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北市立大學(035) 
一、基本資料： 

校址： 
博愛校區：[100234] 臺北市中正區愛國西路一號， 
天母校區：[111036] 臺北市士林區忠誠路二段 101 號， 
國際學人會館［104362］台北市中山區復興北路 430 巷 1 號 2樓 

網址： http://www.utaipei.edu.tw/ 

電話： 02-23113040 轉 1152、1151、1153，02-2871-8288 轉 7505 傳真： 02-23146811，02-28752726
二、住宿狀況： 
本校博愛特區近臺北車站商圈，計有學生宿舍一棟，男生 339 床、女生 785 床，合計 1124 床，住宿費每學期新臺幣 5500
元(含網路費 1000 元)。寢室 6人一間，均有冷氣。大一新生符合申請資格者均保障住宿，大二以上申請住宿者，採電腦
亂數抽籤。學生餐廳、便利商店均位於宿舍大樓，生活機能便利。 另天母校區亦設有學生宿舍，男生 300 床、女生 260
床，合計 560 床。住宿費 4人房每學期新臺幣 10000 元(含網路費 1000 元)；6人房每學期新臺幣 8500 元(含網路費 1000
元)。 國際學人會館為提供國際學者賓客及交換生的住宿需求，提供飯店式管理與櫃檯專人服務。 以上公共設施計有門
禁系統、監視系統、學術網路、交誼廳、投幣式洗衣機、烘衣機、脫水機等。  
三、獎助學金： 

類別 補助標準及金額 

校友獎(助)學金(計有徐世瑜教授獎學金等10餘種)
依各類獎學金實施要點發給，獎助金額 5 仟至 2 萬元。依補助狀況
及孳息情形發給。 

急難慰問暨意外傷害補助 
家庭突遭變故、生活陷入困境或學生意外(疾 病)慰問，依實際狀況
核給，上限 2 萬元。 

獎學金 每學期 3000 元，操行成績 85 分以上。每班 1名。 

大學部勤奮向學獎助金 每學期 19200 元，學業成績 80 分、操行成績 85 分以上。每班 1名。

生活助學金 
每學期 19200 元，學業成績 60 分以上之弱勢家庭學 生。依學生家境
清寒情形排序核准。 

身心障礙學生助學金 每學期 12800 元，學業成績 60 分以上，領有身心障 礙手冊者。 

四、其他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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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名：臺北市立大學(035)
學系

學科能力測驗及
英語聽力檢定標準

採計科目及加權
同分參
酌順序

選系說明

教育學系
---

國　文     x 2.00 1
本系組為師資培育系組。
本學系為師資培育學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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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後前往學校任教、行政與文教單位任職或從事學術研究等發展。

英　文     x 2.00 2

數學 B     x 2.00 3

歷　史     x 1.00 4

--- 地　理     x 1.00 5

特殊教育學系
---

國　文     x 2.00 1 本系組為師資培育系組。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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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網
址：https://spec.utaipei.edu.tw/。

數學 B     x 1.50 2

英　文     x 1.50 3

公民與社會 x 1.00 4

--- -- --

幼兒教育學系
---

英　文     x 2.00 1 本系組為師資培育系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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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生有機會經甄選成為公費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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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擬招收對幼兒
教育有熱忱、並具備觀察、溝通表達、社會參與能力，能與他人合作，並
有創意之學生。

國　文     x 2.00 2

歷　史     x 1.00 3

地　理     x 1.00 4

--- -- --

心理與諮商學
系

1. 英　文(均標)
2. 數學 B(均標)

英　文     x 2.00 1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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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可至相關教育事業、輔導機構、工商企業人資等單位服務，亦可報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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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從
事與人際互動有密切關聯性之各項職業。歡迎對人事物具關懷熱誠的同學
加入！

國　文     x 1.50 2

數學 B     x 1.50 3

公民與社會 x 1.00 4

--- -- --

學習與媒材設
計學系

---

國　文     x 2.00 1
本系屬教育學院，陶養具教育知能和媒材設計能力之跨域人才，提供三類
課程:「教育知能」、「數位科技」、「藝術設計」。畢業生可赴研究所
深造，或任職於文教、數位、教育機構。本系非師培學系，欲擔任教師
者，若通過校內考試可修幼教、小教、特教學程。本系修教育學程者，有
機會爭取成為公費生。

數學 B     x 1.50 2

英　文     x 2.00 3

歷　史     x 1.00 4

--- 地　理     x 1.00 5

中國語文學系

1. 國　文(均標)

