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法律學系系訊
105 年 11 月
主編: 許采潔
執編: 陳昭維

注意訊息
1.

注意 106 學年度財經法律學系特殊選才招生面試時間表。

2. 注意 錠律成果發表記說明會，請財法同學踴躍參加。
3. 注意張智聖老師曼陀師聚會：時間 11/30(三)中午 12 點，地點 M512
教室舉行，請張老師之曼陀生務必出席參加。
4. 注意 謝如蘭老師的班級導生和曼陀生聚會：時間 11/30(三)中午
12 點，地點 M008 教室舉行，請謝老師之班級導生及曼陀生務必出
席參加。
5. 注意 李東穎老師和魏馬哲老的班級導生和曼陀生聚會：時間
11/29(二)中午 12 點，地點 M517 教室舉行，請兩位老師之班級導
生及曼陀生務必出席參加。
6. 注意

施茂林老師曼陀師聚會：時間 11/30 (三)中午 12 : 00~13 :

00，地點: M517，請施老師曼陀生踴躍出席參加(※請注意僅此一
場☆)。
7. 注意 王國治主任曼陀生聚會：11/23(三)中午 12：00，地點 M512，
請王主任曼陀生準時出席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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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注意 105-1 何秀瑜女士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申請開跑囉，請符合資
格者踴躍提出申請。
9.

注意 105-1 蘇滿麗老師曼陀生聚會，請踴躍出席參加。

10. 注意【逢甲大學來函】「企業經營之刑罰風險系列論壇(六)」歡迎
踴躍報名參加。
11. 注意 財法系企業導師演講，請踴躍報名參加。
12. 注意 2016 年第五屆法律文學創作獎徵文，歡迎自行組隊報名參
加。
13. 注意106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面試時間表(甲組+乙組)。
14. 注意 本校財法系「第三屆法律風險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
，敬請踴
躍參加，詳情請參閱議程。
15. 注意【證照班公告】
：信託班將於11/23(三)開班，上課時間為上午
10：00-12：00，假M518，請已報名參班的同學務必準時到課。
16. 注意【財法系重要公告】每學期實習時數登錄公告(105-1開始實施)
17. 注意【校外活動公告】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舉辦「2017 年理律
盃大學校際公民行動方案競賽」
，請有興趣者踴躍組隊參加。
18. 注意財法系實習時數補登公告(補登至 11/20 截止)。
19. 注意 財法系實習澄清公告。
20. 注意【亞大兩岸教育交流處公告】台州學院招收亞洲大學交換生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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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注意【資電學院-公告】105-1 大二至大四資訊能力檢定補考公告。

學術訊息
編
號
1

活動日期

主辦單位

學術活動主題

2016/ 11/30
語文教學研究發展中 用英文勇敢闖世界：流浪三大洲五大洋
(三)
心
的國際交換生活
15:10-17:00

活動地點
M009

學校訊息
[2016-11-30]

亞大研發長黃志揚參加 QS-APPLE 會議！ -- 會中宣導明年將與中
醫大合辦 QS-APPLE 2017 會議，提升台灣學術能見度！

[2016-11-30]

亞洲大學現代美術館舉辦小小藝術志工營！ -- 國小學童認識亞大
現代美術館館藏國際級大師作品、建築之美，還有創意汽球活動。

[2016-11-30]

亞洲大學通識中心舉辦研習營！ -- 邀請紀錄片導演楊士毅、「翻
滾海貍教室」執行長大貍阿漠老師傳授創意與實用法。

[2016-11-30]

中國醫藥大學附醫副院長楊美都到亞大演講！ -- 楊美都副院長：
營養師應以責任、生存、熱情與同理心，開創自己的營養路！

[2016-11-29]

[2016-11-29]
[2016-11-29]

[2016-11-29]
[2016-11-28]

[2016-11-28]

[2016-11-28]

亞洲大學蒙古籍國際學生競味競賽奪冠軍！ -- 55 位亞大蒙古生參
加 2016 年「第七屆全台蒙古學生聯誼會暨趣味競賽」，榮獲全台
總冠軍！
亞洲大學商設系畢業專題競賽成果豐碩！ -- 共有 34 組、120 位同
學參賽，第一名是吳宗樺等 6 位同學的「攜帶式集水補水裝置」！
亞洲大學室內設計系學生競圖，讓評審驚豔！ -- 參加第九屆夆禾
盃全國室內設計競圖，2 件作品獲優選，將競逐前三名，另有 4 件
作品獲佳作！
亞洲大學與印尼亞齊大學簽約！ -- 印尼亞齊大學校長 Prof. Dr.
Samsul rizal 到亞大參訪，並與亞大校長蔡進發簽署合作備忘錄。
亞洲大學舉辦「單一純爵士五重奏音樂會」！ -- 學務處、通識中
心邀請 5 位台灣爵士樂手、爵士女聲，一起帶來心靈震搣的爵士響
宴！
亞洲大學舉辦企業領袖沙龍講座！ -- 永信藥品東南亞控股公司的
總裁李芳信演：要聆聽、追根究底、建立信心，是成功領導者具備
要件！
亞大語發中心舉辦數位課程教師成長工作坊！ -- 中正大學資工系
游寶達教授講授遠距教學課程，有提示、參與、增強、回饋、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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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等五個策略！
[2016-11-24]

[2016-11-24]
[2016-11-23]

[2016-11-23]

