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06 次行政會議理學院工作報告
103.5.19

◎ 院務
1.召開 102 學年度院級相關會議：
（1）103.5.13 召開第 3 次院課委會。
（2）103.5.13 召開第 5 次院教評會。
（3）103.5.14 召開第 6 次院務會議。
2.其他重要工作項目：
（1）配合秘書室通知，彙整各學系推動開源節流措施工作進度管制表。
（2）配合教務處註冊組通知，本院協助彙整各學系 104 學年度研究所招生宣傳補助申請。
（3）配合通識中心、師培中心通知，辦理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通識課程、教育學程開課規劃案。
（4）辦理本院教師升等與教師評鑑等相關業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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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5.07(三)
13：30-15:30

篤行樓
Y601
未來教室

103.05.16(五)
18：30-21:30

科學館 101
階梯教室

題目

主講人

備註

許文化 老師
「遊戲式數學之課程設計與探 臺北市石牌國小視聽中心
究社群」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專任教師（92 年 8 月退休）
系列專題演講：玩數學遊戲經 現任遠哲基金會數學發現
驗分享
之旅講座、國語日報科學教
室講座、希望科學教室講座
中原大學師培中心
數學繪本教學設計
袁媛 教授

2.本院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含博士班、碩士班）
日期

地點

103.05.21(三)
15：30-17:30

科學館 101
階梯教室

題目

主講人

備註

在科學教育中心中互動性展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曾聰邦
示的應用與挑戰
主任秘書

3.本院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日期

地點

題目

主講人

陳景星老師(亞洲運動科學委員
會國際顧問
E 世代創新教學策略之應
大洋洲體健休協會副會長
變
新竹教育大學及文化大學講座教
授)

103.5.7

活動中心
406 室

103.5.7

體育館 205
教室

運動行銷產業學習策略

103.5.7

緯來體育台

企業參訪：運動傳播媒體產
業參訪-緯來體育台

張憲明老師(展逸運動行銷執
行長)

備註

4.本院資訊科學系（含碩士班）
日期

地點

題目

主講人

103.05.06
(星期二)

視聽館
F408

實務案例分析

康和證劵法務部
丁永康經理

103.05.20
(星期二)

視聽館
F408

新產品開發與智財管理

陳慶瀚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
學系副教授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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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5.13(二)
10:00～12:00
103.5.13(二)
13:00～16:40
103.5.27(二)
13:00～16:10

創意館
E812
篤行樓
Y701
篤行樓
Y701

題目

主講人

網路世代自我行銷與數位履歷製作

資策會講師
何柏杰先生

個人工作室創業經驗分享

畢業系友

設計產業面面觀

北士設計
蔡長青營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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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 5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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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03 年 5 月 19 日（一）至 6 月 20 日（五）止辦理「研究生正式學位論文口試」。
（3）謹訂於 103 年 6 月 3 日（二）舉辦自然系「系週會暨教檢考試經驗分享座談會」。
（4）謹訂於 103 年 6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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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謹訂於 103 年 6 月 10 日（二）舉辦自然系「106 學年度新北市乙案公費生甄選」。
2.本院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1）謹訂於 103 年 5 月 18 日(日)於體育館 205 教室及 3 樓綜合球場辦理「103 年體育學系第三次模
擬教師甄試演練」。
（2）謹訂於 103 年 5 月 10 日（星期六）起至 5 月 11 日止（星期日），於體育館 3 樓綜合球場舉辦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102 學年度合球錦標賽」。
3.本院資訊科學系（含碩士班）
（1）謹訂於 103 年 5 月 1 日（四）至 5 月 30 日（五）止辦理「研究生學位論文口試」申請作業。
（2）謹訂於 103 年 6 月 4 日（三）舉辦 103 級碩士班新生報到及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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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 5 月 6 日（二）參訪宇峻奧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謹訂於 103 年 6 月 4 日（三）舉辦 103 級碩士班新生座談會。

◎ 學生活動
1.本院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含數學教育碩士班）
（1）本系系學會與資訊科學系系學會謹訂於 103 年 3 月 26 日~ 5 月 8 日合辦「第一屆國北電子競技
大賽」活動。
2.本院資訊科學系（含碩士班）
（1）本系系學會謹訂於 103 年 5 月 14 日舉辦「電子商務實務與資訊安全」講座。
（2）本系系學會謹訂於 103 年 5 月 21 日舉辦「拉資維加斯 part2」活動。
3.本院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含博士班、碩士班）
（1）系學會於 103 年 6 月 13 日（五）舉辦自然系送舊晚會。
（2）系學會於 103 年 6 月 14 日（六）舉辦自然系送舊茶會。

