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64 次行政會議理學院工作報告
99.11.17

◎ 院務
1.召開本院 99 學年度第 2 次院教評會（99.11.22）、本院內部討論會議（研議招收大陸地區學生
--99.11.10）
、本院內部討論會議（系所調整--99.11.15）
、本院內部討論會議（系所調整--99.11.1
7）。
2.本院配合本校「教師評鑑辦法」之修訂，研擬修訂本院教師評鑑準則，俾便公告本院專任教師週
知。
3.本院暨校園樹木保護小組辦理「校園行道樹票選活動」
，由全校教職員工生共同自候選樹種中票選
行道樹種植樹種，種植於「綜合教學大樓及游泳池新建工程」之西側及南側八米寬新道路，票選
情形與結果如下：
得票數

1.楓香

2.台灣欒樹

3.土肉桂

4.美人樹

廢票

總票數

970

1084

370

1633

24

4081

可領票人數：5937 人（教職員工 467 人、學生 5470 人）
備註
已投票人數：4081
投票率：約 68.74%
4.本院擬於 99.11.26（五）受邀赴市立臺北教育大學參加國（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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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次聯誼會議，除院務相關意見交流外，亦參觀其教學環境
與空間設備，並藉由各校輪流主辦機會得以相互學習與分享。

◎ 學術活動（研討會/演講）
1.理學院
日期

地點

99.11.16(二)
15:30~17:30

本校科學
館 B101

題目

主講人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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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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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年下半年度

2.本院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含數學教育碩士班）
日期
99.12.1(三)
18:30~22:00

地點
科學館 101 教室

題目
1.全民減碳數學建模競賽作品賞析(一)
2.全民減碳數學建模競賽作品賞析(二)

主講人
東吳大學
蕭志如教授

備註

3.本院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含博士班、碩士班）
日期

地點

題目

主講人

99.11.09(二)
科學館 301 教室 藻類的應用
09:00~11:00

中央研究院生物 多樣 性
研究中心吳俊宗研究員

99.11.11(四)
科學館 306 教室 POE 教學法在自然科的應用
10:00~12:00

台北縣板橋市沙 崙國 民
小學余俊樑老師

備註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科學趣味
99.11.16（二）
科學館 401 教室 活動創意設計研習」-地球科 本系鄭宏文老師
15:30~17:30
學科：太陽星座盤
國立彰化 師範大 學 科 學

99.11.17(三)
科學館 101 教室 科學教育的真善美
15:30~17:30

教育研究所王國華教授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科學趣
99.11.19（五）
科學館 306 教室 味活動創意設計研習」-生物 本系盧秀琴老師
18:30~20:30
科：動物的繁殖
99.11.23(二)
科學館 101 教室 奈米科技教學主題講座
15:30~17:30

台北縣興南國小
楊靜老師、汪昭仁老師

便便中的秘密
99.11.24(三)
科學館 101 教室
15:30~17:30
(Fact from feces)

國立台灣大學生 命科 學
系李玲玲教授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科學趣
99.11.25（四）
科學館 501 教室 味活動創意設計研習」-物理
18:30~20:30
科：國小物理實驗初探

臺北縣牡丹國小
陳世昌老師
臺北縣沙崙國小
蔡濠聰老師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科學趣
味活動創意設計研習」-化學 國小退休教師
99.11.26（五）
科學館 201 教室
18:30~20:30
科：酸鹼大車拼、面對燃燒 廖進德老師
我不怕
4.本院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日期

地點

題目

主講人

99.11.03

體育館 205 視廳
浪漫芭蕾與古典芭蕾之舞蹈欣賞
教室

王宏豪老師

99.11.04

體育館 205 視廳
體育系學生的學習和生涯規畫
教室

許義雄老師

99.11.16

體育館 205 視廳
樂在工作，愛在生活
教室

許永政老師

99.11.23

體育館 205 視廳
瑜伽- 一門想像的藝術
教室

楊台基老師

備註

99.11.26

體育館 205 視廳
學非所用有什麼不可以？
教室

陳振聲老師

99.11.30

體育館 205 視廳
動態放鬆與靜態放鬆
教室

楊台基老師

5.本院資訊科學系（含碩士班）
日期

地點

題目

主講人

備註

「 2010 國 際 資 訊 及 科 技 研 討 會 」
至善樓 B1 國際
99.12.28(二)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會議廳
Information ＆ Technology】
6.本院數位科技設計學系（含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日期
99.11.4(四)
13:30~15:30

