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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各師資培育之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各領域、群科專長專門課程一覽表 

更新日期：111年 6月 28日 

學       校 領域、群科專長(科)別 
最近一次經本部

核定/備查文號 
備   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國語文專長 1080118607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 1080118607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

專長 
1090132058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數學專長 1080118607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中等學校社會領域歷史專長 1080118607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中等學校社會領域地理專長 1080118607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中等學校社會領域公民與社會專長 1080118607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物理專長 1080118607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化學專長 1080118607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生物專長 1080118607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地球科學專長 1080118607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中等學校藝術領域音樂專長 108011929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中等學校藝術領域視覺藝術專長與藝

術領域美術科 
108011929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民中學藝術領域表演藝術專長 108017780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藝術生活科-音

樂應用專長 
108011929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藝術生活科-視

覺應用專長 
108011929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藝術生活科-表

演藝術專長 
108017780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中等學校綜合活動領域家政專長 108011929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專長 111000396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領域童軍專長 108011929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綜合活動領域生涯規劃

科 
111000396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領域健康教育專

長與健康與護理科 
108011994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領域體育專長 108011994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中等學校科技領域生活科技專長 108011994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中等學校科技領域資訊科技專長 108011994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中等學校輔導教師 111000396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 1080107441A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動力機械群 108010748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資電專長 108010744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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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領域、群科專長(科)別 
最近一次經本部

核定/備查文號 
備   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電機專長 108010744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資管專長 1080107441A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外語群-英語專長 1080107441A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平面、媒體設計

專長 
1080107441A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室內設計專長 1080107441A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家政群 1080107441A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群-表演藝術專長 108017780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群-視覺藝術專長 108010748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群-音像藝術專長 1080107485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國語文專長 1100024230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 1080120413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

專長 
1090181121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數學專長 1090126913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中等學校社會領域歷史專長 1080139504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中等學校社會領域地理專長 1110050109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中等學校社會領域公民與社會專長 1080120413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物理專長 1080139504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化學專長 1080120413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生物專長 1080120413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中等學校藝術領域視覺藝術專長與藝

術領域美術科 
1080120413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藝術生活科-視

覺應用專長 
1080120413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專長 1100074765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領域童軍專長 1080120413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綜合活動領域生涯規劃

科 
1100074765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中等學校科技領域生活科技專長 1090121125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中等學校科技領域資訊科技專長 1080139504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領域體育專長 1090098480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中等學校輔導教師 1100074765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 1100173020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動力機械群 1080120413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資電專長 1080120413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電機專長 1080120413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商管專長 108012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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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領域、群科專長(科)別 
最近一次經本部

核定/備查文號 
備   註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群-視覺藝術專長 1080139504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明

道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農業群-農業生產與休閒

生態專長 
1090060282 

專案核定跨

校合作培育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明

道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家政群 1090060282 

專案核定跨

校合作培育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明

道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餐旅群-餐飲專長 1090060282 

專案核定跨

校合作培育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國語文專長 1080138496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 1080181048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

專長 
1090176696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客家語文

專長 
1090107406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數學專長 1080183016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中等學校社會領域地理專長 1080167781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物理專長 1080138496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化學專長 1080167716A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生物專長 108019070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中等學校藝術領域音樂專長 1080138383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中等學校藝術領域視覺藝術專長與藝

術領域美術科 
1080181048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藝術生活科-視

覺應用專長 
1080181048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藝術生活科-音

樂應用專長 
1080167696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專長 1080138383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綜合活動領域生涯規劃

科 
1080138383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領域體育專長 1080167696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中等學校科技領域生活科技專長 1080167696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中等學校科技領域資訊科技專長 108019070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資電專長 1110043166A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電機專長 1110016393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立體造形專長 1080182304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室內設計專長 108019070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資管專長 108019070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化工群 1100053463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群-視覺藝術專長 1090013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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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領域、群科專長(科)別 
最近一次經本部

