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法律學系系訊
105 年 9 月
主編: 許采潔
執編: 陳昭維

注意訊息
1.

注意亞大財法系學生海外實習心得分享。

2.

注意【財法系研討會公告】 亞洲大學財經法律學系第三屆法律風
險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公開徵稿，請踴躍投稿。

3.

注意【校外研討會公告】第七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
研討會，有興趣者請踴躍報名參加。

4.

注意【校外獎學金】李模務實法學基金會第 25 屆獎助大學優秀法
律學生申請，請有興趣者於 10/14(五)前，將資料備齊繳交系辦，
逾時不候，詳情請參閱附件。

5.

注意【校外工讀資訊】司法院 106 年度寒假期間大專院校法律系、
所工讀生，報名簡章，有興趣者請自行報名參加。

6.

注意【會資系公告】無形資產評價師，免費證照輔導班，請有興趣
者，自行報名參加。

7.

注意【衛保組-公告】敬請前往茲卡病毒流行地區旅遊或學術交流
者，務必於行前知會衛保組，並做好防護措施。

8.

注意【校內其他公告】國際志工，請有興趣者，自行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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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注意【校外獎學金公告】105 年志光慈善會大專院校獎學金申請，
詳情請參閱附件。

10. 注意全聯提供清寒獎學金協助中低收入同學，請符合資格者，盡速
提出申請。
11. 注意全聯福利中心合作優質店長培訓班,招收全校大三大四同學，
請有興趣者自行參加。
12. 注意【管院公告】管院志工團聯合招募說明會，請有興趣之學生，
踴躍出席參加。
13. 注意【臺中地檢署公告】人民參與審判案件模擬法庭活動，有興趣
者，請於 9/13(二)前向系上報名。
14. 注意【教務處公告】105-1 開學「加退選」與「超修」申請時間公
告。
15. 注意【教務處通知】105-1 學期輔系、雙主修申請作業。
16. 注意【財法系研討會】企業經營之刑罰風險系列論壇，歡迎踴躍報
名參加。
17. 注意 【衛保組-公告】防治校園登革熱疫情發生及蔓延，暑假期間
請務必持續加強宣導自我防護措施，免於感染登革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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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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22
(四)

產學營運處

智慧財產權概念及認識專利

資訊大樓 I104 會
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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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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9/21
(三)
18:15~18:30

財經法律系系學會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初系大會

M008

學校訊息
[2016-09-30]

[2016-09-30]
[2016-09-29]

[2016-09-26]

[2016-09-26]
[2016-09-26]

[2016-09-23]

[2016-09-22]

亞洲大學入榜台灣最佳大學前 30 強排行榜！ -- 遠見雜誌公布
排行榜，成立僅 16 年的亞大，排名第 26 名，是此次入榜最年
輕大學！ top~
亞洲大學參加臺北發明展奪金！ -- 學生發明團隊參加 2016
臺北國際發明展，5 件參賽作品，共獲 2 金 2 銅！
亞洲大學管理學院再度舉辦國軍管理班！ -- 開班課程主題為
「創新」，邀請國內各界成功人士暢談創新歷程、管理經驗與
科技應用。
亞大學生創業團隊獲教育部創業獎助！ -- 團隊「晶珠滾滾
來」、「蜂創人才智庫」獲教育部創業獎助各 50 萬創業金，
為台灣打造青年人才！
亞洲大學國際學院赴港分享「磨課師」成果！ -- 陳英輝院長
赴香港科技大學分享，陳英輝：磨課師勢必成為校園的海嘯！
亞洲大學幼教系師生到海外實習！ -- 幼教系師生 8 月完成在
美國德州佛光人文學校的海外實習，，最大收獲是更加認識西
方教育文化。
亞大舉辦「健康大作戰」創意成果展！ -- 醫健學院舉辦「健
康大作戰」創意成果展，以【健康】為主軸，以靜態方式呈現，
計有 6 個隊伍參展。
亞洲大學節能巡邏隊成軍了！ -- 36 位同學誓師推動節能減
碳、救地球，即日起將到校內各場所執行關燈、關冷氣、關投
影機等工作！

[2016-09-22]

亞大通識中心邀請前四方報主編張正演講！ -- 張正暢談透過
辦報、開書店與來台移民、移工搏感情，慰解思鄉之苦。

[2016-09-22]

大陸電子科技大學中山學院到亞大參訪！ -- 中山學院書記袁
正希：亞大辦學認真，國際知 名度高、學術成果豐碩，值得
3

學習、交流。
[2016-09-22]

日本大榮環境株式會社到亞大徵才！ -- 資工系柯建彰、林揚
清、生科系林長恩 3 位校友應試，爭取到日本工作的機會！

[2016-09-21]

