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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立大學 112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 面試暨術科甄試資訊 

1. 心理與諮商學系心理與諮商教學碩士學位班筆試考試時間表將於 1月 16日公告，筆試試場分配表將於 2 月 8日公告。 

2. 其餘系所之面試、術科日期及校區位置請見下表，確切時間、試場地點及相關注意事項另於 2月 8日(三)前公告於系所網

頁，請務必自行查看，不另行通知。 

3. 無辦理面試或術科系所：心理與諮商學系心理與諮商教學碩士學位班、中國語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歷史與地理學系社會科

教學碩士學位班、視覺藝術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碩士在職專班、數學系數據科學與數學教育碩士在職專

班、資訊科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學
院 

系所學程 組別 
面試/術科 

日期 
校區 系所網址(超連結) 聯絡資訊 

教 
育 
學 
院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不分組 2/11 博愛 http://spec.utaipei.edu.tw 

電話：（02）2311-3040 分機 4112（廖助教） 

E-mail：special-education@utaipei.edu.tw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不分組 2/11 博愛 https://kid.utaipei.edu.tw 

電話：（02）2311-3040 分機 4212、4213（王助教） 

E-mail：kid@utaipei.edu.tw 

心理與諮商學系心理與諮商教學

碩士學位班 
不分組 

筆試 
2/11 

博愛 http://counsel.utaipei.edu.tw/ 電話：（02）2311-3040 分機 8383（請洽蔡助教） 

E-mail：counsel@utaipei.edu.tw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課程與教學

碩士在職專班 
不分組 2/11 博愛 http://Lmd.utaipei.edu.tw/ 

電話：（02）2311-3040 分機 8422、8423（范助教）   

E-mail：Lmd@utaipei.edu.tw 

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碩士在職

專班 

第一類 
2/11 博愛 http://adeva.utaipei.edu.tw 

電話：（02）2311-3040 分機 8433（邱助教）  

E-mail：adeva@utaipei.edu.tw 第二類 

人 
文 
藝 
術 
學 
院 

中國語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不分組   博愛 http://literacy.utaipei.edu.tw 

電話：（02）2311-3040 分機 4412（系辦公室）   

E-mail：literacy@utaipei.edu.tw 

歷史與地理學系社會科教學碩士

學位班 
不分組   博愛 http://social.utaipei.edu.tw 

電話：（02）2311-3040 分機 4513（林助教）    

E-mail：ljc@utaipei.edu.tw 

音樂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不分組 2/12 博愛 http://music.utaipei.edu.tw 

電話：（02）2311-3040 分機 6135（吳助教）     

E-mail：yhwu@utaipei.edu.tw 

視覺藝術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不分組   博愛 http://art.utaipei.edu.tw 

電話：（02）2311-3040 分機 6112、6113（連助教） 

E-mail：art@utaipei.edu.tw 

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碩士在職專

班 
不分組   博愛 http://public.utaipei.edu.tw 

電話：（02）2311-3040 分機 4552（何助教）    

E-mail：public@utaipei.edu.tw 

理 
學 
院 

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環境教

育碩士在職專班 
不分組 2/11 博愛 http://envir.utaipei.edu.tw 

電話：（02）2311-3040 分機 3153（楊助教）    

E-mail：envir2@utaipei.edu.tw 

數學系數據科學與數學教育碩士

在職專班 
不分組   博愛 http://math.utaipei.edu.tw 

電話：（02）2311-3040 分機 1913（劉助教）   

E-mail：math@utaipei.edu.tw 

資訊科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不分組   博愛 http://cs.utaipei.edu.tw 

電話：（02）2311-3040 分機 8362、8363（劉助教）   

E-mail：cs@go.utaipei.edu.tw 

體育學系體育教學碩士學位班 不分組 2/12 
博愛 http://physical.utaipei.edu.tw 

電話：（02）2311-3040 分機 8612、8613（許助教）    

E-mail：hsyab@utaipei.edu.tw 體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不分組 2/11 

體 
育 
學 
院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不分組 2/11 天母 http://irsm.utaipei.edu.tw 

電話：（02）2871-8288 分機 6802（李助教）   

E-mail：greenfriend01@utaipei.edu.tw 

運動科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不分組 2/11 天母 http://doss.utaipei.edu.tw 

電話：（02）2871-8288 分機 5802（黃助教）     

E-mail：les791015@utaipei.edu.tw 

競技運動訓練研究所碩士在職專

班 
不分組 2/11 天母 http://gist.utaipei.edu.tw 

電話：（02）2871-8288 分機 6303（許助教）      

Email：hungyuan@utaipei.edu.tw 

運動教育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不分組 2/11 天母 http://gisp.utaipei.edu.tw 

電話：（02）2871-8288 分機 5902（陳助教）    

E-mail：nifo0304@utaipei.edu.tw 

http://spec.utaipei.edu.tw/
https://kid.utaipei.edu.tw/
http://counsel.utaipei.edu.tw/
http://lmd.utaipei.edu.tw/
http://adeva.utaipei.edu.tw/
http://literacy.utaipei.edu.tw/
http://social.utaipei.edu.tw/
http://music.utaipei.edu.tw/
http://art.utaipei.edu.tw/
http://public.utaipei.edu.tw/
http://envir.utaipei.edu.tw/
http://math.utaipei.edu.tw/
http://cs.utaipei.edu.tw/
http://physical.utaipei.edu.tw/
http://irsm.utaipei.edu.tw/
http://doss.utaipei.edu.tw/
http://gist.utaipei.edu.tw/
http://gisp.utaipei.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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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學博愛校區位置圖 

地址：100234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1號 

 

一、 捷運： 

1. 中正紀念堂站 6號出口—國家圖書館 

    7號出口—愛國西路近中央銀行 

2. 小南門站     4號出口—臺灣菸酒公司 

二、 公車： 

1. 貴 陽 街：一女中站（3、15、38、235、241、245、270、662、663等） 

2. 重慶南路：一女中站（262等） 

3. 公 園 路：市立教大附小站（5、18、204、227、235、236、241、243、251、295、604、630

、644、648、662、663、706等） 

4. 愛國西路：北市大站（2、252、644、660等） 

※以上為參考資料。 

※ 請盡量搭乘公車或捷運，本校博愛校區停車位不對外開放，自行開車者可就近停往中正紀念

堂或附近停車場（南昌路、南海路對面），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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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位置圖 

(地址：111036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2段101號) 

（請從忠誠路 2段 207巷進天母校區教學大樓） 

一、 芝山捷運站出發 

(一) 直接步行約 20~30分鐘 

1. 福國路→中山北路→忠誠路一段→忠誠路二段 207巷。 

2. 德行西路→德行東路→忠誠路二段→忠誠路二段 207巷。 

(二) 步行至忠誠路忠誠公園旁的公車德行站，搭乘下列路線公車至啟智學校站下車：285、685、

279、紅 12。 

二、 士林捷運站出發 

(一) 直接步行約 25~35分鐘 

1. 中山北路五段→福林公園→福林橋→忠誠路一段→忠誠路二段→忠誠路二段 207巷。 

2. 中正路→中山北路五段→福林橋→忠誠路一段→忠誠路二段→忠誠路二段 207巷。 

(二) 步行至中山北路五段公車福林橋站，搭乘下列路線公車至啟智學校站下車：285、685、279、紅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