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法律學系系訊
105 年 10 月
主編: 許采潔
執編: 陳昭維

注意訊息
1. 注意【教務處公告】 105-1 學期停修申請時程。
2. 注意【服學組通知】服務與學習(二)-實作課 105-2 重修受理申請
時間 105/10/24(一)至 11/25(五)止。
3. 注意【財法系證照輔導班公告】第 13 期不動產經紀營業員班開始
報名囉!欲報名者，請至系辦報名。
4. 注意 2016.10.20 興大附中-法治教育。
5. 注意 2016.10.20 高分檢實習-檢察長訓勉。
6. 注意 財法系研究所模擬面試活動，請踴躍報名參加。
7.

注意 【專業實習公告】105-1 台安律師事務所(楊俊彥律師)實習公
告，報名時間短暫，請有意願之同學盡速報名，詳情請參閱附件說
明。

8. 注意【專業實習公告】105-1 富邦人壽(姜團隊)實習公告，報名時
間短暫，請有意願之同學盡速報名，詳情請參閱附件說明。
9. 注意【招生公告】「亞洲大學 106 學年度碩士班、博士班甄試入學
招生考試」，請踴躍報考。

1

10. 注意【專業實習公告】105-1 源道法律事務所實習公告，報名時間
短暫，請有意願之同學盡速報名，詳情請參閱附件說明。
11. 注意【專業實習公告】105-1 法瑪律師事務所實習公告，報名時間
短暫，請有意願之同學盡速報名，詳情請參閱附件說明。
12. 注意【專業實習公告】105-1 南山人壽實習公告，報名時間短暫，
請有意願之同學盡速報名，詳情請參閱附件說明。
13. 注意【專業實習公告】105-1台灣人壽實習公告，報名時間短暫，
請有意願之同學盡速報名，詳情請參閱附件說明。
14. 注意【專業實習公告】105-1富邦人壽(學姊團隊)實習公告，報名
時間短暫，請有意願之同學盡速報名，詳情請參閱附件說明。
15. 注意【專業實習公告】105-1渥德法律事務所實習公告，報名時間
短暫，請有意願之同學盡速報名，詳情請參閱附件說明。
16. 注意【專業實習公告】105-1律大法律事務所實習公告，報名時間
短暫，請有意願之同學盡速報名，詳情請參閱附件說明。
17. 注意【專業實習公告】105-1 錠嵂保險經紀人實習公告，報名時間
短暫，請有意願之同學盡速報名，詳情請參閱附件說明。

學術訊息
編
號
1

活動日期

主辦單位

2016/10/18
創新創業課程開設與
(二)
發展計畫、產學營運處
14:00-16:00

學術活動主題

活動地點

金融保險創新服務與理財規劃應用

M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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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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0/19
(三)
10:00-12:00

財經法律系學會

財法系系考

烤肉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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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17
~
2016/10/21
9:00-16:00

財經法律系系學會

7-11
財法系系學會《麥 LOVE 麥芽餅傳情》 管理大樓
前

學校訊息
[2016-10-31]
[2016-10-31]

[2016-10-28]

[2016-10-28]

[2016-10-28]

[2016-10-28]

[2016-10-26]
[2016-10-25]

[2016-10-25]

亞洲大學主辦 2016IEEE 國際研討會！ -- 美國伊利諾、史丹佛大
學、日本東京大學等國內外專家學者，齊聚一堂參與研討。 top~
亞大研究新發現！避免網癮預防校園霸凌！ -- 網癮防治中心發
現，兒童青少年房間擺電腦，較多不良上網行為，易成癮！建議放
可共聞共見的空間！
亞大挺進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全球最佳大學！ -- 「中亞聯大」中
醫大、亞洲大學雙雙入榜，全台私校第 1、第 5 名，辦學獲國際肯
定。
亞大舉辦「2016 校長與國際生有約」座談會！ -- 亞大歡迎來自各
個國家的國際生，蔡進發校長期許國際生加強學習華語文，培養良
好工作態度！
亞大學務處舉辦 105 學年度服學表揚大會！ -- 亞大表揚服務學習
內涵課程績優教師、參與國際志工的 5 個優秀團隊，期許學生「陽
光利他」！
亞洲大學資電學院成立「白帽駭客」社團！ -- 網路駭客犯罪猖獗，
為建立網路安全，資電學院培養「白帽駭客」網軍，協助維護資訊
安全！
亞洲大學社工系與澳門明愛會簽訂實習合作！ -- 亞大社工系學生
前進海外實習，與澳門明愛會加強雙方交流，學習更加國際化！
亞洲大學參加 2016 香港臺灣高等教育展！ -- 亞大國際學院副院
長吳文琪出席「香港臺灣高等教育展」，宣傳招攬更多港生到亞大
就學！
亞洲大學原住民學生資源中心揭牌！ -- 「亞洲原社」隨即展開「原
住民週」系列活動，學務長張少樑力邀全校師生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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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25]
[2016-10-25]
[2016-10-25]

[2016-10-25]

[2016-10-25]

[2016-10-20]

[2016-10-20]

[2016-10-20]
[2016-10-19]

[2016-10-19]
[2016-10-19]

