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30 次行政會議理學院工作報告
105.6.21

◎ 院務
1.召開 104 學年度院級相關會議：
（1）105.6.7 召開第 6 次院教評會。
（2）105.6.13 召開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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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5.3(二)
105.5.4(三)
105.5.5(四)
105.5.6-8(五-日)

105.5.6-8(五-日)
105.5.7-8(六-日)
105.5.8-10(日-二)
105.5.10(二)
105.5.12(四)
105.5.13-16(五-一)
105.5.19(四)
105.5.24(二)

105.5.26(四)
105.5.28(六)
105.5.30(六)
105.5.31(二)
105.6.6(一)
105.6.6(一)

105.6.6(一)
105.6.7(二)
105.6.14(二)

地點
本校科學館
B505 教室
本校篤行樓
Y502
東森電視台
台北文創大樓、文
化廣場、松山文創
園區文創大街
板橋體育場
國立台灣科學
教育館
世貿一館
本校篤行樓
本校科學館
B306 教室
世貿
本校科學館
B306 教室
本校科學館
B505 教室
本校科學館
B306 教室
自然科學博物館
本校體育館 1 樓
重量訓量室
本校科學館
B207 教室
本校科學館
B206 教室
本校科學館
B206 教 室 外 面
的走道
本校體育館 1 樓
重量訓量室
本校篤行樓 1 樓
本校科學館一樓
桌 球 區 和 B109
教室

活動名稱

辦理系所

講題：資訊系統軟體硬體整合之新服務時代
講者：凱傑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李應利總經理
2016WARGAMING 第二屆實習生計畫說明會

資科系
【產學互動】
數位系

上尚文化(東森科學社科普電視節目製播與參訪)
運動傷害防護工作坊：臺北歐洲節

自然系
體育系

運動傷害防護工作坊：文德國小移地訓練
Maker Faire 參展

體育系
數位系

遊戲機台展參觀
遊戲業入行面面觀
傅孝暘先生(3D 列印製作原子模型)

數位系
數位系
自然系

新一代設計展展示成果及推廣
廖運志博士(海洋科普工作坊 IV:海洋魚類)

數位系
自然系

活動：Arduino 工作坊
講師：普特企業有限公司 王國棟先生
時間：105 年 5 月 24 日下午 13:30~15:30
徐培凱博士(海洋科普工作坊 IV:海洋浮游植物)
台中自然科學博物館參訪
蔡國偉老師：私人教練專業養成系列講座
一、動作教育與訓練
【業界人士產學互動】玩出大能力，玩出興趣
博士兒實業有限公司/中華生活數學推廣學會李勝義理事長
【示範實務教學研習】桌遊、教學與輔導
時間：18:30~20:30
【教材設計與製作成果分享活動】數學遊戲教材設計與製作
成果展示
時間：18:30～20:30
蔡國偉老師：私人教練專業養成系列講座
二、教練指導與保護
專題成果展
【成果展示活動】桌上遊戲成果展示活動
時間：15:30～17:30

資科系
【實務教學】
自然系
自然系
體育系
數資系
數資系
數資系

體育系
數位系
數資系

105.6.20(一)
105.6.21(二)

體育館 1 樓重量
訓量室
科學館 B503

蔡國偉老師：私人教練專業養成系列講座
三、運動處方與設計
【實務成果經驗展示】
活動：微算機應用期末成果發表
時間：105 年 6 月 21 日下午 13:30~15:30

體育系
資科系

3.其他重要工作項目：
（1）辦理本院專任教師 104 學年度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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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評鑑申請案（含當次免評鑑）」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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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104 學年度教學優良獎第二階段」推薦作業。
（5）配合教學發展中心通知，辦理「105 年度獎勵教師教材與教學著作」推薦作業。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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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
於 105.6.25 開工，預計施工為期約 2 個月（105 年度暑假期間）。
（7）本院 105 學年度院教評會票選委員遴選作業，配合校級各類委員遴選時間，同步訂於 6/16（四）
～6/17（五）辦理。
4.本校校園樹木保護小組重要工作：
（1）105.6.13 召開搶救校樹(大葉合歡)褐根病採購案第 1 次評選會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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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6.7(二)
15:20-17:20

