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50%
「在校學業成
績」全校排名
百分比標準

各類學群
招生校系數

臺北市立大學

http://www.utaipei.edu.tw/              

學校地址 (10048)臺北市中正區愛國西路1號教務處招生

一、學校基本資料：

二、重要招生資訊：

三、重要事項說明：
1.本校為關注城市發展之綜合型大學，共計有教育學院、人文與藝術學院、理學院、體育學院、市政管理學院等5個
學院，分為博愛（臺北市中正區愛國西路1號）與天母 (臺北市士林區忠誠路二段101號) 兩校區。
2.本校設有國小、幼教、特小(身障、資賦優異類)、特幼(身障類)、特中(身障類)教育學程，取得師資生身份者，
可修習教育學程。學生取得師資生身份管道有二：(1)透過師培學系、並行師培學系甄選或遞補；(2)通過教育學程
甄試。師資生可依規定甄選成為(1)師資培育獎學金學生(2)公費生。相關規定請至本校師培中心首頁/教育學程組項
下查詢。
3.本校備有學生宿舍，設籍雙北以外大學部新生優先入住。相關規定請至學校首頁/學生專區/住宿及租屋服務項下
查詢。
4.本校各項獎助學金類別多。申請資訊請至學校首頁/學生專區/獎助學金申請/獎助學金專區項下查詢。

學校網址

＊(  )內數字表外加名額招生校系數。招生校系數

傳真電話

聯絡電話

02-23146811         

02-23113040#1151       

共 20 校系( 18 校系)

學校代碼 035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生組                            

轉系規定
※本招生考試之錄取生就讀期間得依規定申請轉系。

校系分則

第一類12校系(10校系)

第五類--校系(--校系)

第二類7校系(7校系)

第六類--校系(--校系)

第三類1校系(1校系)

第七類--校系(--校系)

第四類--校系(--校系)

第八類--校系(--校系)

備註

臺北市立大學            
教育學系              
                      

可填志願數

學群類別

招生名額

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1.本系為師資培育學系，以自費為主。本系歷史悠久師資優異，課程多元且學術活動豐富。強調在學期間到教育機
關或文教事業參觀、見習與實習，提供國際交流及海外實習機會，理論與實務並重。本系積極輔導學生畢業後往學
校任教、行政與文教單位任職或從事學術研究等發展。
2.有關教師資格取得及服務之權利義務，悉依師資培育法及其相關法令之規定辦理。
3.本系網址：http://edu.utaipei.edu.tw/。
4.聯絡電話：02-23113040轉4313黃助教。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英文級分                                                 

5、學測社會級分                                                 

6、國文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7、數學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3、學測數學級分                                                 

2、學測國文級分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 英聽 --

無 自然 --

12 社會 --

12 數學 後標

第一類學群 後標

03501 國文 均標

英文

備註

臺北市立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可填志願數

學群類別

招生名額

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1.本學系為師資培育學系，以培育特殊教育師資及特教相關專業人才為宗旨，採自費為主。課程兼重身心障礙與資
賦優異教育之理論與實務。學生畢業後除可至學校任教外，另可任職特教行政部門和身心障礙療育機構，亦可報考
特教相關研究所進修深造與參加公職考試。
2.有關教師資格取得及服務之權利義務，悉依師資培育法及其相關法令之規定辦理。
3.本學系網址：http://spec.utaipei.edu.tw/。
4.聯絡電話：02-23113040轉4113郭助教。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數學級分                                                 

5、國文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6、英文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7、數學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3、學測英文級分                                                 

2、學測國文級分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10 英聽 --

1 自然 --

12 社會 --

7 數學 均標

第一類學群 均標

03502 國文 均標

英文



備註

臺北市立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可填志願數

學群類別

招生名額

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1.本系為全師培學系，課程多元，完整的實習系統、豐富的國際交流活動為一大特色。師資生有機會依規定甄選成
為公費生。畢業生除任教於幼兒園，可往兒童媒體、社福、文教、學術及公職等領域發展。
2.有關教師資格之取得及服務之權利義務，悉依師資培育法及其相關法令之規定辦理。
3.本系網址：http://web.utaipei.edu.tw/~kid/。
4.聯絡電話：02-23113040轉4212~4213王助教。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社會級分                                                 

5、學測國文、英文、社會之級分總和                               

6、國文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7、英文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3、學測英文級分                                                 

