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80 次行政會議理學院工作報告
101.3.20

◎ 院務
1.召開 100 學年度院級相關會議：
（1）101.3.05 召開第 4 次院務會議。
（2）101.3.07 召開本校第 2 次校園樹木保護小組會議。
（3）101.5.01 召開第 1 次院教師座談會議。
2.本院暨本校校園樹木保護小組即日起至 5/15 止辦理「第三屆花漾芝山，校園采風」校園植物景觀
攝影比賽，希望藉此活動讓全體教職員工生，發現校園生態景觀之美，宣導綠化環境與生態保育
觀念。活動辦法業已公告於本院網頁，敬請踴躍參與報名。

◎ 學術活動（研討會/演講）
1.本院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含數學教育碩士班）
日期

地點

題目

主講人

101.03.07(三)
18：30

B101

認知與數位教學分享—注意力
引導

陳明璋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

備註
100 學年度
教師教學分
享座談活動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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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2.29(三) 科學館 101
新北市建安國民小學陳振威
資訊科技在教學上的應用
15:30~17:30
階梯教室
主任
Science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s in
Prof. Masakata Ogawa,
101.03.01(四) 科學館 407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University of
16:00~17:30
室
Science: A Case of
Science
Science University
101.03.28(三) 科學館 101
以大自然為師新竹教育大學應用科學系
15:30~17:30
階梯教室
科普繪本與生態保育
曾憲政教授兼校長
101.04.11(三) 科學館 101
高雄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
研究成果分享
15:30~17:30
階梯教室
所洪振方教授
101.04.25(三) 科學館 101
工業技術研究院材料與化工
奈米相關主題
15:30~17:30
階梯教室
研究所江偉宏研究員
盧玉玲教授、全中平教授、
科學館
國小自然領域教學策略
陳義勳教授（市北教大）、
101.5.26(六)
101、109 室 專業發展研討會
林靜雯教授（市北教大）、
蘇洪仁教授（新竹教大）
101.5

東北角海
岸

東北角海岸奇景生態地
質環境解說暨專兼任教
師教學經驗分享座談會

蕭世輝助理教授
（現職海洋大學博士後研
究員、自然系兼任教師）

備註

100 學年度
教師教學
分享座談
活動
100 學年度
教師教學
分享座談
活動

3.本院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日期

地點

題目

體育館三樓
101.3.31(六) 運動生物力 生物力學資料處理
學實驗室
大型運動場館營運管理
體育館 205
暫定五月初
實務探討暨教學經驗分
視廳教室
享座談

主講人

備註

陳柏潔(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
育研究所博士生)
臧國帆老師
(帆庭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總經
理、本校體育學系兼任教師)

100 學年度
教師教學分
享座談活動

4.本院資訊科學系（含碩士班）
日期

地點

101.5.8(二)
15:30~17:30

科學館
B101 室

101.3.6(二)
15:35~17:20

101.3.13(二)

15:35~17:20
101.3.20(二)

15:35~17:20
101.4.3(二)

15:35~17:20
101.4.24(二)

15:35~17:20

主講人

備註

教學方法與策略分享

黃聰亮教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資
訊科學系

100 學年度教師
教學分享座談活
動

視聽館
F401A 室

能源應用技術及相關資訊探
討

周至如(國立台北科技
大學電機工程系教授)

視聽館
F401A 室

Cloud computing and cloud
computing opportunities

江滄明博士(工研院 雲
端運算行動應用科技中
心 系統軟體組副主任)

再生能源與智慧電網技術

陳昭榮(國立台北科技
大學電機工程系教授)

未定

郭正亮(耶魯大學博士)

未定

張曼隆博士(律師事務
所負責人)

視聽館
F401A 室
視聽館
F401A 室
視聽館
F401A 室

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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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4

至善樓國
際會議廳

101/3/1(四)
13:30~15:30

至善樓
G102 室

101/3/15(四)
13:30~15:30

至善樓國
際會議廳

101/3/22(四)
13:30~15:30

至善樓
G102 室

題目

主講人

備註

100 學年度
遊戲企劃教學與經驗分享工 陳逸軒(中華網龍營運
教師教學分
作坊
企劃)
享座談活動
傅鏡暉(英諾偉數位科
遊戲產業的新展望
技總經理)
黃維韶(壹傳媒動畫有
壹動畫的效率哲學
限公司多媒體動畫製作
總監)
陳逸軒(中華網龍遊戲
遊戲業職場面面觀
公司營運企劃)

