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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育之大學一覽表 
A List of Universities with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s 

 

(一)師範／教育大學 Normal/Education Universities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師資培育學系【師資類科】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 

1. 教育學系【中等學校】 

2.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中等學校】 

3.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中等學校】 

4.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含碩士班)【中等學校】 

5.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中等學校】 

6. 特殊教育學系(含碩士班)【特殊教育學校(班)中等學

校教育階段身心障礙與資賦優異】 

7. 國文學系【中等學校】 

8. 英語學系(含碩士班)【中等學校】 

9. 歷史學系【中等學校】 

10.地理學系(含碩士班)【中等學校】 

11.數學系【中等學校】 

12.物理學系(含碩、博士班)【中等學校】 

13.化學系(含碩、博士班)【中等學校】 

14.生命科學系(含碩士班)【中等學校】 

15.地球科學系(含碩、博士班)【中等學校】 

16.資訊工程學系【中等學校】 

17.美術學系【中等學校】 

18.音樂學系【中等學校】 

19.工業教育學系(含碩士班)【中等學校】 

20.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含碩士班)【中等

學校】 

21.圖文傳播學系【中等學校】 

22.機電工程學系(含碩、博士班)【中等學校】 

23.電機工程學系(含碩士班)【中等學校】 

24.體育學系(含碩士班)【中等學校】 

25.運動競技學系【中等學校】 

1.中等學校 

2. 特殊教育學校(班)中等學校教育階段資

賦優異組(註 3) 

註： 1. 幼兒園師資類科教育學程自 93 學年度起核准開設，自 96 學年度起停招。 

 2. 國民小學師資類科教育學程自 91 學年度起核准開設，自 95 學年度起停招。 

3. 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中等學校教育階段資賦優異組)業經教育部核准自

104 學年度起開設。 

4. 「人類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自 109 學年度起核准培育幼兒園師資。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師資培育學系【師資類科】 師資培育中心 



 

 
附錄三 師資培育之大學一覽表 

 

2021 師資培育統計年報 316  

 

1. 輔導與諮商學系【中等學校】 

2. 特殊教育學系【特殊教育學校(班)中等學校教育階

段身心障礙與資賦優異】 

3. 英語學系(含碩士班)【中等學校】 

4. 國文學系(含碩士班)【中等學校】 

5. 美術學系(含碩士班)【中等學校】 

6. 地理學系(含碩士班)【中等學校】 

7. 數學系(含碩士班)【中等學校】 

8. 物理學系(含碩士班)【中等學校】 

9. 生物學系(含生物學系碩士班、生物學系生物技術

碩士班)【中等學校】 

10.化學系(含碩士班)【中等學校】 

11.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含碩士班)【中等學校】 

12.財務金融技術學系(含碩士班)【中等學校】 

13.運動學系(含碩士班)【中等學校】 

14.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中等學校】 

1. 中等學校 

2. 特殊教育學校(班)中等學校教育階段身

心障與資賦優異 

註： 國民小學師資類科教育學程自 91 學年度起核准開設，自 95 學年度起停招。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師資培育學系【師資類科】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 

1.教育學系【中等學校】 

2. 特殊教育學系【特殊教育學校(班)中等學校教育階

段身心障礙與資賦優異】(註 3) 

3.體育學系【中等學校】 

4.國文學系/【中等學校】 

5.英語學系【中等學校】 

6.地理學系【中等學校】 

7.數學系/數學組【中等學校】 

8.化學系【中等學校】 

9.物理學系【中等學校】 

10.生物科技學系【中等學校】 

11.美術學系【中等學校】 

12.音樂學系【中等學校】 

13. 工業科技教育學系/科技教育與訓練組【中等學

校】 

1.國民小學(註 2) 

2.中等學校 

3. 特殊教育學校(班)中等學校教育階段資

賦優異組(註 4) 

註： 1. 高雄醫學大學委託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辦理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自 87 學年度起核准開

設，自 95 學年度起停招。 

 2. 國民小學師資類科教育學程自 98 學年度起採隔年招生，111 學年度起核准每年招生。 

3. 教育部於民國 106 年 6 月 15 日以臺教師(二))第 1060082545 號函，核准特殊教育學系培育

特殊教育師資類科中等教育階段資賦優異組師資。 

4. 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中等學校教育階段資賦優異組)自 108 學年度起核准開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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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師資培育學系【師資類科】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 