地點
科學館 101
教室

題目
機器人在程式設計教育的
創新應用與趨勢

主講人

備註

翰尼斯企業有限公司
曾吉弘講師

2.本院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日期

地點

105.6.3(五)

體育館 301
綜合教室

105.6.4(六)

大同育幼院
戶外體驗教
育場
體育館 301
綜合教室

105.6.17(五)

題目

主講人

教學工作坊
1、試教該如何有利做足準備
2、口試要如何答題才能切中核心
戶外探索教育體驗活動研習會探索自我，打破舒適圈

張廣頤老師(台北市重
慶國小教師)

運動質性研究資料分析

備註

1、薛銘卿老師(臺北市
立大學副教授)
2、宋雨軒教練
高麗娟教授(臺北市立
大學運動教育研究所)

3.本院資訊科學系（含碩士班）
日期
105.6.7(二)
13:30~15:30

地點
視聽館 F408

題目

主講人

資通科技在產業之應用與 中國文化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機會
洪敏雄教授兼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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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6.14(二)
13:30-15:30

篤行樓 Y701

題目

主講人

備註

彈射飛行玩具設計經驗分 水滴企業社 蔡自健先生
享

◎ 系所其他活動
1.本院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含碩士班）
（1）於 105 年 6 月 13 日至 6 月 20 日（三）止辦理碩士生論文口試。
2.本院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含博士班、碩士班）
（1）於 105 年 5 月 23 日（一）至 6 月 24 日（五）止辦理「研究生正式學位論文口試」。
（2）於 105 年 6 月 1 日（三）至 6 月 8 日（三）止辦理「研究生論文計畫」第 2 次口試。
（3）於 105 年 6 月 3 日（五）舉辦「第二屆自然學習領域教材教法國際學術研討會」。
（4）於 105 年 6 月 7 日（二）舉辦 104 學年度「自然科學基本知能及教學基本能力分級鑑定」第二
階段教學實作。
（5）於 105 年 6 月 18 日（六）至 6 月 21 日（一）與中華民國遊戲協會合辦「2016 第五屆亞洲玩具
圖書館國際研討會」。
（6）於 105 年 7 月 2 日（六）辦理 105 學年度學士班轉學生考試。
（7）於 105 年 7 月 5 日（二）舉辦 105 學年度「碩、博士班新生座談會暨工作坊」。
3.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1）於 105 年 6 月 5 日辦理 105 學年度體育學系在職專班碩士班新生報到。
（2）於 105 年 6 月 8 日辦理 105 學年度體育學系碩士班新生報到。
（3）於 105 年 7 月 2 日辦理 105 學年度體育學系學士班轉學生考試。
4.本院資訊科學系（含碩士班）
（1）於 105 年 6 月 8 日辦理 105 學年度資訊科學系碩士班新生報到及新生座談會。
（2）於 105 年 6 月 14 日辦理 105 學年度資訊科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入學新生座談會。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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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4 日及 6 月 4 日假視聽館 F506 教室舉辦數位系「創意能力培養 line 貼圖之創
作營」。
（2）於 105 年 6 月 7 日假篤行樓一樓川堂舉辦數位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末展。
（3）於 105 年 7 月 10 日（日）至 12 日（二）舉辦數位科技與娛樂設計活動體驗營。

◎ 學生活動
1.本院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含碩士班）
（1）學生於 105 年 6 月 18 日（六）假至善樓 B1 國際會議廳辦理畢業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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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 6 月 16 日（四）舉辦自然系送舊晚會。
（2）本系系學會於 105 年 6 月 18 日（六）舉辦自然系畢業送舊茶會。
（3）本系科學服務志工於 105 年 7 月 4～8 日（一～五）到新北市白雲國民小學及 105 年 7 月 18～
22 日（一～五）到新北市長坑國民小學，辦理兩梯次 2016 暑假「自然科學營」服務梯隊。
（4）本系「國北小泰陽」國際教育志工於 105 年 7 月 23 日（六）至 8 月 28 日（日）到泰北光復中
學服務。

