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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類學群
招生校系數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http://www.ntue.edu.tw/                 

學校地址 (10671)臺北市和平東路二段134號          

一、學校基本資料：

二、重要招生資訊：

三、重要事項說明：
一、本校預定於108年3月20日寄發錄取通知單，錄取生不需辦理報到，如欲放棄入學資格，須依招生簡章規定辦
理；另訂於108年8月中旬統一寄發新生入學須知予各錄取新生。
二、依本管道招生名額入學本校師培學系(組)之學生均為師資生。師培學系(組)外加名額學生及師培與非師培並行
學系學生，入學後欲取得修習教程資格者，須經申請核准或學系甄選通過；未通過者，可參加本校師培中心辦理之
教程甄選。學生修習或採認各類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及教師資格之取得，悉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三、宿舍床位有限，依本校「學生宿舍住宿申請及輔導管理辦法」規定，除設籍臺北市、新北市捷運通行地區或有
危及自己或他人生命、自由、財產安全之虞者外，均可於規定期限內提出申請；身心障礙學生、一年級新生及家境
清寒並持有地方縣市政府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者，得依規定優先分配床位。
四、本校提供各類入學管道學生優厚獎助學金及弱勢助學等資源，詳見本校生輔組網頁「獎助學金專區」(含「經濟
弱勢學生助學資源」)，網址：http://dsa.ntue.edu.tw/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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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3777008         

02-27321104#82225      

共 18 校系( 15 校系)

學校代碼 032 承辦單位 教務處註冊組                            

轉系規定
錄取生入學後，其就讀期間，得依本校「學生轉系實施要點」之規定申請轉系(組)，惟學系於簡章
有特殊規定者，應依學系之規定辦理。

校系分則

第一類11校系(9校系)

第五類1校系(1校系)

第二類5校系(4校系)

第六類--校系(--校系)

第三類--校系(--校系)

第七類1校系(1校系)

第四類--校系(--校系)

第八類--校系(--校系)

備註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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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系為全師培學系，依本管道入學者均為師資生，可修習國民小學教師教育學程。
2.本學系師資培育成效卓著，歷年畢業生多能錄取正式教師，表現優異。
3.本學系學生未來出路：國小教師/課輔機構教師/教育創新與科技設計人員/企業教育訓練人員/正念教育人才。
4.本系具海外實習、交換學生等多元國際交流機會，歡迎各方英才加入教育系大家庭。
5.本系網址：http://s4.ntue.edu.tw/ 聯繫電話：02-6639-6688#62161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英文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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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英聽 --

1 自然 --

11 社會 均標

6 數學 均標

第一類學群 均標

03201 國文 前標

英文

備註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教育經營與管理學系    
                      

可填志願數

學群類別

招生名額

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一、本系為因應教育事業的轉變，以及各種新興文教產業的來臨，統整教育學與管理學的核心理念，實施理論與實
務兼具的課程及教學，以培育教育產業經營、非營利組織、企業教育訓練或人力資源管理人才，並從事教育經營與
管理學術研究。未來出路包含如教育行政人員、人力資源發展人員、文教事業企劃人員等。
二、循本管道入學者，不得轉系。
三、本系網址http://em.ntue.edu.tw/
四、聯繫電話：(02)27321104#62134 何助教。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數學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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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學測國文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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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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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英聽 B級

1 自然 --

11 社會 均標

8 數學 均標

第一類學群 均標

03202 國文 均標

英文



備註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可填志願數

學群類別

招生名額

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1.本學系為全師培學系，依本管道入學者均為師資生，可修習幼兒園教師教育學程。
2.本學系學生未來出路：幼兒園教師及園長/教保員/家庭教育方案職能人才/幼教產業人才。
3.學系網址：http://s11.ntue.edu.tw
4.聯絡方式：(02)27321104 ext.62147、62247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英文級分                                                 

5、學測數學級分                                                 

3、學測社會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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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英聽 --

1 自然 --

11 社會 均標

6 數學 均標

第一類學群 均標

03203 國文 前標

英文

備註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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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系為全師培學系，依本管道入學者均為師資生，可修習國小特殊教育教師教育學程。
2.本學系學生未來出路：國小特殊教育教師/特殊教育教材開發設計/身心障礙相關產業人員。
3.學系網址：http://spe.ntue.edu.tw/。
4.聯絡方式：（02）27321104轉62150、62149、62153。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數學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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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英聽 --

2 自然 --

11 社會 均標

6 數學 均標

第一類學群 均標

03204 國文 均標

英文

備註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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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系為師培與非師培並行學系，108學年度提供師資生名額以教育部核定為準。
2.本學系學生未來出路：國小輔導教師/諮商心理師/心理衛生從業人員。
3.本系課程於高年級時加重專業實習實務，畢業生能在心理專業、諮商輔導等方面展現專才。
4.本系網址：http://pac.ntue.edu.tw/，聯絡人：林俐緯助教(02)27321104轉62156(psycouns@tea.ntue.edu.tw)
5.循本管道入學者，本系不同意轉至他系。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英文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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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學測國文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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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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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英聽 B級

1 自然 --

11 社會 --

6 數學 前標

第一類學群 均標

03205 國文 均標

英文

備註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可填志願數

學群類別

招生名額

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一、本系為跨領域專業之學系，培養學生具備社會與區域環境關懷之跨領域視野及實務應用能力，教學特色乃以社
會發展（社會創新與文化資源管理）及區域發展（環境資源管理與地理資訊系統應用、景觀與都市計劃）為基底之
跨領域課程設計，並培育學生為洞察社會議題之領導管理人才及解決區域環境議題之規劃人才。
二、本系學生可經甄選修讀教育學程。
三、本系「繁星入學」之錄取生入學後不得申請轉系。
四、學系網址：http://social.ntue.edu.tw，聯絡方式：02-27321104轉62238、62237、62338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社會級分                                                 

5、學測數學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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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英聽 --

1 自然 --

11 社會 均標

8 數學 --

第一類學群 均標

03206 國文 均標

英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