2、學測國文級分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10 英聽 --

2 自然 --

12 社會 均標

18 數學 --

第一類學群 均標

03503 國文 均標

英文

備註

臺北市立大學            
心理與諮商學系        
                      

可填志願數

學群類別

招生名額

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1.本系為非師資培育學系。教育內容包括心理學基礎、教育心理、諮商與輔導等專業課程，畢業後可至相關教育單
位、輔導機構、工商企業人資單位服務，也可報考觀護人、監獄官等司法特考，或繼續進修成為心理師以及專業學
術領域研究，從事與人際互動有密切關聯性之各項職業。
2.歡迎對周遭人、事、物具關懷熱誠，且態度真誠、積極主動學習的您加入本系。
3.本系網址：http://counsel.utaipei.edu.tw/
4.聯絡電話：02-23113040轉8383蔡助教 /e-mail：counsel@utaipei.edu.tw。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國文級分                                                 

5、學測數學級分                                                 

6、學測社會級分                                                 

7、英文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3、學測英文級分                                                 

2、學測國文、英文、數學、社會之級分總和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10 英聽 --

2 自然 --

12 社會 均標

15 數學 均標

第一類學群 均標

03504 國文 均標

英文

備註

臺北市立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    
                      

可填志願數

學群類別

招生名額

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1.本系屬教育學院，涵養兼具教育素養和媒材設計能力之跨領域人才，提供從事學習媒材設計需具備的「教育知
能」、「數位科技」、「藝術設計」等課程。畢業生主要於研究所深造、或文教事業、數位產業以及教育機構任
職。本系非師培學系，欲擔任教師，可通過校內考試並修習幼教、小教或特教等教育學程。
2.本系網址：http://Lmd.uTaipei.edu.tw。歡迎洽詢：范助教  02-23113040轉8422或8423、  
Lmd@uTaipei.edu.tw。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社會級分                                                 

5、學測數學級分                                                 

6、國文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7、英文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3、學測英文級分                                                 

2、學測國文級分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 英聽 --

無 自然 --

12 社會 均標

8 數學 均標

第一類學群 均標

03505 國文 均標

英文

備註

臺北市立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可填志願數

學群類別

招生名額

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1.本系為師資培育與非師資培育並行學系。本系具備一般大學中文系應有之課程，同時兼具寫作實務、兒童創作等
應用語文之課程，適合對中國文學、語文教學、語文應用有興趣者就讀。
2.本系網址：http://literacy.utaipei.edu.tw/。
3.聯絡電話：02-23113040轉4413黃助教。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社會級分                                                 

5、歷史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6、學測國文、英文之級分總和                                     

7、學測英文級分                                                 

3、國文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2、學測國文級分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10 英聽 --

6 自然 --

12 社會 均標

10 數學 --

第一類學群 底標

03506 國文 均標

英文



備註

臺北市立大學            
歷史與地理學系        
                      

可填志願數

學群類別

招生名額

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1.本系為師資培育與非師資培育並行學系。學生畢業後除可當小學教師外，另可從事文史工作、觀光導遊解說、地
理資源規劃、任職政府機構或出國進修。
2.本系網址：http://social.utaipei.edu.tw/bin/home.php。
3.聯絡電話：02-23113040轉4512。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英文級分                                                 

5、學測社會級分                                                 

6、學測數學級分                                                 

7、國文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3、學測國文級分                                                 

2、學測國文、英文、社會之級分總和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10 英聽 --

3 自然 --

12 社會 均標

23 數學 --

第一類學群 均標

03507 國文 均標

英文

備註

臺北市立大學            
視覺藝術學系          
                      

可填志願數

學群類別

招生名額

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1.本系為師資培育與非師資培育並行學系。
2.適合對視覺藝術創作有高度熱忱之學生。
3.本系網址：http://art.utaipei.edu.tw/。
4.聯絡電話：02-23113040轉6112、6113。
5.e-mail：art@utaipei.edu.tw。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社會級分                                                 

5、學測國文、英文之級分總和                                     

6、英文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7、國文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3、學測國文級分                                                 

2、學測英文級分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10 英聽 --

1 自然 --

12 社會 --

8 數學 --

第一類學群 --

03508 國文 均標

英文

備註

臺北市立大學            
英語教學系            
                      

可填志願數

學群類別

招生名額

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1.本系為培育國小英語教師之全師資培育學系，且師資生有機會甄選成為公費生。課程多元豐富，包含英語基礎能
力、英語教學、語言學、文學、應用英文、翻譯等，並提供「英語商務學分學程」。部分課程由外籍教師授課。本
系課程理論與實務並重，實習制度完整，且提供學生出國當交換生、參訪及實習的機會。畢業生除了成為國小英語
教師之外，亦可往公職、國貿、航空業、翻譯、英語導覽、出版業及文教事業發展。2.有關教師資格之取得及服務
之權利義務，悉依師資培育法及其相關法令之規定辦理。3.本系網址：http://english.utaipei.edu.tw/。4.聯絡
電話：02-23113040轉4613陳助教。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數學級分                                                 

