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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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學校基本資料：

二、重要招生資訊：

三、重要事項說明：
1.本校定位為關注城市發展之綜合型大學。校務發展方向為：賡續一一八年優良傳統之「師資培育典範大學」；發
揚運動競技優勢之「奪金選手重鎮大學」；彰顯市政管理與發展之「都會特色創新大學」。
2.本校學生取得師資生身分的管道有二：(1)透過師培學系、並行學系甄選或遞補；(2)通過教育學程甄試。取得師
資生身分者，始可修習教育學程。
3.本校師資生可依規定遴選成為「卓越師資培育獎學金」學生 
http://cte.utaipei.edu.tw/files/11-1012-154.php
4.本校師資生另可參與甄選成為「公費生」http://cte.utaipei.edu.tw/files/11-1012-230.php
5.本校獎助學金申請資訊請查詢學校首頁\熱門連結\「獎助學金專區」
http://activity.utaipei.edu.tw/files/11-1024-2367.php
6.本校於錄取公告後，一週內寄發錄取通知單並通知辦理網路報到；如欲放棄入學資格，須依通知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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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3       

共 19 校系(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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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校系(5校系)

第五類--校系(--校系)

第二類6校系(6校系)

第六類--校系(--校系)

第三類--校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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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學群類別 第一類學群

10招生名額

無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1.本系為師資培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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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助教。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英文級分                                                 

5、學測社會級分                                                 

6、國文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7、數學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3、學測國文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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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501 國文 均標

英文 均標

數學 均標

社會 --

自然 --

總級分 --

英聽 --

備註

臺北市立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可填志願數 13

學群類別 第一類學群

7招生名額

無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1.本系為師資培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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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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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6、英文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7、數學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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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502 國文 均標

英文 均標

數學 均標

社會 --

自然 --

總級分 --

英聽 B級



備註

臺北市立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可填志願數 13

學群類別 第一類學群

15招生名額

無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1.本系為師培與非師培並行學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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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管道入學學生
如經甄選成為師資生，可依規定修讀幼教學程。畢業生除任教幼兒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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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測數學級分                                                 

5、學測國文級分                                                 

6、學測社會級分                                                 

7、學測自然級分                                                 

3、學測英文級分                                                 

2、學測總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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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503 國文 均標

英文 均標

數學 均標

社會 --

自然 --

總級分 均標

英聽 --

備註

臺北市立大學             
心理與諮商學系         
                       

可填志願數 13

學群類別 第一類學群

7招生名額

無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1.本系為非師資培育學系。
2.本系網址：http://counsel.utaipei.edu.tw/。
3.聯絡電話：02-23113040轉8383陳小姐。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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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3、學測英文級分                                                 

2、學測總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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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504 國文 均標

英文 均標

數學 --

社會 --

自然 --

總級分 均標

英聽 C級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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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填志願數 13

學群類別 第一類學群

7招生名額

無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1.本系為非師資培育學系。
2.本系網址：http://Lmd.uTaipei.edu.tw。
3.聯絡電話：02-23113040轉8422、8423范助教。
4.E-mail：Lmd@uTaipei.edu.tw。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國文級分                                                 

5、學測社會級分                                                 

6、學測自然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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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505 國文 均標

英文 均標

數學 均標

社會 --

自然 --

總級分 --

英聽 --

備註

臺北市立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可填志願數 13

學群類別 第一類學群

6招生名額

5外加名額

5可填志願數

1.本系為師資培育與非師資培育並行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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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史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3、國文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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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506 國文 均標

英文 --

數學 --

社會 均標

自然 --

總級分 --

英聽 --



備註

臺北市立大學             
英語教學系             
                       

可填志願數 13

學群類別 第一類學群

6招生名額

2外加名額

5可填志願數

1.本系為師資培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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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測總級分                                                   

5、英文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6、國文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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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507 國文 前標

英文 頂標

數學 --

社會 --

自然 --

總級分 均標

英聽 A級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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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填志願數 13

學群類別 第一類學群

6招生名額

2外加名額

5可填志願數

1.本系為非師資培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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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測社會級分                                                 

5、學測數學級分                                                 

3、英文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2、國文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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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508 國文 均標

英文 均標

數學 --

社會 均標

自然 --

總級分 均標

英聽 --

備註

臺北市立大學             
歷史與地理學系         
                       

可填志願數 13

學群類別 第一類學群

12招生名額

2外加名額

5可填志願數

1.本系為師資培育與非師資培育並行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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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5、學測社會級分                                                 

