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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學業成
績」全校排名
百分比標準

各類學群
招生校系數

臺北醫學大學

http://www.tmu.edu.tw/                  

學校地址 (110)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50號            

一、學校基本資料：

二、重要招生資訊：

三、重要事項說明：
1.本校於大學甄選委員會錄取公告後，一週內寄發錄取通知單(醫學系除外)，不另辦理報到。本校將於8月中旬寄發
新生註冊相關資料。參加醫學系面試者請於107.3.14自行至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網頁，確認是否通過第一階段篩
選，本校不另紙本通知2.錄取生就讀期間不得轉系；惟情況特殊經輔導單位查實及學系主任簽准後，經本校教務會
議通過者，不在此限3.修業規定：醫學系六年、牙醫學系六年(含實習一年)，其餘各學系為四年，皆得延長修業年
限二年。為鼓勵學生繼續就讀本校相關系所碩士班，達成修讀一貫性，在北醫大五年就可取得學士及碩士學位；目
前共有十七系所學位學程開放學生一貫修讀學士及碩士學位4.提撥各類奬助學金、辦理學生就學貸款及課業協助；
社團活動蓬勃發展，共有七大屬性社團，總計105個5.拇山學苑為本校宿舍提供810床(含身心障礙房及網管室)，除
身心障礙房外，均為四人套房，每間房間備有網路節點、冷氣等，有關學生宿舍住宿問題可洽生輔組：02-27361661
分機2907。6.本校最新教學特色、教學資源輔助概況請至本校教學卓越計畫網站：http://excellence.tmu.edu.tw/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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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3774153         

02-27361661#2145       

共 14 校系( 2 校系)

學校代碼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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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得申請轉系。

校系分則

第一類1校系(--校系)

第五類--校系(--校系)

第二類--校系(--校系)

第六類--校系(--校系)

第三類12校系(2校系)

第七類--校系(--校系)

第四類--校系(--校系)

第八類1校系(--校系)

備註

臺北醫學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可填志願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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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系聯絡電話：(02)6638-2736分機1000。
2.學系網址：http://hca.tmu.edu.tw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數學級分                                                 

5、學測國文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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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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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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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可填志願數 7

學群類別 第三類學群

11招生名額

無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數

1.辨色力異常或語言、聽力、行動及精神嚴重障礙等，會影響學習及照顧病患者，宜慎重考慮。
2.本學系聯絡電話：(02)2736-1661分機5111。
3.學系網址：http://dental.tmu.edu.tw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自然級分                                                 

5、學測國文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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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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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醫學大學            
藥學系藥學組          
                      

可填志願數 7

學群類別 第三類學群

24招生名額

1外加名額

1可填志願數

1.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精神障礙者，對於有關藥學課程之實驗學習將有困難，並對醫療工作有安
全之虞，宜慎重考慮。
2.藥學系藥學組為四年制。
3.本學系聯絡電話：(02)2736-1661分機6192。
4.學系網址：http://pharmschool.tmu.edu.tw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自然級分                                                 

5、學測英文級分                                                 

6、學測國文級分                                                 

3、學測數學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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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3 國文 --

英文 均標

數學 前標

社會 --

自然 前標

總級分 --

英聽 --

備註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可填志願數 7

學群類別 第三類學群

10招生名額

無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數

1.本學系主要在培養醫學實驗技術人才，希望招收對生物醫學實驗有興趣，將來預備從事生物醫學技術研究發展或
臨床醫學檢驗的學生。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2.本學系聯絡電話：(02)2736-1661分機3312。
3.學系網址：http://mts.tmu.edu.tw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自然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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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化學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7、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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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4 國文 --

英文 均標

數學 均標

社會 --

自然 均標

總級分 均標

英聽 --

備註

臺北醫學大學            
護理學系              
                      

可填志願數 7

學群類別 第三類學群

7招生名額

無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數

1.視覺、言語、聽力、行動、精神有嚴重障礙及辨色力異常者，對本學系相關課程學習將有困難，會影響學習與護
理病患者，宜慎重考慮。
2.本學系招收學生特質為樂於助人且具團隊精神。
3.本學系聯絡電話：(02)2736-1661分機6342。
4.學系網址：http://son.tmu.edu.tw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自然級分                                                 

5、學測數學級分                                                 

6、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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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5 國文 --

英文 均標

數學 --

社會 --

自然 均標

總級分 均標

英聽 --

備註

臺北醫學大學            
保健營養學系          
                      

可填志願數 7

學群類別 第三類學群

7招生名額

無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數

1.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精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2.本學系聯絡電話：(02)2736-1661分機6562。
3.學系網址：http://nutri.tmu.edu.tw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英文級分                                                 

5、學測數學級分                                                 

6、學測國文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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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學測自然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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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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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可填志願數 7

