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35 次行政會議理學院工作報告
105.11.17

院務
1.召開 105 學年度院級相關會議：
（1）105.11.14 召開第 2 次院系所主管會議。
（2）105.11.23 召開第 1 次院系所幹部座談會。
（3）105.11.24 召開第 2 次院教評會。
（4）105.11.28 召開第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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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0.04(二)

地點

105.10.28(五)

本校篤行樓
Y306 教室
本校體育館
205 視聽教室
本校科學館
B306 教室
本校科學館
B306 教室
本校科學館
B401 教室
本校科學館
B306 教室
本校體育館
舞蹈教室
本校篤行樓

105.11.03(四)

本校篤行樓

105.11.18(五)

台北市松山區

105.10.04(二)
105.10.05(三)
105.10.11(二)
105.10.22(六)
105.10.25(二)
105.10.25(二)

活動名稱

辦理系所

系友言講會

數位系

運動產業人才財務能力培養

體育系

校園環境教育知能培訓工作坊

自然系

業界講座空氣汙染認識與環境管理釐清

自然系

解決問題題能力培養木工動手做工作坊課程

自然系

海洋環境教育知能培訓工作坊

自然系

如何成為一位專業體能訓練師-TRX 訓練師

體育系

智齡經驗設計
講師:大同大學工業設計系/助理教授 楊朝陽
英國愛丁堡藝術節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講師：中華大學/博士 林冠文
【產學互動-企業參訪】
恆逸教育訓練中心參訪

數位系
數位系
資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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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級專任教師聘任與升等門檻條件」，併入「院級專任教師聘任及
升等審查準則」中。
（6）配合師培中心通知，辦理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育學程開課案。
（7）辦理本院系所 106 年度「資本門分配」相關事宜。
（8）配合 106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研提，彙整本院「菁英特色人才培育計畫」計畫內容與經費預算表。
（9）辦理科學館辦公環境與公共區域大掃除。

4.本校校園樹木保護小組重要工作：
（1）11 月 4 日搶救校樹得標廠商於校樹前進行救治現況說明會。
（2）依 105 年 10 月 27 日校園樹木保護小組會議決議，將科學館前生態池，利用磚頭或是其他能明
顯清楚標示出教材範圍，以利總務處進行清理，目前本小組蕭世輝召集人已與環安組著手開始
進行整理中。
（3）搶救校樹目前進度：阿波羅廣場、楓香樹區、吉野櫻花區土壤完成薰蒸，經送林試所檢驗均已
無褐根病菌殘留，大葉合歡清創手術第二部份已在 11 月 10 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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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1.2(三)
科學館
將國小 數學概念融入 圖
6:30-8:30pm
B206 教室
版遊戲之教學引導
105.11.15(二)
科學館
從優人 教學系統看體 制
6:30-8:30pm
B101 教室
外的教育
105.11.2(三)
至善樓
統計與 資料分析在股 票
1:30-3:30 pm 國際會議廳 市場的應用

主講人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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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院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含博士班、碩士班）
日期
105.11.23(三)
15:30-17:30
105.12.7(三)
15:30-17:30
105.12.14(三)
15:30-17:30

地點
科學館 101
階梯教室
科學館 101
階梯教室
科學館 101
階梯教室

題目
超疏水材料的合成及應用

主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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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手玩科學~如何讓真實+虛擬 新竹教育大學數理教育研究所
實驗操作發揮最大效能
王姿陵副教授
Shape-controlled nanopores using a 彰化師範大學物理系
low intensity electron beam and its 吳憲昌教授
applications

3.本院資訊科學系（含碩士班）
日期
地點
題目
105.11.15(二)
視聽館
2016 年的資訊人該想甚麼
13:30-15:30
F408
105.12.13(二)
視聽館
社區 O2O 事業分析
13:30-15:30
F408

主講人
文化大學資訊工程系
蔡昌隆教授
信義房屋
蔡祈岩資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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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1.1(二)
篤行樓
紫微斗數和預測學
13:30-15:30
Y306 教室
105.11.3(四)
篤行樓
英國愛丁堡藝術節的過去
10:00-12:00
Y302 教室
現在與未來
105.11.16(三)
篤行樓
燃燒的鬥魂─臺灣影視產
09:05-11:05
Y302 教室
業發展方向指導
105.11.17(四)
篤行樓
影視產業的創製策略與管
13:30-15:30
Y502 教室
理思維

主講人
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沈澄宇主任
中華大學觀光與會展學系
林冠文助理教授
民視「燃燒的鬥魂」
莊淑妃製作人
民視異言堂
蕭慧芬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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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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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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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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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訂於 105 年 12 月 13 日（二）辦理甄選。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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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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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訂於 105 年 12 月 3 日（六）校慶園遊會當日舉辦「科學變變變之趣味科學研習活動」、「系
友回娘家」及「系友會會員大會」。
（7）訂於 105 年 12 月 6 日（二）辦理本系「108 學年度分發高雄市乙案公費生甄選」。
（8）訂於 105 年 12 月 7 日（三）舉辦本系專題演講暨全系師生交流座談會。
2.本院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1）於 105 年 11 月 3 日晚間 7:00-10:30 舉行 106 級體育表演會第二次預演走位。
（2）於 105 年 11 月 5 日辦理「106 學年度碩、博士班甄試入學招生考試」。
（3）於 105 年 11 月 12 日辦理「體育學系校友會理監事會議」。
（4）於 105 年 11 月 16、17 日辦理全校運動會。
（5）於 105 年 11 月 21 日晚間 7:00-10:30 舉行 106 級體育表演會第三次預演走位。
（6）於 105 年 11 月 30 日晚間 7:00-10:30 舉行 106 級體育表演會第四次預演走位。
3.本院資訊科學系（含碩士班）
（1）於 106 年 3 月 4 日（六）辦理 105 學年度「資訊科基本能力分級鑑定」考試，自 105 年 11 月
21 日至 106 年 1 月 19 日止辦理報名活動。
4.本院數位科技設計學系（含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1）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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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於 105 年 12 月 2 日（五）招待日本東京 Human Academy 綜合學園蒞校訪問。
（3）於 105 年 12 月 20 日（二）舉辦本系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末成果展。
（4）於 105 年 12 月 28 日（三）舉辦本系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大三畢業專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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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系學會訂於 105 年 12 月 1 日（四）舉辦自然系達人秀大賽。
（3）本系系學會訂於 105 年 12 月 23 日（五）舉辦聯合耶誕晚會。
2.本院資訊科學系（含碩士班）
（1）本系系學會訂於 105 年 11 月 15 日(二)舉辦優良學長姊返校座談會。
（2）本系系學會訂於 105 年 11 月 21 日(一)起舉辦資科杯運動大賽。
（3）本系系學會訂於 105 年 12 月 13 日(二)校慶擺攤。
（4）本系系學會訂於 105 年 12 月 13 日(二)2016 ROG X 實況主 校園同歡會(講座)。
（5）本系系學會訂於 105 年 12 月 20 日(二)聖誕節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