地點

題目

主講人

本校至善
專利說明書撰寫技巧
樓 G101 室

備註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科
長—林希彥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
業機電工程學系教授
江昭皚

99.11.25(四) 本 校 至 善
無線感測網路
13:30~15:30 樓 G101 室
2010 數位科技設計與教學應用研討
會論文審查結果公布

99.11.30(二)

99.12.14(二) 本 校 至 善
師生教學創意作品成果發表會
13:30~15:30 樓川堂
99.12.21(二) 本 校 至 善
數位系畢業生專題成果展
13:30~15:30 樓川堂
99.12.23(四)

本 校 藝 術 台灣第一部自製 3D 動畫：
館 405 室
「憶世界大冒險」動畫製作分享會

99.12.24(五)

本 校 科 學 2010 數位科技設計與教學應用研討
館 B101 室 會

台灣幻想曲數位內容
有限公司

7.本院教育傳播與科技研究所（碩士班）
日期

地點

題目

99.12.24(五)- 本校至善樓國
2010 數位學習創新應用國際學術研討會
99.12.25(六) 際會議廳

主講人

備註

◎ 系所其他活動
1.本院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含數學教育碩士班）
（1）於 99 年 12 月 4 日(六)上午 9：30~13：00，辦理「系友會成立大會暨系友回娘家」與「親師交
流」活動。
2.本院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含博士班、碩士班）
（1）於 99 年 12 月 4 日（星期六）下午 1 時 30 分至 4 時 10 分舉辦校慶「科學變變變趣味科學體驗
親子研習活動」。
（2）於 99 年 12 月 4 日（星期六）與理學院、學務處、學治會、自研社共同舉辦校慶「二手物資愛
心義賣活動」
，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參與。
3.本院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1）將於 99.11.20 日舉辦碩士班推薦甄選第二階段考試。
4.本院資訊科學系（含碩士班）
（1）於 99 年 12 月 13 日(一)至 100 年 1 月 14 日(五)止辦理 99 學年度資訊科基本能力分級鑑定報
名公告。
（2）於 99 年即日起至 99 年 12 月 7 日(二) 止辦理「2010 國際資訊及科技研討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 Technology】公開論文徵稿。
5.本院數位科技設計學系（含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1）99 年 11 月 2 日（星期二）下午 2：00～6：00 進行教育部 99 學年度數位學伴線上課業輔導服
務計畫訪視會議。
（2）99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二）中午 12：30～下午 7：30 進行 99 學年度數位學伴線上課業輔導服
務計畫—國北教大與尖山國中相見歡活動。
6.本院教育傳播與科技研究所（碩士班）
（1）於 99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二)上午辦理本所碩一校外參訪花博。
（2）於 99 年 11 月 24 日(星期三)下午辦理本所碩二校外參訪花博。
（3）於 99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一)晚上辦理本所在職專班碩一校外參訪花博。

◎ 學生活動
1.本院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1）99.11.15 晚間 7:00 進行體育表演會第三次預演走位。
（2）99.11.20 及 21 日將在淡水舉辦體育系迎新活動。
2.本院資訊科學系（含碩士班）
（1）訂於 99 年 12 月 21 日(二)辦理 99 年度專題成果展。

◎ 榮譽榜
1.本院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含數學教育碩士班）
（1）本系 99 級陳怡靜、吳怡萱、許瀞尹、何宣瑾、陳祐禎推甄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資訊教育研究
所」。
2.本院數位科技設計學系（含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1）本系巴白山教授指導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在職研二生—黃協山同學參加財團法人蘭陽文教基
金會 2010 創意童玩發明競賽，榮獲優等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