3.本院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1）於 105 年 6 月 2 日於本校泳健館舉辦「104 學年度水上運動會」。
（2）於 105 年 6 月 14 日舉辦「2016 年國北第一屆障礙賽」，約計全校師生有 140 人組隊報名參加。
（3）於 105 年 6 月 17 日於福華大飯店舉辦 105 級謝師宴。
（4）於 105 年 6 月 18 日於活動中心 405 室舉辦 104 學年度體育學系小畢典活動。
（5）於 105 年 6 月 19 日於體育館 3 樓綜合球場舉辦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碩班師生聯誼球賽。
4.本院資訊科學系（含碩士班）
（1）於 105 年 6 月 8 日（三）辦理「105 級送舊」活動。
（2）於 105 年 6 月 14 日（二）辦理「師生座談暨期末系員大會」活動。
（3）於 105 年 8 月 1 日~8 月 8 日假宜蘭縣中興國小辦理「蠟筆小新探險趣‧創造力探索育樂營」活
動。

◎ 榮譽榜
1.本院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含碩士班）
（1）報考 105 學年度研究所考試錄取名單彙整如下：
姓名
錄取學校
陳振遠 國立交通大學 教育研究所數位學習組 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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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嘉威 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碩士班
國立清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碩士班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碩士班
國立交通大學 多媒體工程研究所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研究所
徐秋宜 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管理研究所
陳明欣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碩士班
蔡佩玲 國立成功大學 資訊管理研究所
田昊民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資訊教育研究所
李恩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碩士班
張育賀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數學系 碩士班
利玟潔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碩士班
黃永如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碩士班
廖韋綺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碩士班
陳品陵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研究所
黃柏翰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經營管理研究所
張瀞文 國立陽明大學 公共衛生研究所 生物統計組
國立臺北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班
林佳瑩 國立臺北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班
陳逸軒 國立中正大學 資訊管理研究所
許凱富 東吳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碩士班
2.本院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含博士班、碩士班）
（1）報考 105 學年度研究所考試錄取名單彙整如下：
姓名
錄取學校

楊佳陵
許郁敏

劉家偉

劉百嘉
陳學聖
馮祐銘
陳彥蓁
郭峻瑋
廖恆立
張昀穎
袁昌宏
虞景翔
陳冠豪
簡吟洛
林庭伊
詹益華
王昱程
劉貴賓
盧穎穎
吳永賢
吳國華

國立臺灣大學植物科學研究所
國立臺灣大學植物科學研究所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科技所(備取)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MA Environment & Development, King’s College London
MSc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MSc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Bristol
MSc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MSc Environmental Science &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York
MSc Sustainability and Management, Royal Holloway, University of
London
MSc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Master of Science i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國立臺灣大學 生化科技學系碩士班
國立成功大學 生命科學系碩士班生物醫學組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科學研究所
國立中山大學化學所研究所
國立中央大學化學所研究所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碩士班化學組
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科學教育組
國立交通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物理學系碩士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物理學系碩士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物理學系碩士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碩士班地質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學系碩士班科學教育組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學系碩士班科學教育組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學系碩士班應用科學組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學系碩士班應用科學組
國立體育大學運動保健學系運動傷害防護組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學系碩士班應用科學組
國立臺灣大學高分子科學與工程學研究所博士班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化學工程學系博士班

3.本院體育學系（碩士班）
（1）報考 105 學年度研究所考試錄取名單彙整如下：
姓名
文姿云
高琮原 林恬均 羅玉如 謝詠竹 陳雅筑 許正龍
張昇倫 方馨暐 黃珮瑜 林怡屏 林軒霈 李欣恩
白世旻 張恩齊 孫聞賢 林盈秀

錄取學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運動教練組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碩士班

4.本院資訊科學系（碩士班）
（1）報考 105 學年度研究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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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珮茹

