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46 次行政會議理學院工作報告
106.10.16

院務
1.召開 106 學年度院級相關會議 ：
（1）106.10.18 召開第 1 次院務會議。
（2）106.10.23 召開第 5 次「106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子計畫 《9》菁英特色人才培育（ELITE）」
管考會議。
（3）106.11.01 召開第 2 次院教評會。
2.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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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地點
9 月 19 日（二） 本校體育館 K205
9 月 20 日（三） 本校科學館 B206
9 月 26 日（二） 本校體育館 K205
9 月 26 日（二） 本校體育館 K205
9 月 26 日（二） 艾迪斯科技
9 月 27 日（三） 本校科學館 B206
10 月 3 日（二） 本校體育館 K205
10 月 5 日（四） 本校科學館 B501
10 月 10 日（二） 華山文創園區
10 月 11 日（三） 本校科學館 B206
10 月 17 日（二） 本校體育館 K205
10 月 24 日（二） 本校科學館 B505

活動名稱
2017 世大運賽會實務
專業工作坊/
大一新鮮人雲端控制初體驗
實務教學課程/
運動中心營運策略
實務教學課程/
健身俱樂部之營運實務
校外參訪
專業工作坊/
大一新鮮人 3D 建模初體驗
演講：運動工作室的經營實務
主講：彭俊翔先生（幼兒足球工作室負責人）
演講：天文科普活動規劃
主講：周美吟博士
企業參訪/2017 第 14 屆台北國際玩具創作大展
Taipei Toy Festival
專業工作坊/
大一新鮮人進階 3D 建模初體驗
演講：大型運動場館經營實務
主講：鍾任翔先生（中正運動中心執行長）
【產學互動】
活動：踏入資訊產業後，你的下一步?

辦理系所
體育系
自然系
體育系
體育系
數資系
自然系
體育系
自然系
自然系
自然系
體育系
資科系

3.其他重要工作項目 ：
（1）辦理本院專任教師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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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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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師培中心通知，辦理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育學程開課案。
（4）配合主計室通知，彙整本院系所 107 年度「業務費與軟體」需求調查，並辦理本院「設備費」
分配與需求調查等相關事宜。
（5）本院「106 學年度理學院五系系學會聯合活動」
，依順位主辦單位輪由「數資系系學會」主辦，
辦理時間規劃中，屆時歡迎蒞臨指導。

（6）配合研發處綜企組通知，辦理 106 年度教師學術研究獎勵複審作業。本次申請件數統計如下：
數資系 自然系 體育系 資科系 數位系

獎助項目
學術性期刊論文
◎刊登於 SCI或SCIE、SSCI、AHCI資料庫收錄期刊之
論文，每篇獎勵新台幣2萬元。
◎刊登於 TSSCI、ERIC--EJ、SCOPUS、THCI 資料庫收
錄期刊之論文，每篇獎勵新台幣 1 萬元。
◎刊登於「本校學院推薦國外優良學術期刊」之論
文，每篇獎勵新台幣 1 萬元。
◎刊登於「本校學院推薦國內優良學術期刊」之論
文，每篇獎勵新台幣 5 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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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校校園樹木保護小組重要工作 ：
（1）校樹(大葉合歡)目前近況：穩定生長中，廠商於 9/28、10/12 進校維護時，發現土壤有生長靈
芝情形，判斷是為土壤中木質素導致生長靈芝，廠商已採樣帶回化驗，並請廠商持續觀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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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0.30(一)
10:10-12:00
106.11.2(四)
10:10-12:00
106.11.20(一)
18:30-20:30
106.11.27(一)
8:10-10:00
106.11.27(一)
10:10-12:00
106.11.30(四)
10:10-12:00

地點
科學館 109
教室
篤行館 304
教室
科學館 101
教室
科學館 109
教室
科學館 109
教室
篤行館 304
教室

題目
主講人
數學演算 根生新世界：比與比 彰化師範大學數學系
例式
施皓耀教授
數學演算 根生新世界：因數與 彰化師範大學數學系
施皓耀教授
倍數
數學與文化：曆法與人類文化中 台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的數學思維
英家銘教授
數學演算 根生新世界：多項式 彰化師範大學數學系
與函數 1
施皓耀教授
數學演算 根生新世界：多項式 彰化師範大學數學系
與函數 2
施皓耀教授
數學演算 根生新世界：多項式 彰化師範大學數學系
與函數 3
施皓耀教授

2.本院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含博士班、碩士班）
日期

地點

題目

「閱讀素養與研究議題」學術講座～
專題演講 1
106.10.18(三) 科 學 館 101 閱讀理解策略教學成效之行動研究
15:30-17:20
教室
專題演講 2
科學多重文本閱讀理解評量發展與表現
標準設定
2017 年原住民族科學與數學教育學術研
106.11.3-4
藝 術 館 405 討會（與「本校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
(五-六)
國際會議廳
究所」、「國立臺東大學原住民族教育
及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合辦）

主講人

專題演講 1
國立屏東大學
林素秋助理教授
專題演講 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林小慧博士

Dr. James A.
Making the Just ASK a Teacher website
Shymansky
106.11.15(三) 圖書館 4 樓 a national resource for K-5 science
University of
18:00-20:00
資源推廣室
lessons and professional
Missouri-St Louis
development: Just ASK 2.0
(UMSL)
Jari Lavonen（赫
106.11.24(五) 科 學 館 101
演講
爾辛基大學教育學
10:00-12:00
教室
院副院長）
3.本院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日期
地點
106.10.18(三) 體育館 205
15:30-17:30
視廳教室

題目
國際游泳訓練法的趨勢

主講人
蔡軒宇老師(南港高中游泳隊教
練-國家級教練 )