半導體產研專班 3 位印度籍國際生出路好！ -- 3 位印度籍國際生畢
業前，已獲台灣電子大廠錄用，還獲交大電機工程博士班全額獎學
金！
台中市文化局張惠茹到亞洲大學演講！ -- 文化局推廣編結染織繡
人員張惠茹：這幾年天然染各國快速發展，台灣也不落人後！
廣達創辦人林百里獲亞大頒授名譽博士！ -- 林百里董事長：力求
人與科技平衡與互動，發展出創新的商業模式，是台灣成長的要
素！
臺中盃全國創意大獎競賽得獎作品出爐！ -- 在亞洲大學召開複審
會議，選出金銀銅獎各組 1 名、46 名佳作獎，明年 1 月初頒獎！

[2016-11-22]

米其林三星主廚、亞大講座教授江振誠開講！ -- 江振誠主廚：當
你要做任何事情，要深入思考，內化出屬於自己的一套概念。

[2016-11-22]

亞大舉辦社會照顧與社區發展國際研討會！ -- 亞洲大學並與
Hindustan College of Arts & Science 簽訂學術交流備忘錄！

[2016-11-22]

[2016-11-22]

[2016-11-22]
[2016-11-21]

[2016-11-21]
[2016-11-18]
[2016-11-18]

[2016-11-17]

亞大、法務部共同主辦法律風險管理研討會！ -- 第三屆分別在亞
洲大學、法務部登場，邀請國內外學者舉行 13 場專題演講、綜合
座談。
亞大現代美術館舉辦「可醫可藝」藝術講座！ -- 「義大利當代藝
術」講座邀請參展藝術家 Aron Demetz、義大利著名雕塑家 Robert
Pan 等座談。
知名媒體人陳文茜、建築師黃聲遠對談！ -- 田中央聯合建築師事
務所建築師黃聲遠：好好把身邊的事情弄好，其實就是一個世界！
義大利設計師 Claudio Larcher 到亞大演講！ -- Claudio Larcher：好
的藝術品並非好的設計，設計是為了解決問題而存在，並非僅僅為
了展示。
亞洲大學安排蒙古學生到南投一日遊！ -- 財金系教授黃永強、環
安室組長蔡麟祥，帶領學生到集集火車站、微熱山丘等地遊覽。
亞大幼教系長期服務女監保育室親職教育！ -- 幼教系教授接受
TVBS 電視臺「穿越事件簿」節目採訪，節目播出後獲得很大迴響！
亞大現代美術館舉辦導覽實務與解說技巧講座！ -- 美術館邀請自
然科學博物館科教組資深導覽員魯志玉演講，魯志玉：導覽解說是
愉快有意義的活動！
亞洲大學語發中心舉辦英語簡報競賽！ -- 21 組本地生和國際生組
隊參賽，培養學生國際溝通實力、就業力，蒙古生隊奪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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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17]

亞大醫健學院師生研究成效獲肯定！ -- 李信達院長領師生參加年
健康照護聯合學術研討會，獲頒「研究風氣獎」、「研究成效優良
獎」！

[2016-11-17]

亞洲大學三品書院舉辦「書苑日」活動！ -- 「書苑日」舉辦「愛
的羅曼史～結婚進行式」，邀請師生動手搓湯圓，共享湯圓盛宴！

[2016-11-16]

前駐法大使呂慶龍到亞洲大學演講！ -- 呂慶龍大使分享行銷台灣
經驗，他勉勵亞大同學培養創意、熱情、開闊的國際視野！

[2016-11-16]

大陸中醫藥管理局到亞洲大學參訪！ -- 中醫藥管理局總經理薛家
鑫等人，與護理系主任吳樺姍等，洽談未來產學合作事宜！

[2016-11-16]
[2016-11-15]

亞大國際學院參加澳門台灣高等教育展！ -- 國際學院執行秘書林
家仰代表參展，向澳門高中畢業生宣傳、介紹亞大辦學特色！
亞大運動舞蹈代表隊奪全國錦標賽總冠軍！ -- 19 名隊員參加全國
大專校院運動舞蹈錦標賽，勇奪 6 金 5 銀 7 銅，連續 3 年榮獲全
國團體組總冠軍！

[2016-11-14]

亞大半導體產研專班主動前進東南亞！ -- 半導體產研專班招收印
度、印尼等國際學生，培育國際科技人才，為台灣產業界所用！

[2016-11-14]

亞洲大學資工系同學成立「Fun 程式」社團！ -- 資電學院輔導同
學利用六個學習社群當平台，從手機軟體做起，推動人人會寫程式。

[2016-11-10]

獲紅點獎的亞大學生到德國領獎！ -- 視傳系侯曉蓓老師帶領 17
名得獎學生代表，一起到德國柏林德國紅點設計競賽典禮受獎，為
校爭光！

[2016-11-10]

長期照護國際研討會在亞大登場！ -- 加拿大、日本、大陸、台灣
專家學者，齊聚暢談居家、社區及機構式等長期照護議題。

[2016-11-09]

泰國宋卡王子大學經濟學院參訪亞洲大學！ -- 宋卡王子大學院長
Aree 教授到亞大洽談兩校學生交換、雙聯學位合作事宜！

[2016-11-09]

亞洲大學獲邀廈門文博會參展！ -- 學生「商品化」國際大獎作品，
發揮「創意、創新、創造、創業」的產學合一能耐，發光發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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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