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93 次行政會議理學院工作報告
102.4.17

◎ 院務
1.召開 101 學年度院級相關會議：
（1）102.04.15 召開第 4 次院務會議。
（2）102.04.22 召開第 6 次院教評會。
（3）102.04.25 召開第 4 次院長選任委員會。
（4）102.04.29 召開第 2 次院課委會。
（5）102.04.30 召開第 1 次院教師座談會（暫定）。
2.辦理「院長選任作業」：本院第 5 屆院長選任，經 3/21、4/2 本院第 2、3 次院長選任委員會確認
本次院長候選人為「自然系賴慶三教授」，續於 4/16（二）7,8 節假科學館 B101 辦理「院長候
選人治院理念說明會」，並訂於 4/23～24（二～三）2 天舉辦「投票作業」。
3.「創意教學精進學程」招收學員中：配合本校北二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申請「大學校院協助高
中優質精進計畫」，本院繼辦理「資訊專業知識精進學程」後，本學期續辦理「創意教學精進學
程」，本學程包括「創意教學理論與實作」、「資訊科技融入數學教學」等課程，目前開放北二區
高中在職教師報名，並規劃 4 月中旬至 6 月於本校或雙溪高中開課。
4.彙整「系所之亮點發展」
：配合教育部 103 年度因公派員赴大陸地區（含香港、澳門）計畫，以及
因應未來各系所擬申請計畫經費補助、出國補助或派員出國計畫審查等，請系所擬具 2～3 項條
列式「系所亮點發展」（範圍宜廣泛規劃），並逐步朝系所發展方向修正，期使「系所亮點發展」
與「系所執行計畫」相呼應。
5.辦理「行政幹事」徵聘事宜：本院徵聘期限至 4/17 止，目前已收件超過 35 位以上，擬於 4 月底
或 5 月初辦理遴選作業。
6.本校校園樹木保護小組本月重要工作：
（1）攝影比賽：擬續辦裡「第四屆花漾芝山校園采風--校園植物景觀攝影比賽」，活動辦法業已公
告於本院網頁並以公告信 mail 轉知全體教職員工生。徵件時間自公告日起至 102 年 5 月 17
日止，敬請協助宣傳並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2）編制校園植物圖鑑：與自然系合作彙編本校校園植物圖鑑，藉由認識校園植物，增加對植
物保育的觀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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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4.20(六)
13:30-15:30

未定

題目
桌遊世界中的數學歷險

主講人
劉力君（中華民國圖板遊戲
推廣協會主任講師）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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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李崇智博士（臺灣動能系統
102.04.10(三) 科學館 101 下一波的產業革命：潔淨科技與
公司（TEPSC）研發副總經
15:30-17:30 階梯教室 能源-電動車發展的趨勢
理）
102.04.17(三) 科學館 101 由人力銀行資料庫分析大學畢業 孫榮志先生（1111 人力銀
15:30-17:30 階梯教室 新鮮人所具備的創業與就業力
行校園事業部經理）
102.05.01(三) 科學館 101
邱韻如助理教授（長庚大學
科學教育相關講題
15:30-17:30 階梯教室
通識教育中心）
楊繼正博士（國立臺北教育
102.05.15(三) 科學館 101 美國大學理工教育現況與就業趨
大學自然科學教育學系退
15:30-17:30 階梯教室 勢
休教師）
3.本院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日期

地點

4 月 11 日
13:30~16:00

至善樓國
際會議廳

題目

備
註

主講人

超越 21 世紀的創新與有效教學

亞洲運動科學委員會國際
顧問
大洋洲體健休協會副會長
新竹教育大學及文化大學
講座教授
4 月 20 日
體育館 205 國小教師甄試模擬試教系列活動： 邱承宗 校長 (光復國小)
9:00~16:00 視廳教室及 1、教師甄試口試準備方向及應答 吳昌期 校長 (江翠國小)
體操教室、3
要領
黃家耀老師(國立臺北教育
樓綜合球場 2、一、體操遊戲的模仿動作(動物 大學體育學系兼任教師)
模仿)
二、整隊行進
三、自製教具於課堂中之使用

4.本院資訊科學系（含碩士班）
日期

地點

題目

主講人

102.4.22(一)

F408

物聯網的應用與未來挑戰

102.5.6(一)

F408

102.5.20(一)

F408

備註

張志勇教授(淡江大學資訊
工程學系/教授)
OpenFlow for Software 周智良(思銳科技研發處/
Defined Networking
協理)
陳慶瀚教授(國立中央大學
嵌入式系統設計方法論
資訊工程學系/副教授兼研
發處技轉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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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3.27(三)
10:00-12:00
102.4.9(二)
15:30-17:30

篤行樓
Y405
藝術館
M405

題目

主講人

莊達孝先生(羅特列克公司
創意總監)
樓曜甄小姐(年代新聞台專
It takes more than good looks.
任主播)
廣告創意分享

備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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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年 4 月 29 日（一）至 5 月 10 日（五）止辦理「研究生正式學位論文口試」申請作
業。
（2）謹訂於 102 年 5 月 15 日（三）舉辦自然系「系週會」。
（3）謹訂於 102 年 5 月 21 日（二）舉辦「自然科學基本知能及教學基本能力分級鑑定」第一階段
紙筆測驗。
2.本院資訊科學系(含碩士班)
（1）謹訂於 102 年 4 月 1 日（一）至 5 月 30 日（四）止辦理「研究生論文計畫口試」申請作業。
（2）本系 102 年 4 月 13 日(六)辦理大學部 102 學年度個人申請入學考試甄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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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年 4 月 18 日（四）至 5 月 10 日（五）舉辦自然盃活動。
2.本院資訊科學系（含碩士班）
（1）本系系學會預訂於 102 年 4 月份辦理-「拉資維加斯保齡球大賽」
、
「電腦競技」及「程式大賽」。
3.本院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1）102 年 5 月 17 日（五）至 5 月 20 日（一）於世貿 3 館參與「2013 新一代設計展」。
（2）102 年 5 月 28 日（二）舉辦數位系期末展演。

◎ 榮譽榜
1.本院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含博士班、碩士班）
（1）本年度大四應屆畢業生研究所考試錄取名單如下：
姓名
錄取學校
邱文凱(102 級)
國立政治大學 應用物理研究所
徐令翱(102 級)
國立臺灣大學 化學系碩士班
賴俊憲(102 級)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碩士班
黃冠為(102 級)
國立陽明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碩士班
董正傑(102 級)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光電科技研究所
王璽翔(102 級)
國立成功大學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碩士班
陳 葳(102 級)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科學研究所
陳怡安(102 級)
國立成功大學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碩士班
楊雅而(102 級)
國立臺灣大學 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崔暎玗(102 級)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光電科技研究所
湯雅惠(102 級)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碩士班
陳致君(102 級)
國立臺灣大學 化學系碩士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