核定/備查文號 
備   註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群-音像藝術專長 1080138383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群-表演藝術專長 1080167696  

國立政治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國語文專長 1080124798  

國立政治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 1080124796  

國立政治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第二外國語文日語

專長 
1080124798  

國立政治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第二外國語文韓語

專長 
1080124798  

國立政治大學 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數學專長 1080147377  

國立政治大學 中等學校社會領域歷史專長 1080124796  

國立政治大學 中等學校社會領域公民與社會專長 1080146557  

國立政治大學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專長 1100058092  

國立政治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綜合活動領域生涯規劃

科 
1090059766  

國立政治大學 中等學校科技領域資訊科技專長 1080124793A  

國立政治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全民國防教育科 1080108611  

國立政治大學 中等學校輔導教師 1100058092  

國立政治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商管專長 1080124795  

國立政治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資管專長 1080124795  

國立政治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外語群-日語專長 1080124794  

國立政治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外語群-英語專長 1080124794  

國立政治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家政群 1080124794  

國立政治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群-音像藝術專長 1080124795  

國立成功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國語文專長 1090055199  

國立成功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 1090055199  

國立成功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

專長 
1090171887  

國立成功大學 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數學專長 1090055199  

國立成功大學 中等學校社會領域歷史專長 1090171887  

國立成功大學 中等學校社會領域公民與社會專長 1090055199  

國立成功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物理專長 1090055199  

國立成功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化學專長 1090055199  

國立成功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生物專長 1090055199  

國立成功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地球科學專長 1090055199  

國立成功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藝術生活科-視

覺應用專長 
1090177008A  

國立成功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藝術生活科-表

演藝術專長 
111006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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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領域、群科專長(科)別 
最近一次經本部

核定/備查文號 
備   註 

國立成功大學 中等學校科技領域資訊科技專長 1090083553  

國立成功大學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專長 1090055199  

國立成功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 1090055199  

國立成功大學/國立臺

南藝術大學 
中等學校藝術領域音樂專長 1080173112 

專案核定跨

校合作培育 

國立成功大學/國立臺

南藝術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藝術生活科-表

演藝術專長 
1080173112 

專案核定跨

校合作培育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

專長 
1100129302  

國立嘉義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國語文專長 1090119936  

國立嘉義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 1090119936  

國立嘉義大學 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數學專長 1090119936  

國立嘉義大學 中等學校社會領域歷史專長 1090119936  

國立嘉義大學 中等學校社會領域地理專長 1090119936  

國立嘉義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物理專長 1090119936  

國立嘉義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化學專長 1090119936  

國立嘉義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生物專長 1090119936  

國立嘉義大學 中等學校藝術領域音樂專長 1110034037  

國立嘉義大學 
中等學校藝術領域視覺領域專長與藝

術領域美術科 
1090119936  

國立嘉義大學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專長 1090119936  

國立嘉義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綜合活動領域生涯規劃

科 
1090119936  

國立嘉義大學 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領域體育專長 1090119936  

國立嘉義大學 中等學校科技領域資訊科技專長 1090119936  

國立嘉義大學 中等學校輔導教師 1090119936  

國立嘉義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 1090119936  

國立嘉義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農業群-農業生產與休閒

生態專長 
1090119936  

國立嘉義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農業群-動物飼養與保健

專長 
1090119936  

國立嘉義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食品群 1090119936  

國立嘉義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家政群 1090119936  

國立嘉義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群-視覺藝術專長 1090119936  

國立臺南大學 中等學校藝術領域音樂專長 1080171576  

國立臺南大學 
中等學校藝術領域視覺藝術專長與藝

術領域美術科 
1080115359  

國立臺南大學 國民中學藝術領域表演藝術專長 108012718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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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領域、群科專長(科)別 
最近一次經本部