5、英文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6、國文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7、數學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3、學測國文級分                                                 

2、學測英文級分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10 英聽 A級

2 自然 --

12 社會 --

6 數學 均標

第一類學群 前標

03509 國文 前標

英文

備註

臺北市立大學            
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    
                      

可填志願數

學群類別

招生名額

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1.本系為非師資培育學系，以培養公共事務管理人才為主，並輔以公務法律專長、相關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構及
非營利機構應試就業之增能課程。
2.本系網址：http://public.utaipei.edu.tw/。
3.聯絡電話：02-23113040轉4552何助教。

分發比序項目

4、英文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5、學測社會級分                                                 

6、學測國文級分                                                 

7、學測英文級分                                                 

3、國文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2、公民與社會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10 英聽 --

2 自然 --

12 社會 均標

6 數學 --

第一類學群 均標

03510 國文 均標

英文



備註

臺北市立大學            
城市發展學系          
                      

可填志願數

學群類別

招生名額

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1.本系於103學年度成立，旨在結合都市規劃及都市治理學門，配合臺北市政府城市發展政策，培育都市規劃和公
共事務管理等人才。位於天母校區，為非師資培育學系。
2.本系網址：http://dud.utaipei.edu.tw/。
3.聯絡電話：02-28718288轉3111陳助教。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社會級分                                                 

5、國文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6、英文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7、地理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3、學測英文級分                                                 

2、學測國文級分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10 英聽 B級

1 自然 --

12 社會 前標

8 數學 --

第一類學群 均標

03511 國文 均標

英文

備註

臺北市立大學            
都會產業經營與行銷學系
                      

可填志願數

學群類別

招生名額

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1.本系為非師資培育學系，位於天母校區。為培育城市發展所需之產業經營與市場行銷人才，在課程規劃上將城市
產業經營和管理行銷列為課程設計重點，以培養學生基本知識及分析能力，並滿足人力規劃政策與產業發展需求。
2.本系網址：http://duimm.utaipei.edu.tw/。
3.聯絡電話：02-28718288轉3107都經系辦。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國文級分                                                 

5、英文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6、數學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7、國文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3、學測數學級分                                                 

2、學測英文級分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10 英聽 --

1 自然 --

12 社會 --

8 數學 均標

第一類學群 均標

03512 國文 均標

英文

備註

臺北市立大學            
應用物理暨化學系電子物
理組                  

可填志願數

學群類別

招生名額

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1.本系為非師資培育學系，著重理論與實務，以培育養電子物理與應用化學產業導向相關人才為主。開發多元課程
模組提供學生選讀。經由開授或校外選修與實務結合之相關技術課程，培養與業界直接接軌之能力與知識，積極與
產業簽約提供學生企業實習機會。
2.本系網址：http://apc.utaipei.edu.tw/。
3.聯絡電話：02-23113040轉3112賴助教。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數學級分                                                 

5、物理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6、化學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7、英文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3、學測英文級分                                                 

2、學測自然級分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7 英聽 --

2 自然 均標

7 社會 --

3 數學 均標

第二類學群 均標

03513 國文 --

英文

備註

臺北市立大學            
應用物理暨化學系應用化
學組                  

可填志願數

學群類別

招生名額

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1.本系為非師資培育學系。著重理論與實務，以培育養電子物理與應用化學產業導向相關人才為主。開發多元課程
模組提供學生選讀。經由開授或校外選修與實務結合之相關技術課程，培養與業界直接接軌之能力與知識，積極與
產業簽約提供學生企業實習機會。
2.本系網址：http://apc.utaipei.edu.tw/。
3.聯絡電話：02-23113040轉3112賴助教。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數學級分                                                 

5、物理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6、化學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7、英文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3、學測英文級分                                                 

2、學測自然級分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7 英聽 --

2 自然 均標

7 社會 --

3 數學 均標

第二類學群 均標

03514 國文 --

英文



備註

臺北市立大學            
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
                      

可填志願數

學群類別

招生名額

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1.本系為師資培育與非師資培育並行學系，並可加註自然專長。
2.本系整合地球科學與生命科學領域為基礎，以環境教育與全球變遷議發展為特色。課程兼具基礎理論與實務應
用，可依興趣選修實務、升學及師培課程。
3.本系網址：http://envir.utaipei.edu.tw/。
4.聯絡電話：02-23113040轉3153楊助教。

