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95 次行政會議理學院工作報告
102.6.17

◎ 院務
1.召開 101 學年度院級相關會議：
（1）102.06.17 召開第 8 次院教評會。
（2）102.06.20 召開第 7 次院務會議。
2.辦理教師升等著作外審作業：本院本學期教師升等申請案，業經院教評會通過升等申請者之資
料審查，待升等著作外審意見回覆，則可進行院級第二階段審查作業。
3.辦理教師評鑑申請作業：本院本學期教師評鑑申請案（含教師評鑑、免評鑑、瑝次免評鑑等），
依規定經系所教評會初審後，提送本院院教師評鑑委員會審查，審查完成之評鑑結果送校教評
會備查後發文。
4.研修「本院教師評鑑準則」
：配合「本校教師評鑑辦法」之修正，本院擬同步修正「本院教師評鑑
準則」。參酌本院系所彙整所屬教師具體建議，並經本院教師評鑑委員會議（102.5.28）通過，
續提送 6/20 院務會議討論。
5.辦理「102 學年度院教評會票選委員遴選」
：參酌本校 102 學年度全校性會議委員（代表）選舉時
程，本院已於 6/5～6（星期三～四）辦理 102 學年度院教評會票選委員遴選作業。
6.「創意教學精進學程」開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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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期續辦理「創意教學精進學程」，本月規劃課程如下：
日期
課程主題
上課地點
舞蹈創意教學演示(上下律動的掌握、用圖形玩街舞、律動組合與簡
06/01(六)
體育館
易隊形)
06/15(六) 民俗運動創意教學演示
體育館
06/08(六) 數學數位教材作品活動設計實作與分享
1.圖版(桌上)遊戲實作案例分享
06/22(六)
數位系
2.圖版(桌上)遊戲設計實作
1.專題演講一：(實務經驗分享)
06/29(六)
數位系
2.專題演講二：(實務經驗分享)
7.本校校園樹木保護小組本月重要工作：
（1）102.06.13 召開本學期第 2 次校園樹木保護小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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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攝影比賽：辦理「第四屆花漾芝山校園采風--校園植物景觀攝影比賽」
，截至徵件截止日 5/17
止，共有 18 人次 52 件作品，並已於 6/13 完成評審，評選結果業已公告於本院網站。
本次活動獲得佳作（含）以上獎項之作品，業經原創者簽署「著作財產權授權書」，同意作品
供本校使用於任何出版品及公開展覽，若本校各單位有使用需求，可逕向本院索取原始圖檔。
本次參賽得獎資訊如下：
名次
作品主題
得獎者
第1名
山櫻錠禮
黃建忠同學（自三甲）
第2名

終身響起

陳孟葶同學（兒英二甲）

第3名
第3名
佳作

一枝獨秀
春之頌
花現

黃文良同學（語四甲）
郭懿萱同學（語創系碩士班）
黃莛儒同學（藝設二甲）

佳作

花木爭豔

楊淑媚老師（音樂系教授）

佳作

合歡映像

蔡家丞同學（自然系碩士班）

佳作

國北校樹

鄭助源同學（社系二甲）

佳作

藝術饗宴

黃詣絜同學（藝設二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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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6.04(二) 科學館 101
溝通微整形，吸引好人緣
15:30~17:30
教室
本校 101 學年度教師專業學習社
102.06.19（三） 至善樓國 群 社群名稱：行動載具之數學教
13:30~15:30 際會議廳 學與應用探討社-APPs 教學設計
主題：行動學習之經驗與分享

備註

本校 黃蕊君 實習心理師
本校 何淑梅實習心理師
台北市忠義國小教務主任
陳志強老師

2.本院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日期

地點

6 月 10 日

體育館 205
視廳教室
6 月 22、23 日 至善樓國際
會議廳、體
育館桌球教
室、韻律教
室、體操教
室及 3 樓綜
合球楊

題目

主講人

公私協力興建運動
場館之模式分析
102 年度體育課程
規劃與教學研習會

李國維助理教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助理
教授)
蔡秀華教授(台灣大學)
掌慶維老師(創意籃球教學實務)
許銘華老師(樂趣桌球教學實務)
張清泉老師(迷你網球教學實務 1、2)
楊昌雄老師(趣味舞蹈教學實務 1、2)
顏政通老師(創意排球教學實務)
張勝煇老師(樂趣體適能教學實務)
胡天玫老師(進階籃球教學實務)
王宗騰老師(動作教育教學實務)
蔡尚明老師(創意足球教學實務)
劉述懿老師(趣味跳繩教學實務)
周台英老師(進階足球教學實務)
黃家耀老師(趣味民俗雜技教學實務)

