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學年度大學考試入學分發   各系組最低錄取分數及錄取人數一覽表 

系組 

代碼 
校名 系組名 採計及加權 

錄取人數 

(含外加) 

普通生 

錄取分數 

普通生 

同分參酌 

原住民 

錄取分數 

退伍軍人 

錄取分數 

僑生 

錄取分數 

蒙藏生 

錄取分數 

派外子女 

錄取分數 

2012 臺北市立大學             教育學系  國 x2.00 英 x2.00 數乙 x2.00 歷 x1.00 地 x1.00 22 566.60 -- ----- ----- ----- ----- ----- 

2013 臺北市立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國 x2.00 英 x1.50 數乙 x1.50 32 356.80 -- 377.00 ----- ----- ----- ----- 

2014 臺北市立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國 x2.00 英 x2.00 數乙 x1.50 歷 x1.00 地 x1.00 29 512.10 -- ----- ----- ----- ----- ----- 

2015 臺北市立大學             心理與諮商學系  國 x1.50 英 x2.00 數乙 x1.50 歷 x1.00 地 x1.00 22 506.80 -- 592.76 ----- ----- ----- ----- 

2016 臺北市立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  國 x2.00 英 x2.00 數乙 x1.50 歷 x1.00 地 x1.00 20 525.80 國文 81.60 ----- ----- ----- ----- ----- 

2017 臺北市立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國 x2.00 英 x1.00 數乙 x1.00 歷 x1.00 地 x1.00 27 423.80 -- ----- ----- ----- ----- ----- 

2020 臺北市立大學             英語教學系  國 x1.25 英 x2.00 數乙 x1.00 歷 x1.00 地 x1.00 16 443.80 -- ----- ----- ----- ----- ----- 

2021 臺北市立大學             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  國 x1.50 英 x1.50 數乙 x1.00 歷 x1.00 公 x2.00 16 532.48 -- ----- ----- ----- ----- ----- 

2022 臺北市立大學             歷史與地理學系  國 x1.50 英 x1.00 數乙 x1.00 歷 x1.50 地 x1.50 10 480.50 -- ----- ----- ----- ----- ----- 

2023 臺北市立大學             音樂學系  國 x1.00 英 x1.00 術 x2.00 4 293.88 -- ----- ----- ----- ----- ----- 

2024 臺北市立大學             視覺藝術學系  國 x1.50 英 x1.50 公 x1.00 術 x2.00 32 355.43 -- ----- ----- ----- ----- ----- 

2025 臺北市立大學             數學系  國 x1.25 英 x1.00 數甲 x2.00 物 x1.00 9 330.30 -- ----- ----- ----- ----- ----- 

2026 臺北市立大學             資訊科學系  國 x1.25 英 x2.00 數甲 x2.00 物 x1.00 14 404.80 -- ----- ----- ----- ----- ----- 

2027 臺北市立大學             應用物理暨化學系電子物理組  國 x1.25 英 x1.00 數甲 x1.00 物 x1.50 化 x1.50 8 411.25 -- ----- ----- ----- ----- ----- 

2030 臺北市立大學             應用物理暨化學系應用化學組  國 x1.25 英 x1.00 數甲 x1.00 物 x1.50 化 x1.50 8 403.50 -- 404.10 ----- ----- ----- ----- 

2031 臺北市立大學             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  國 x1.50 英 x1.50 數甲 x1.00 物 x1.00 化 x1.50 11 406.70 -- ----- ----- ----- ----- ----- 

2032 臺北市立大學             體育學系  國 x1.00 英 x1.50 術 x1.50 4 235.33 -- ----- ----- ----- ----- ----- 

2033 臺北市立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國 x1.00 英 x1.00 生 x1.00 6 195.75 -- ----- ----- ----- ----- ----- 

2034 臺北市立大學             運動健康科學系  國 x1.50 英 x2.00 數甲 x1.00 生 x1.00 6 358.50 -- ----- ----- ----- ----- ----- 

2035 臺北市立大學             城市發展學系  國 x1.00 英 x2.00 地 x2.00 4 387.40 -- ----- ----- ----- ----- ----- 

2036 臺北市立大學             都會產業經營與行銷學系  國 x1.00 英 x2.00 數乙 x2.00 7 392.00 -- ----- ----- ----- ----- ----- 

2037 臺北市立大學             衛生福利學系  國 x1.50 英 x2.00 數甲 x1.00 生 x2.00 8 425.60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