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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訊息
1. 注意【教務處】105-1 學期辦理【復學】公告。
2. 注意 【教務處】105-1 學分抵免(第一梯次)申請作業流程 (請 105
新生和轉學生注意本訊息)。
3. 注意 【圖書館 - 公告】FUN 暑假! 6/8 起跨暑假借書服務開跑及
105 年暑假開放時間說明。
4. 注意 【衛保組-公告】臺灣時序進入炎熱的夏季型態，請注意防範
熱傷害。
5. 注意【會資系公告】暑假記帳士證照輔導班：
「上銀會計菁英培育
專班─記帳士證照輔導」
，有興趣者請洽會資系報名。
6. 注意 【學涯中心公告】考照達人活動辦法，請達標準者，填寫畢
附件申請表，紙本擲回學涯中心，該活動有高額獎金喔!

學術訊息
編
號
1

活動日期

主辦單位

學術活動主題

2016/06/03
創新創業課程開設與
(五)
Fun世代 ─ 歡迎來到我的遊戲世界
發展計畫、產學營運處
10:1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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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地點
I108

學校訊息
[2016-06-30]

[2016-06-30]

[2016-06-30]

[2016-06-29]

[2016-06-28]
[2016-06-28]

亞大受邀參加中友百貨創意設計展！ -- 中友百貨邀請 20 位插
畫家參展，亞洲大學受邀展示德國 IF、紅點、日本 G-Mark 等
國際設計大獎作品！
亞洲大學預防手機成癮有成！ -- 心理系選擇 6 個班級實施「健
康上網、幸福學習」課程，有效降低手機過度使用時數、健康
使用手機！
亞洲大學食品安全檢測中心認證通過！ -- 亞大食安中心四月
底通過 TAF 基因改造黃豆、玉米食品檢驗認證，是全國第一
家有此認證的實驗室！
美國密蘇里大學工學院到亞洲大學參訪！ -- 密蘇里大學工學
院院長 Prof.ElizabethG.Loboa 等座談，有機會將促成兩校學
術合作交流。
亞洲大學柬埔寨國際志工隊出發！ -- 今年暑假第 6 度前往柬
埔寨偏遠村落服務，所有隊員持續集訓中，8 月 1 日授旗出發！
資工系碩士生參加教育部競賽，榮獲第二名！ -- 亞洲大學資
工系碩士生參加教育部「智慧終端與人機互動軟體創作專題競
賽」，表現優異！

[2016-06-24]

亞大研究團隊再獲科技部私校研發能量計畫！ -- 亞洲大學研
究團隊提出 2 件研究計畫，獲今年科技部「私校研發能量計畫」
。

[2016-06-24]

亞洲大學開辦「我愛 APP 程式設計課程」！ -- 資訊電機學院
即日起分批開課，全體教職員工一起學 APP 程式設計課程！

[2016-06-23]

[2016-06-23]

[2016-06-22]

[2016-06-21]

校長蔡進發參加「泰晤士高等教育論壇」！ -- 香港科技大學
集結世界各地之大學校長與教育先進，齊聚一堂，共議高等教
育國際趨勢。
亞洲大學榮獲「節能愛地球獎」第一名！ -- 亞大每年節約用
電 600 多萬元，榮獲第一屆「節能愛地球獎」，總務長兼環安
室主任朱界陽北上受獎！
亞洲大學師生暑假國際移動已經開跑！ -- 亞大日籍學生首次
牽手台灣學生回故鄉當國際志工，赴大阪、福岡、宮崎等地，
進行深度文化交流！
「中亞聯大」的中國醫大、亞大雙雙入榜！ -- 英國《泰晤士
報高等教育專刊》公布亞洲前 200 名大學排名，中醫大全台私
校第 1、亞大第 5 名！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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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6-21]

亞洲大學承接彰化縣「梧鳳」非營利幼兒園！ -- 梧鳳幼兒園 8
月 1 日招生，招收埔心、溪湖、大村、埔鹽、員林地區需要托
教幼兒！

[2016-06-20]
[2016-06-17]

[2016-06-17]
[2016-06-17]

[2016-06-17]

[2016-06-15]

[2016-06-15]