備
註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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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6.6(四)
下午 1:30-3:30

至善樓
G102 室
創意館
E812 室

美術、設計、網頁、APP UI
設計、遊戲企劃繪製

圓石美術工作室/沈昌興先生

App 使用者經驗設計

旅人一番使用者經驗主管及共同創
辦人/李易修先生

102.6.11(二)
下午 1:3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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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02 年 5 月 27 日（一）至 6 月 28 日（五）止辦理「研究生正式學位論文口試」。
（2）於 102 年 6 月 4 日（二）舉辦「自然科學基本知能及教學基本能力分級鑑定」第二階段教學實
作。
2.本院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1）訂於 6/26 下午 1:30~5:30 於體育館 2、3 樓舉辦 102 年國小教師甄試模擬試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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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3 日（一）舉辦自然系送舊晚會。
（2）系學會於 102 年 6 月 8 日（六）舉辦自然系送舊茶會。
（3）系學會於 102 年 6 月 19 日（三）15:40 舉辦自然系系員大會。
2.本院體育學系
（1）於 6/18 舉行 103 級體育表演會說明會。
（2）於 6/13 於晶華飯店舉行體育學系謝師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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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年 6 月 4 日(二)舉辦數位系送舊晚會。

◎ 榮譽榜
1.本院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含博士班、碩士班）
（1）自三甲胡詔閔榮獲「102 年全國大專運動會」一般男子組跆拳道 80 公斤級冠軍
（2）盧秀琴老師、何慧瑩老師榮獲「2013 奈米科技教學模組競賽」物理組金牌獎
（3）自研二陳建宇、蔡家丞榮獲「2013 奈米科技教學模組競賽」多媒體組銅牌獎
2.本院資訊科學系（含碩士班）
（1）黃聰耀老師指導學生許又展/鄭仲凱/王淳弘同學參加「2013 全國智慧型機器人大賽」榮獲[自
走車競速]大專組-佳作。
（2）黃聰耀老師指導學生鄭仲凱/王淳弘/許又展同學參加「2013 年全國智慧型機器人大賽」榮獲[機
器狗賽跑]大專院校 C 組-佳作。
（3）本系學生黃證嘉、林彥廷同學參加「101 學年度大專校院網路通訊軟體與創意應用競賽」榮獲
[網際應用與服務組]-值得注目獎
3.本院數位科技設計學系（含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1）本系玩遊碩士班學生榮獲 2012 電子書創作大賽平板類學生組優勝，及通過台北市數位內容原
創商品開發輔導計畫決賽徵選!!
指導老師：范丙林老師
參賽學生：鄭尹惠、劉巧伶、鄭芸茜
參賽作品：多模式互動電子書─神仙教母的回收魔法
（2）本校數位科技設計學系學生金克杰、趙姮安
在 2013 年新一代設計展以作品「 CELL,Brick」獲得台南創意新人獎入圍獎
指導老師：黃聰耀教授、蕭瑛東教授

（3）本系及資科系學生參加 Maker Faire: Taipei 之 OPEN SOURCE 創意競賽，以作品「紙箱人阿愣」
榮獲第三名及最佳創意獎!!
參賽學生：金克杰、張耀元
指導老師：巴白山教授
（4）本系玩遊碩士班學生參加 2013 年全國智慧型機器人大賽，榮獲佳作!!
參賽學生：陳哲正、曾世佳、陳禹妁、鄭寶琳
指導教授：巴白山教授、楊孟哲教授
（5）本系大學部及玩遊碩士班學生以「阿卡貝拉小型互動電子公仔」通過臺北數位內容產業整備接
軌輔導專案─原創商品化輔導決賽徵選!!
製作團隊：金孟璇、董俐嫺、蔡玉婕、巫家瑜、韓秉軒
指導老師：蕭瑛東教授、俞齊山教授
（6）本系玩遊碩士班一年級學生參加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舉辦之第三屆全國鈊象盃遊戲與遊戲機創意
設計比賽，榮獲行動平台遊戲組佳作!!
參賽學生：黃御恩、張廷宇、王昶中、康學昕
參賽主題：追足者
指導老師：巴白山教授
（7）本系玩遊碩士班一年級學生參加 TAA 校園創意提案─獨家代理美妝品牌-CYBER COLORS 品
牌推廣計劃，榮獲佳作!!
參賽學生：鄭寶琳、周芯瑋、鄭君瑜、陳禹妁
指導老師：巴白山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