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58 次行政會議理學院工作報告
99.05.18

◎ 院務
1.召開本學年度第 3 次院自我評鑑委員會（99.05.03）
、第 1 次院內部討論會議（獎勵大學教學卓越
計畫--99.05.03）、第 3 次申設博士班委員會議（99.05.03）、第 4 次院務會議（99.05.10）、第 9
次院教評會（99.05.10）。
2.本院辦理院徽徵選作業，經院務會議委員初審，暨本院全體教職員工生（99.04.26～99.04.30 投
票）複審，並業於 99.05.03 完成開票，順利遴選出本院院徽，本院徽標誌將來將使用於本院系所
各類出版品與文宣等。複審投票狀況為--應投票人數 1209 人，實際投票人數 1006 人（含有效票
1000 票，廢票 6 票）。
名次
作品
設計理念
特優（乙名）
獎狀乙張，獎金 10,000 元

飛鳥指學術與專業研究不斷向上提昇、學院穩定發展邁向頂尖一
流。圓形指培養專業人才、合諧團結的教職員工生、人文與科技
並重。英文 S 傳達理學院包含數學暨資訊教育、自然科學教育、
資訊科學等 6 個學系。交流線條指師生緊密互動、產學合作理論
與實務兼備。e 字和數位方塊指電子化資訊教育以及學院永續長足
進步。

優等（乙名）
獎狀乙張，獎金 5,000 元

巨大的齒輪代表理學院給大眾的印象。
背景的地球代表大自然與科學，還有關心地球，培養國際觀。

佳作（乙名）
獎狀乙張，獎金 3,000 元

臺北教育大學理學院院徽外形為「北」字之發想。理學院依所屬
科系分為自然科學、數學、體育、資訊等幾個領域，「8」象徵著
數算意象，也有如自然科學最原始分子元素意象，環繞的感覺有
如運動家的律動，LOGO 虛實的關係有如 0/1 構成的資訊特性，
LOGO 左右呼應，象徵著理學院師生團結互動。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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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

題目

主講人

備註

本校 G105
劉中薇老師
閃亮的熱情與創意－談
99 年度教師教學策略研討
國際會議
(淡江大學大
薇式教學法
活動實施計畫--數位系協辦
廳
傳系)
標竿 2010：合作探究與
99.06.15(二) 本校科學館 創構小學優質數理師資
99 年度教師教學策略研討
熊召弟教授
15:30~17:30 501 教室
學程之設計、實施與評
活動實施計畫—自然系協辦
鑑發展計畫之經驗報告
99.05.20(四)
13:30~15:30

99.10.19(二)
15:30~17:30

本校科學
館 B505

系統程式教學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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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5.25(二)
15:30~17:30

地點

本校科學
館 101 教
室

題目

主講人

備註

演講者經歷：
1.2004 年金馬獎最佳造型、
2.2006 年電影”刺青”造型設計、
彩妝師 vs
陳 淑 津 3.公視戲劇”終身大事、尋人啟事”造型設計、
職場生涯
小姐
4.愛戲劇”指間的籤詩、我的寶貝”造型設計、
規劃
5.2010 年電影”為賽 story”造型設計前製作
業中、
6.現任京軒 Hair&Makeup 技術總監。

3.本院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日期

地點

題目

主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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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保健食品產業的發展概況
15:30~17:30 101 教室

本校前校長＆
愛之味健康科學研
究所最高顧問
陳鏡潭教授

備註

99.05.26(三) 本校科學館 颱風研究與預報的進展與挑戰-在雲 台灣大學大氣系
15:30~17:30 101 教室
端寫下追風傳奇
吳俊傑教授/主任
99.06.02(三) 本校科學館
科學與美學
15:30~17:30 101 教室

中山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林煥祥教授

4.本院資訊科學系
日期

地點

題目

本校科學
99.05.04(二)
館 505 教 Economic Growth Engine
15:30~17:30
室
本校科學
99.05.25(二)
談一夜情的愛恨情仇與法
館 505 教
律問題
15:30~17:30
室

主講人

備註

沈中華教授/國立臺灣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暨研究所
張曼隆律師/張曼隆律師事
務所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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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目

主講人

備註

99.05.06(四) 本校至善樓
方法論-實務與分析
13:30~15:50 101 教室

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陳慶瀚副教授

99.05.22(六) 本校至善樓
雲端與創意產業
09:00~12:00 502 教室

中國文化大學 文創系
莊錦華教授

◎ 系所其他活動
1.本院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1）訂於 99.6.12 中午 12 時整假視聽館 406 室辦理系所畢業茶會。
2.本院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1）辦理「自然科學教學基本能力分級鑑定」紙筆測驗，已於 99.05.11（二）下午 3 時 30 分如期
舉辦，並於 99.5.19（三）公告合格名單，本學年度獲甲級證書有 2 名，由自然四范士洪及自
然四潘俞佑等 2 位同學獲得。
（2）將於 99.06.01（星期二）下午 3 時 30 分辦理「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學生修讀五年一貫學、碩士
學位甄選」，並訂於 99.5.20（四）至 99.5.26（三）受理報名。
3.本院資訊科學系
（1）辦理 99 學年度學、碩士學位五年一貫甄選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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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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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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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預定於 99.6.1(二)上午 9:45 至中午 12 點由師培中心主辦，本所協辦，假藝術館 405 國際會議
廳舉辦「大膽秀自己，推薦一把罩」－就業座談之「數位履歷製作」專題演講。

◎ 學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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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學會將於 99.05.31（一）至 99.06.04（五）5 天舉辦「自然週」，進行環保科學相關活動。
3.本院體育學系
（1）99.05.16 於本校操場舉辦「99 年度幼兒動作指導實習運動會」。
（2）將於 99 年 5 月 29、30 日(星期六、日)以及 6 月 5、6 日(星期六、日)舉辦「北教第一盃」排
球邀請賽。
4.本院數位科技設計學系（含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1）系學會訂於 99.05.10（一）～99.05.28(五)舉辦數位週相關活動。
5.本院教育傳播與科技研究所
（1）99.4.29(四)舉辦 97 級送舊大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