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42 次行政會議理學院工作報告
106.6.19

院務
1.召開 105 學年度院級相關會議：
（1）106.06.14 召開第 6 次院教評會。
（2）106.06.15 召開第 7 次院教評會。
（3）106.06.19 召開第 3 次「106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子計畫《9》菁
菁
（ELITE）」管考會議。
英特色人才培育
日期

地點

5 月 2 日（二） 本校篤行樓 Y705
5 月 3 日（三） 本校活動中心 405
5 月 8 日（一） 世貿 1 館
5 月 9 日（二） 本校大禮堂
5 月 10 日（三） 本校大禮堂

5 月 17 日（三） 本校活動中心 405
5 月 22 日（一） 臺北市信義區
5 月 23 日（二） 本校科學館 B206
5 月 23 日（二） 世貿 3 館
5 月 24 日（三） 本校體育館 K205
5 月 31 日（三） 本校體育館 K205
5 月 31 日（三） 本校篤行樓 Y801
6 月 1 日（四） 本校科學館 B501
6 月 6 日（二） 本校科學館 B206
6 月 7 日（三） 本校體育館一樓舞蹈
教室
2.執行

活動名稱
演講：創業與上班
主講：HELLO MAKER 教育團隊講師孫齊蔚
演講：運動行銷事業專業能力
主講：張憲銘
機台展參觀

專業工作坊
認識科普相關內容之活動設計與佈展
專業工作坊
學習展覽之進行與科普相關內容之活動設
計
演講：中小型健身房創業分享
主講：賴志欽
【校外參訪】
微軟台灣總部參訪活動
專業工作坊
學習雲端控制與認識 blockly 程式設計
新一代設計展

演講：如何成為女性運動教練
主講：林孟瑾
演講：運動產業實習之職種
主講：黃妍榛
實務學習成果經驗展示
專業工作坊
利用 3D 建模建構古生物形貌
專業工作坊
利用 3D 建模建構 DNA 形貌
實務學習成果經驗展示

辦理系
所
數位系
體育系
數位系
自然系
自然系

體育系
資科系
自然系
數位系
體育系
體育系
數資系
自然系
自然系
體育系

106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子計畫《9》「菁英特色人才培育（ELITE）」重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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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5 日（四） 本校科學館 B206
6 月 14 日（三）
6 月 14 日（三）
6 月 16 日（五）
6 月 21 日（三）

本校科學館 B505
本校視聽館 F401A
本校科學館 B505
本校科學館 B101

3.其他重要工作項目：

專業工作坊
學習 Scratch 程式設計與 Arduino
應用電子學實驗有期末專題
嵌入式系統實務專題驗收
計算機組織及微算機實驗
專業工作坊
學習 Scratch 程式設計與 Arduino

自然系
資科系
資科系
資科系
自然系

（1）辦理本院專任教師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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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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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教務處通知，辦理「105 學年度教師教學優良獎」第二階段候選人推薦案。
（4）配合學務處通知，辦理「106 年度優良導師暨社群指導教師」第二階段候選人推薦案。
（5）配合教發中心通知，辦理「106 年度教師教材與教學著作獎勵」推薦案。
（6）本院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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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三）～6/8（四）辦理。
4.本校校園樹木保護小組重要工作：
（1）訂於 106.06.13 召開第 2 次本校校園樹木保護小組會議。
（2）搶救校樹(大葉合歡)目前進度：廠商已於 6/7 進行修剪枯枝與例行性維護(施肥、除
草、檢測澆灌系統、監測水井等)。

學術活動（研討會/演講）
1.本院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日期
地點
106.03.24 至
篤行樓 Y301
06.16，每週五

題目

主講人

AFAA 重量訓練員養成培訓計畫

2.本院數位科技設計學系（含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日期
106.06.06(二)
13:30-15:30

地點
篤行樓 Y705

題目
主講人
VR 體驗與遊戲體驗的差 獨角獸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異化
蔡曜羽總經理

