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16 次行政會議理學院工作報告
104.4.21

◎ 院務
1.召開 103 學年度院級相關會議：
（1）104.04.28 召開第 1 次院課委會。
（2）104.04.28 召開第 1 次院教師座談會。
（3）104.05.05 召開第 6 次院教評會。
2.重要工作項目：
（1）配合本校推動與臺大協商委員會議決議，本院暨系所主管至臺大進行院與院對話交流如下：
a.104.04.10（五）赴臺大電資學院、理學院對話交流。
b.104.04.17（五）赴臺大生命科學院對話交流。
（2）配合教務處課務組通知，辦理 103 學年度教學優良獎推薦作業。
（3）配合教務處註冊組通知，本院協助彙整各學系 105 學年度研究所招生宣傳補助申請。
（4）配合教務處課務組研訂 104 學年度行事曆草案，本院協助彙整各學系 104 學年度預定重要全校
性行事。
（5）配合師培中心通知，辦理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育學程開課案。
（6）配合通識中心通知，辦理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通識課程開課案。
（7）配合教學發展中心通知，籌畫 103 學年度教師教學專業成長活動，本院共規劃 7 場，尚餘下述
3 場（如下）
，敬邀教師踴躍參與。
預定時間
預定地點
講座主題
講座教師
承辦單位
104/4/21(二)
15：20～18：20

篤行樓
Y701

104/4/21(二)
15：30～17：30

體育館 205
視廳教室

104/04/28(二)
15：30～17：30

科學館
B101

【暫定】創意教學 DIY
創意體育教學
理學院教師教學專業成長座談會--獲
選「本校教學優良獎」教師之經驗分享

文教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林懿偉先生
吳忠霖老師(新北市武
林國小教師及新北市健
體領域輔導團教師)
巴白山教授

數位系
體育系
本活動與本
院教師座談
會合併辦理

3.本校校園樹木保護小組重要工作：
（1）104.4.16 本校同仁轉知，圖書館右邊大王椰子樹枯死，以及大禮堂外之杜鵑花叢長出樟樹相
關事宜，經本小組與總務處環安組組長一同會勘後，再與總務處討論的結果為下述:
a.大王椰子樹：短期內並無倒塌之疑慮，總務處會密切注意。
b.杜鵑花叢之樟樹：經總務處與廠商協調，決定以鋸除樟樹根部生長點，不挖除杜鵑。
（2）104.4.20 和平東路 2 段 134 號之 14 至 25 間白千層樹木腐朽乙案，經總務處事務組會同校樹
小組召集人盧秀琴老師及廠商會勘後，決定投藥及豎立支架處理。

◎ 學術活動（研討會/演講）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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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4/8(三)
15：30～17：30

科學館 101
階梯教室

羽繪人生－自然教育的另
一種可能

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
暨本系系友李政霖老師

備註

104/5/6(三)
15：30～17：30

科學館 101
階梯教室

Utilization of
iron-thiolate complexes
for catalytic H2 production

104/5/13(三)
15：30～17：30

科學館 101
階梯教室

科學學習動機

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江明錫博士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
究所段曉林教授

2.本院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日期

地點

題目

主講人

104/4/6(一)
18：30～21：30

體育館運動
生物力學實
驗室

肌電圖在運動科學上的運
用

張博涵老師
(慈濟技術學院講師)

104/4/21(二)
15：30～17：30

體育館 205
視廳教室

創意體育教學

備註

吳忠霖老師
(新北市武林國小教師及新北
市健體領域輔導團教師)

3.本院資訊科學系（含碩士班）
日期
104/4/14(二)
13：30～15：30
104/4/21(二)
13：30～15：30

地點

題目

主講人

視聽館 F408

未來的新科技提供的創業
機會

劉勝墉
前瞻科技開發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執行長

視聽館 F408

參雜氧化鋅一維奈米結構
之合成技術、特性分析、以
及感測器應用

許正良教授
國立臺南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備註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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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4/21(二)
篤行樓 Y701
15：20～18：20