張博崴
陳慈薏
江承竑
楊婷如

楊道偉

詹于陞

蔡博凱

李佳旻

林家璿
孫敏翊
王子豪
陳駿宏
巫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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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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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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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備取 16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資訊科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 正取 2
國立台北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備取 11
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備取 39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正取 29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資訊工程所 備取 32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碩士班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備取 138
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 正取 13
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所備取 156
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
國立台北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正取 11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正取 1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碩士班備取 154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碩士班
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 正取 16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備取 43
國立中興大學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 正取 19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正取 9
國立交通大學多媒體工程所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工程所備取 39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備取 45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軟體工程碩士班備取 27
國立台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備取 34
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所備取 90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資訊所備取 103
國立中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備取 79
國立中興大學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
國立中山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備取 46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碩士班備取 233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運動競技學系運動科學碩士班
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備取 33
逢甲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國立中興大學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備取 127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資訊所備取 32
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所備取 89

曾聿齡

陳鈺芳
張雅婷
潘靖
蔡奕敏
洪家琪
蔡雅如
林中儀
李惠傑
馮琳茹
鄭先淳
鄧鈞謙

黃泓棨

周昱呈

儲旭
羅敬翔
王冠程

張耀元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備取 174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碩士班備取 170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碩士班
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所備取 35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軟體工程碩士班備取 199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備取 356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資訊科學系
文化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臺北商業大學 資訊與決策科學研究所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戊組:計算機工程
國立台北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乙組:電腦工程組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工程學系研究所戊組
國立中興大學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研究所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研究所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研究所正取、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研究所 備取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研究所、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研究所 正取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研究所甲組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資訊科學系研究所正取、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研究所丙組備取
國立中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研究所
元智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研究所、中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研究所 正取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研究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研究所甲組備取、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研究所備取
國立清華大學資訊系統與應用研究所
國立台灣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丙組、國立成功大學醫學資訊研究所 備取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碩士班 備取
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研究所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科學與工程研究所備取、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網路工程組正取
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研究所備取、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研究所 正取
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研究所正取、國立成功大學工程科學系研究所資訊與應用組正取
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研究所 正取、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研究所 正取
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研究所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多媒體工程研究所備取、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研究所正取
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研究所 正取、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研究所 正取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研究所 正取、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研究所 正取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多媒體工程研究所
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研究所 正取、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研究所 正取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研究所 正取、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研究所 正取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研究所 正取 、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研究所 備取
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研究所 備取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
國立台北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 備取、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 備取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管理研究所 備取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
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備取、國立臺北大學國際企業研究所 備取
國立中央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 備取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多媒體工程研究所
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研究所 備取、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研究所 備取
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研究所 備取、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研究所 備取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研究所 備取、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研究所 備取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研究所 正取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資訊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工程系研究所 正取、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研究所 備取
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研究所 正取

劉學慈
黃士薳

葉承澔
邱威豪

趙福懋

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研究所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研究所 備取、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 備取、
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研究所 備取、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研究所 正取
國立臺灣大學資訊網路與多媒體工程研究所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研究所正取、國立交通大學資訊科學與工程研究所備取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研究所正取、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網路工程組備取
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研究所備取、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多媒體工程研究所備取
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研究所備取、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研究所備取、
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研究所 備取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資訊科學系研究所
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研究所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資訊科學與工程研究所備取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研究所備取、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研究所 正取
國立中興大學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研究所備取、國立成功大學醫學資訊研究所 備取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研究所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研究所正取、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研究所正取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研究所備取

5.本院數位科技設計學系(含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1）報考 105 學年度研究所考試錄取名單彙整如下：
姓名
錄取學校
李曜宇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遊戲與玩具設計研究所互動組正取 1
江柏威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遊戲與玩具設計研究所正取 2
廖庭賜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研究所 備取 18 已錄取
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研究所 備取 56

林書磊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遊戲與玩具設計研究所正取 5
謝牧容
林姵華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遊戲與玩具設計研究所 正取 3
世新大學圖文傳播暨數位出版研究所 正取 4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遊戲與玩具設計研究所正取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設計所平面設計組 備取 20
國立政治大學大眾傳播學院備取 11 已錄取

趙冠群

國立政治大學數位內容所創意傳播組備取 1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廣電所應用媒體藝術組正取 2
世新大學廣電所創作組正取 5

阮緯翔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遊戲與玩具設計研究所備取 1 已錄取
董芃彣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互動設計所 正取 3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遊戲與玩具設計研究所遊戲組正取 2

林天雄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遊戲與玩具設計研究所互動組正取 1
陳麒任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遊戲與玩具設計研究所互動組正取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