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15 次行政會議理學院工作報告
104.3.13

◎ 院務
1.召開 103 學年度院級相關會議：
（1）104.03.04 召開第 5 次院教評會。
（2）104.03.04 召開第 1 次執行「教卓—子計畫 9：科技專業特色人才培育 SCIENCE」會議。
（3）104.03.24 召開第 3 次院務會議。
（4）104.03.26 召開院行政幹事徵選委員會。
2.重要工作項目：
（1）配合總務處營繕組規劃施工時程，本院配合於 2/3 參與「科學館增設無障礙電梯工程」複驗，
並即啟動試乘。
（2）配合師培中心製作「103 學年師資培育宣傳影片製作」，本院協助彙整各師培學系推薦之現任
師培生或現職教師訪談個案。
（3）配合校友中心製作 120 週年校慶刊物「北師之光」，本院會同各學系推薦各學系退休教學優良
教師供作訪談對象。
（4）配合主計室、計網中心籌編 105 年度概算，本院配合填製「105 年度設備及應用電腦經費預算
表」。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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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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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3/17(二)
15：30～17：30

科學館
B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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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3/24(二)
15：30～17：30

視聽館
F406

創造職場價值擺脫 22K 魔咒

104/3/25(三)
18：30~20：30

科學館 101
階梯教室

數學教育理論與實際：答客問

104/4/8(三)
15：30～17：30

科學館 101
教室

台灣野鳥手繪圖鑑

104/4/21(二)
15：20～18：20
104/04/28(二)
15：30～17：30
暫訂
104 年 4 月

篤行樓
Y701
科學館
B101
體育館 205
視廳教室

【暫定】創意教學 D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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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教學社群之運作

范丙林教授
陳俊宏
桓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技術中心主任工程師)
臺中教育大學
甯平獻教授
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
會暨本系系友李政霖老
師
文教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林懿偉先生

理學院
資科系
數資系
自然系
數位系

巴白山教授

理學院

黃家耀老師
(本校體育系兼任教師)

體育系

3.本校校園樹木保護小組重要工作：
（1）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104.2.12 來函表示，經 1999 市民熱線(信件編號
UN201501290442)反映：本校公車站牌附近(和平東路 2 段 134 號之 14 至 25 間)人行道的白千
層樹木腐朽，有傾倒之虞，請貴校辦理改善；經樹保小組業務承辦人沈貽娟偕召集人盧教授秀
琴至現場會勘結果，樹木外皮組織並未壞死，請總務處事務組聯絡臺北市樹木保護小組派員前
來架設樹木支撐架，樹木即可穩固，不致倒塌，且可存活數年之久。
（2）為響應植樹節，推廣減碳環保觀念。本校總務處事務組訂於 3 月 12 日於體育館旁司令臺右側
花圃內種植龍柏乙株、圖書館連結操場跑道草皮間兩端分別種植烏心石乙株；經諮詢樹保小組
召集人盧教授秀琴意見，盧教授表示同意，惟烏心石需良好排水環境，請園藝業者務必做好相
關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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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104/02/10(二) 科學館 101 教 「~經驗傳承、絃歌不輟~細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三重稽徵所
10:00-12:00
室
談踏入公職的心路歷程」
黃慧玲稅務員
104/3/25(三) 科學館 101 教 數學教育理論與實際：答客
18：30-20：30
室
問
104/3/25(三)
18：30~20：30

科學館 101
階梯教室

數學教育理論與實際：答客
問

臺中教育大學甯平獻教授
臺中教育大學
甯平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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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3/11(三)
15：30～17：30

科學館 101
教室

不願面對的海洋真相—
談魚類的消失及復育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
心研究員兼執行長邵廣昭博士

104/3/18(三)
15：30～17：30

科學館 101
教室

THE STUDY OF USING HANDS-ON
ACTIVITIES INTO TEACHING
ACTIVITIES FOR NATURAL SCIENCE
AND LIFE TECHNOLOGY INCLUDED
GENERAL PHYSICS, MECHANICS, HEAT
th
AND LIGHT UNITS ON 5 GRADE OF
ELEMENTARY SCHOOL

臺北市立大學應用物理暨化學
系退休教授陳義勳教授

104/3/25(三)
15：30～17：30

科學館 101
教室

學生問題解決--案例分享

104/4/8(三)
15：30～17：30

科學館 101
教室

台灣野鳥手繪圖鑑

備註

本系系友暨退休國小教師
李秀鑾老師
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
暨本系系友李政霖老師