【暫定】創意教學 DIY

文教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林懿偉先生

104/4/28(二)
13：30～15：30

精準設計：一出手就把簡報
做對！

簡報藝術烘培坊工作室
彭毅弘設計師

創意館 E812

備註

◎ 系所其他活動
1.本院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含碩士班）
（1）本系鍾 靜教授於 103 學年度上學期 10/03、10/24、11/14、12/05、12/26、01/16 及 103 學
年度下學期 03/06、03/27、04/24、05/15，共計 10 次，假科學館 B207 教室辦理「數學課室形
性評量之實踐」工作坊辦理，共計 37 位小學教師報名參加。
（2）本系執行 104～105 年教學卓越計畫「子計畫 9：科技專業特色人才培育計畫 SCIENCE」（理學
院各系共同執行），本系計畫執行教師：張淑怡主任、鄭彥修老師，執行課程名稱：「數學遊
戲」課程，業已於 104 年 4 月 11～12 日（週六～日）8：30～18：00，邀請中華民國圖板遊戲
推廣協會冉獻璞秘書長、陳昭儒遊戲設計師，假篤行樓 Y801 分組教室，辦理「桌上遊戲設計
體驗工作坊」。
（3）本系 103 學年度數學科教學基本能力分級鑑定報名自 104 年 4 月 7 日起至 4 月 24 日止，舉辦
時間：預定於 104 年 5 月 5 日（星期二）下午 4 時 30 分至 6 時 30 分舉辦紙筆測驗；104 年 5

月 26 日（星期二）下午 4 時舉辦教學實作。
2.本院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含博士班、碩士班）
（1）訂於 104 年 4 月 13 日（一）至 4 月 17 日（五）止辦理「研究生論文計畫」第 1 次口試作業。
（2）本系 103 學年度「自然科學基本知能及教學基本能力分級鑑定」第一階段紙筆測驗報名作業自
104 年 4 月 13 日（一）至 5 月 8 日（五）止，訂於 104 年 5 月 19 日（二）舉辦第一階段紙筆
測驗。
（3）訂於 104 年 4 月 27 日（一）至 5 月 8 日（五）止辦理「研究生正式學位論文口試」申請作業。
3.本院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1）訂於 104 年 4 月 18 日舉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考試面試。

◎ 學生活動
1.本院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含碩士班）
（1）本系大四學生訂於 104 年 5 月 5 日（二）至 5 月 22 日（五）三週到仁愛國小駐校集中實習。
2.本院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含博士班、碩士班）
（1）本系大四學生訂於 104 年 4 月 20 日（一）至 5 月 8 日（五）三週到本校附設實驗國民小學駐
校集中實習。
（2）本系系學會訂於 104 年 5 月 11 日（一）至 5 月 15 日（五）舉辦下屆系學會會長投票選舉作業。
3.本院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1）訂於 4/19 前往大安國小進行為期三週之大四駐校實習。
4.本院資訊科學系（含碩士班）
（1）於 104 年 4 月 9 日（四）辦理「資科程式大賽」活動。
（2）於 104 年 4 月 14 日（二）辦理「資訊科學系第 11 屆系學會正副會長選舉」活動。
5.本院數位科技設計學系（含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1）104 年 5 月 1 日（五）至 5 月 4 日（一）於世貿 3 館參與「2015 新一代設計展」。
（2）104 年 5 月 19 日（二）舉辦數位系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末展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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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師生於 2015 年 2 月 6 日至 12 日赴日參加「第 50 屆網走鄂霍次克流冰祭」，並受邀於日
本北海道網走市立美術館作舉辦數位創意設計展，獲三立電視台「台灣亮起來」節目報導播出。
指導老師：楊孟哲教授、巴白山教授、盧姝如教授
參展學生：林聖芬、林宥庭、胡欣慈、陳品芳、葉宣妤、王晸慈、魏子貴、陳嘉樂、彭資閔、
陳怡如、林原君、劉巧伶。
2.本院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含博士班、碩士班）
（1）本系應屆畢業生 104 學年度研究所考試錄取名單如下：
姓名
錄取學校
國立交通大學應用化學系碩士班
張皓傑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碩士班
國立成功大學化學系碩士班

劉士綸
江 悅
駱世昌
盧弘智
溫智傑

林上書
劉文善
江亞蓁
林冠汝
林意紋
林雨墨
簡廷叡
馬新凱
江祖恩
黃彙倫
姜育儼
許宏彰

國立成功大學光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國立中山大學光電工程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光電所
長庚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碩士班
國立中央大學天文研究所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光電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國立交通大學光電工程研究所
國立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科學所
國立成功大學光電工程研究所
國立中央大學光電工程研究所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碩士班
國立交通大學應用化學分子科學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碩士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
國立中央大學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照明與顯示碩士班
國立中央大學太空科學研究所
國立政治大學應用物理研究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國立中央大學生命科學系碩士班分子醫學組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學系碩士班科學教育組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碩士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碩士班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化學工程學系碩士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碩士班大氣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碩士班生態與演化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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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立中原大學財經法律系碩士班乙組

3.本院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1）國家考試錄取榜單
體育學系 90 級張哲偉同學考取 103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體育行政類科。
（2）研究所錄取榜單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運動科學組
杜之譽 林蔚穎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碩士班(推薦甄試)
杜之譽 陳彥蓉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碩士班運動科學組
楊善文 郭元安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碩士班運動人文組
周湘茹 劉正和 張榮君
臺北市立大學 競技運動訓練研究所碩士班
簡慧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