核定/備查文號 
備   註 

國立臺南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藝術生活科-視

覺應用專長 
1080115359  

國立臺南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藝術生活科-表

演藝術專長 
1080115359  

國立臺南大學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專長 1090176933  

國立臺南大學 中等學校輔導教師 1090176933  

國立臺南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群-視覺藝術專長 1080115359  

國立臺南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群-音像藝術專長 1080171576  

國立臺東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原住民族

語文專長 
1100166399  

國立中山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國語文專長 1090025904  

國立中山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 1090065051  

國立中山大學 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數學專長 1090025904  

國立中山大學 中等學校社會領域公民與社會專長 1100050685  

國立中山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物理專長 1090025904  

國立中山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化學專長 1090025904  

國立中山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生物專長 1090025904  

國立中山大學 中等學校藝術領域音樂專長 1090025904  

國立中山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藝術生活科-表

演藝術專長 
1090025904  

國立中山大學 國民中學藝術領域表演藝術專長 1090025904  

國立中山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全民國防教育科 1090100669  

國立中央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國語文專長 1080116112A  

國立中央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 1080116112A  

國立中央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客家語文

專長 
1090084526  

國立中央大學 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數學專長 1080116112A  

國立中央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物理專長 1080116112A  

國立中央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化學專長 1080116112A  

國立中央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生物專長 1080116112A  

國立中央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地球科學專長 1080116112A  

國立中正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國語文專長 1090083449  

國立中正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 1080132471  

國立中正大學 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數學專長 1090188694  

國立中正大學 中等學校社會領域歷史專長 1090188694  

國立中正大學 中等學校社會領域公民與社會專長 1080132471  

國立中正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物理專長 1090188694  

國立中正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化學專長 1080137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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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 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領域體育專長 1090188694  

國立中正大學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專長 1090188694  

國立中正大學 中等學校科技領域資訊科技專長 1080115078B  

國立中正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全民國防教育科 1090147850  

國立中正大學 中等學校輔導教師 1090188694  

國立中正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 1090083449  

國立中正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電機專長 1090083449  

國立中正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資電專長 1090188694  

國立中正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商管專長 1080132471  

國立中正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外語群-英語專長 1080115078C  

國立中興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國語文專長 1080125883  

國立中興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 1080125883  

國立中興大學 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數學專長 1100050273  

國立中興大學 中等學校社會領域歷史專長 1080128201  

國立中興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物理專長 1080125883  

國立中興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化學專長 1080128200  

國立中興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生物專長 1080128202  

國立中興大學 中等學校科技領域資訊科技專長 1080125883  

國立中興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全民國防教育科 1080123974  

國立中興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 1080125883  

國立中興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動力機械群 1080125883  

國立中興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農業群-動物飼養及保健

專長 
1080125883  

國立中興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農業群-農業生產與休閒

生態專長 
1100044586  

國立中興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食品群 1080125883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 1080117567A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數學專長 1080117567A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中等學校社會領域歷史專長 1100148470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中等學校社會領域公民與社會專長 1100148470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物理專長 1080117567A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化學專長 1080117567A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生物專長 1080121544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中等學校藝術領域音樂專長 1080117567A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中等學校科技領域資訊科技專長 1080147339A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 1080117567B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資電專長 1080147339A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電機專長 108014733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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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土木與建築群-土木專長 1080117567B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資管專長 1080147339A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外語群-英語專長 1080117567B  

