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56 次行政會議理學院工作報告
107.10.17

院務
1.召開 107 學年度院級相關會議 ：
（1）107.10.23 召開第 2 次院教評會。
2.其他重要工作項目 ：
（1）辦理本院專任教師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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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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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資策會「DIGI+Talent 跨域數位人才加速躍升計畫」認列學分協調事宜。
（4）依研發處通知，辦理教師學術研究獎勵申請案複審作業。
（5）本院「107 學年度理學院五系系學會聯合活動」
，依順位主辦單位輪由「體育系系學會」主辦，
辦理時間規劃中，屆時歡迎蒞臨指導。
3.本校校園樹木保護小組重要工作 ：
（1）辦理校園樹木保護小組攝影創作比賽，徵件時間自即日起至 10/15（一）止。
（2）校樹(大葉合歡)現況：近日天氣較為潮濕，造成樹幹產生真菌靈芝，目前先行將定時澆灌系統
關閉，並通報廠商到校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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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0.31(三)
6:30-8:30pm

地點
題目
主講人
科 學 館 B206 適合 2-10 歲兒童的數學遊戲與 Fun Kids 放小孩工作坊創辦人
教室
王湘妤老師
教具操作

107.11.15(四)
6:30-8:30pm

科 學 館 B109
智慧校園
教室

南湖國小
汪明芳校長

2.本院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含博士班、碩士班）
日期
地點
107.10.02(二) 科學館 B101
107.10.23(二) 科學館 B101

題目
主講人
從廢材裡玩出價值-現職國小教 新北市沙崙國小
師的成長歷程
許皓鈞老師(100 級系友)
從小學老師變成大學老師
本系林靜雯教授

107.10.30(二) 科學館 B101

如何在你的職業中找尋錢

New Fitness 新動力
肌力與體能訓練師
黃冠為教練(102 級系友)

107.11.27(二) 科學館 B101

系學會主辦

待聘

107.12.04(二) 科學館 B101

系學會主辦

107.12.25(二) 科學館 B101

待聘
Quantum
Optics
with 國立清華大學物理研究所
Superconducting Qubit（利用 溫秉彝博士後研究員
超導量子位元實現量子光學）
(99 級系友)

3.本院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日期
107.10.13(六)
8:00-17:20pm

地點
篤行樓 Y702

題目

主講人

2018 國際優質研究論文寫作工 相子元教授、洪聰敏教授、盧
作坊-北部場次
俊宏教授、張育愷教授

4.本院資訊科學系（含碩士班）
日期

地點

題目

主講人

107.09.25(二)
1:30-3:30pm

視聽館 4 樓
(F408)

AIoT-based Healthcare
Systems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黃有評教授

107.10.02(二)
1:30-3:30pm

視聽館 4 樓
(F408)

Application Synthesizer

工業技術研究院 資通所資料中心
系統軟體組 江滄明組長

107.10.16(二)
3:30-5:30pm

視聽館 4 樓
(F406)

金融資訊人才產業合作計
畫（中國信託）

中國信託銀行全球人力資源管理處
王馥瑋先生

107.10.30(二)
1:30-3:30pm

視聽館 4 樓
(F408)

軟體開發 DevOps 整合測試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與建置
郭忠義教授

107.11.06(二)
1:30-3:30pm

視聽館 4 樓
(F408)

金融區塊鏈發展下相關應
用的資安議題與解決方案

亞洲大學資訊工程系
陳興忠副教授

107.11.20(二)
3:30-5:30pm

視聽館 4 樓
(F406)

多維度網路攻擊趨勢

資通電軍網路戰聯隊
中士 張志帆
招募員中士 龔景翊

107.12.04(二)
1:30-3:30pm

視聽館 4 樓
(F408)

青年如何創新創業

SLP taipei 創業課程執行團隊
王欽泉先生

107.12.18(二)
1:30-3:30pm

視聽館 4 樓
(F408)

網路產業經驗談

網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陳士富總經理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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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0.02(二) 篤行樓 Y701

題目

主講人

財商教育遊戲化發展應用

天翔國際教育集團
沈玲婕研發長

107.10.05(五) 科學館 B506B

雷射切割應用與實作

首羿國際公司
王籌億專案經理

107.10.30(二) 篤行樓 Y701

光固化 3D 列印應用案例分享

台灣天馬科技
蔡志彥總經理

107.11.13(二) 篤行樓 Y701

遊戲產業關鍵技術與發展趨勢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戴文凱教授

107.11.20(二) 篤行樓 Y701

遊戲企劃，你在做什麼？

鈊象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曾舒珮主任

107.12.11(二) 篤行樓 Y701

數位藝術

107.12.25(二) 篤行樓 Y701

行銷心理學

新媒體藝術家
林佩淳教授
英國杜倫大學
黃秀珍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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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預計於 107 年 10 月 8 日~11 月 9 日，辦理本系自然科趣味科學活動設計甄選。
（2）本系預計於 107 年 10 月 8 日~10 月 12 日為研究生第 1 次申請論文計畫口試時程，10 月 29 日
~11 月 2 日為研究生舉行第 1 次論文計畫口試時程。
（3）本系預計於 107 年 10 月 22 日~10 月 26 日，舉行碩士生逕修讀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博士學位甄選
申請。
(4) 本系預計於 107 年 11 月 1 日~11 月 15 日辦理李毓進教授獎助學金申請。
(5) 本系預計於 107 年 11 月 5 日~11 月 23 日辦理自然科學基本知能分級鑑定第 1 次紙筆測驗報名。
（6）本系預計於 107 年 11 月 26 日~11 月 30 日辦理研究生第 2 次申請論文計畫口試及研究生申請正
式學位論文口試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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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10 月 1 日(一)舉辦系烤活動。
（2）本系系學會預計於 107 年 10 月 26 日(五)~28 日(日)於桃園市龍潭區石門山勞工育樂中心舉行
自然系迎新宿營。
（3）本系系學會預計於 107 年 11 月 23 日(五)舉辦自然系達人秀。
2.本院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1）本系訂於 107 年 10 月 6、7 日於淡水農場舉辦 111 級迎新宿營活動。
3.本院資訊科學系（含碩士班）
（1）本系系學會訂於 107 年 10 月 9 日(二)假活動中心 301 辦理系員同樂會活動。
（2）本系系學會訂於 107 年 11 月 1 日(四)起假校內各體育場地辦理資科盃球類競賽活動。
（3）本系系學會訂於 107 年 11 月 2-4 日(五-日)假埔心牧場辦理新生迎新宿營活動。
（4）本系系學會訂於 107 年 11 月 23 日(五)起假視聽館 F401 辦理資科盃電競大賽活動。
（5）本系系學會訂於 107 年 12 月 14 日(五)假活動中心 301 辦理耶誕制服日活動。
4.本院數位科技設計學系（含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1） 本系訂於 107 年 11 月 9-11 日(五-日)假坪林合歡山莊辦理新生迎新宿營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