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61 次行政會議理學院工作報告
108.3.12

院務
1.召開 107 學年度院級相關會議 ：
（1）108.03.06 召開第 2 次院務會議。
（2）108.04.16 召開第 5 次院教評會。
（3）108.04.25 召開第 2 次院課委會。
2.重要工作項目 ：
（1）辦理第七任院長選任相關作業，重要 行程規劃如下：
a.108.03.06 召開第 1 次院長選任委員會議。
b.108.03.12（核定公告日後）～108.04.15 公開徵求院長候選人。
c.108.04.17 召開第 2 次院長選任委員會議。
d.108.05.07 辦理院長候選人治院理念說明會。
e.108.05.13～108.05.14 辦理同意權投票。
f.108.05.15 召開第 3 次院長選任委員會。
（2）辦理本院專任教師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升等申請案（含著作外審）」相關業務。
（3）辦理本院專任教師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評鑑申請案（含當次免評鑑）」相關業務。
（4）辦理本院約聘教師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約聘教師評鑑申請案」相關業務。
（5）辦理本院專任教授 108 學年度「教師休假研究進修」相關業務。
（6）配合研發處通知，彙整本院各系所「108 年度推動國際化規劃書與補助經費分配」事宜。
（7）配合教務處通知，辦理「107 學年度教師教學優良獎」第二階段候選人推薦案。
（8）配合學務處通知，辦理「107 學年度優良導師暨社群指導教師」第二階段候選人推薦案。
（9）配合教發中心通知，辦理「107 學年度教師教材與教學著作獎勵」推薦案。
（10）本院「107 學年度理學院五系系學會聯合活動」，訂於 108.05.08（三）下午六點於大禮堂
舉辦，依順位主辦單位輪由「體育系系學會」主辦，歡迎蒞臨指導。
3.本校校園樹木保護小組重要工作 ：
（1）校樹（大葉合歡）近況：廠商於 108.03.08 用高空吊車修剪樹枝，因最近天氣較為潮濕，樹
幹下方的靈芝腐朽菌還是有持續生長，廠商目前已做清除並使用藥劑抑制，預定於 108.03.19
前再次進場觀察校樹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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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
題目
108.04.10(三) 科學館 B101 教 學術論文寫作要領
室
108.04.22(一) 科學館 B101 教 增強機制在課堂中的應用與轉
室
化

主講人
東吳大學資管系
朱蕙君副教授
新北市立新泰國中數學科教師
劉繼文老師

2.本院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含博士班、碩士班）
日期
108.03.05(二)

地點
科學館 B101

108.03.26(二)

科學館 B101

題目
你真的知道三葉蟲是
甚麼嗎?
自然科的實驗室與動
手做的實驗考

主講人
本校自然系
吳天偉助理教授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小學部
范暄昊老師(本系大學部及碩士班系友)

3.本院資訊科學系（含碩士班）
日期
108.03.12(二)
13:30~15:30
108.03.19(二)
13:30~15:30
108.04.16(二)
13:30~15:30
108.04.30(二)
15:30~17:30
108.05.14(二)
15:30~17:30
108.05.28(二)
13:30~15:30
108.06.11(二)
13:30~15:30

地點
視聽館 F408
視聽館 F408
視聽館 F408
視聽館 F408
視聽館 F408
視聽館 F408
視聽館 F408

題目
應用深度學習於幼兒
情緒辨識
新時代腦波科技的發
展
台北智慧城市生態發
展與治理
創業很簡單

主講人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教授
郭忠義教授
黎明技術學院電機工程系系主任
姜義德教授
台北市資訊局局長
呂新科局長
立固自動化系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蕭潮州董事長
從校園到職場找到自 博弘雲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亞馬遜業
己-公有雲產業概況
務處 sales 儲旭
健康照護物聯網
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資管系教授兼推廣教
育中心主任 洪論評教授
Syria in 90's (90 年代的 李乃聖 Nasser Al Ali
敘利亞)
前卡達 Al Amer Group 財務長

4.本院數位科技設計學系（含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日期
108.03.13(三)

地點
篤行樓 Y306

108.03.26(二)

篤行樓 Y701

108.04.09(二)

篤行樓 Y701

108.04.10(三)

篤行樓 Y703

108.04.11(四)