國立東華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國語文專長 1080131081  

國立東華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 1080131081  

國立東華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

專長 
1090103811  

國立東華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原住民族

語文專長 
1090134401  

國立東華大學 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數學專長 1080131081  

國立東華大學 中等學校社會領域歷史專長 1080159425  

國立東華大學 中等學校社會領域地理專長 1080159439  

國立東華大學 中等學校社會領域公民與社會專長 1080131362  

國立東華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物理專長 1080114737A  

國立東華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化學專長 1080131362  

國立東華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生物專長 1080159439  

國立東華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地球科學專長 1080131362  

國立東華大學 中等學校藝術領域音樂專長 1080131362B  

國立東華大學 
中等學校藝術領域視覺藝術專長與藝

術領域美術科 
1080159439  

國立東華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藝術生活科-視

覺應用專長 
1080114737A  

國立東華大學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專長 1080159439  

國立東華大學 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領域體育專長 1080159439  

國立東華大學 中等學校科技領域資訊科技專長 1080131362  

國立東華大學 中等學校輔導教師 1080159439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 1080182063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客家語文

專長 
1090125500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生物專長 1080182063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 1080182063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動力機械群 1080182063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土木與管理群-土木專長 1080113103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商管專長 1080113103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資管專長 1080113103A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食品群 1080182063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家政群 1080182063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餐旅群-餐飲專長 108011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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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餐旅群-觀光專長 1080113103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農業群-農業生產與休閒

生態專長 
1080182063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農業群-動物飼養及保健

專長 
1080113103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水產群-水產養殖專長 1080113103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餐旅群-餐飲專長 1080138201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餐旅群-觀光專長 1080138201  

國立清華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國語文專長 1100019907  

國立清華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 1080121976  

國立清華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

專長 
1110033957  

國立清華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客家語文

專長 
1100033957  

國立清華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原住民族

語文專長 
1110033957  

國立清華大學 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數學專長 1080126381  

國立清華大學 中等學校社會領域歷史專長 1110033954  

國立清華大學 中等學校社會領域公民與社會專長 1110033954  

國立清華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物理專長 1110033941  

國立清華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化學專長 1110033941  

國立清華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生物專長 1110044676  

國立清華大學 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領域體育專長 1110033961  

國立清華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綜合活動領域生涯規劃

科 
1110054230  

國立清華大學 中等學校輔導教師 1100054230  

國立清華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商管專長 1080125304  

國立清華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資電專長 1080125304  

國立清華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 1080125304  

國立清華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電機專長 1080125304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國語文專長 1080152663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 1080152663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中等學校科技領域資訊科技專長 1080152663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 1080152663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資電專長 1080152663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電機專長 1080152663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化工群 1080152663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土木與建築群-土木專長 1080152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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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土木與建築群-建築專長 1080152663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商管專長 1080152663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資管專長 1080152663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外語群-英語專長 1080152663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平面、媒體設計

專長 
1080152663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立體造形專長 1080152667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室內設計專長 1080152663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群-視覺藝術專長 1080152663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群-音像藝術專長 1080152663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國語文專長 1080153995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 1080153995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中等學校社會領域歷史專長 1080153995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中等學校社會領域公民與社會專長 1080150146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物理專長 1080150146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化學專長 1080150146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專長 1090005628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中等學校科技領域資訊科技專長 1080192102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中等學校輔導教師 1090005628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資電專長 1080192102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商管專長 1080108919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資管專長 1080192102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土木與建築群-土木專長 1080165027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餐旅群-觀光專長 1080108919  

國立臺北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國語文專長 1090075147  

國立臺北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 1080115440A  

國立臺北大學 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數學專長 1090098677  

國立臺北大學 中等學校社會領域歷史專長 1080167926  

國立臺北大學 中等學校社會領域公民與社會專長 1080115440A  

國立臺北大學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專長 1090075147  

國立臺北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綜合活動領域生涯規劃

科 
1080115440A  

國立臺北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綜合活動領域法律與生

活科 
1080115440A  

國立臺北大學 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領域體育專長 1080159938  

國立臺北大學 中等學校科技領域資訊科技專長 1080115440A  

國立臺北大學 中等學校輔導教師 1090075147  

國立臺北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商管專長 108011544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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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資管專長 1080115440A  

