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69 次行政會議理學院工作報告
100.4.20

◎ 院務
1.召開 99 學年度院級相關會議：
（1）100.04.25 召開第 5 次院教評會
（2）100.04.25 召開第 2 次院內部討論會議（外籍生通識）
2.配合本校「教師評鑑辦法」之修訂，刻正研擬修訂本院「教師評鑑準則」
，目前草案送請系所徵集
系所教師具體意見，俾便列入修訂考量。
3.本院暨本校校園樹木保護小組謹訂於 4/18～5/20 辦理「第二屆花漾芝山，校園采風」校園植物景
觀攝影比賽，希望藉此活動讓全體教職員工生，發現校園生態景觀之美，宣導綠化環境與生態保
育觀念。活動辦法已公告於本院網頁，敬請踴躍參與報名。
4.配合教務處通識教育中心申辦教育部辦理補助公民素養陶塑計畫，規劃與彙整架構中「社會參與
式之學習」子計畫之研提。
5.配合教務處通識教育中心、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之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課計畫，協助彙整
本院各系所預開科目、師資等相關事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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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4.26（二）科學館 109 教室 數位教學的趨勢

100.05.10(二)
15:30-17:30

科教館 101 室

主講人

備註

創源國際有限公司產 教學策略
研討活動
品經理王承偉先生

妳/你 有用 With selfless
intentions, we will be
慈濟功德會
showered with blessing. 心
中無私 其福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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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100.04.23（六） 至善樓國際會 科學教育與科學在教育之應用
8:30-17:30
議廳
研討會
100.04.27（三）
構思另個科學傳播的起點科學館 101 室
15:30-17:30
從科學教育出發
100.05.11（三）
Physics and medicine
科學館 101 室
15:30-17:30
(物理與醫學)
100.05.25（三）
科學館 101 室 化學領域相關主題
15:30-17:30
100.05

土庫岳

中正大學通識教育中
心黃俊儒副教授
長庚大學醫學影像暨
放射科學系趙自強教
授
交通大學生物資訊及
系統生物研究所尤禎
祥助理教授

土庫岳生態環境解說暨專兼任 陳瑞玲老師（現職台 教學策略
教師教學經驗分享座談會
北縣深坑國民小學） 研討活動

3.本院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日期

地點

100.04.26（二）

和平國小
網球場

題目
網球截擊教學及訓練法

主講人
臺北市網球代表隊總教
練陳南

備註
教學策略
研討活動

4.本院資訊科學系（含碩士班）
日期

地點

題目

主講人

備註

100.05.10（二）

F401A

網路模擬分析軟體在網路
概論學科教學上之運用

陳永昇

教學策略
研討活動

100.05.31（二）

F401A

微處理機實驗教學策略
分享

許佳興

教學策略
研討活動

100.04.19(二)

B505

媒體資訊與法律問題探
討

張曼隆律師/張曼隆律師
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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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目

主講人

備註

100.04.07(四)
至善樓 G102 室
13:30-15:30

台灣遊戲產業的現況與
未來

前遊戲橘子研發處處長
傅鏡暉先生

100.04.14(四)
至善樓 G102 室
13:30-15:30

從個人創作到團隊創作
之路---多元異質團隊共
創機制實驗

工研院創意中心研究員
萬象先生

至善樓 G102 室

電腦軟體相關發明簡介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科長
林希彥先生

至善樓 G102 室

電腦軟體相關發明撰寫
實務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科長
林希彥先生

100.05.19(四)
至善樓 G102 室
13:30-15:30

遊戲程式的研發(一)

前遊戲橘子研發處處長
傅鏡暉先生

教學策略
研討活動

100.05.26(四)
至善樓 G102 室
13:30-15:30

遊戲程式的研發(一)

前遊戲橘子研發處處長
傅鏡暉先生

教學策略
研討活動

100.05.05(四)
13:30-15:30
100.05.12(四)
13:30-15:30

6.本院教育傳播與科技研究所（碩士班）
日期

地點

題目

主講人

100.04.18(一)
18:30-20:30

視聽館 F204

網路與法律問題

蔡明誠教授(台大法律學
院院長)

100.04.29(五)
13:30-15:30

視聽館 F204

數位學習白皮書與中小
學數位學習趨勢

賴阿福教授(台北市立教
育大學資訊科學系)

備註

100.05.9(一)
10:15-12:00

視聽館 F408

3D 動畫電影鏡位意義

史明輝教授(國立台北藝
術大學新媒體藝術學系)

100.05.30(一)
18:30-20:30

視聽館 F204

我的研究經驗

黃政傑教授(中州技術學
院校長)

100.05

視聽館 F204

變局中教師的教學策略

黃秀霜教授（臺南大學校 教學策略
研討活動
長）

◎ 系所其他活動
1.本院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含數學教育碩士班）
（1）於 4 月 9 日舉辦數資系個人申請入學口試。
2.本院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1）於 4 月 9 日舉辦體育學系個人申請入學口試。
（2）於 4 月 21 日與台中教育大學體育學系的師長針對國小教師市場緊縮，在課程規劃及促進系上
學生就業的因應作法，進行討論與交換意見。
（3）訂於 4 月 21 日辦理體育評鑑之工作協調會。
3.本院資訊科學系（含碩士班）
（1）訂於 100 年 5 月 6 日(五)上午 9:00 至下午 5:00 辦理 2011 系統實作營活動。
4.本院數位科技設計學系（含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1）100 年 5 月 15 日(星期日)本系與中華科技教育發展協會合辦「臺灣第七屆機器人青少年世界盃
公開賽暨第十五屆機器人青少年世界盃臺灣代表隊選拔賽。
5.本院教育傳播與科技研究所（碩士班）
（1）於 100 年 5 月 21 日（六）辦理多媒體創作與動畫學分學程校外參訪活動－北海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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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4 月 19 日舉行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學會正副會長改選。
2.本院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含博士班、碩士班）
（1）於 100 年 5 月 2 日（一）至 5 月 6 日（五）舉辦「自然週」一系列活動。
3.本院體育學系
（1）於 4 月 7 日至 4 月 22 日期間舉辦體育學系 99 學年度第二學期班際盃球類比賽(足球、排球、
籃球、樂樂棒球)

◎ 榮譽榜
1.本院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含博士班、碩士班）
（1）本系鄭宏文老師榮獲 2011 瑞士日內瓦國際發明展教具類金牌獎。
（2）本系系學會榮獲 100 年全國大專院校學生社團及全校性學生自治組織評鑑暨觀摩活動《大學校
院組-自治性、綜合性社團》績優獎。
（3）100 年度國小教師資格檢定考試本系通過率 100 %。
2.本院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本校空手道代表隊
參加 2011 年第十屆亞洲盃空手道代表隊選拔賽決選
姓名

系級

參加量級

名次

備註
入選 2011 年第

簡慧萱

體一

女子個人形

第一名

陳佳妤

體一

女子個人對打 68 公斤以上

第一名

嚴子堯

碩一

男子個人形

第二名

方勝彥

體一

男子個人對打 84 公斤以上

第二名

謝孟嫻

體二

女子個人對打 50 公斤以下

第二名

蔡國偉

體二

男子個人對打 84 公斤以下

第二名

十屆亞洲盃空
手道國家代表
隊
入選 2011 年第
十屆亞洲盃空
手道國家代表
隊

3.本院教育傳播與科技研究所（碩士班）
（1）本所 99 級呂家寧同學參加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愛用國產農漁畜產品金句徵求暨票選活動》
，其
作品「寶島好食材，安心擱實在」榮獲學生組第一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