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34 次行政會議理學院工作報告
105.10.17

◎ 院務
1.召開 105 學年度院級相關會議：
（1）105.10.17 召開第 10 次執行「104-105 年度教卓計畫—子計畫《10》科技專業特色人才培育
SCIENCE」會議。
2.執行 104-105 年度教卓計畫—子計畫《10》科技專業特色人才培育（SCIENCE）重要活動：
日期
105.9.2(五)~
105.9.19(一)
105.9.24(六)~
105.9.27(二)
105.10.4(二)

地點

活動名稱

辦理系所

芬蘭

數位系教師論文發表及參訪活動

數位系

臺中鐵砧山

運動傷害防護隊進行參訪與實習
（支援永信盃全國排球錦標賽）
系友言講會

體育系

本校篤行樓
Y306 教室

數位系

3.其他重要工作項目：
（1）辦理本院專任教師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升等申請案（含著作外審）」相關業務。
（2）辦理本院專任教師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評鑑申請案（含當次免評鑑）」相關業務。
（3）配合學務處通知，辦理「105 年度優良導師（含社群指導教師）第二階段候選人」推薦作業。
（4）配合教務處通知，彙整「106 學年度研究生招生宣傳活動（自然系、數位系）補助」之經費核
銷與成果報告撰寫相關事宜。
（5）配合人事室通知，研議將「院級專任教師升等門檻條件」，併入「院級專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
查準則」中。
4.本校校園樹木保護小組重要工作：
（1）9/21、9/28、10/1、10/7、10/8、10/15 協助環安組辦理環保手作課程活動。
（2）10/27 召開校園樹木保護小組 105 學年度第 1 次會議。
（3）協助搶救校樹得標廠商辦理進焚化爐焚化作業公文。
（4）搶救校樹(大葉合歡)目前進度：得標廠商目前進行分區(共分三部份)外科清創手術，第一部份
近日可完成，接著預計進行基座支撐，以避免樹木清創部份下沉；阿波羅廣場、網球場前樹區
土壤燻蒸(含送驗)預計在 10/24 完成。

◎ 學術活動（研討會/演講）
1.本院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含碩士班）
日期

地點

題目

主講人

105.10.18(二)
3:30-5:30pm
105.11.2(三)
6:30-8:30pm
105.11.15(二)
6:30-8:30pm
105.11.2(三)
1:30-3:30 pm

科學館
B101 教室
科學館
B206 教室
科學館
B101 教室
至善樓
國際會議廳

教學展 演時不得不面 對
的真相
將國小 數學概念融入 圖
版遊戲之教學引導
從優人 教學系統看體 制
外的教育
統計與 資料分析在股 票
市場的應用

國立台北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李俊儀 主任
中華民國遊戲教育協會
劉力君 主任講師
優人神鼓大學部
林育誼 主任
東吳大學數學系吳牧恩教授
(筆名牧清華幣圖誌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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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0.5(三)
15:30-17:30
105.10.19(三)
15:30-17:30

科學館 101
階梯教室
科學館 101
階梯教室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土木與防災
研究所張國楨副教授
自然系系友暨體重管理規劃師
許豐朋先生

105.11.23(三)
15:30-17:30

科學館 101
階梯教室

遙測影 像空間資訊截 取
與災防應用
透過健 康的飲食及生 活
方式減重增重提升健
康，遠離慢性病進而優雅
的老去～
超疏水 材料的合成及 應
用

地點

題目

主講人

105.10.14(五)
19:00-21:00

體育館 205
視廳教室

105.10.15(六)
-105.10.16(日)