國立臺北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外語群-英語專長 1080115440A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物理專長 1090087182A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化學專長 1090121919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 1080114000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動力機械群 1080114000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電機專長 1080114000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資電專長 1080114000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土木與建築群-土木專長 1080114000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土木與建築群-建築專長 1100078408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化工群 1080114000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商管專長 1080132594B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立體造形專長 1080114000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室內設計專長 1080114000  

國立臺灣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國語文專長 1080130303  

國立臺灣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 1080185020  

國立臺灣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第二外國語文日語

專長 
1110010585  

國立臺灣大學 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數學專長 1080185020A  

國立臺灣大學 中等學校社會領域歷史專長 1080130303A  

國立臺灣大學 中等學校社會領域地理專長 1110010585  

國立臺灣大學 中等學校社會領域公民與社會專長 1080130303A  

國立臺灣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物理專長 1080130303A  

國立臺灣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化學專長 1110046863  

國立臺灣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生物專長 1080130303A  

國立臺灣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地球科學專長 1110042618  

國立臺灣大學 國民中學藝術領域表演藝術專長 1100133560  

國立臺灣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綜合活動領域生命教育

科 
1080185020  

國立臺灣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綜合活動領域法律與生

活科 
1080132862  

國立臺灣大學 中等學校科技領域資訊科技專長 1080132862  

國立臺灣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 1100133758  

國立臺灣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動力機械群 1100133758  

國立臺灣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食品群 1110033235  

國立臺灣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農業群-農業生產與休閒

生態專長 
1100133758  

國立臺灣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農業群-動物飼養及保健 111003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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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長 

國立臺灣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土木與建築群-土木專長 108013289A  

國立臺灣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資電專長 1080132862  

國立臺灣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電機專長 1100133758  

國立臺灣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外語群-日語專長 1110010585  

國立臺灣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群-表演藝術專長 1100133560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 1080127018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中等學校科技領域資訊科技專長 1080127018A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 1080127018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電機專長 1080127018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資電專長 1080127018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商管專長 1080127018A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資管專長 1080127018A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土木與建築群-土木專長 1080127018A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土木與建築群-建築專長 1080127018A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化工群 1080127018A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外語群-英語專長 1080127018A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平面、媒體設計

專長 
1080127018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立體造形專長 1080119467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室內設計專長 1080127018A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生物專長 1100175209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地球科學專長 1080116133A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中等學校科技領域資訊科技專長 1080116133A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 1080116133A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食品群 1100155384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商管專長 1100175209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土木與建築群-土木專長 1080116133A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電機專長 1080116133A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資電專長 1080132453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海事群-航海技術專長 1080116133A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海事群-輪機技術專長 1080116133A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水產群-水產養殖專長 1080116133A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水產群-漁業專長 1080116133A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中等學校藝術領域音樂專長 1110017799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中等學校藝術領域視覺藝術專長與藝

術領域美術科 
1110017800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藝術生活科-表 1110017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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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藝術專長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藝術生活科-音

樂應用專長 
1110017796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藝術生活科-視

覺應用專長 
1110017798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國民中學藝術領域表演藝術專長 1110007773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立體造形專長 1110006130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平面、媒體設計

專長 
1110006130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群-表演藝術專長 1110001999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群-視覺藝術專長 1110006130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群-音像藝術專長 1110001999  

國立體育大學 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領域體育專長 1080112958A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中等學校藝術領域音樂專長 1100011718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中等學校藝術領域視覺藝術專長與藝

術領域美術科 
1100073261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群-視覺藝術專長 1100129363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藝術生活科-表

演藝術專長 
1100081007A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藝術生活科-視

覺應用專長 
1100081007A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國民中學藝術領域表演藝術專長 1100096140A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

學 
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領域體育專長 1080175166A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

學 
國民中學藝術領域表演藝術專長 1080175166A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

