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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編: 石榮伊

注意訊息
1. 注意
2.

2017 中臺灣人權與政策論壇，歡迎踴躍參加。

注意 【校外公告】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6 年度暑期大學法律系
(所)工讀生報名簡章暨報名表、同意書乙份，請有興趣者自行報
名徵選。

3. 注意 【財法系公告】財法系企業導師演講活動。
4.

注意 【教務處公告】106 教學傑出及優良教師獎票選時間，請同
學們踴躍投票。

5. 注意 【衛保組-公告】敬請前往登革熱及茲卡病毒流行地區來
(返)臺交流者，務必於行前知會衛保組，並做好防護措施。
6. 注意 【校外研討會公告】家扶基金會「兒童權利國際研討會－以
權益為取向的兒少福利規劃」報名訊息。
7. 注意

非常重要!!【教務處-公告】105-2 學期 【申請、變更學

程】開放通知，請大一至大三學生務必於 5/3 中午 12 時至 5/26
下午 5 時前，上學生資訊系統處理。
8.

注意

【教務處公告】學生申請修讀「學、碩士五年一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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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符合資格者，踴躍提出申請，詳情請參閱附件。
9.

注意

105-2 何秀瑜女士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申請，5/10(三)中五

12:00 前截止，請符合資格者踴躍提出申請。
10. 注意 【課外活動組】 106 畢業典禮相關資訊，請畢業生、家長多
加利用查詢。
11. 注意 【校外公告】台中高等行政法院 106 年度大專院校法律系、
所暑期工讀生報名簡章及報名表各 1 份，請有興趣者自行報名甄
選。
12. 注意 【教務處 - 公告】105-2 學期停修申請。
13. 注意台南高分院暑期工讀報名，有興趣者請踴躍提出申請。
14. 注意 【教務處-暑修】105 學年度暑修課程選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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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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17

亞洲大學財經法律學系、
社團法人中華人權協會
教基金會

司法改革探討

行政大樓
A116 教室

學校訊息
[2017-04-28]

[2017-04-27]

知名媒體人陳文茜、室內設計師葉裕清對談！-- 葉裕清
以「美感 VS 設計」主題談到，有些人只做設計，卻忘
記設計的背後是要求美的！
亞大學生一堂米其林級餐廳即教室的饗宴！-- 國際名廚
江振誠教授的職場傳授，將上課場域移到他開設的台北
「RAW」餐廳授課、用餐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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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27]

[2017-04-27]

[2017-04-26]

[2017-04-26]

[2017-04-25]

[2017-04-25]

[2017-04-24]

[2017-04-21]

[2017-04-20]

[2017-04-20]

[2017-04-20]

[2017-04-19]

亞大時尚系精品組畢業靜態展暨決賽登場！-- 第二屆精
品設計組畢業學生作品決賽在台北登場，選出第一名是
蔡宜芳同學的「蓋一座城堡」作品！
中亞聯大學術合作學研討會登場！-- 共同發表 24 篇合
作平台研究論文，並邀請科技部生科司司長蔡少正等人
專題演講。
林磐聳教授率團到越南推廣創意設計概念！-- 配合教育
部南向政策，亞大師生率團到越南宣傳臺灣國際學生創
意設計大賽，鼓勵當地學生參賽！
亞大舉辦原住民與僑生關懷服務活動！-- 讓愛傳遞！亞
洲大學原住民同學與馬來西亞、香港、澳門、印尼等地
僑生到台南白河榮民之家服務。
亞洲大學護理系舉辦第二屆加冠典禮！-- 護理系師長為
110 位「護生」加冠授章、傳光，場面隆重神聖、溫馨
感人。
亞洲大學藝文季開鑼了！-- 嬉班子樂團表演拉開序幕，
安排文學、音樂與美學，還有舞臺劇、國立臺灣交響樂
團演出！
Google 街景背包宣告走入亞大校園！-- Google 宣布台灣
150 個全新特蒐景點正式上線，亞洲大學為此次成果發
表亮點之一。
亞洲大學分享藝術與醫護人文結合歷程！-- 護理系邀請
當代藝術家劉世芬、中醫大附醫「急診鋼鐵人」魏智偉
醫師蒞校演講。
亞洲大學學術新南向成果豐碩！-- 「要讓台灣學生將來
到東南亞就業更具競爭力！」亞大輔助 597 位學生國際
移動，研習、服務交流！
東亞漢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亞大登場！-- 通識中心與東
亞漢學學會主辦，來自日本、大陸、馬來西亞、台灣 30
位學者與會，發表 37 篇論文！
時尚系畢業動態展決賽與展演台北登場！-- 吸引上千位
民眾、廠商及亞大師生觀賞，陳姿諭同學設計的「他們
就這樣被寫成了書」服飾奪冠。
亞洲大學舉辦休憩系咖啡達人創業學程！-- 邀請亞洲咖
啡大師莊宏彰老師授課，莊宏彰：牛奶在咖啡品項扮演
很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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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19]