視聽館 F301

108.04.23(二)

篤行樓 Y701

題目
主講人
數位藝術表現與電腦程式設計 宏碁電腦
鄭大佑副總
品牌電商與通路電商經驗談
饌元有限公司產品
王庭筠經理
從 21 邊緣到雅虎工程師-該如 香港商雅虎資訊台灣分公司
何預備進入職場
吳明憲軟體工程師
創意設計分享
中國科技大學設計系
李達皓教授
數位媒體活動展演人才需求
酷米文化有限公司
吳國禎負責人
從哪裡跌倒，就別從那裡站起 宏達國際電子
來
孫裴資深內容設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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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5 月 7 日辦理「107 學年度數學科教學基本知能分級鑑定」，報名自 108 年 3 月 11
日(一)～108 年 4 月 12 日（五）止。
2.本院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含博士班、碩士班）
（1）於 108 年 3 月 5 日(二)辦理「個人申請入學尺規諮詢會議」，邀請中山女中教務處姜錢珠主任

及成功高中輔導室巫志忠主任，提供本系尺規修改之建議，與系上老師討論本系審查評量尺
規的妥適性。
（2）於 108 年 3 月 12 日(二) 辦理「個人申請評分員訓練及模擬甄試書審工作坊」，邀請銘傳大
學教務處綜合業務組張淑卿組長分享銘傳大學的經驗。
3.本院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1）訂於 108 年 3 月 16 日(六)於體育館 2 樓辦理 108 學年度體育學系碩士班考試。
（2）訂於 108 年 3 月 17 日(日)於體育館辦理 108 學年度體育學系運動績優單獨招生考試。
4.本院資訊科學系（含碩士班）
（1）訂於 108 年 3 月 9 日（六）辦理 107 學年度「資訊科基本能力分級鑑定」考試 。

學生活動
1.本院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含碩士班）
（1）本系學生訂於 108 年 4 月 8 日至 4 月 26 日於新北市永和區網溪國小進行駐校集中教育實習。
2.本院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含博士班、碩士班）
（1）本系學生訂於 108 年 3 月 11 日至 3 月 29 日於臺北市萬華區西門國小進行駐校集中教育實習。
（2）本系系學會訂於 108 年 4 月 8 日（一）於大禮堂舉辦自然系星光大道比賽。
3.本院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1）本系學生訂於 108 年 3 月 11 日至 3 月 29 日於新北市永和區秀山國小進行駐校集中教育實習。
4.本院資訊科學系（含碩士班）
（1）本系系學會訂於 108 年 2 月 26 日辦理師生座談暨期初系員大會。
（2）本系系學會訂於 108 年 3 月 13 日在活動中心 301 辦拉資維加斯活動。
5.本院數位科技設計學系（含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1）本系系學會訂於 108 年 2 月 27 日辦理期初系員大會。

榮譽榜
1.本院學生參賽獲獎名單
【學系】
競賽名稱/獲得獎項、名次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競賽名稱：Pepper 機器人黑客松創意競賽
獲得獎項：榮獲佳作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競賽名稱：2018 創客智造節
獲得獎項：榮獲入選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競賽名稱：2018 創客智造節
獲得獎項：榮獲入選
【體育學系】
競賽名稱：2019 東京馬拉松
獲得獎項：半菁英組第 1 名
【體育學系】
競賽名稱：德國第四屆亞洲雪橇錦標賽
獲得獎項：銀牌（我雪橇國際賽女子組首牌）

指導教師
學生姓名、團隊名稱/作品名稱
指導老師：顏榮泉副教授、林松江助理教授
學生姓名：數資系呂子芸碩士生、學士班李宇宸、
蔡宏彬、魏宏儒同學暨本校課傳所張原禎博士生、
台科大資管系利文韡碩士生跨校系團隊
作品名稱：「沛服到家」
指導老師：顏榮泉副教授
學生姓名：許一文、李宇宸、林家暐
作品名稱：捷運車廂管理系統
指導老師：顏榮泉副教授
學生姓名：陳俊瑜、鄧毓瑄
作品名稱：智能公車站廣告推薦系統
學生姓名：曹純玉
(成績 2:36:14 打破高懸 15 年的全國紀錄
我國目前唯一達標 2019 世錦賽的女子選手)
學生姓名：林欣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