亞大休憩系校外實習同學表現讚！ -- 實習同學返校期中報告，介
紹實習工作內容，分享實習心得，提升就業競爭力，實習收穫滿滿。
澳門大學、亞洲大學簽訂學術交流協議！ -- 馮達旋：企業或是學
術在 21 世紀要有全球思維角度，否則成功的機會是微乎其微的！
澳門大學馮達旋教授談「一帶一路」政策！ -- 澳大全球事務總監
兼校長特別顧問馮達旋：2013 年中國所提出「一帶一路」政策，
是 21 世紀新挑戰！
亞大舉辦國際遊戲設計當代實踐工作營！ -- 數媒系以「遊戲設計
的當代實踐」為題，邀請國外學者、遊戲動畫創作者演講，提升同
學國際視野！
總統府副參事陳郁仁到亞洲大學演講！ -- 新南向政策辦公室副參
事陳郁仁暢談新南向政策，鼓勵各大學校院開拓與東南亞國家教育
交流！
知名媒體人陳文茜與上銀總經理蔡惠卿對談！ -- 蔡惠卿：要不斷
學習，認清自己的優勢，進入職場要找到切入點，找到表現舞台，
不要輕言放棄！
亞洲大學舉辦「文學嘉年華」講座！ -- 通識中心邀請民俗專家學
者林茂賢、親子諮詢專家李偉文、暢銷作家海苔熊等演講，培養人
文氣息！
亞洲大學一年一度「英文週」來了！ -- 語發中心安排「外國廚師
在亞大」、「英語文典範講座」及「英語情境旅遊節」等活動！
亞洲大學成立「金融科技與區塊鏈研究中心」！ -- 亞洲大學與
IBM、臺灣金融科技公司合作，培育金融科技人才，為金融、醫療
精進服務！
亞大起飛開學季～闖關遊戲回饋贈好禮！ -- 學務處「起飛計畫」
執行辦公室布置好玩遊戲、超值好禮，吸引百位同學上門一樂！
台中國際動畫影展「大師講座」，亞大登場！ -- 俄羅斯動畫大師
康斯坦汀到亞大演講，分享創作要領，提醒同學們創作時，務必專
注於預設目標！

[2016-10-19]

亞大舉辦「胡琴重奏音樂會」！ -- 通識教育中心邀請聽說一把胡
樂團四位演奏家表演胡琴與大提琴合奏，帶來精彩的音樂饗宴。

[2016-10-18]

台灣亞大經營管理協會歡慶五周年！ -- 亞大經營管理協會並辦理
第四、五屆理事長交接典禮，彰化縣議員黃育寬新任協會理事長！

[2016-10-18]

亞洲大學舉辦僑生文化之旅，展開關懷服務！ -- 36 位來自馬來西
亞、香港、澳門、印尼等地僑生，到台南白河榮民之家，展開兩天
的關懷服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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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17]

[2016-10-17]
[2016-10-14]

[2016-10-14]

亞大室設系辦理大三同學實習說明會！ -- 室內設計系成功媒合
54 位大三學生，到 38 家實習廠商校外實習，致力讓學生畢業即就
業！
亞洲大學舉辦「書苑日」活動！ -- 三品書院、通識中心接連舉辦
立體紙浮雕、橡皮章簡易製作、介紹日本旅遊等講座！
3D 列印創新醫療應用及臨床研討會亞大登場！ -- 中國醫藥大
學、亞洲大學共同舉辦，研討會中分享國內外 3D 列印醫療應用、
醫療產品成功案例！
2016 臺中盃全國創意大獎初審結果出爐！ -- 今針對「設計發明類」
進行初審，專業組、學生組各選出 45 件作品進入決賽，總獎金高
達 200 萬元。

[2016-10-14]

[2016-10-13]
[2016-10-13]

[2016-10-12]

[2016-10-11]
[2016-10-11]

[2016-10-11]

[2016-10-07]

[2016-10-07]

亞大創意領導中心舉辦「與校長有約」活動！ -- 創意領導學程學
生與蔡進發校長熱情相約，並分享 7 名菁英領袖學生參加世界大學
生領袖研討會心得。
補教名師呂捷到亞大演講！ -- 呂捷暢談成功魯蛇，勉勵亞大學生
就算魯蛇，人生總有改變的契機，不要輕言放棄！
數媒系施政安獲國際服飾學會優秀論文獎！ -- 亞大碩士生施政安
到韓國參加「第 27 屆國際服飾學會學術研討會暨藝術服裝發表
會」，為校爭光！
大專校院試辦創新計畫申請說明會在亞大登場！ -- 亞洲大學講座
教授林俊義介紹新興菇蕈生技衍生公司創業轉型計畫，強調學校與
衍生企業緊密結合！
亞大校長蔡進發參加印尼高等教育國際化論壇！ -- 蔡校長受邀演
講，會見亞大印尼校友會幹部，並與印尼國立大學簽訂合作備忘錄。
亞洲大學全聯學院 10 月 5 日開課！ -- 「全聯學院」優質幹部人才
培育班共計 38 位同學入選培訓班，安排創意思考、店鋪美學與設
計等課程！
馬來西亞拿督張玉興等到亞洲大學參訪、交流！ -- 拿督張玉興、
雪蘭莪暨吉隆坡留台同學會會長洪進興等與亞大師生互動熱絡，允
諾協助拓展海外招生。
高中職節能減碳南區種子教師知能研討會！ -- 105 年度高中職節
能減碳南區種子教師知能研討會分享亞大節能減碳成果、高中節能
減碳創意教案！
賴文平博士捐贈亞大 60 萬元成立視野基金！ -- 財法系賴苡任同
學父親賴文平博士捐贈 60 萬元，在亞大財法系成立「視野獎助基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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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07]

企業經營之刑罰風險系列論壇在亞大登場！ -- 企業經營之刑罰風
險系列論壇邀請專家學者針對「證券交易法適用疑慮與修法芻議」
交流與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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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