1.教育學系(含碩士班)【國民小學】 

2.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含碩士班)【幼兒園】 

3. 特殊教育學系【特殊教育學校(班)學前教育階段身

心障礙、國民小學教育階段身心障礙與資賦優異】 

4.心理與諮商學系(含碩士班)【國民小學】 

5.語文與創作學系(含碩士班)【國民小學】 

6.兒童英語教育學系(含碩士班)【國民小學】 

7.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含碩士班)【國民小學】 

8.音樂學系(含碩士班)【國民小學】 

9.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含碩士班)【國民小學】 

10.自然科學教育學系(碩士班)【國民小學】 

11.體育學系(含碩士班)【國民小學】 

1.幼兒園 

2.國民小學 

3. 特殊教育學校(班)【學前教育階段身心

障礙、國民小學教育階段身心礙與資賦

優異】 

註：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自 92 學年度起核准開設，自 96 學年度起停招。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師資培育學系【師資類科】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1. 教育學系【國民小學】 

2. 特殊教育學系【特殊教育學校(班)學前教育階段身

心障礙、國民小學教育階段身心障礙與資賦優異】 

3. 幼兒教育學系(含碩士班)【幼兒園】 

4. 語文教育學系(含碩士班)【國民小學】 

5. 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含碩士班)【國民小學】 

6. 數學教育學系【國民小學】 

7. 科學應用與推廣學系(含科學教育與應用學系碩士

班、科學教育與應用學系環境教育與管理碩士班)

【國民小學】 

8. 美術學系(含碩士班)【國民小學】 

9. 音樂學系(含碩士班)【國民小學】 

10.體育學系(含碩士班)【國民小學】 

11.臺灣語文學系(含碩士班)【國民小學】 

12.英語學系(含碩士班)【國民小學】 

13.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含碩士班)【國民小學】 

1. 幼兒園 

2. 國民小學 

3. 中等學校 

註：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培育「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專長」師資自 110 學年度起核准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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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有師資培育相關學系大學 Universities with Departments of Teacher Education 

國立政治大學  

師資培育學系【師資類科】 師資培育中心 

教育學系(含碩、博士班)【中等學校】(註) 中等學校 

註： 教育學系國民小學師資組自 98 學年度起停招。 

  

國立臺南大學  

師資培育學系【師資類科】 師資培育中心 

1. 幼兒教育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幼兒園】 

2. 特殊教育學系(含碩士班)【特殊教育學校(班)國民

小學教育階段身心障礙與資賦優異】 

3. 教育學系(含碩士班)【國民小學】 

4. 體育學系(含碩士班)【國民小學】 

5. 國語文學系(含碩士班)【國民小學】 

6. 音樂學系(含碩士班)【國民小學】 

7.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含碩士班)【國民小學】 

8. 應用數學系(含碩士班)【國民小學】 

1. 幼兒園 

2. 國民小學 

3. 中等學校 

4. 特殊教育學校(班)【國民小學教育階段

身心障礙與資賦優異】 

  

國立屏東大學  

師資培育學系【師資類科】 師資培育中心 

1. 教育學系(含碩士班)【國民小學】(註 1) 

2. 幼兒教育學系(含日間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幼

兒園】 

3. 特殊教育學系(含碩士班)【特殊教育學校(班)學前

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國民小學教育階段身心障礙

與資賦優異】 

1. 幼兒園 

2. 國民小學 

3. 特殊教育學校(班)【學前教育階段身心

障礙、國民小學教育階段身心障礙】 

註： 1. 教育學系碩士班自 102 學年度起培育國民小學師資。 

 2.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與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自民國 103 年起合併為國立屏東大學。 

3. 原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自 89 學年度起核准開設，自 95 學

年度起停招。 

  

國立臺東大學  

師資培育學系【師資類科】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1. 教育學系(含教育研究碩士掰、課程與教學碩士班)

【國民小學】 

2. 幼兒教育學系(含碩士班、原住民專班)【幼兒園】 

3. 特殊教育學系(含碩士班)【特殊教育學校(班)國民

小學教育階段身心障礙】 

4. 體育學系【國民小學】 

1. 國民小學(註 1) 