學群類別 第三類學群

8招生名額

無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數

1.有視覺障礙、辨色力異常、聽力及語言障礙、精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2.本學系聯絡電話：(02)2736-1661分機6519。
3.學系網址：http://ph.tmu.edu.tw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英文級分                                                 

5、學測自然級分                                                 

6、學測國文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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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學測數學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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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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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醫學大學            
呼吸治療學系          
                      

可填志願數 7

學群類別 第三類學群

6招生名額

無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數

1.有視覺障礙及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精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2.本學系聯絡電話：(02)2736-1661分機3515。
3.學系網址：http://rt.tmu.edu.tw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英文級分                                                 

5、學測數學級分                                                 

6、生物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7、物理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3、學測自然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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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8 國文 --

英文 均標

數學 --

社會 --

自然 均標

總級分 均標

英聽 --

備註

臺北醫學大學            
高齡健康管理學系      
                      

可填志願數 7

學群類別 第三類學群

12招生名額

無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數

1.本學系招收對高齡照護、健康促進及高齡產業有興趣，且具服務熱忱、同理心、責任感，有團隊合作及實踐力之
身心健全學生。
2.本學系聯絡電話:(02)2736-1661分機6338。
3.學系網址:http://oldcare.tmu.edu.tw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英文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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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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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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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學測自然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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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9 國文 --

英文 均標

數學 --

社會 --

自然 均標

總級分 均標

英聽 --

備註

臺北醫學大學            
牙體技術學系          
                      

可填志願數 7

學群類別 第三類學群

8招生名額

無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數

1.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精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2.本學系聯絡電話：(02)2736-1661分機5119。
3.學系網址：http://topdental.tmu.edu.tw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英文級分                                                 

5、學測國文級分                                                 

6、化學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7、生物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3、學測自然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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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 國文 --

英文 均標

數學 均標

社會 --

自然 均標

總級分 --

英聽 --



指定項目
甄試說明

第一階段篩選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                 
                       

學測、英聽檢定

標準
比序項目 指定項目 佔甄試成績比例

科目

備註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2、學測總級分                             
3、學測英文級分                           

第八類學群

10914

45

無

校系代碼

學群類別

招生名額

預計甄試人數

外加名額

預計甄試人數

32

指定項目甄試費

無

寄發(公告)指定
項目甄試通知

600

--

榜示 107.4.20

甄試成績複查截止 107.4.30

指定項目甄試日期 107.4.14

4、學測自然級分                           面試 100%

1.面試時請攜帶簡歷自傳應試，表單請至招生組之最新消息下載。
2.通過第一階段篩選之考生，請於107.03.15上午九時起至本校招生組網頁申請第二階段
指定項目甄試轉帳帳號並繳費，完成繳費者可於107.03.15下午一時起開放選填甄試梯
次。
1.語言溝通、聽力、行動及精神嚴重障礙等，會影響學習及照顧病患者，宜慎重考慮。
2.本學系聯絡電話：(02)2736-1661分機3111。
3.學系網址：http://medschool.tmu.edu.tw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國文
英文

前標
前標
前標
前標
前標
--

英聽 --

備註

臺北醫學大學            
口腔衛生學系          
                      

可填志願數 7

學群類別 第三類學群

6招生名額

2外加名額

1可填志願數

1.有視覺障礙、辨色力異常、聽力及語言障礙、精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2.本學系聯絡電話：(02)2736-1661分機5146。
3.學系網址：http://ohyes.tmu.edu.tw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自然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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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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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1 國文 --

英文 均標

數學 --

社會 --

自然 均標

總級分 --

英聽 --

備註

臺北醫學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可填志願數 7

學群類別 第三類學群

6招生名額

無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數

1.本學系因應國家生技產業政策與醫療照護產業發展新趨勢，致力於培育新一代生醫科技人才，具備前瞻性、國際
觀、跨領域整合與實作能力。本學系將結合北醫體系豐沛的醫學資源優勢，落實醫學導向工程應用之目標，強化醫
學與工程相關知識之教授，孕育優秀醫工跨領域人才。
2.本學系聯絡電話:(02)2736-1661分機7701。
3.學系網址:http://sbme.tmu.edu.tw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英文級分                                                 

5、學測數學級分                                                 

6、學測國文級分                                                 

7、學測社會級分                                                 

3、學測自然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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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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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醫學大學            
食品安全學系          
                      

可填志願數 7

學群類別 第三類學群

6招生名額

無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數

1.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精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2.本學系聯絡電話：(02)2736-1661分機7522。
3.學系網址：http://fs.tmu.edu.tw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英文級分                                                 

5、學測國文級分                                                 

3、學測自然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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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3 國文 均標

英文 均標

數學 均標

社會 均標

自然 均標

總級分 --

英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