[2017-04-18]

[2017-04-18]

[2017-04-17]

[2017-04-14]

[2017-04-14]

[2017-04-13]

[2017-04-13]

[2017-04-12]

[2017-04-12]

[2017-04-12]

[2017-04-11]

亞洲大學與台灣特色飯店聯盟簽約結盟！-- 未來將安排
休閒與遊憩管理系學生到 10 家特色飯店實習，畢業後
與職場無縫接軌。
亞洲大學室內設計系實習期中驗收成果！-- 54 位三年級
同學，到 35 家廠商實習，分享到校外實習的教育訓
練、工作項目及心得報告！
亞洲大學參加大馬 2017 年臺灣寶島教育展！-- 國際學
院副院長吳文琪赴馬來西亞，拓展國際生源及招生宣
傳，吸引不少學生、家長到場詢問。
亞洲大學舉辦室內設計的創業分享！-- 產學處邀請 30
年實務經驗的趙立峰演講，「運用勇氣、決心、意志力
和溝通力，克服創業上的困難。」
知名媒體人陳文茜、前故宮院長馮明珠對談！-- 馮明
珠：「我的個性是樂觀、進取；我不記恨，沒有任何事
讓我睡不著覺。」
亞大現代美術館邀請藝術家詹前裕漫談膠彩！-- 亞洲大
學現代美術館邀請東海大學美術系專任教授詹前裕，漫
談「膠彩畫在台中」。
亞大舉辦大數據與人工智慧國際高峰論壇！-- 上百位的
產學界人士齊聚一堂；與會專家學者提出，強調人類健
康與金融的未來，要靠大數據與人工智慧的結合！
亞大參加 2017 越南臺灣高等教育展！-- 國際學院執行
秘書凃宥德參加「越南臺灣高等教育展」，吸引越南師
生到亞大就學高度意願！
亞洲大學創意設計學院畢業聯展！-- 商設、數媒、視傳
三系聯合校內畢業展，展示三系 400 位畢業生、100 件
作品、內容豐富有創意！
亞大休憩系咖啡達人創業學程！-- 邀請亞洲咖啡大師莊
宏彰老師授課，教導同學「義式咖啡-Espresso」萃取原
理與操作！
亞大大專生計畫成果，應用在設計的感覺棒！-- 商設系
龍希文老師團隊、台北奎艾特設計共同測試「全方位體
感跑步機」，成功量化足底的壓力！
三品書院「書苑日」舉辦宅森林種子教學！-- 邀請宅森
林種子盆栽講師王財仁，灌輸亞大學生種樹環保、愛地
球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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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11]

[2017-04-07]

[2017-04-06]

[2017-04-05]

[2017-04-05]

亞洲大學 IEEE 機器人運算國際會議登場！-- 台大電機
系終身特聘教授羅仁權說：人類不應被機器人取代，應
與機器人合作創更大產值！
知名媒體人陳文茜、知名花藝師凌宗湧對談！-「CNFlower」凌宗湧為美學下定義：「美是自己看得
見，並存在於日常生活中！」
亞洲大學入榜 THE 高教特刊全球年輕大學！-- 英國泰
晤士報高教特刊公布，台灣有亞洲大學等 8 校上榜，創
校 16 年的亞大名次在 151 至 200 名。top~
亞大纖維時尚設計展迎接花博！-- 亞洲大學時尚系即日
起在台中市纖維工藝博物館中心，展示時尚系師生 20
餘件服飾作品。
亞洲大學英語導覽就業學程學生職場體驗活動！-- 外文
系學生參與勞動部就業學程，到景薰樓藝術拍賣公司、
亞大現代美術館、禮品店進行職場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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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