國　文     x 2.00 1
本系組為師培與非師培並行系組。
本系為師培與非師培並行學系，以自費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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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系網址：https://literacy.utaipei.edu.tw/。

歷　史     x 1.00 2

英　文     x 1.00 3

-- --

--- -- --

歷史與地理學
系

---

國　文     x 1.50 1
本系組為師培與非師培並行系組。
本系有許多戶外田野考察的課程與活動，需具有良好體能與移動能力。課
程著重於歷史、地理領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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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網
址：https://social.utaipei.edu.tw/。

歷　史     x 1.50 2

地　理     x 1.50 3

數學 B     x 1.00 4

--- 英　文     x 1.00 5

英語教學系

1. 國　文(均標)
2. 英　文(前標)

英　文     x 2.00 1 本系組為師資培育系組。
師資生可經甄選成為公費生。課程包含英語教學、語言學、文學、翻譯
等。課程理論與實務並重，且提供學生出國當交換生、參訪及實習機會。
畢業生除了成為國小英語教師外，亦可往公職、國貿、航空業、翻譯、英
語導覽及文教事業發展。必修課程有教學演示活動，適合具備溝通協調、
良好移動及情緒管理能力者。

國　文     x 1.25 2

數學 B     x 1.00 3

地　理     x 1.00 4

英　聽 (Ａ級) -- --

社會暨公共事
務學系

---

公民與社會 x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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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網址：https://public.utaipei.edu.tw
/。

國　文     x 1.50 2

英　文     x 1.50 3

數學 B     x 1.00 4

--- 歷　史     x 1.00 5

音樂學系
---

術科(音樂) x 2.00 1
本系組為師培與非師培並行系組。
術科採計項目： 主修80%、副修5%、樂理5%、視唱5%、聽寫5%。本系為師培並行系
所，每年提供15名師資生名額，並可爭取成為公費生。學生自大二起可從音樂表演與
創作、音樂教育、應用音樂組別中選擇未來進路。就讀期間亦可申請業界實習、雙聯
學制（音樂治療、音樂產業）與交換生，培養多元專長。本系師資優良，位處博愛特
區，交通便利。

英　文     x 1.00 2

國　文     x 1.00 3

-- --

--- -- --



校名：臺北市立大學(035)
學系

學科能力測驗及
英語聽力檢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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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系說明

視覺藝術學系

1. 國　文(均標)

術科(美術) x 2.00 1
本系組為師培與非師培並行系組。
術科採計項目： 素描50%、創意表現50%。術科考試之任一採計項目不得0分。
本系位於全國核心區域（博愛特區），緊鄰總統府、及各中央部會機構，國家圖書
館、國家戲劇院、國家音樂廳、歷史博物館等國際級之藝文中心，學風鼎盛，資訊發
達，為莘莘學子踏入學術界、拓展視野之基石。本系網
址：http://art.utaipei.edu.tw/。

國　文     x 2.00 2

英　文     x 1.00 3

數學 B     x 1.00 4

--- 歷　史     x 1.00 5

應用物理暨化
學系電子物理
組

---

物　理     x 1.50 1

本系為非師資培育學系，以自費為主。教學著重理論與實務結
合。以培養具電子物理專業知識為主，進而學習相關課程以強化
升學與就業競爭力。本系網址：https://apc.utaipei.edu.tw/。

化　學     x 1.50 2

英　文     x 1.25 3

數學甲     x 1.00 4

--- 國　文     x 1.00 5

應用物理暨化
學系應用化學
組

---

化　學     x 1.50 1

本系為非師資培育學系，以自費為主。教學著重理論與實務結
合。以培養具化學專業知識為主，進而學習相關課程以強化升學
與就業競爭力。https://apc.utaipei.edu.tw/。

物　理     x 1.50 2

英　文     x 1.25 3

數學甲     x 1.00 4

--- 國　文     x 1.00 5

地球環境暨生
物資源學系

---

英　文     x 1.50 1 本系組為師培與非師培並行系組。
1.本系組為師培與非師培並行系組，每年提供15名本系所學生優先選修師
培課程。2.課程兼具理論與實務應用。以整合地球科學與生命科學領域為
基礎，並以全變議題發展為本校特色系所。學生可按其興趣往全變、地球
科學及生命科學領域深造；亦可選修實務，往環評、氣候變遷調適及環境
教育等就業領域發展。