亞洲大學辦理翻轉課程教學經驗分享！ -- 生科系施養佳 4 位
老師分享翻轉教學的好處、精髓、技巧。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副校長余明華到亞大演講！ -- 余明華：
大學自主化，可以為新加坡經濟發展培育人才、提升創新能
量！
管理學院舉辦創新教育虛擬投資競賽！ -- 此一 16 支隊伍角
逐，財法系隊奪冠，投資績效高達 33.23%，表現優異！
亞洲大學劉美韓同學獲選為國際青年大使！ -- 劉美韓參與
2016 年外交部「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入圍獲選，是亞大
外文系有史以來第一人。
亞洲大學舉辦實習臨床心理師加袍暨宣誓典禮！ -- 副校長柯
慧貞、醫健學院院長陳曉鈴等，為即將實習的臨床心理組學生
勉勵、祝福及加袍，場面熱絡！
亞洲大學挺進 QS 世界大學排名亞洲 300 大！ -- 英國 QS 公
布，2016 年亞洲最佳大學排行，亞洲大學首次評比，就挺進
300 大，名列台灣 22 名！
亞洲大學文學獎舉行頒獎典禮！ -- 通識教育中心從 513 件作
品中，評選出短篇小說、散文、新詩、家族小史、攝影類 28
件優勝作品！

[2016-06-15]

[2016-06-14]

[2016-06-14]

亞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到香港科技大學參訪！ -- 院長陳英輝
等 5 人赴港研習磨課師、英文課程規劃、教材編纂、測驗設計
全英語教學等業務。
亞大校長蔡進發出席美伊利諾大學校友會餐敘！ -- 蔡進發校
長與伊利諾大學總校長 Dr. Timothy L. Killeen 洽談兩校學術交
流！
夏日的亞洲大學，紫薇現艷！ -- 亞洲大學從日本引進的「百
日紅」紫薇此時盛開，荷花池的紅白荷花持續綻放，成為亞大
校園夏日艷麗的焦點。

[2016-06-14]

亞洲大學時尚系期末成果發表會！ -- 87 位學生設計 115 套服
裝展示，並由學生模特兒上台走秀，令人驚豔不已。

[2016-06-14]

亞洲大學舉辦創意教學講座！ -- 教發中心邀請校務顧問鄧成
連教授講述「設計思考法」，以分組討論方式，激發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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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6-08]

亞大舉辦「媒體、網路與心理健康國際研討會」！ -- 「中亞
聯大」網癮防治中心與美哈佛大學、南韓首爾國立大學等進行
跨領域教學研究合作！

[2016-06-07]

[2016-06-07]

[2016-06-07]

亞大、臺中地方法院院長簽約合作！ -- 亞大校長蔡進發、臺
中地方法院院長江錫麟簽訂司法實習合作協議，雙方允諾展開
學術與實習交流。
亞洲大學商設系舉辦第八屆二分之二期末會審！ -- 展示商設
系上千件學生作品，選出各年級精品組、創意組前三名，歡迎
參觀！
台灣大學副教務長康仕仲教授到亞洲大學演講！ -- 在創新教
學研習講座中，康仕仲表示：磨課師課程（MOOC），是創新
教學，「累！但是值得! 」

[2016-06-06]
[2016-06-04]

亞洲大學生科系舉辦「畢業專題論文競賽」！ -- 競賽評審結
果第一名陳宇庭同學，黃元勵主任頒發 3500 元獎金。
亞洲大學 104 學年度碩、博士班、學士畢業典禮 -- 亞大創辦人
蔡長海勉勵亞大畢業生，不斷創新改變，永遠追求卓越，成為
未來的領袖，世界的領航者！

[2016-06-04]

知名主播沈春華在亞洲大學畢業典禮演講！ -- 沈主播勉勵亞
大畢業生，建立你的態度，做出你的抉擇，為你的人生領航！

[2016-06-04]

亞洲大學畢業典禮好感人！ -- 國企系紀亭君、財金系進修推
廣部張吉平，兩人克服身體不便好學不倦，名列前茅，分獲亞
大創辦人獎。

[2016-06-03]

[2016-06-03]

[2016-06-02]

亞洲大學舉辦國際近視研究大師論壇！ -- 視光系邀請國際近
視研究權威 John R. Phillips 教授演講，分享近視控制研究的
經驗與成果。
亞洲大學舉辦產學日活動！ -- 產學處邀請近百位廠商、亞大
師生分享亞大產學合作績效、參加中彰投區政府計畫資源聯合
說明會。
宏達電副總裁張智威到亞洲大學演講！ -- 張智威副總裁暢談
大數據分析，張智威：宏達電介入健康照顧產品及虛擬實境、
擴增實境開發

[2016-06-01]
[2016-06-01]

寶成集團校園創意運動賽事在亞洲大學登場！ -- 亞大師生在
專業級運動關卡、運動體驗區闖關活動、路跑，氣氛熱絡！
亞洲大學「生技產業行銷企劃人才就業學程」！ -- 生科系就
業學程結業式，20 位完成參訓學生分享心得，前 3 名優秀學
生獲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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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