4.本院資訊科學系（含碩士班）
日期

地點

題目

主講人

工業無線感測網路開發實務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游允帥 助理教授

Adaptive computational
imaging formation algorithm

Eastman Kodak Company(伊士
曼柯達公司) 郭仲輝 Senior
Scientist(資深科學家)(國
籍：USA)

音樂產業數位化的發展與未來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兼任助理教
授級專技
楊維夫 老師

106.11.28(二) 視聽館 4 樓
13:30-15:30 F408

4G/5G 核心網路架構與研究

國立宜蘭大學資訊工程系
陳懷恩 教授

106.12.12(二) 視聽館 4 樓
13:30-15:30 F408

科技發展預測與商業模式

桓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鄭兆凱 副總經理

106.09.26(二) 視聽館 4 樓
13:30-15:30 F408
106.10.31(二) 視聽館 4 樓
13:30-15:30 F408

106.11.2(四)
18:30-20:30

科學館 5 樓
B505

5.本院數位科技設計學系（含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日期
106.10.3(二)
13:30-15:30
106.10.13(五)
10:00-12:00
106.10.17(二)
13:30-15:30
106.11.14(二)
13:30-15:30
106.11.28(二)
13:30-15:30

地點
篤行樓 Y701
教室
篤行樓 Y703
教室
篤行樓 Y701
教室
篤行樓 Y701
教室
篤行樓 Y701
教室

題目
SOHO 族經驗分享
Be Yourself 寫真編輯術
空拍機實務操作
出框─勇於冒險實現
個人品牌創業分享（暫定）

主講人
Freelance Artists
高錫研先生
SNAPPP 照玩雜誌
張簡誌瑋 總編輯
文教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林懿偉先生
出框演講團隊
林昕臨先生
FIGURE ARMOR
高全慶先生

系所其他活動
1.本院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含碩士班）
（1）於 106 年 10 月 3 日辦理系所評鑑實地訪評。
2.本院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含博士班、碩士班）
（1）於 106 年 10 月 13 日（五）辦理系所評鑑實地訪評。
（2）於 106 年 10 月 14 日（六）及 10 月 21 日（六）辦理兩梯次 106 學年度「高中生自然科學增能
研習營」。
（3）於 106 年 10 月 16 日（一）至 10 月 20 日（五）止辦理「研究生論文計畫」第 1 次口試申請作
業。
（4）於 106 年 10 月 16 日（一）至 11 月 10 日（五）舉辦「自然科趣味科學活動設計甄選」。
（5）於 106 年 10 月 23 日（一）至 10 月 27 日（五）辦理「碩士生逕修讀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博士學
位甄選」申請作業。
（6）於 106 年 10 月 30 日（一）至 11 月 10 日（五）辦理 106 學年度「自然科學基本知能及教學基
本能力分級鑑定」第一階段紙筆測驗第 1 次報名作業。
（7）訂於 106 年 11 月 1 日（三）至 11 月 15 日（三）辦理「李毓進教授獎助學金」申請作業。
（8）訂於 106 年 11 月 6 日（一）至 11 月 10 日（五）辦理「研究生論文計畫」第 1 次口試作業。
（9）訂於 106 年 11 月 20 日（一）至 12 月 1 日（五）止辦理「學士班學生修讀碩士班課程甄選」
申請作業。
3.本院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1）於 106 年 10 月 17 日辦理 107 級體育表演會燈光特效評選。
（2）於 106 年 10 月 20 日辦理系所評鑑實地訪評。
4.本院資訊科學系（含碩士班）
（1）於 106 年 10 月 12 日辦理系所評鑑實地訪評。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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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 日假百齡河濱公園舉辦 2017 系/所友「巴西窯烤」活動。
（2）於 106 年 10 月 13 日辦理系所評鑑實地訪評。

學生活動
1.本院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含碩士班）
（1）於 106 年 10 月 28-29 日(六、日)假埔心牧場辦理迎新宿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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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6-8 日（五-日）假桃園市埔心牧場辦理迎新露營活動。
（2）本系系學會於 106 年 10 月 23 日（一）舉辦自然系食字路口活動。
（3）本系系學會訂於 106 年 11 月 30 日（四）舉辦自然系達人秀大賽。
3 本院資訊科學系（含碩士班）
（1）本系系學會訂於 106 年 10 月 8-10 日(日-二)假埔心牧場辦理新生迎新宿營活動。
（2）本系系學會訂於 106 年 10 月 25 日(三)假師大夜市辦理食字路口活動。
（3）本系系學會訂於 106 年 10 月 30 日(一)起假校內辦理資科盃運動大賽活動。
（4）本系系學會訂於 106 年 11 月 3 日(五)假 F401A 辦理資科盃電競大賽活動。
（5）本系系學會訂於 106 年 11 月 24 日(五)假活動中心 301 辦理拉資維加斯活動。

4.本院數位科技設計學系（含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1）本系玩遊碩士生於 106 年 9 月 30 日（六）至 10 月 3 日（二）赴中國山東進行海外實地學習課
程。
（2）本系系學會訂於 106 年 10 月 31 日（二）舉辦「窮嘶盃」活動。

榮譽榜
1.本院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1）106 年師鐸獎得主-後龍扯鈴傳奇-傅仕銘老師(體育系 90 級畢業生) 。
（2）106 年師鐸獎得主-全國最年輕師鐸獎得主-王寶莉老師(體育系 95 級畢業生) 。
2.本院數位科技設計學系（含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1）本系范丙林教授及俞齊山教授指導本系碩士班學生作品「方舟 ARK」，赴中國杭州之浙江大學
參加「中國高校計算機大賽─移動應用創新賽」榮獲大中華區總決賽二等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