3.本院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日期

地點

暫訂
104 年 4 月

體育館 205
視廳教室

題目
體育教學社群之運作

主講人

備註

黃家耀老師
(本校體育系兼任教師)

4.本院資訊科學系（含碩士班）
日期
104/3/24(二)
15：30～17：30

地點

題目

主講人

視聽館 F406

創造職場價值擺脫 22K 魔
咒

陳俊宏
桓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技術中心主任工程師)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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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3/17(二)
篤行樓 Y705
13：30～15：30

題目
世界記憶大師~不傳之祕

主講人
心智圖教育學院院長
王聖凱先生

備註

104/3/24(二)
13：30～15：30

篤行樓 Y705

中國文化大學廣告系
專任助理教授

設計人生馬拉松

鄭司維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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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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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含博士班、碩士班）
（1）本系與「信望愛文教基金會」進行產學合作，參與「數位學習平台實驗計畫」，目前正在籌備
並與學生進行說明，預計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學後開始製作試題及教學影片。
（2）本系 103 學年度「師資培育生甄選」，報名自 104 年 2 月 26 日（四）起至 3 月 6 日（五）止，
甄選口試日期為 104 年 3 月 17 日（二）下午 15 時 40 分。
（3）於 104 年 3 月 19 日（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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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於 104 年 3 月 23 日（一）至 3 月 27 日（五）止辦理「研究生論文計畫口試」第 1 次申請作業。
3.本院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1）本系訂於 3 月 20、21 日舉辦「104 學年度運動績優學生單獨招生考試」。
4.本院資訊科學系（含碩士班）
（1）於 104 年 2 月 5 日（四）辦理「創造力科學營-《麵包板變形機器人》」活動，活動對象全國公
私立高中職三年級學生(預計招收 20 名)，活動報名日期至 104 年 1 月 16 日止。
（2）於 104 年 3 月 7 日（六）辦理 103 學年度「資訊科基本能力分級鑑定」考試，自 103 年 11 月
17 日至 104 年 1 月 15 日止辦理報名活動。
5.本院數位科技設計學系（含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1）於 104 年 2 月 6 日(五)至 2 月 12 日(四)赴日本北海道網走市參加 2015 流冰祭展演。
（2）於 104 年 2 月 13 日（五）至 2 月 14 日（六）舉辦數位系遊戲科技營。

◎ 學生活動
1.本院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含碩士班）
（1）於 2 月 9 日至 2 月 14 日假宜蘭縣宜蘭市中山國民小學辦理「迪數尼樂園數學益智成長營」梯隊。
2.本院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含博士班、碩士班）
（1）本系系學會於 104 年 3 月 19 日（四）舉辦自然系「星光大道」預賽。
3.本院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1）於 3 月 3 日下午 3:00 舉辦體育館全館大掃除。
（2）體一甲於 3 月 22 日前往擔任「萬金石國際馬拉松」志工。
（3）體育系同學於 3 月 27 日前往支援「全國春季聯賽運動會」。

4.本院資訊科學系（含碩士班）
（1）本系系學會訂於 2 月 3 日至 2 月 7 日假苗栗縣大湖鄉栗林國民小學辦理「海賊王 one piece 極
限冒險創意生活營」梯隊，歡迎各位老師蒞臨指導。
（2）本系系學會訂於 3 月 10 日辦理期初系員大會活動。
（3）本系系學會訂於 3 月 17 日舉辦「資科藝設 大逃殺」活動。
（4）本系系學會訂於 3 月 26 日舉辦星光大道比賽。
5.本院數位科技設計學系（含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1）於 3 月 4 日舉辦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初系員大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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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名稱：行動終端應用軟體創作專題競賽
榮獲獎項：佳作
作品名稱：坦克衝擊
指導教授：范丙林老師
製作團隊：陳慶駿、胡欣慈
（2）競賽名稱：全國 KT 科技與人文科技藝術競賽
榮獲獎項：銅獎
作品名稱：Golden Banana
指導教授：巴白山老師、范丙林老師、俞齊山老師
製作團隊：楊鎧祥、林昂東、吳鴻毅、朱天芫
（3）競賽名稱：全國 4C 數位創作競賽
榮獲獎項：大會銅獎、智冠贊助獎
作品名稱：Golden Banana
指導教授：巴白山老師、范丙林老師、俞齊山老師
製作團隊：楊鎧祥、林昂東、吳鴻毅、朱天芫
（4）競賽名稱：2014 年全國幼兒桌遊原創設計與教學競賽
榮獲獎項：第一名
作品名稱：孩是要桌遊
指導教授：巴白山老師
製作團隊：林韋申、李祐誠
（5）本系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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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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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