016-07-21]

亞洲大學財法系到廣東中山大學進行交流！ -- 財法系講座教授施
茂林等 12 位師生，到廣東中山大學參加「粵台優秀青年學生嶺南
修學行」！

[2016-07-20]
[2016-07-20]

[2016-07-20]

[2016-07-18]

[2016-07-18]
[2016-07-18]

[2016-07-15]

[2016-07-13]

亞大網路癮防治成果，受到國際重視！ -- 副校長柯慧貞暑假到澳
洲、大陸參加國際會議，分享亞大網路成癮防治與應用成果。
亞大自辦教學單位外部評鑑全數「通過」！ -- 教育部認可亞洲大
學自辦教學單位外部評鑑！蔡進發校長將評鑑結果，歸功於教職員
努力！
商設系黃致豪舉辦當代首飾工作坊！ -- 亞洲大學暑假在台中 20
號倉庫藝術特區舉辦當代首飾工作坊，手作紀念首飾，學員反應熱
烈！
亞洲大學舉辦醫健營隊，吸引高中生參加！ -- 醫健學院安排護
理、視光體驗實作活動，手作美白乳霜及芳香植物精油，探索自我
性向志趣！
亞洲大學英語文先修營實體課程開跑！ -- 大學新生先上 6 週線上
磨課師課程，再安排期 4 週實體課程，加強英語文能力！
亞大參加「海峽兩岸大學生創新設計工作營」！ -- 創意設計學院
師生前往大陸武漢參加設計工作營，兩岸青年學子激盪創意設計的
火花。
亞大師生赴北京理工大學珠海學院參訪！ -- 15 位師生暑假赴北京
理大珠海學院參訪，除了到台商企業參觀，還與大陸學生座談交
流，收穫滿滿！
新南向政策辦公室主任黃志芳到亞大演講！ -- 總統府新南向政策
辦公室主任黃志芳：台灣最好的舞台在東南亞，但不意味要放棄中
國大陸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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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7-13]

[2016-07-12]

創意設計學院赴大陸參加國際設計營！ -- 亞大 7 位師生參加國際
設計論壇聯合工作營， 林昀萱、曾梓涵同學參與的設計作品，分
別獲第三名！
亞洲大學財法系賴苡任錄取北大法學院博士班！ -- 財法系碩士生
賴苡任，擊敗眾多台港澳陸法律高材生，脫穎而出，錄取北京大學
法學院博士班！

[2016-07-11]

「高雄營舍創意設計競賽」室設系學生獲獎！ -- 亞洲大學室內設
計系學生「營舍建築閒置空間再利用」類金銀銅獎，表現亮麗！

[2016-07-06]

台師大．中亞聯大聯合華語中心成立！ -- 臺灣師範大學、中國醫
藥大學、亞洲大學 3 校合作推廣華語產業，同時配合南向政策，推
廣東南亞語言！

[2016-07-06]

[2016-07-06]

[2016-07-04]

亞大視傳系劉經緯得 9 項國際設計大獎！ -- 劉經緯以「捕獲野生
烏魚」系列包裝，一口氣榮獲比利時 pentawards 金獎等 9 項國際
設計大獎。
「人文亞大」展現師生閱讀與書寫的敘事力！ -- 教育部舉辦閱讀
與書寫與敘事力計畫全國聯展，亞洲大學師生上台分享，穿上「人
文亞大」亮橘色隊服亮相，備受注目！
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赴美參加 IEEE 研討會！ -- 蔡校長出席「2016
IEEE 大數據/雲瑞計算/行動服務計算國際研討會」，並與史丹佛大
學大數據中心洽談合作事宜！

[2016-07-02]

[2016-07-02]

[2016-07-01]

五月天主唱阿信與美學大師蔣勳對談！ -- 亞洲大學現代美術館講
座，阿信：創作最終的價值，是感動、改變所有人，那種價值就是
美。
香港教育局、香港中文大學參訪網癮防治中心！ -- 首席督學何潔
華、學校發展主任劉俐君等到亞洲大學，參訪中亞聯大網路成癮防
治中心，進行交流。
亞洲大學資電學院開辦 APP 程式設計課程！ -- 暑假甄選 192 位學
生研習，將輔導取得證照，成為校內程式設計種子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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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