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57 次行政會議理學院工作報告
99.04.20

◎ 院務
1.召開本學年度第 2 次院自我評鑑委員會（99.04.12）、第 7 次院教評會（99.04.19）、第 3 次院務
會議（99.04.19）、第 2 次申設博士班委員會議（99.04.19）、第 4 次院課委會（99.04.26）、第 8
次院教評會（99.04.26）。
2.辦理國立教育大學四校（中教大、屏教大、市北教大、國北教大）理學院第 2 次聯誼會議（99.04.16）
，
除院務相關意見交流外，也藉此各校輪流主辦機會得以相互學習與分享。
3.本院辦理院徽徵選作業，經院務會議委員初審遴選出 6 件參賽作品晉級複審，謹訂於 99.04.26～
99.04.30 辦理複審作業（由本院全體教職員工生參與票選），另訂於 99.05.03 10:30 辦理開票作
業，歡迎蒞臨本院監票，期遴選出最具代表本院及本院各系所之標誌，將來亦可使用於出版品與文
宣等。
4.本校校園樹木保護小組為宣導綠化環境概念，美化校園景觀，規劃「花漾芝山校園采風」─校園
植物寫生及攝影比賽，謹訂於 99.04.19～99.05.21 對校內徵件，希望藉由此活動讓全體教職員工
生，發現校園生態景觀之美，宣導生態保育觀念。

◎ 學術活動（研討會/演講）
1.理學院
日期
99.04.27(二)
15:30~17: 30
99.05.20(四)
13:30~15:00

地點

題目

本校體育
館 205 視
廳教室
本校 G105
國際會議
廳

澳洲師資培育課程及中
小學健康與體育發展現
況

99.05.
（時間未定）
99.10.19(二)
15:30~17:30

本校科學
館 B505

主講人
鐘敏華教授

劉中薇 (暢
閃亮的熱情與創意－談
銷作家及大
薇式教學法
學兼任講師)
標竿 2010：合作探究與
創構小學優質數理師資
熊召弟教授
學程之設計、實施與評
鑑發展計畫之經驗報告
系統程式教學分享

備註
99 年度教師教學策略研討
活動實施計畫--體育學系協
辦
99 年度教師教學策略研討
活動實施計畫--數位系協辦
99 年度教師教學策略研討
活動實施計畫—自然系協辦

游 象 甫 助 理 99 年度教師教學策略研討
教授
活動實施計畫—資科系協辦

99.11.16(二)
15:30~17:30

Web 2.0 網路技術於教 楊 凱 翔 助 理 99 年度教師教學策略研討
學之應用
教授
活動實施計畫—數資系協辦

99 年下半年度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專兼
自 然 系 專 兼 99 年度教師教學策略研討
任教師教學策略分享與
任教師數名
活動實施計畫—自然系協辦
研討

2.本院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日期

地點

99.04.27(二)
15:30~17: 30

本校科學
館 104 室

題目

主講人

備註

國內資訊教育的過去、現在、未來 - 陳怡杰先生（JS 網
數資系學生的生涯規劃方向
路多媒體工作室）

3.本院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日期

地點

題目

主講人

99.04.28(三) 本校科學館 暫定：
15:30~17:30 101 教室
化學領域主題

台灣大學化學系
周必泰教授

99.05.05(三) 本校科學館
從探索物理博覽會看物理教學
15:30~17:30 101 教室

台灣大學物理系
孫維新教授

99.05.12(三) 本校科學館 暫定：
15:30~17:30 101 教室
台灣保健食品產業的發展概況

本校前校長＆
愛之味健康科學研
究所最高顧問
陳鏡潭教授

99.05.26(三) 本校科學館 暫定：
15:30~17:30 101 教室
地球科學領域主題

台灣大學大氣系
吳俊傑教授/主任

備註

4.本院體育學系
日期

地點

99.04.17~18

本校體育
館三樓

題目
幼兒律動知能教學研習會

主講人

備註

林貴福、黃永寬、陳
佳歆、蔡善云

5.本院資訊科學系
日期

地點

題目

主講人

99.04.13(二)

本校科學
館 B505

在不景氣的年代如何打造
你的就業力

宋學維博士/國家文教機構
教師(C Job 人力網執行長)

99.04.23(五)

本校科學
館 B101

Behavior Based Robotics

黃漢邦教授/台灣大學機械
工程系教授

備註

6.本院數位科技設計學系（含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日期

地點

本校至善
99.04.15(四)
樓 101 教
13:30~15:30
室

題目

主講人

複雜系統設計─科學認識
中央大學資工系陳慶瀚教授
論與方法論

備註

7.本院教育傳播與科技研究所
日期

地點

題目

主講人

99.04.09(五)

