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36 次行政會議理學院工作報告
105.12.16

院務
1.召開 105 學年度院級相關會議：
（1）105.12.19 召開第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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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2.29 召開第 1 次院教師評鑑委員會。
（3）106.01.04 召開第 3 次院教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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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

105.11.03(四)

本校篤行樓

105.11.18(五)

台北市松山區

105.11.28(一)

本校學生活動中
心前廣場
本校學生活動中
心前廣場
本校學生活動中
心前廣場
本校學生活動中
心前廣場
本校北師美術館
本校科學館 1～
4樓
本校科學館 109
本校篤行樓一樓
大廳

105.11.29(二)
105.12.01(四)
105.12.02(五)
105.12.02(五)
105.12.03(六)
105.12.03(六)
105.12.27(二)

活動名稱

辦理系所

英國愛丁堡藝術節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講師：中華大學/博士 林冠文
【產學互動-企業參訪】
恆逸教育訓練中心參訪
自然週科學體驗活動

數位系

自然週科學體驗活動

自然系

自然週科學體驗活動

自然系

自然週科學體驗活動

自然系

日本交流活動
科學變變變-親子科學體驗活動

數位系
自然系

動態成果展~數學闖關活動
【學習成果與就業競爭力】
資科系大四學生專題成果展

數資系
資科系

資科系
自然系

3.其他重要工作項目：
（1）辦理本院專任教師 105 學年度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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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評鑑申請案（含當次免評鑑）」相關業務。
（3）辦理本院系所 106 年度「資本門分配」相關事宜。
（4）配合 106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研提，彙整本院「菁英特色人才培育（ELITE）」計畫內容與經費
預算表。
（5）配合人事室通知，將「院級專任教師聘任與升等門檻」，併入「院級專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
準則」，並經校教評會修正後備查。本院續通知各學系於本學期結束前，將「系級專任教師聘
任與升等門檻」，併入「各系專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點」中。
（6）配合秘書室通知，彙整臺大委員函請本校提供之資料，俾便臺大校務會議表決意向參考。
4.本校校園樹木保護小組重要工作：
（1）協助總務處填寫教育部調查「學校外來入侵及動植物疫病調查表」。
（2）搶救校樹目前進度：預定於 12 月 13 日進行外科清創手術第三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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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2.7(三)
15:30-17:30
105.12.14(三)
15:30-17:30

地點
科學館 101
階梯教室
科學館 101
階梯教室

2.本院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日期
地點
活動中心
105.12.17
405 室

題目
主講人
動手玩科學~如何讓真實+虛擬 新竹教育大學數理教育研究所
實驗操作發揮最大效能
王姿陵副教授
Shape-controlled nanopores using a 彰化師範大學物理系
low intensity electron beam and its 吳憲昌教授
applications

題目
2016 年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體育學術研討會

主講人

備註

專題演講主講人：吳萬福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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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
視聽館
F408

題目
社區 O2O 事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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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2.7(三)
篤行樓
媒體報導藝術與棒球人生
13:40-15:40
Y302
105.12.7(三)
科學館
成為 MAKER 的修煉
13:30~15:30
B505