2. 特殊教育學校(班)【國民小學教育階段

身心障礙】 

3. 中等學校 

 1. 民國 103 年 5 月 16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30072754 號函同意該校自 103 學年度起停招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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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師資類科教育學程。 

2.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培育「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專長」師資自 110 學年度起核准辦理。 

國立東華大學  

師資培育學系【師資類科】 師資培育中心 

1. 幼兒教育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幼兒園】 

2.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國民小學】 

3. 特殊教育學系(含特殊教育學系身心障礙與輔助科

技碩士班)【特殊教育學校(班)國民小學教育階段

身心障礙與資賦優異】 

4. 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含碩士班)【國民小學】 

5.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含碩士班)【國民小學】 

1. 國民小學 

2. 中等學校 

註： 1. 國立花蓮教育大學於民國 97 年 8 月 1 日併入國立東華大學。 

 2. 原國立花蓮教育大學幼稚園師資類科教育學程自 93 學年度起核准開設，自 96 學年度起停招。 

  

國立清華大學  

師資培育學系【師資類科】 師資培育中心 

1.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國民小學】 

2. 特殊教育學系【特殊教育學校(班)學前教育階段身

心障礙、國民小學教育階段身心障礙與資賦優異】 

3. 幼兒教育學系【幼兒園】 

1. 幼兒園 

2. 國民小學 

3. 中等學校 

註： 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於民國 105 年 11 月 1 日與國立清華大學合併為國立清華大學。 

  

國立嘉義大學  

師資培育學系【師資類科】 師資培育中心 

1. 教育學系【國民小學】 

2. 特殊教育學系【特殊教育學校(班)國民小學教育階

段身心障礙與資賦優異】 

3. 輔導與諮商學系【國民小學】 

4. 幼兒教育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幼兒園】 

5.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國民小學】 

6. 外國語言學系/英語教學組【國民小學】 

1. 國民小學 

2. 中等學校 

3. 幼兒園 

註： 109 年 3 月 10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90031263 號函，同意國立嘉義大學增列教育學程管道培

育幼兒園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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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學  

師資培育學系【師資類科】 師資培育及職涯發展中心 

1. 教育學系【國民小學】 

2. 特殊教育學系【特殊教育學校(班)學前教育階段身

心障礙、國民小學教育階段身心障礙與資賦優異】 

3. 幼兒教育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幼兒園】 

4. 中國語文學系【國民小學】 

5. 英語教學系【國民小學】 

6. 歷史與地理學系【國民小學】 

7. 音樂學系【國民小學】 

8. 視覺藝術學系【國民小學】 

9. 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含碩士班)【國民小學】 

10. 數學系【國民小學】 

1. 幼兒園 

2. 國民小學 

3. 特殊教育學校(班)【學前教育階段身心

障礙、國民小學教育階段身心障礙與資

賦優異、中等學校教育階段身心障礙】 

註：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與臺北市立體育學院自民國 102 年 8 月 1 日起合併為臺北市立大學。 

  

中國文化大學  

師資培育學系【師資類科】 師資培育中心 

教育學系【中等學校】 中等學校 

註： 幼兒園師資類科教育學程自 84 學年度起核准開設，自 95 學年度起停招。 

  

亞洲大學  

師資培育學系【師資類科】  

幼兒教育學系【幼兒園】  

註： 未設有師資培育中心或教育學程專責單位。 

  

台灣首府大學  

師資培育學系【師資類科】  

幼兒教育學系【幼兒園】  

註： 1.原致遠管理學院，自民國 99 年 8 月 1 日起變更校名。 

 2.未設有師資培育中心或教育學程專責單位。 

  

中原大學  

師資培育學系【師資類科】 師資培育中心 

特殊教育學系(含碩士班)【特殊教育學校(班) 學前教

育、國民小學及中等學校教育階段身心障礙與資賦

優異】 

中等學校 

註： 國民小學師資類科教育學程自 90 學年度起核准開設，自 96 學年度起停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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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置師資培育中心之大學 Universities with Teacher Education Centers 