本校視聽
館 204 室

就是要你愛上數學

本校資科系王富祥教授

99.04.23(五)

本校視聽
館 204 室

一個策展人的電影筆記

王耿瑜女士

99.04.27(二)

本校視聽
館 204 室

可以玩的遊戲美術─3D
輔助教學工具開發實例

世新大學數位多媒體設計
學系助理教授劉明昆老師

備註

◎ 系所其他活動
1.本院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1）本系 99.05.04 下午七、八節辦理資訊週-「電玩大賽」。
2.本院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1）將於 99.05.11（星期二）7、8 節辦理「自然科學教學基本能力分級鑑定」紙筆測驗，並於 99.04.26
（星期一）至 99.05.04（星期二）受理全校學生報名。
（2）將於 99.05.15 至 99.06.19（每週六）共計 6 週，由全中平教授開辦 99 年度「科學展覽之理論
與實務」專長增能碩士學分班。
3.本院資訊科學系
（1）99.04.10（六）辦理 99 學年度大學推薦甄選招生考試。
4.本院數位科技設計學系（含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1）即日起至 99.06.15 辦理數位多媒體創意教材設計比賽。
5.本院教育傳播與科技研究所
（1）99.04.09(五)及 99.04.16(五)晚間 6 點至 9 點假視聽館 204 室舉辦「用心拍出好照片─攝影研
習活動」晚間班，主講人為紀重賓老師。
（2）99.04.12(一)至 99.04.13(二)下午 1 點半至 4 點半假視聽館 207 室舉辦「Captivate 數位教材
製作研習」，主講人為李燕秋老師。
（3）99.04.16(五)下午 1 點半至 2 點半假視聽館 204 室舉辦「虛擬攝影棚教學觀摩活動」，主講人
為興隆科貿公司周國傑總經理及專員陳永慶先生。
（4）預定於 99.05.15(六)上午 8 點至下午 4 點舉辦「傳科所多媒體創作與動畫學程參訪活動」，將
參訪芝山園區展示館暨主播體驗、臺北數位藝術中心、臺北探索館等。
（5）預定於 99.05.28(五)下午 1 點半至 4 點半假視聽館 204 室辦理「傳科所 98 級日間碩士班英文
能力測驗」。

◎ 學生活動
1.本院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1）系學會訂於 99.05.19（三）舉辦系員大會。
2.本院體育學系
（1）99 級駐校實習：99.04.05~23。

3.本院資訊科學系
（1）99.04.09（五）參加 2010 年中華電信應用大賽:(a)花博應用組 (b)行動應用組。
(2) 99.04.17（六）參加 2010 年新銳展翅-電腦應用大賽:(a)自走車競速組 (b)微電腦創意設計組。
(3) 99.04.25（日）參加 98 學年度大學校院網路通訊軟體與創意應用競賽(決賽)。

◎ 榮譽榜
1.本院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1）本系學生研究所考試封神榜(Part 1)
98 級 廖向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資訊工程系碩士班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碩士班甲組
98 級 李曉祺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碩士班 戊組
（2）本系學生參與系際盃球類競賽，榮獲佳績，得獎項目如下：
1.男子排求：冠軍
2.混和羽球：冠軍.
3.男子籃球：季軍.
4.女子籃球：季軍
2.本院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1）本系 97 級學生包儀美、98 級學生童士奇參加並通過「99 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
資格檢定考試--中等學校類科」。
（2）本系學生參加 98 學年度系際盃球賽，榮獲「混合桌球」第 1 名、「混合羽球」第 4 名、「男
子排球」第 5 名。
3.本院體育學系
（1）96 級張晉嘉
（2）96 級林宜萱
（3）98 級吳凰如
（4）98 級汪妙璇
（5）99 級吳宗樺
（6）99 級陳奕璋
（7）99 級高祥傑
（8）99 級陳嘉琪
（9）99 級賴信宏

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三等考試（體育行政）通過
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研究所 運動教育組
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研究所 運動教育組
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研究所 運動科學組
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研究所 運動科學組
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研究所 運動教育組
國立體育大學 適應體育學系碩士班
國立體育大學 運動教練研究所 力學與動作診斷組
國立體育大學 體育研究所乙組 運動心理組

4.本院教育傳播與科技研究所
（1）92 級所友林作逸當選 99 年度台北縣社會優秀青年與考取台北縣 99 年度國小候用主任。
（2）本所 96 級賴穎儀同學、98 級鍾婷婷同學通過 99 年度教師檢定考試，核定類別：國小學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