數學甲     x 1.00 2

國　文     x 1.50 3

物　理     x 1.00 4

--- 化　學     x 1.50 5

數學系
---

數學甲     x 2.00 1 本系組為師培與非師培並行系組。
1.本系重視數學基礎訓練，兼具培養專長定向探索能力。設置數學、數據
科學、數學教育等三個模組分流培育，學生可專一學習，亦可培養多元專
長。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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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網
址：http://math.utaipei.edu.tw。

物　理     x 1.00 2

英　文     x 1.00 3

國　文     x 1.25 4

--- -- --

資訊科學系
---

數學甲     x 2.00 1
本系為非師資培育學系，課程包括熱門的AI相關課程，培育具資訊科學素
養之系統開發、設計、研究及應用人才。本系許多課程為資訊硬體組合操
作，需具有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以觀測、辨識圖像或影像。合於規
定，可提早一學年或一學期畢業。經審查通過，可預先選讀碩士班課程，
最快1年即可取得碩士學位。

英　文     x 2.00 2

國　文     x 1.25 3

物　理     x 1.00 4

--- -- --

體育學系
---

術科(體育) x 1.50 1
本系為非師資培育學系，以自費為主。本系為培育體育師資學
系，有各項體育技能訓練課程，並有大量劇烈體能活動。相關資
訊、修課規定及畢業條件等請參閱學系網
頁：http://physical.utaipei.edu.tw/bin/home.php

英　文     x 2.00 2

國　文     x 1.00 3

生　物     x 1.00 4

--- -- --

休閒運動管理
學系

1. 國　文(後標)
2. 社　會(後標)

術科(體育) x 1.00 1
1.擁有優秀的師資及學習環境。 2.培養休閒運動指導、經營管理、研究
與規劃等人才。 3.與產業界結合，取得各項專業證照。 4.擁有多元的升
學、國家考試及就業管道。 5.提供學生考修教育學程機會。 6.本系位於
天母校區，交通便利、社會資源豐富。 7.本系網
址：https://irsm.utaipei.edu.tw/。

公民與社會 x 1.00 2

社　會     x 1.00 3

國　文     x 1.00 4

英　聽 (Ｂ級) -- --

運動健康科學
系

---

英　文     x 1.50 1
1.本系位於天母校區，交通便利、社會資源豐富。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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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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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系網
址：http://ehs.utaipei.edu.tw/。

生　物     x 1.00 2

國　文     x 1.00 3

-- --

--- -- --

城市發展學系
---

地　理     x 2.00 1
1.本系位於天母校區，交通便利、社會資源豐富。 2.本系核心課程屬規
劃設計，需具有相當之視覺功能，於觀測、辨識圖說有較高之要求。 3.
本系課程結合都市計畫及環境規劃領域學科，配合政府城市發展政策，培
育都市計畫、都市設計及政策擬訂等人才。 4.本系網
址：https://dud.utaipe

英　文     x 2.00 2

國　文     x 1.00 3

-- --

英　聽 (Ｂ級) -- --



校名：臺北市立大學(035)
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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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聽力檢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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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會產業經營
與行銷學系

---

英　文     x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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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網
址：https://duimm.utaipei.edu.tw/。

數學 B     x 2.00 2

國　文     x 1.00 3

公民與社會 x 1.00 4

--- -- --

衛生福利學系
---

英　文     x 2.00 1
本系於103年度成立，為非師資培育學系，位於天母校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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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網
址：https://dhw.utaipei.edu.tw/。

生　物     x 2.00 2

數學甲     x 1.00 3

國　文     x 1.50 4

--- -- --



校系 特殊限制及採計百分比 主修樂器 副修樂器

國立臺南大學

音樂學系

主修 80% 

樂理 10% 

視唱 5% 

聽寫 5% 

 

術科考試之任一採計項目不

得 0分。 

鋼琴

聲樂

弦樂

 限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

提琴、古典吉他。

銅管樂

 限長號、小號、法國號、上低音號、

低音號。

木管樂

 限薩克斯管、長笛、單簧管(豎笛)、

雙簧管、低音管。

擊樂

理論作曲

不採計副修。

國立東華大學

音樂學系

主修 90% 

樂理 10% 

鋼琴

聲樂

弦樂

 限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

提琴。

銅管樂

 限長號、小號、法國號。

木管樂

 限長笛、單簧管(豎笛)、雙簧管、

低音管。

擊樂

不採計副修。

臺北市立大學

音樂學系

(本系不以樂

器組別招生分

組)