3、國文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2、學測總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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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509 國文 均標

英文 均標

數學 --

社會 均標

自然 --

總級分 均標

英聽 --

備註

臺北市立大學             
視覺藝術學系           
                       

可填志願數 13

學群類別 第一類學群

8招生名額

1外加名額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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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測國文級分                                                 

3、學測英文級分                                                 

2、學測總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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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510 國文 均標

英文 --

數學 --

社會 --

自然 --

總級分 均標

英聽 --



備註

臺北市立大學             
城市發展學系           
                       

可填志願數 13

學群類別 第一類學群

6招生名額

無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本系於104學年度成立，為非師資培育學系。旨在結合行政管理及公共行政學門，配合臺北市政府之公務人員訓練
處與城市發展政策，培育公共政策、都市規劃和公共事務管理等人才。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國文級分                                                 

5、學測社會級分                                                 

6、地理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7、歷史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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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511 國文 --

英文 均標

數學 --

社會 均標

自然 --

總級分 --

英聽 C級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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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填志願數 13

學群類別 第一類學群

6招生名額

無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本系於104學年度新設立，為非師資培育學系，結合新興六大產業和經營管理學門，以城市產業經營和管理行銷為
課程規劃重點，以滿足人力規劃政策與產業發展所需，培育都市及區域規劃產業經營與行銷專業人才及學術研究人
才。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國文級分                                                 

5、學測社會級分                                                 

6、歷史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7、學測自然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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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512 國文 --

英文 均標

數學 --

社會 均標

自然 --

總級分 --

英聽 C級

備註

臺北市立大學             
衛生福利學系           
                       

可填志願數 13

學群類別 第一類學群

6招生名額

無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本系於104學年度新設立，為非師資培育學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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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英文級分                                                 

5、學測國文級分                                                 

6、學測自然級分                                                 

7、學測社會級分                                                 

3、學測總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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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513 國文 --

英文 均標

數學 --

社會 --

自然 均標

總級分 --

英聽 C級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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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填志願數 6

學群類別 第二類學群

11招生名額

2外加名額

6可填志願數

1.本系為師資培育與非師資培育並行學系。
2.本系網址：http://envir.utaipei.edu.tw/。
3.聯絡電話：02-23113040轉3153楊助教。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數學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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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514 國文 --

英文 均標

數學 均標

社會 --

自然 均標

總級分 --

英聽 --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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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填志願數 6

學群類別 第二類學群

6招生名額

4外加名額

6可填志願數

1.本系為非師資培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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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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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515 國文 --

英文 均標

數學 均標

社會 --

自然 均標

總級分 --

英聽 --

備註

臺北市立大學             
數學系                 
                       

可填志願數 6

學群類別 第二類學群

7招生名額

2外加名額

6可填志願數

1.本系為師資培育與非師資培育並行學系。
2.師資生培育具數學素養及數學教學專業發展之國小師資；非師資生培育具數學素養與統計素養，兼具資訊素養之
研究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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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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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516 國文 --

英文 --

數學 均標

社會 --

自然 均標

總級分 --

英聽 --

備註

臺北市立大學             
資訊科學系             
                       

可填志願數 6

學群類別 第二類學群

5招生名額

2外加名額

6可填志願數

1.本系為非師資培育學系。資訊科學系課程注重計算機理論與實務技術，以培育計算機軟體、硬體、網路系統之應
用、開發及研究之資訊科技人才。
2.本系教師皆具有博士學位。
3.本系網址：http://cs.utaipei.edu.tw/。
4.聯絡電話：02-23113040轉8362劉助教。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數學級分                                                 

5、學測自然級分                                                 

6、學測國文級分                                                 

7、數學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3、學測英文級分                                                 

2、學測總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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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517 國文 均標

英文 均標

數學 均標

社會 --

自然 均標

總級分 --

英聽 --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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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填志願數 6

學群類別 第二類學群

21招生名額

2外加名額

6可填志願數

1.本系為非師資培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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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5、國文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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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518 國文 --

英文 --

數學 --

社會 底標

自然 --

總級分 --

英聽 --



備註

臺北市立大學             
運動健康科學系         
                       

可填志願數 6

學群類別 第二類學群

11招生名額

4外加名額

6可填志願數

1.本系為非師資培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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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5、國文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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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519 國文 --

英文 --

數學 --

社會 底標

自然 --

總級分 --

英聽 --

〈本頁以下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