亞洲大學書苑日活動開跑！ -- 首場邀請蔡幸秀(Aya)講師演
講，暢談 COSPLAY 角色扮演文化內涵，並實作角色扮演！

[2016-09-20]

亞洲大學外文系學生啟動海外自主學習！ -- 陸續已有 8 位同
學自主學習、25 位同學從事國際志工服務，頗具成效！

[2016-09-19]

[2016-09-19]

[2016-09-13]

[2016-09-12]

陳文茜、國際知名主廚江振誠對談！ -- 江振誠受聘為亞大講
座教授，江振誠：他有責任幫助新世代弄清楚什麼是「台灣料
理」？
亞洲大學舉辦住宿生中秋節餐會活動！ -- 月是亞大明！學務
處、國際學院、兩岸交流處、進修部準備月餅、柚子等美食、
音樂，提前歡度中秋！
亞洲大學學務處舉辦僑生新生迎新會！ -- 學務處、國際學術
交流中心歡迎來自馬來西亞、香港、澳門等地 46 位僑生，成
為亞大一份子！
亞大室內設計系新生訓練很特別！ -- 室設系讓新生與大二、
大三學長姐組隊參加舊屋改造競賽，結果「戶桃外源居」設計
作品，獲金獎！

[2016-09-12]

[2016-09-10]
[2016-09-08]

[2016-09-08]

[2016-09-08]

[2016-09-07]

歡迎亞洲大學 2016 秋季班國際生！ -- 亞大吸引 13 國、77 位
國際生報到，國際學院舉辦新生訓練，介紹亞大求學、生活資
訊！
亞洲大學商設系舉辦國際設計工作營！ -- 邀請國外學者蒞校
演講，舉辦創新教育設計競賽，選出優秀學生設計作品！
亞洲大學舉辦新進教師研習會！ -- 蔡進發校長：「永遠把學
生擺在第一位！」，他勉勵教師以教學為重，啟發學生學習動
機、信心！
亞洲大學舉辦大一新生英文前測！ -- 亞大共有 2400 多位大
一新生 參加測驗，測驗成績成為大一英語文分級分班教學依
據！
亞大「悅讀亞大‧抒寫青春」獲獎助 567 萬元！ -- 亞洲大學通
識中心執行「悅讀亞大‧抒寫青春」計畫，執行力受肯定，再
度獲得教育部補助！
亞洲大學舉辦社團博覽會！ -- 主題為「NOW & NEW 嶄新時
刻」，揭開新生大學序幕，肚皮舞社、熱舞社等紛向新鮮人招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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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07]
[2016-09-07]

[2016-09-07]
[2016-09-05]

[2016-09-05]
[2016-09-05]
[2016-09-05]

[2016-09-01]

[2016-09-01]

[2016-09-01]

亞大保健系周雯琪考取國考食品技師！ -- 國際生周雯琪感謝
亞大提供完整的教學輔導機制，讓她順利考上食品技師！
資電學院利用「寶可夢」圓球學知識！ -- 亞大資電學院將資
訊知識紙條，放置在寶可夢圓球中，讓新生透過校園尋寶學知
識。
亞洲大學舉辦服務學習內涵課程講座 -- 學務處邀請朝陽科大
服務學習績優教師錢偉鈞，分享將課程融入服務學習！
亞洲大學舉辦大一新生始業式！ -- 蔡進發校長歡迎新生，勉
勵保持學習熱情，培養獨立思考能力，放眼國際、終身學習，
終有成功之日。
亞洲大學舉辦新生校園導覽活動！ -- 搭配上寶可夢熱潮，在
校園內設置 8 個「寶可夢景點」，讓新生闖關認識校園！
亞洲大學「教具製作」競賽圓滿落幕！ -- 實體教具、電腦輔
助教學軟體兩組、18 位老師獲獎，發出獎金 10 萬元！
亞大「英文革新課程計畫」獲獎助！ -- 語發中心第二年爭取
教育部「多元文化語境之英文革新課程計畫」，脫穎而出，獲
補助 357 萬元！
亞大與全聯簽訂全聯學院優質幹部培育計畫！ -- 全聯進入亞
大開設全聯優質幹部人才培育班，提供實習機會，雙方展開產
學合作！
亞洲大學印尼校友會在雅加達成立！ -- 國際學院亞大國際學
院院長陳英輝祝賀，拜訪策略聯盟大學 Esa Unggul University
校長 Arief。
亞大學生會前往港、澳進行志願服務！ -- 學生會舉辦「兩岸
三地志願情‧亞洲服務我最行」，並參訪當地大學，收穫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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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