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26 次行政會議理學院工作報告
105.02.17

◎ 院務
1.召開 104 學年度院級相關會議：
（1）105.03.03 召開第 4 次院教評會。
2.其他重要工作項目：
（1）本院申請科學館廁所整修，獲教育部補助部分工程經費 360 萬元，另整修工程業已招標完成，暫
訂於 105.6.25 開工，預計施工為期約 2 個月（105 年度暑假期間）。
（2）配合人事室通知，研訂院級「新聘專任教師聘任作業規定」，各學系續依院級規定修正各學系
之「新聘專任教師聘任作業規定」，作為各學系新聘專任教師之基本門檻。
（3）配合人事室通知，研訂院級「新聘專任教師升等作業規定」，經校教評會備查通過後，將請各
學系依院級規定，訂定各學系之「新聘專任教師升等作業規定」。
（4）配合教務處通知，彙整本院各學系全校性重要行事於 105 學年度行事曆中。
（5）定期檢視與增刪本院推薦國內、外優良學術期刊清冊，作為 105 年度教師學術獎勵申請依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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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訂於 105 年 3 月 8 日（二）辦理本系 104 學年度師資培育生甄選口試，甄選報名日期自 105
年 2 月 23 日（二）起至 3 月 1 日（二）止。
2.本院資訊科學系（含碩士班）
（1）訂於 105 年 3 月 5 日（六）辦理 104 學年度「資訊科基本能力分級鑑定」考試，自 104 年 11
月 23 日至 105 年 1 月 15 日止辦理報名活動。

◎ 學生活動
1.本院資訊科學系（含碩士班）
（1）本系系學會 105 年寒假返鄉服務隊訂於 2 月 1 日至 2 月 5 日假南投縣文昌國民小學辦理「怪獸
小學培訓營」，歡迎各位老師蒞臨指導。
2.本院數位科技設計學系（含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1）本系男子籃、排球隊訂於 2 月 1～3 日假高雄樹德科技大學參加「大設盃」比賽。

◎ 榮譽榜
1.本院優良事蹟
（1）恭賀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劉宣谷老師榮升教授。
（2）恭賀體育學系楊啟文老師榮升副教授。

2.本院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含碩士班）
（1）本系學生報考 105 學年度碩、博士班推薦甄試考試錄取名單彙整如下：
級數
姓名
錄取學校
碩士班

陳振遠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資訊教育研究所 博士班
國立中央大學
學習與教學研究所 博士班

104 級

白荷逸

國立中山大學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105 級

張靜文

國立陽明大學
國立臺北大學

公共衛生研究所生物統計組
統計研究所

105 級

田昊民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資訊教育研究所 數位學習組

105 級

廖韋綺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數學暨資訊教育系碩士班

105 級

林佳瑩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數學暨資訊教育系碩士班
國立臺北大學
統計研究所

105 級

陳明欣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3.本院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含博士班、碩士班）
（1）本系應屆畢業學生報考 105 學年度碩、博士班甄試入學考試錄取情形如下：
姓名
錄取學校
楊佳陵
國立臺灣大學植物科學研究所
許郁敏
國立臺灣大學植物科學研究所
許郁敏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科技所(備取)
許郁敏
國立中興大學生物科技學研究所
陳彥蓁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碩士班化學組
郭峻瑋
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科學教育組
張昀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物理學系碩士班
袁昌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物理學系碩士班
陳冠豪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碩士班地質組
簡吟洛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林庭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詹益華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學系碩士班科學教育組
劉貴賓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學系碩士班應用科學組
盧穎穎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學系碩士班應用科學組
劉家偉
澳洲昆士蘭大學環境管理碩士班
吳國華
國立臺灣大學高分子科學與工程學研究所博士班
吳國華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化學工程學系博士班
4.本院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1）本系學生報考 105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考試錄取情形如下：
姓名
錄取學校
文姿云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碩士班(運動教練組)
高琮原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體育學系碩士班
林恬均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體育學系碩士班
羅玉如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體育學系碩士班

謝詠竹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體育學系碩士班

陳雅筑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體育學系碩士班

許正龍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體育學系碩士班

張昇倫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體育學系碩士班
（2）本系學生 105 學年度原住民公費分發情形如下：
a.106 級陳煜君同學 分發宜蘭縣大同國小。
b.106 級黃詩筠同學 分發宜蘭縣蓬萊國小。
5.本院資訊科學系（含碩士班）
（1）錄取 105 學年度錄取碩士推薦甄試考試錄取名單彙整如下：
姓名
錄取學校
謝朋諺
國立臺灣大學 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正取
國立中正大學 資訊工程系 正取
國立中山大學 資訊工程系 正取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系 備取
國立交通大學 生醫工程研究所 備取
湯珮茹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系
國立中正大學 資訊工程系 正取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正取
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工程系 備取 45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備取 27
張博崴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系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正取
陳慈薏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備取 16
江承竑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資訊科學系
6.本院數位科技設計學系（含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1）本系林仁智老師指導玩遊所碩士生溫存立、古兆鈞、袁鼎皓參加 2015 通訊大賽智慧城市應用
服務設計競賽，以作品「愛清潔」榮獲概念組第一名。
（2）本系應屆畢業學生報考 105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考試錄取情形如下：
姓名
錄取學校
李曜宇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江柏威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曾柏諺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黃俊文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備取)
董芃彣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林姵華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阮緯翔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備取)
謝牧容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備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