體育館

105 學年度體育學系教師
檢定數學講座-臺灣精進
教師人才培育
105 年度體育課程規劃與
教學研習會

備註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綠能科
技研究所材料科技組黃任賢研
究員

3.本院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日期

備註

何惠茹老師

大專體總聘任之講師群

4.本院資訊科學系
日期

地點

105.10.25(二)
13:30-15:30
105.11.15(二)
13:30-15:30
105.12.13(二)
13:30-15:30

視聽館
F408
視聽館
F408
視聽館
F408

題目
工業無線感測網路模擬
器之逼真度
2016 年的資訊人該想甚
麼
社區 O2O 事業分析

主講人

備註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游允帥助理教授
文化大學資訊工程系
蔡昌隆教授
信義房屋
蔡祈岩資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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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0.26(三)
09:00-12:00
105.10.28(五)
10:00-12:00
105.11.16(三)
09:05-11:05
105.11.17(四)
13:30-15:30

篤行樓
Y302 教室
篤行樓
Y305 教室
篤行樓
Y302 教室
篤行樓
Y502 教室

題目

主講人

備註

走上影視創作這條路-新銳 鳥兒映像製作公司
導演邱伯昶的心路歷程
邱柏昶導演
大同大學工業設計系
智齡設計
楊朝陽助理教授
燃燒的鬥魂─臺灣影視產 民視「燃燒的鬥魂」
業發展方向指導
莊淑妃製作人
影視產業的創製策略與管 民視異言堂
理思維
蕭慧芬製作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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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 10 月 15 日（六）及 10 月 22 日（六）辦理兩梯次 105 學年度「高中生自然科學增能
研習營」。

（2）於 105 年 10 月 17 日（一）至 11 月 11 日（五）止辦理「自然科趣味科學活動設計甄選」。
（3）於 105 年 10 月 31 日（一）至 11 月 4 日（五）止辦理「研究生論文計畫」第 1 次口試作業。
（4）於 105 年 11 月 1 日（二）至 11 月 15 日（二）辦理「李毓進教授獎助學金」申請作業。
（5）於 105 年 11 月 14 日（一）至 11 月 18 日（五）止辦理本系「108 學年度分發高雄市乙案公費
生甄選」報名作業。
（6）於 105 年 11 月 19 日（六）下午辦理 105 學年度「應用科學與科學教育增能工作坊」。
（7）於 105 年 11 月 21 日（一）至 11 月 30 日（三）止辦理「學士班學生修讀碩士班課程甄選」申
請作業。
（8）於 105 年 11 月 28 日（一）至 12 月 2 日（五）止辦理「研究生正式學位論文口試」申請作業。
（9）於 105 年 11 月 28 日（一）至 12 月 2 日（五）止辦理「研究生論文計畫」第 2 次口試申請作
業。
2.本院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1）於 105 年 10 月 20 日舉辦體育系師資生座談會議。
3.本院數位科技設計學系（含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1）105 年 11 月 22 日（二）至 26 日（六）本系盧姝如教授帶領玩遊碩士生赴中國西安進行海外實
地學習課程。

◎ 學生活動
1.本院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含博士班、碩士班）
（1）本系「國北小泰陽」國際教育志工於 105 年 10 月 4 日（二）舉辦「熱血化愛前進泰北、發票
換愛捐助殘弱，愛心三合一捐血活動」。
（2）本系系學會於 105 年 10 月 27 日（四）舉辦自然系系烤活動。
（3）本系系學會於 105 年 11 月 28 日（一）至 12 月 3 日（六）舉辦自然週及國北小泰陽之成果發
表。
2.本院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1）105 年全國田徑錦標賽開幕式表演-疊羅漢節目。
（2）體育系於淡水農場舉辦 109 級迎新宿營。
3.本院資訊科學系系
（1）本系系學會於 105 年 10 月 11 日(二)至 10 月 14 日(五)舉辦聖誕巧克力傳情活動。
（2）本系系學會於 105 年 10 月 18 日(二)舉辦系員同樂會。
（3）本系系學會於 105 年 10 月 31 日(一)起舉辦資科盃運動大賽。
（4）本系系學會於 105 年 11 月 15 日(二)舉辦優良學長姊返校座談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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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三年級學生陳亮宇、黃亮凱影片作品「迪迪海」入圍臺灣大學電影獎，入圍項目：最佳剪
輯、最佳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