◎ 榮譽榜
1.本院優良事蹟
（1）恭賀數位系林仁智老師榮升「教授」。
2.本院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含數學教育碩士班）
（1）本系學生 103 學年度研究所考試錄取名單如下：
姓名
錄取學校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教育行政碩士
葉千微(96級)
在職專班
呂柏川(96 級)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碩士班

王賢偉(96 級)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碩士班

吳姍姍(103 級)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碩士班

黃耀慶(103 級)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系數學教育組

連啟雄(103 級)

國立臺北大學統計學系

陳欣吟(103 級)

國立臺北大學統計學系

連友菁(103 級)

臺北科技大學資訊工程
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科學所
國立交通大學生醫工程所備取（備取）
國立交通大學多媒體所備取（備取）
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所備取（備取）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所（備取）

陳儒維(103 級)

中興大學農藝系碩士班生物統計組

吳承翰(103 級)

國立中興大學 統計研究所
國立中原大學數學系統計所
臺北市立大學數學系教育碩士班應用統計組
淡江大學 數學系統計組

黃郁茹(103 級)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教育系創新與評鑑碩士班

黃亮文(103 級)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資訊科學系碩士班

3.本院數位科技設計學系（含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1）本系學生 103 學年度研究所考試錄取名單如下：
葉文邦
正取（甄試） 北科大 智慧財產權研究所
備取（甄試） 台科大 專利研究所
徐婕瑜
正取（考試） 雲科大 工業設計系碩士班
備取（考試） 高師大 工業設計學系碩士班
備取（考試） 大同 工業設計研究所碩士班(甲組)
備取（考試） 北教大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碩士班產品設計組
徐睿芃
正取（甄試） 北教大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碩士班產品設計組
備取（甄試） 台科大 工商業設計所 商業設計組
備取（甄試） 交大 應用藝術所 視覺傳達組
備取（甄試） 北科大 工業設計系創心設計所
周志祥
正取（甄選） 日本群馬大學 交換學生甄選
段雲豪
正取（甄試） 北教大 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李梓含
備取
台科大 資訊工程所
王偉明
正取（甄試） 北教大 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林欣宜
正取（甄試） 北教大 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金克杰
正取（甄試） 北教大 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正取（甄試） 北科大 互動媒體研究所
蘇亭霖
備取
台科大 資訊工程所
林庭安
備取（甄試） 北教大 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備取（甄試） 台藝大 多媒系新媒體藝術碩士班
正取（考試） 雲科大 數位媒體設計系
正取（考試） 台科大 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
正取（考試） 北科大 互動設計系碩士班
正取（考試） 成大 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乙組
林廷璋
備取
台科大 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
江欣芷
正取（甄試） 台科大 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
4.本院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含博士班、碩士班）
（1）本系盧秀琴教授和何慧瑩副教授參加國立成功大學舉辦「2014 奈米科技教學模組競賽」
，作品：
國小「色光與模擬彩蝶效應實驗」教學模組，榮獲生物組銀牌獎。
（2）本系何慧瑩副教授和盧秀琴教授參加國立成功大學舉辦「2014 奈米科技教學模組競賽」
，作品：
高中「光碟讀寫機制與其光子晶體現象」教學模組，榮獲物理組佳作獎。
（3）本系大學部學生參加「102 學年度體育表演競賽」榮獲特優。
（4）本系 99 學年度教學碩士班畢業生戴文雄考上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班科學教育組。
（5）本系應屆畢業生 103 學年度研究所考試錄取名單如下：
姓名
錄取學校
林采羭(103 級) 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系碩士班
陳允芃(103 級) 國立臺灣大學生醫電子與資訊學研究所碩士班丙組
張庭溥(103 級)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企業管理所丙組
鍾明錡(103 級)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碩士班天文組
胡詔閔(103 級)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學系碩士班科學教育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海洋環境科技研究所海洋環境組
翁沛恩(103 級)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學系碩士班科學教育組

張庭婷(103 級)
陳怡潔(103 級)
陳郁如(103 級)
黃建忠(103 級)
吳書綺(103 級)
高正朴(103 級)
劉耀群(103 級)
廖靖婷(103 級)
王映霖(103 級)
張云瑄(103 級)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學系碩士班科學教育組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學系碩士班科學教育組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學系碩士班科學教育組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學系碩士班科學教育組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學系碩士班應用科學組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學系碩士班應用科學組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學系碩士班應用科學組
國立臺南大學生態科學與技術系環境生態碩士班
國立成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碩士班丁組
國立成功大學太空與電漿科學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