系所其他活動
1.本院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含碩士班）
（1）訂於 106 年 6 月 19 日（一）舉辦本系「108 學年度分發臺南市碩士級乙案公費生甄 選
」。
2.本院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含博士班、碩士班）
（1）於 106 年 5 月 31 日（三）至 6 月 6 日（二）辦理「研究生論文計畫」第 2 次口試作 業
。
（2）於 106 年 6 月 2 日（五）舉辦「106 年國小自然領域探究與實作國際研討會」。
（3）於 106 年 6 月 3 日（六）舉辦自然系「109 學年度分發乙案公費生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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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於 106 年 6 月 24 日（六）辦理 106 學年度學士班轉學生考試。
（6）於 106 年 6 月 24 日（六）辦理 106 學年度碩士班師資生甄選。
（7）本系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教學研究中心於 106 年 7 月 11 日（二）至 7 月 15 日（六）
舉辦 106 年度「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初階教學知能」2 學分班研習課程及於
106 年 7 月 24 日（一）至 28 日（五）舉辦 106 年度「國小自然科學實驗研究」2 學 分
班研習課程。
3.本院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1） 於 106 年 6 月 3 日(六)於體育館 3 樓綜合球場舉辦「106 年體育系碩士班師生籃球 對
抗賽」。
（2）於 106 年 6 月 8 日早上 7 點於體育館舉辦「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體育系系朝會」。
（3）於 106 年 6 月 10 日(六)舉辦「105 學年度體育系小畢典活動」。
4.本院數位科技設計學系（含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1）於 106 年 6 月 13 日（二）於篤行樓 1 樓川堂舉辦 105 學年第 2 學期期末展。
（2）訂於 106 年 7 月 10 日（一）至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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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系學會於 106 年 6 月 10 日（六）舉辦畢業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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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6 月 8 日（四）舉辦送舊晚會。
（2）本系系學會於 106 年 6 月 10 日（六）舉辦送舊茶會。
（3）本系科學服務志工於 106 年 7 月 10 日（一）至 7 月 14 日（五）到新北市長坑國民小
學舉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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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7 月 15 日（六）至 8 月 16 日（三）到泰
北光復中學服務。
3.本院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1）腳踏全臺，小學防護之旅～環島防護日程 第一
天 106/5/21 (日) 臺北-桃園中壢 40km
第二天 106/5/22 (一) 桃園普仁國小-新竹 44km 第三
天 106/5/23 (二) 新竹-臺中 95km
第四天 106/5/24 (三) 臺中逢甲國小-嘉義 81km 第五
天 106/5/25 (四) 嘉義大林國小-臺南 80.7km 第六天
106/5/26 (五) 臺南-屏東鹽埔 61km
第七天 106/5/27 (六) 屏東中正國小-墾丁恆春 93km
第八天 106/5/28 (日) 墾丁恆春-臺東大武 83km 第九
天 106/5/29 (一) 臺東大武-臺東新生國小 53km 第十
天 106/5/30(二) 臺東新生國小-花蓮玉里 93km
第十一天 106/5/31(三) 花蓮玉里-花蓮文蘭國小 79km 第
十二天 106/6/1(四) 花蓮文蘭國小-宜蘭南澳(火車) 第十
三天 106/6/2(五)蓬萊國小-宜蘭礁溪(火車) 第十四天
106/6/3(六) 宜蘭礁溪-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65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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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系系學會於 6 月 6 日(二)舉辦送舊活動。
（2）本系系學會於 6 月 13 日(二)舉辦期末系員大會。
(3) 訂於 106 年 8 月 7 日~8 月 11 日假彰化縣大興國小辦理「神奇寶貝—創造力探索育樂
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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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系學會於 6 月 1 日(四)舉辦送舊活動。
（2）本系系學會於 6 月 9 日(五)舉辦期末系員大會。

榮譽榜
1.本院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含碩士班）
（1）106 學年度研究所考試錄取情形彙整如下：
姓名
曹立諭

沈邑靜

錄取學校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數學系 統計組
國立中央大學 統計研究所 碩士班
國立臺北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班
國立清華大學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 課程與教學組 碩士班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教育政策與管理 碩士班
輔仁大學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

齊

暐

翁良綺
蘇靖倫
黃信恩

林筠修
張雅琪
甄佑泰
胡筱君

鄭鴻慈
劉庭羽
張家寧
范聖敏

國立交通大學 管理科學碩士班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碩士班
國立中央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丁組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數學系 數學教育組
國立政治大學 應用數學系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碩士班
台北市立大學 數學系數學教育碩士班 應用統計組
國立清華大學 統計學研究所
國立政治大學 統計學系碩士班
國立成功大學 統計學系碩士班
國立中興大學 統計學研究所
國立中央大學 統計研究所碩士班
國立臺北大學 統計學系碩士班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碩士班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碩士班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碩士班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乙組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國
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備取 54)
國立中正大學 經濟學系碩士班 國際經濟學組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碩士班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碩士班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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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院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含博士班、碩士班）
（1）106 學年度研究所考試錄取情形彙整如下：
姓名
張靜珊
林安婕
陶 岳
李光羽
李玟融
周運廷
黃柏翔
馬士茵