主講人

備註

信義房屋
蔡祈岩資訊長

主講人
中國時報體育記者
吳清和先生
NOTHING STUDIO 個人工作室
李貢彰設計師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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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05 年 12 月 3 日（六）校慶園遊會當日舉辦「科學變變變之趣味科學研習活動」、「系友
回娘家」及「系友會會員大會」。
（2）於 105 年 12 月 6 日（二）辦理本系「108 學年度分發高雄市乙案公費生甄選」。
（3）於 105 年 12 月 7 日（三）舉辦本系專題演講暨全系師生交流座談會。
（4）於 105 年 12 月 19 日（一）至 12 月 23 日（五）辦理「研究生論文計畫」第 2 次口試。
（5）於 105 年 12 月 19 日（一）至 106 年 1 月 13 日（五）辦理「研究生正式學位論文」口試。
（6）於 105 年 12 月 26 日（一）至 12 月 30 日（五）辦理博士班資格考申請作業。
（7）於 106 年 1 月 7 日(六)舉辦第三屆「國小自然領域教材教法之創新與實踐」學術研討會。
2.本院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1）於 105 年 12 月 8、9 10 日於本校體育館舉辦「106 級體育表演會」。
（2）於 105 年 12 月 17、18 日於體育館 3 樓舉辦「105 年校友盃排球賽」。
3.本院資訊科學系（含碩士班）
（1）於 105 年 12 月 27 日（二）假篤行樓 1 樓大廳辦理「105 學年度資訊科學系大學部專題成果展」
活動。
（2）於 106 年 3 月 4 日（六）辦理 105 學年度「資訊科基本能力分級鑑定」考試，自 105 年 11 月
21 日至 106 年 1 月 19 日止辦理報名活動。

4.本院數位科技設計學系（含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1）於 105 年 12 月 2 日（五）招待日本東京 Human Academy 綜合學園蒞校訪問。
（2）於 105 年 12 月 20 日（二）舉辦本系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末成果展。
（3）於 105 年 12 月 28 日（三）舉辦本系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大三畢業專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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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 11 月 28 日（一）至 12 月 3 日（六）舉辦自然週及國北小泰陽之成果發
表。
（2）本系系學會於 105 年 12 月 1 日（四）舉辦自然系達人秀大賽。
（3）本系系學會於 105 年 12 月 23 日（五）舉辦聯合耶誕晚會。
（4）本系系學會訂於 106 年 1 月 4 日（三）召開自然系系員大會。
2.本院資訊科學系（含碩士班）
（1）本系系學會訂於 105 年 12 月 13 日(二)校慶擺攤。
（2）本系系學會訂於 105 年 12 月 13 日(二)2016 ROG X 實況主校園同歡會(講座)。
（3）本系系學會訂於 105 年 12 月 20 日(二)聖誕節活動。
3.本院數位科技設計學系（含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1）本系系學會訂於 105 年 12 月 20 日(二)聖誕舞會「誕丁神曲」。

榮譽榜
1.本院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含博士班、碩士班）
（1）本系四年級學生李彥佐參加教育部及科學工藝博物館舉辦「2016 年全國能源科技教案設計競
賽」，榮獲學生組金牌獎。
（2）本系博士班畢業生陳月雲博士參加彰化師範大學舉辦「105 年度優秀師資培育碩博士論文獎勵」
評選，榮獲博士論文佳作獎，本系盧秀琴教授榮獲指導教授獎。
2.本院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1）第 13 屆亞洲空手道錦標賽
國光獎章等級
獲獎名單
國光獎章三等一級
女子個人對打 55 公斤級以下 金牌
105 級 文姿云
國光獎章三等二級
男子個人對打 60 公斤級以下 銀牌
105 級 劉仲強
國光獎章三等三級
女子團體對打 銀牌
105 級 文姿云 107 級 溫子萱
（2）2015 1KF 世界合球錦標賽
國光獎章等級
獲獎名單
國光獎章三等三級
2015 1KF 世界合球錦標賽 季軍
98 級 郭佳豪
99 級 吳俊賢 黃麟帆
100 級 曲書平
101 級 黃丹臨 陳沁
102 級 林思宇 全盈燕
106 級 陳俊達 林雅雯
107 級 吳書安

3.本院數位科技設計學系（含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1）本系巴白山教授、楊孟哲教授指導玩遊碩士生張晟恆參加 2016 經濟部工業局 3D 列印夢想家競
賽，以作品「177.蜂蜜勺」榮獲未來生活創意用品設計組-最佳創意獎。
（2）本系林仁智老師與文化大學李亦君老師指導學生參加「2016 第 21 屆全國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
務創新競賽」
，以作品「食在安心」榮獲「經濟地理資料庫服務應用組─應用系統主題」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