主修 80% 

副修 5% 

樂理 5% 

視唱 5% 

聽寫 5% 

鋼琴

得於 聲樂 ，弦樂（小提琴 、中提琴、

大提琴、低音提琴），銅管樂（長號 、

小號、法國號、低音號），木管樂（薩

克斯管 、長笛、單簧管(豎笛)、雙簧

管、低音管），擊樂 ，理論作曲 ，16 種

樂器中任擇一種為副修。

聲樂

弦樂

 限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

提琴。

銅管樂

 限長號、小號、法國號、低音號。

木管樂

 限薩克斯管、長笛、單簧管(豎笛)、

雙簧管、低音管。

擊樂

理論作曲

以鋼琴 為副修。

shan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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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ee
螢光標示

shanee
螢光標示

shanee
螢光標示

shanee
螢光標示

shan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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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體育校系 

採計術科考試體育組之校系：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002)、輔仁大學體育學系體育學組(020)、國立高

雄師範大學體育學系(022)、國立彰化師範大學運動學系(023)、國立臺中教育大學體育

學系(031)、國立臺北教育大學體育學系(032)、國立臺南大學體育學系(033)、國立東華

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034)、臺北市立大學體育學系(035)、臺北市立大學休閒運動管

理學系(035)、國立屏東大學體育學系(036)、國立體育大學體育推廣學系 B(039)、國立

體育大學運動保健學系 A(039)、國立體育大學適應體育學系 B(039)、國立臺灣體育運動

大學體育學系(060)、國立臺灣體育運動大學休閒運動學系(060)、國立嘉義大學體育與

健康休閒學系(100)。 

  

三、美術校系 

校系 特殊限制 採計百分比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設計學系視覺設計組 
 

素描 40% 

創意表現 30% 

彩繪技法 30%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繪畫組 
術科考試之任一採計項目不得 0分。

素描 40% 

創意表現 10% 

美術鑑賞 10% 

彩繪技法 30% 

水墨書畫 10%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水墨畫組 
術科考試之任一採計項目不得 0分。

素描 30% 

創意表現 10% 

彩繪技法 10% 

水墨書畫 50% 

東海大學 

美術學系 
術科考試之任一採計項目不得 0分。

素描 30% 

創意表現 25% 

美術鑑賞 25% 

彩繪技法 20% 

中國文化大學 

廣告學系 B組 
術科考試之任一採計項目不得 0分。

素描 30% 

創意表現 40% 

彩繪技法 30% 

中國文化大學 

美術學系 
術科考試之任一採計項目不得 0分。

素描 40% 

彩繪技法 30% 

水墨書畫 30% 

shanee
螢光標示

shan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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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系 特殊限制 採計百分比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 
術科考試之任一採計項目不得 0分。

素描 30% 

創意表現 20% 

美術鑑賞 10% 

彩繪技法 20% 

水墨書畫 20%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視覺設計學系 
術科考試之任一採計項目不得 0分。

素描 30% 

創意表現 40% 

彩繪技法 30%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 

1.術科考試之任一採計項目不得0分。

2.術科未加權之成績不得低於 60 分。

素描 40% 

彩繪技法 30% 

水墨書畫 30%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美術學系 
術科考試之任一採計項目不得 0分。

素描 45% 

創意表現 15% 

美術鑑賞 10% 

彩繪技法 15% 

水墨書畫 15% 

國立臺南大學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 
術科考試之任一採計項目不得 0分。

素描 40% 

創意表現 30% 

彩繪技法 30% 

國立東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 
 素描 60% 

創意表現 40% 

臺北市立大學 

視覺藝術學系 
術科考試之任一採計項目不得 0分。

素描 50% 

創意表現 50% 

國立屏東大學 

視覺藝術學系美術組 
術科考試之任一採計項目不得 0分。

素描 60% 

美術鑑賞 10% 

彩繪技法 30% 

國立臺東大學 

美術產業學系 
術科考試之任一採計項目不得 0分。 素描 100% 

長榮大學 

書畫藝術學系(甲組) 
 素描 100%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 

美術學系 

1.術科考試之任一採計項目不得0分。

2.術科未加權之成績不得低於 65 分。

素描 40% 

創意表現 20% 

美術鑑賞 20% 

彩繪技法 20%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 

書畫藝術學系 

1.術科考試之任一採計項目不得0分。

2.術科未加權之成績不得低於 60 分。

素描 30% 

彩繪技法 20% 

水墨書畫 50% 

shan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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