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09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 

各系所面試時間及地點一覽表 
 

面試日期：109 年 2 月 22 日（星期六） 

學校總機：（02）6639-6688                                          

系所班別 報到時間 報到地點 面試時間 面試地點 系所分機 備註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校務經營碩士在職專班 

08:10 行政大樓 5樓 
504A會議室 

08:30 行政大樓 5樓 
503B研討室 

62132 □全天，█上午，□下午 

相關資訊連結 

https://em.ntue.edu.tw/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原住民文教法律碩士在職專班 

08:40 行政大樓 5樓 
504A會議室 

09:00 行政大樓 5樓 
505B研討室 

62242 □全天，█上午，□下午 

相關資訊連結 

https://em.ntue.edu.tw/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課

程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 

中午 12：00 行政大樓 403 下午 12：30 行政大樓 404A 62143 □全天，□上午，■中午 

系所網址： 

https://cict.ntue.edu.tw/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教

育傳播與科技碩士在職專班 

09:20-11:40 
依個人面試時間提前

10分鐘 

視聽館 F206 09:30-12:00 
依個人面試時間（請於考試
日前三天至本所網頁查閱） 

視聽館 F204 63453 □全天，█上午，□下午 

相關資訊連結 

https://cict.ntue.edu.tw/ 

教育學系 

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在職專班 

08：05起 至善樓 5樓 08:20起 至善樓 5樓 62161 ■全天，□上午，□下午 
面試順序、時間及教室請參閱下列網址 

https://de.ntue.edu.tw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面試時間前 30分鐘 行政大樓
A205 

09:00-12：14 行政大樓
A204a、A204b、

A208 

62153 □全天，▉上午，□下午 

相關資訊連結 

https://spe.ntue.edu.tw/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社會學習

領域碩士在職專班 

依個人面試時間提前
30分鐘 

至善樓 G408 依個人面試時間（請於考試
日前三天至本系網頁查閱） 

至善樓 G401 62238 

62237 

■全天，□上午，□下午 

相關資訊連結 

http://social.ntue.edu.tw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多元文化

與發展碩士在職專班 

依個人面試時間提前
30分鐘 

至善樓 G408 依個人面試時間（請於考試
日前三天至本系網頁查閱） 

至善樓 G406 62238 
62237 

■全天，□上午，□下午 

相關資訊連結 

http://social.ntue.edu.tw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碩士在職

專班（夜間班） 

上午場 
8：10～8：40 

下午場 
12：30～13：00 

藝術館一樓 上午場 
9：00～12：00 

下午場 
13：15～結束 

藝術館三樓 
M333會議室 

63383 ■全天，□上午，□下午 

相關資訊連結 

http://s12.ntue.edu.tw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英語教育碩

士在職專班 

第 1梯次：8:30-8:50 
第 2梯次：10:00-10:20 

行政大樓 
A405 

第 1梯次：09:00起  
第 2梯次：10:30起 

行政大樓 A406a 
A406b 
A407 

62142 ■全天，□上午，□下午 

相關資訊連結 

https://childrenenglish.ntue.edu.tw/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碩士學

位 EMBA在職進修專班 

上午 9點 30分起 
依照表定梯次 
報到時間 

篤行樓 7樓 
Y701教室前 

上午 9點 40分起 
依照表定梯次時間 

篤行樓 7樓 
Y702教室 

61314 ■全天，□上午，□下午 

相關資訊連結 

https://ccim.ntu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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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班別 報到時間 報到地點 面試時間 面試地點 系所分機 備註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博物館

管理與科技應用碩士在職進修

專班 

上午 9點 30分起 
依照表定梯次 
報到時間 

篤行樓 7樓 
Y701教室前 

上午 9點 40分起 
依照表定梯次時間 

篤行樓 7樓 
Y703教室 

61314 □全天，■上午，□下午 

相關資訊連結 

https://ccim.ntue.edu.tw/ 

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8：50~ 
(依面試順序報到) 

行政大樓 201
室 

09：00~17：00 行政大樓 202室 62231 ■全天，□上午，□下午 

相關資訊連結 

https://taiwan.ntue.edu.tw/ 
請依個人面試順序時間前 15分鐘報到，如口試時

間無法配合，請與台文所聯繫 

體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早上 8:00 體育館一樓
川堂 

早上 8:30開始 體育館 2樓 202、
203室 

63413 

63414 

■全天，□上午，□下午 

相關資訊連結 

http://pe.ntue.edu.tw/main.php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8：50起(詳依面試順序
及注意事項內之報到時

間) 

科學館 105室 9：00起(詳依面試順序及
注意事項內之面試時間) 

科學館 109教室 63302 □全天，■上午，□下午 

相關資訊連結 

https://me.ntue.edu.tw/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科學探究與實作碩士在職專班 

08:30~10:45 科學館 
B206教室 

09:00~11:30 科學館 
B209教室 

63803 □全天，■上午，□下午 

相關資訊連結 

https://nse.ntue.edu.tw/ 

資訊科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依組別報到 

08:15-08:30 

09:45-10:00 

12:15-12:30 

13:45-14:00 

科學館 5樓走

廊 504教室前 

採團體面試，每組 3人以

15-20分鐘為原則。 

本系得依考生實際報到情

形調整各組面試時間、人

數。 

科學館 503室 63327 ■全天，□上午，□下午 

相關資訊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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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在職專班 

上午 8:40起 科學館 501室 上午 9:00起 科學館 506A、
506B、506C室 

63533 □全天，■上午，□下午 

相關資訊連結 

https://dtd.ntue.edu.tw/ 

 

面試日期：109 年 2 月 23 日（星期日） 

學校總機：（02）6639-6688                                          

系所班別 報到時間 報到地點 面試時間 面試地點 系所分機 備註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教育領導與管理碩士在

職專班(澎湖班) 
08:40 文光國小 09:00 文光國小 62132 

□全天，■上午，□下午 

相關資訊連結 

https://em.ntu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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