分發比序項目

4、地球科學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5、學測國文級分                                                 

6、學測英文級分                                                 

7、學測數學級分                                                 

3、生物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2、學測自然級分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7 英聽 --

2 自然 均標

7 社會 --

10 數學 均標

第二類學群 均標

03515 國文 --

英文

備註

臺北市立大學            
數學系                
                      

可填志願數

學群類別

招生名額

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1.本系重視數學基礎訓練，並兼具培養專長定向探索的能力。設置數學、統計、數學教育等三個模組分流培育，學
生可專一學習，亦可以培養多元專長。承認外系或外校自由選修15學分，鼓勵學生跨領域學習。辦理多項與課程相
關的學藝活動，強化學生溝通表達、團隊合作及資訊應用的能力與素養。開放空間與儀器設備供學生學習使用。重
視學生生活與生涯輔導。2.本系為師資培育與非師資培育並行學系。學科能力測驗國文達均標者，得於大一上學期
規定期限內申請師資生資格，經甄選後擇優錄取成為本系師資生。3.本系網址：http://math.utaipei.edu.tw。4.
聯絡電話：02-23113040轉1913劉助教。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英文級分                                                 

5、數學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6、物理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7、英文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3、學測自然級分                                                 

2、學測數學級分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7 英聽 --

5 自然 均標

7 社會 --

7 數學 均標

第二類學群 --

03516 國文 --

英文

備註

臺北市立大學            
資訊科學系            
                      

可填志願數

學群類別

招生名額

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本系重視學生資訊專業能力與多元發展，課程包括目前最熱門的AI人工智慧相關課程，提升學生專業技能。合於規
定，可提早一學年或一學期畢業。培養多元專長，承認外系或外校自由選修15學分，鼓勵學生跨領域學習。同時有
許多國際交流、移地教學、雙聯學制、企業實習等機會。提供學生不同選擇，為未來奠下良好基礎。
提供預先俢讀碩士班課程的機會，五年一貫課程，最快1年即可取得碩士學位。
1.本系網址：http://cs.utaipei.edu.tw/
2.聯絡電話：02-23113040轉8362劉助教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國文級分                                                 

5、數學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6、英文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7、國文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3、學測英文級分                                                 

2、學測數學級分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7 英聽 --

1 自然 --

7 社會 --

5 數學 均標

第二類學群 均標

03517 國文 均標

英文

備註

臺北市立大學            
休閒運動管理學系      
                      

可填志願數

學群類別

招生名額

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1.本系擁有優秀的師資及學習環境，培養休閒運動指導、經營管理、研究與規劃等人才，並與產業界結合，取得各
項證照；多元的升學、國家考試及就業管道，也提供學生可考修教育學程。
2.本系網址：http://irsm.utaipei.edu.tw/。
3.聯絡電話：02-28718288轉6802李助教。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社會級分                                                 

5、學測自然級分                                                 

6、學測國文、英文、社會、自然之級分總和                         

7、國文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3、學測英文級分                                                 

2、學測國文級分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7 英聽 B級

2 自然 後標

7 社會 均標

6 數學 --

第二類學群 --

03518 國文 均標

英文



備註

臺北市立大學            
運動健康科學系        
                      

可填志願數

學群類別

招生名額

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1.本系可依個人性向與能力，選擇適合課程或通過教程甄試修習教育學程，考取運動健身指導、運動傷害防護，及
運動健康科學等相關領域專業證照，畢業後可順利銜接研究所或就業。
2.本系網址：http://ehs.utaipei.edu.tw/。
3.聯絡電話：02-28718288轉6402許助教。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自然級分                                                 

5、學測國文級分                                                 

6、生物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7、英文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3、學測英文級分                                                 

2、學測國文、英文、自然之級分總和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7 英聽 --

2 自然 --

7 社會 --

13 數學 --

第二類學群 底標

03519 國文 --

英文

備註

臺北市立大學            
衛生福利學系          
                      

可填志願數

學群類別

招生名額

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1.本系於103年度成立，為非師資培育學系，位於天母校區。
2.本系基於少子化、人口老化，並以建立衛生醫療與社會福利合而為一為設系宗旨，培育公共衛生、老年長期照護
及社會福利三個領域之人才。
3.本系網址：http://dhw.utaipei.edu.tw
4.聯絡電話：02-28718288轉3104洪助教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數學級分                                                 

5、生物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6、國文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7、公民與社會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3、學測自然級分                                                 

2、學測英文級分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1 英聽 --

1 自然 均標

1 社會 --

6 數學 均標

第三類學群 均標

03520 國文 --

英文

〈本頁以下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