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04 次行政會議理學院工作報告
103.3.17

◎ 院務
1.召開 102 學年度院級相關會議：
（1）103.3.03 召開第 2 次系學會聯合活動籌備會議。
（2）103.3.05 召開第 3 次院系所主管會議。
（3）103.3.05 召開第 2 次院課委會。
（4）103.3.11 召開第 4 次院系所主管會議。
（5）103.3.11 召開第 3 次系學會聯合活動籌備會議。
（6）103.3.18 召開第 4 次系學會聯合活動籌備會議。
（7）103.3.20 召開第 5 次院系所主管會議。
2.辦理「教師教學專業成長活動」
：本院 102 學年度共規劃 7 場次，目前尚餘 1 場次籌畫中，敬請各
系所教師踴躍參加。
預定時間
預定地點
活動名稱
講座教師
備註
理學院教師教學專業成長
103.4.22(二)
至善樓
鍾 靜教授 本活動與本院教師
座談會--獲選「本校教學優
15：30
國際會議廳
陳友倫教授 座談會合併辦理
良獎」教師之經驗分享
3.其他重要工作項目：
（1）研修「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基金進用約聘教師理學院評鑑準則」。
（2）辦理申辦 104-105 年度「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之理學院「特色品牌」子計畫「科技傑出人
才培育暨產學合作計畫（SCIENCE）
」之架構規劃事宜。
（3）彙整各學系「高互動教室設置需求」與「其他空間爭取需求」。
（4）彙整院系所近期「與臺灣大學交流情形」規劃案。
（5）協調「本校推動與臺灣大學合作」之本院系所歸屬與院名調整之可行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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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3.12(三)
15：30-17:30
103.03.19(三)
15：30-17:30
103.03.26(三)
15：30-17:30
103.04.23(三)
15：30-17:30
103.04.30(三)
15：30-17:30

科學館 101
階梯教室
科學館 101
階梯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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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講人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黃耀輝教授
新世代的次毫米波望遠鏡
中央研究院天文及天文物理
與次毫米波的星空
研究所 蘇裕農博士
長庚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
長庚醫院質子治療計畫介紹
學系 李宗其助理教授
科學傳播動畫的研發：飛鼠部 國立清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落系列
傅麗玉教授
臺灣應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創業及職場經驗主題
張總經理
研究實驗室之安全衛生

備註

2.本院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日期
103.3.12

地點

題目

主講人

備註

體育館 205 體育學系職涯發展專題講座- 郭培喻小姐(96 級學姐，
視廳教室
如何成為餐飲業的一份子
新店摩斯漢堡店長)

3.本院資訊科學系（含碩士班）
日期

地點

題目
Learning Embedded System
Design with PSoC

103.03.11
(星期二)

視聽館
F408

103.03.25
(星期二)

視聽館
F408

未來學教你甚麼

103.04.01
(星期二)

視聽館
F408

談畢業之後

主講人

備註

Bell Labs,
Alcatel-Lucent USA,
Chen-Huan Chiang
資深工程師蔣震寰
行政院政務顧問
吳玲梅
國立臺灣大學領導學程
及國際企業系兼任副教
授許朱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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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2.18(二)
13：30-15:30

篤行樓
Y701

彈射飛行玩具設計經驗分享

103.03.11(二)
13：30-15:30

篤行樓
Y701

Sony and Disney Creative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103.03.18(二)
13：30-15:30

篤行樓
Y701

HTML5於跨平台學習策略之探
討

主講人

備註

蔡自健先生
(飛行玩具設計師)
Cathy Peng
(美國Monster Media-Senior Advisor of
Creative Technology創
意科技資深顧問)
梁文耀博士
(鴻海科技集團創新數位
系統開發人員)

本校學
習策略
講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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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訂於 103 年 3 月 11 日（二）召開本學期各班班級幹部暨導師座談會進行各班意見交流。
（2）謹訂於 103 年 4 月 7 日（一）至 4 月 18 日（五）止辦理「研究生論文計畫口試」申請作業。
（3）謹訂於 103 年 4 月 14 日（一）至 4 月 25 日（五）止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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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院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1）謹訂於 103 年 3 月 22 日於體育館辦理 103 學年度運動績優學生單獨招生。
3.本院資訊科學系（含碩士班）
（1）謹訂於 103 年 3 月 8 日（六）辦理 102 學年度「資訊科基本能力分級鑑定」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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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5 日（六）舉辦「互動設計工作坊─感應燈手作之約」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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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 3 月 13 日（四）舉辦自然系「星光大道」預賽。
（2）本系系學會謹訂於 103 年 4 月 7 日至 4 月 11 日舉辦下屆系學會會長投票選舉作業。
2.本院體育學系
（1）本系將於 103 年 3 月 17 日起於台北市萬福國小進行三週的駐校實習。
3.本院資訊科學系(含碩士班)
（1）本系系學會謹訂於 103 年 3 月 11 日（二）舉辦「資科大逃殺」活動。
（2）本系系學會謹訂於 103 年 3 月 20 日（四）舉辦「俄羅資之星」-資科系星光大道初賽。

◎ 榮譽榜
1.本院優良事蹟
（1）恭賀體育學系吳忠誼老師榮升「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