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87 次行政會議理學院工作報告
101.10.16

◎ 院務
1.召開 101 學年度院級相關會議：
（1）101.10.18 召開 101 年度第二週期系所評鑑評鑑簡報試講會議。
（2）101.11.19 召開第 1 次院系所幹部座談會。
2.籌備 101 年度第二週期系所評鑑：本院系所配合辦理「101 年度第二週期系所評鑑」相關事宜，
現正積極準備中，各系所實地訪評日期分別為：體育系、數位系 10/29（一）
、10/30（二）
，數資
系、自然系、資科系 11/1（四）、11/2（五）。
3.增設「碩士在職專班」
：鑑於現行教學碩士班在職教師進修需求已趨飽和，且報考人數有下降趨勢，
本院「數資系、自然系、體育系」擬分別規劃增設碩士在職專班，以培育相關產業人員在職進修
機會，期能進一步促進相關產業之發展。相關開班計畫業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通過，並已依程
序提送本校校內相關會議，待通過後，依規定時程提報教育部審查。
4.課程大綱外審作業：為協助本院系所課程檢視與調整，本院補助 5 萬元（每系 1 萬元）支應系所
課程大綱外審費用（含郵資）
。送審科目優先規劃 101 學年度下學期預計開設之必修課程為原則，
且應配合於 11 月底前完成送審與核銷作業。
5.「百工圖」建置：因學校未能補助系所建置「百工圖」之經費，且本院年度經費亦不足支應，故
本院系所擬依現有之人力與資源，自製 1 個或數個約 2～3 分鐘影片或動畫，於 10/25 評鑑前建
置於各系所網頁中，並提供本院連結。將來若學校能編列全校整體預算，再考量提高製作品質與
精緻化。
6.院教評會設置要點研修：因應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教師資格審查注意事項第四項規
定：
「教評會之組成，因職務關係而擔任之當然委員人數不得過半，以符合民主參與之原則」，
「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已於 9/28 校教評會提案修訂，並續於 11/13 校務會議審議，
屆時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應配合學校母法進行修訂，並舉辦票選委員之補選，以
符合教育部規定。
7.院簡介改版製作：因應系所調整，本院擬更新改版本院之中英文褶頁簡介，作為本院系所推廣
或宣傳招生之用。
8.本校校園樹木保護小組本月重要工作：
（1）101.10.04 召開本校第 1 次校園樹木保護小組會議。
（2）101.09.21 會同總務處事務組勘查受保護樹木情況。
（3）本小組業已調查校園樹木種類，植物標示牌設置工作進行中。
（4）本學期預定舉辦專題演講活動，相關準備工作刻正辦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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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

題目

主講人

101.10.3(三)
科學館
18:00-20:00 B109 教室

談學習障礙的特質

中華民國學習障礙協會
郭馨美理事長

101.10.3(三)
科學館
20:00-22:00 B109 教室

陪伴學習障礙學生的經驗分享

中華民國學習障礙協會
郭馨美理事長

備註

2.本院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含博士班、碩士班）
日期

地點

101.11.07(三)
15:30-17:30
101.11.21(三)
15:30-17:30
101.11.28(三)
15:30-17:30

科學館 101
階梯教室
科學館 101
階梯教室
科學館 101
階梯教室

題目

主講人

從技術研發到市場開發 :
以新型血液癌症檢驗為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生命科學系王穎教授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教育學系王子華教授
磁量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楊謝樂董事長

題目

主講人

黑面琵鷺的保育
POE 教學相關專題演講

備註

3.本院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日期

地點

暫訂 101.10 體育館 205 體育系學生如何儲備國際交換
18:00~20:00 視廳教室
學生應具備之條件
暫訂 101.11 體育館 205
籃球與哲學
18:00~20:00 視廳教室
101.11 旬
6:30~8:30

體育館 205
視廳教室

肌力訓練與評估

101.11 下旬 體育館 301
談前十字韌帶傷害的預防與機
6:30~8:30 運動生物力
制
學實驗室

備註

闕月清(國立師範大學專任
教授)
石明宗(國立師範大學專任
教授)
鄭維軒老師(台安醫院體適
能教練)
王令儀老師(東華大學專任
教師)

4.本院資訊科學系（含碩士班）
日期

地點

101.10.9(二) 科學館 B505
12:30~15:30
教室

題目

主講人

資訊平台與指揮應變

黃正芳（行政院國土安全室
副主任）

101.10.23(二) 科學館 B505
從行政效率談教務行政電腦化
13:30~15:30
教室

備註

洪泰雄（國立臺灣大學簡任
秘書兼教務處註冊組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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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訂於 101 年 10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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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謹訂於 101 年 10 月 24 日（三）舉辦自然系全系師生交流座談會。
（3）謹訂於 101 年 10 月 22 日（一）至 11 月 2 日（五）舉辦「研究生論文計畫口試」。
（4）謹訂於 101 年 10 月 22 日（一）至 11 月 23 日（五）舉辦「自然科趣味科學活動設計甄選」。
（5）謹訂於 101 年 11 月 1 日（四）至 15 日（四）接受學生申請本系「李毓進教授獎助學金」。
（6）謹訂於 101 年 10 月 29 日（一）至 11 月 2 日（五）舉辦暑期服務志工梯隊及「國北小泰陽」
國際教育志工之成果發表。
2.本院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1）謹訂於 10 月 13、14 日（六、日）於體育館 3 樓籃排球場舉行第二十八屆校友盃排球比賽。

3.本院資訊科學系（含碩士班）
（1）謹訂於 101 年 12 月 11 日（二）辦理【2012 國際資訊及科技研討會】
，自即日起至 101 年 11 月
26 日(一)止，辦理徵稿活動。
4.本院數位科技設計學系（含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1）謹訂於 101 年 10 月 28 日～30 日（日～二）為本系 101 年度系所評鑑實地訪評。

◎ 學生活動
1.本院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含博士班、碩士班）
（1）系學會謹訂於 101 年 10 月 26 日（五）舉辦自然系萬聖趴。
（2）系學會謹訂於 101 年 10 月 29 日（一）至 11 月 2 日（五）舉辦「自然週」一系列科學活動。
（3）系學會謹訂於 101 年 11 月 23 日（五）舉辦自然系卡拉 OK 大賽。
2.本院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1）謹訂於 10 月 13、14 日假淡水農場舉辦體育學系迎新宿營活動。
（2）謹訂於 10 月 19 日晚上七點舉行 102 級體育表演會第一次預演走位。
（3）謹訂於 10 月 26 日舉行體育學系第二次大掃除。

◎ 榮譽榜
1.本院教師申請「101 年度獎勵教師教材與教學著作」，經本院院教評會票選推薦，獲推薦著作依申
請人姓氏筆畫排序如下。本推薦結果依程序續提請本校學術發展委員會審議。
（1）數學原來也可以是醬子--王富祥教授
（2）創造力好好玩（含課本、習作、教學指引）--趙貞怡副教授
（3）國小田徑教學基礎教材--蔡葉榮教授
（4）奈米科技--課程設計與概念理解教學手冊--盧秀琴教授
（5）國小科學教育之理論、實務與科學新知--賴慶三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