101/3/29(四)
13:30~15:30

至善樓
G102 室

101/4/12(四)
13:30~15:30
101/4/19(四)
13:30~15:30

至善樓
G102 室
至善樓國
際會議廳

陳錫明教授(中華民國
民生電子學會理事長,
IEEE
Fellow,
IET
模糊集合理論與模糊推理
Fellow, IFSA Fellow,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副校
長)
廖堉博（抓漏達人工程
享受未來雲端生活
公司網路企劃行銷）
製作擬真數位演員:從臉部模 王銓彰（現任壹傳媒動
型掃描談起
畫多媒體實驗室總監）

6.本院教育傳播與科技研究所（碩士班）
日期

地點

未定

視聽館
F204

題目
智慧型數位教學分享講座

主講人

備註

吳權威先生（網奕資訊
總經理）

100 學年度
教師教學分
享座談活動

◎ 系所其他活動
1.本院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含博士班、碩士班）
（1）於 101 年 3 月 13 日（二）進行 100 學年度自然系師資培育生甄選口試。
（2）於 101 年 3 月 26 日（一）召開本學期各班班級幹部暨導師座談會進行各班意見交流。
（3）於 101 年 4 月 28 日（六）舉辦自然系「系友會成立大會」。
2.本院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1）將於 3 月 23、24 日舉辦 101 學年度體育運動績優生單獨招生考試。

◎ 學生活動
1.本院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含博士班、碩士班）
（1）系學會於 101 年 3 月 6 日（二）舉辦自然系系聚餐餐會。
（2）系學會於 101 年 3 月 23 日（五）舉辦自然系星光大道預賽。
（3）系學會於 101 年 4 月份舉辦自然盃球賽。
2.本院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1）將於 3 月 27 日晚間 6:00 舉辦碩士大班會。
（2）將 3 月 21 日(星期三)舉辦體育系星光大道初、複賽。
（3）暫定於 5 月 25 日舉辦體育學系送舊晚會。
3.本院數位科技設計學系（含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1）系學會於 101 年 3 月 26 日至 3 月 30 日舉辦數位週。
（2）系學會於 101 年 3 月 27 日（二）舉辦數位系星光大道初賽。
（3）系學會於 101 年 4 月 10 日（二）舉辦數位系星光大道複賽。

◎ 榮譽榜
1.本院數位科技設計學系（含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1）101 年 2 月份由數位系楊孟哲老師、藝設系郭博州主任、劉得劭老師、李達皓老師指導帶隊，
藝設所的吳郁佳同學、賴韋伶同學、楊舒媛同學、陳琬渝同學以及數位系陳韻宇同學，共同設
計、雕塑「美的台灣」雪雕創作，榮獲日本鄂霍次克第 47 屆冰雕藝術節「特別賞」。2012 年
鄂霍次克冰雕藝術節為 47 屆以來第一次邀請外籍人士與會，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得此殊遇。
（2）巴白山教授指導玩遊碩士班學生廖婉詞參加日商 TANITA 株式會社西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辦
之「夢想之間、創意之巔」面板設計大賽，榮獲設計賞(第二名)。
（3）本系大學部及玩遊碩士班學生參加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舉辦之「第二屆全國遊戲暨遊戲機創意設
計比賽」，榮獲佳績如下：
【遊戲機組第一名】
指導老師：范丙林老師
作品名稱：誰是牛排王
參賽學生：周湘寧、鄭依琳、呂晨嫚
【遊戲機組第三名】
指導老師：范丙林老師
作品名稱：I RUN MAN
參賽學生：巫宗翰、蕭文祥、徐琬伶、高錫研、朱韻儒
【遊戲機組佳作】
指導老師：巴白山老師
作品名稱：休閒遊戲
參賽學生：吳佳璋、楊貫禹、林世偉、趙詠捷、黎俞均
【遊戲機組佳作】
指導老師：范丙林老師
作品名稱：包租婆的大聲公
參賽學生：巫宗翰、朱韻儒、徐琬伶
【遊戲機組最佳創意獎】
指導老師：蕭瑛東老師
作品名稱：生存奇航 Survival Flyer
參賽學生：韓秉軒、簡鈺軒、劉又鳴、陳文敬、蔡華棣
【遊戲組佳作】
指導老師：范丙林老師
作品名稱：Acid Brick Pusher
參賽學生：王漢偉、林育昇
【遊戲組最佳創意獎】
指導老師：范丙林老師
作品名稱：鋼鐵擂台
參賽學生：蕭文祥、高錫研、唐偉豪、邱奕撰
【遊戲組最佳創意獎】
指導老師：蕭瑛東老師
作品名稱：生存奇航 Survival Flyer
參賽學生：韓秉軒、簡鈺軒、劉又鳴、陳文敬、蔡華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