學校 培育類科 核准開設教育學程學年度 備註 

國立臺北大學 中等學校 84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國民小學 90  

中等學校 85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中等學校 84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中等學校 89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幼兒園 89 自 97 學年度起停辦 

國立臺灣大學 中等學校 84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中等學校 84  

國立中興大學 中等學校 84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中等學校 87 
原為國立臺灣體育學
院 

國立成功大學 中等學校 84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中等學校 88 自 97 學年度起停辦 

國立中山大學 
國民小學 89 自 99 學年度起停辦 

中等學校 84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中等學校 93 

原國立高雄餐旅學院，

自民國 99 年 8 月 1 日

起變更校名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中等學校 110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

學、國立高雄第一科

技大學、國立高雄海

洋科技大學於民國 107

年2 月1 日合併為國立

高雄科技大學；原國

立高雄應用大學於 90

學年度核准辦理師資

培育至 97 學年度起

停辦 

國立中央大學 中等學校 84  

國立體育大學 中等學校 84 
原為國立臺灣體育大
學(桃園)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中等學校 87 
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
碩士班自 101 學年度
起暫停辦理師資培育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中等學校 85  

國立中正大學 國民小學 87 自 101 學年度起停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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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培育類科 核准開設教育學程學年度 備註 

中等學校 84  

   (續下頁)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幼兒園 85 自 98 學年度起停辦 

中等學校 84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中等學校 89 

自 95 學年度起停辦；
自民國 103 年起與國
立屏東教育大學合併
為國立屏東大學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國民小學 90  

中等學校 84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中等學校 84 
自民國 110 年 2 月 1 日

起與國立陽明大學合併 

淡江大學 
國民小學 87 自 97 學年度起停辦 

中等學校 84  

華梵大學 中等學校 86 自 98 學年度起停辦 

實踐大學 

幼兒園(臺北校區) 84 
自 97 學年度起停辦 

中等學校(臺北校區) 86 

中等學校(高雄校區) 89 自 95 學年度起停辦 

輔仁大學 

國民小學 91  

中等學校 84  

幼兒園 84 自 86 學年度起停辦 

中華科技大學 中等學校 93 
原為中華技術學院，
自 94 學年度起停辦 

世新大學 
國民小學 87 

自 95 學年度起停辦 
中等學校 88 

中山醫學大學 
國民小學 89 自 94 學年度起停辦 

特殊教育學校(班) 89 自 96 學年度起停辦 

弘光科技大學 
幼兒園 90 自 97 學年度起停辦 

中等學校 89 自 96 學年度起停辦 

東吳大學 
國民小學 91 自 97 學年度起停辦 

中等學校 85  

東海大學 中等學校 84  

逢甲大學 中等學校 84 自 98 學年度起停辦 

朝陽科技大學 
幼兒園 87  

中等學校 88  

靜宜大學 國民小學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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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培育類科 核准開設教育學程學年度 備註 

中等學校 84  

幼兒園 85 自 103 學年度起停辦 

   (續下頁) 

長榮大學 國民小學 88 自 98 學年度起停辦 

南臺科技大學 
國民小學 90  

中等學校 89  

崑山科技大學 
幼兒園 92 

自 95 學年度起停辦 
中等學校 89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幼兒園 90 

自 97 學年度起停辦 
中等學校 89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幼兒園 90 原台南科技大學，自

民國 99 年 10 月 1 日
起變更校名 中等學校 89 

文藻外語大學 國民小學 90  

正修科技大學 中等學校 90  

義守大學 
國民小學 89 

自 96 學年度起停辦 
中等學校 86 

輔英科技大學 幼兒園 91 自 106 學年度起停辦 

樹德科技大學 幼兒園 89 自 103 學年度起停辦 

元智大學 幼兒園 89 自 97 學年度起停辦 

長庚大學 特殊教育學校(班) 90 自 96 學年度起停辦 

銘傳大學 中等學校 85  

明新科技大學 幼兒園 90  

大葉大學 中等學校 84 自 108 學年度起停辦 

南華大學 國民小學 90 自 95 學年度起停辦 

慈濟大學 中等學校 89  

中華大學 中等學校 85 自 96 學年度起停辦 

玄奘大學 中等學校 89 自 97 學年度起停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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