錄取學校
國立陽明大學生理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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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科學教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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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教育組

3.本院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1）106 學年度研究所考試錄取情形彙整如下：
姓名
王立亭
陳朱祥
張怡瑛
高呈瑋
孫聞賢
張怡瑛
高呈瑋
廖家瑜
杜家慧

錄取學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士班 體育學系運動教育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士班 體育學系運動教育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班 體育學系運動教育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班 體育學系運動科學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班 體育學系運動科學組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碩士班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碩士班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碩士班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碩士班

張閔舜
蔡綠麒
巫恆岳
簡顯銘
簡妤珍
石修智
陳肇擎
陳俊達
何志俊
彭昭閔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碩士班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碩士班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碩士班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碩士班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碩士班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碩士班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碩士班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碩士班
國立東華大學 體育學系碩士班
國立體育大學 競技與教練科學研究所

4.本院資訊科學系（含碩士班）
（1）資訊科學系大學部 106 級-考取研究所榜單
姓名
林

聰

周柏翰

錄
取
國立台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學

校

國立台灣大學 電機工程系 丙組 正取、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乙組 正取、國立清華大學 資
訊工程學系 正取、國立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正取、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備取、國立政
治大學 資訊科學系 備取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甲組
國立清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備取、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甲組 正取、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
程學系 備取、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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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舒婷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甲組 備取、國立清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備取、國立成功大學 資訊工
程學系 備取、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資訊研究所 備取、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備取、國立中央
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軟體工程組 備取、國立中興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正取、國立中山大學 資訊工程
學系 甲組 備取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多媒體工程組
劉致宏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甲組 備取、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資訊所 備取、國立中興大學 資訊工程
學系 備取、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工程學系組 備取、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軟體工
程組 備取、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正取

國立清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江孝友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乙組備取、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生物資訊組 備取、國立成功
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備取、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資訊所 備取、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備取、國
立中興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正取、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備取

國立清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朱德偉
李政毅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生物資訊組 備取、國立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備取、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資訊所 備取、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備取、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軟體工程組 備
取、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正取

國立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生物資訊組 備取、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資訊所 備取、國立中央大學 資
訊工程學系 備取、國立中興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備取、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正取

蘇裕洲

國立中興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葉秉松

國立中正大學 資訊工程系 甲組

方俊程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楊子冊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盧家馨
饒 傑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蔡勝安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資訊科學系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王靖升

國立清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備取、國立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備取、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資訊所 備取、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備取、
國立台灣大學 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 資訊組 備取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生物資訊組 備取、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資訊所 備取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生物資訊組 備取、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備取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多媒體工程組 備取、國立中興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備取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備取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備取

國立清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江振豪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甲組 備取、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乙組 備取、國立交通大學 資
訊工程學系 多媒體工程組 備取、國立中興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備取、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生物資訊組 備取、國立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備取、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資訊所 備取、國立中央
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備取、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軟體工程組 備取、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王邑倫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甲組 備取、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多媒體工程組 備取、國立交
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生物資訊組 備取、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乙組 備取、國立成功大學 資
訊工程學系 備取、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資訊所 備取、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備取、國立中央

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軟體工程組 備取、國立中興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備取、國立中正大學 資訊工程
學系 備取、國立中山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備取、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資訊科學系 正取

黃玉騰
梁晨瑜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備取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備取、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備取、國立中興大學 資
訊工程學系 備取

王偉任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黃偲綺

東吳大學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所 財務工程組

黃國斌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互動設計系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備取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資訊與財金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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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應屆畢業學生報考 106 學年度碩士班考試錄取情形如下：
學號

姓名

110219015
110219030
110219040
110219005
110219027

陳彥樺
劉競勻
林奕辰
韓皓光
陳一帆

110219047

柯廷遠

110219020

陳律安

110219009

林恆安

110219021

朱世杰

110219049
110219036
110219017

陳寶桁
陳孟澤
黃宥鈞

考取學校

-76數位玩遊所 正取
數位玩遊所 正取
數位玩遊所 正取
數位玩遊所 正取
數位玩遊所 正取
台大資工所 備取
政大資科所 正取
交大資工所 備取
清大資工所 正取
中央資工所 備取
數位玩遊所 正取
台科大 設計所資訊設計組 正取
北科大 互動所 正取
數位玩遊所 正取
台科大 資管所乙組 備取
北科大 資財所 備取
數位玩遊所 正取
數位玩遊所 備取
數位玩遊所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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