學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藝術生活科-表

演藝術專長 
1080175166A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

學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群-表演藝術專長 1080175166A  

中原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國語文專長 1090118188  

中原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 1090118188  

中原大學 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數學專長 1090118188  

中原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物理專長 1090118188  

中原大學 中等學校科技領域生活科技專長 1090118188  

中原大學 中等學校科技領域資訊科技專長 1090118188  

中原大學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專長 1090118188  

中原大學 中等學校輔導教師 1080114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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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平面、媒體設計

專長 
1090118188  

中國文化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國語文專長 1090075219  

中國文化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 1090075219  

中國文化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第二外國語文日語

專長 
1080114798  

中國文化大學 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數學專長 1080114798  

中國文化大學 中等學校社會領域歷史專長 1090075219  

中國文化大學 中等學校社會領域地理專長 1090075219  

中國文化大學 中等學校綜合活動領域家政專長 1090075219  

中國文化大學 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領域體育專長 1080114798  

中國文化大學 中等學校藝術領域音樂專長 1090114798  

中國文化大學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專長 1080114798  

中國文化大學 國民中學藝術領域表演藝術專長 1080114798  

正修科技大學 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領域體育專長 1080152001  

正修科技大學 中等學校科技領域生活科技專長 1110034402  

正修科技大學 中等學校科技領域資訊科技專長 1080152003  

正修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 1110049851  

正修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資電專長 1110049851  

正修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電機專長 1110049851  

正修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土木與建築群-土木專長 1080152003  

正修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土木與建築群-建築專長 1080152003  

正修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商管專長 1080152001  

正修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資管專長 1080152001  

正修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家政群 1100060654  

正修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外語群-英語專長 1080152003  

正修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餐旅群-觀光專長 1080152002  

正修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餐旅群-餐飲專長 1080152002  

正修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室內設計專長 1080152001  

正修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平面、媒體設計

專長 
1080152001  

東吳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國語文專長 1080114707  

東吳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 1080114707  

東吳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第二外國語文德語

專長 
1100042764  

東吳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第二外國語文日語

專長 
1080114707  

東吳大學 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數學專長 1080114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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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 中等學校社會領域歷史專長 1100042886  

東吳大學 中等學校社會領域公民與社會專長 1100043614  

東吳大學 中等學校藝術領域音樂專長 1080114707  

東吳大學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專長 1080138797  

東吳大學 中等學校輔導教師 1080114707  

東吳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外語群日語專長 1100042702  

東海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國語文專長 1080124506  

東海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 1080124506  

東海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第二外國語文日語

專長 
1080124644B  

東海大學 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數學專長 1080124506  

東海大學 中等學校社會領域歷史專長 1080133994A  

東海大學 中等學校社會領域公民與社會專長 1080124644B  

東海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物理專長 1080133891  

東海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化學專長 1080152669  

東海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生物專長 1080124506  

東海大學 中等學校藝術領域音樂專長 1080133994A  

東海大學 
中等學校藝術領域視覺藝術專長與藝

術領域美術科 
1080133994A  

東海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藝術生活科-視

覺應用專長 
1080133994A  

東海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綜合活動領域生命教育

科 
1080133994  

東海大學 中等學校科技領域資訊科技專長 1100100990  

東海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食品群 1080124506A  

東海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農業群-農業生產與休閒

生態專長 
1080124506A  

東海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農業群-動物飼養及保健

專長 
1080124506A  

東海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外語群日語專長 1090108317  

東海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餐旅群-餐飲專長 1080124506A  

南臺科技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 1080116082  

南臺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 1080116082  

南臺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動力機械群 1080116082  

南臺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電機專長 1080116082  

南臺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資電專長 1080116082  

南臺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商管專長 1080116082  

南臺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資管專長 1080116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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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化工群 1100088414  

南臺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外語群-英語專長 1080116082  

南臺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外語群-日語專長 1080116082  

南臺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餐旅群-觀光專長 1080116082  

南臺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餐旅群-餐飲專長 1080116082  

南臺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平面、媒體設計

專長 
1100088414  

南臺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群-視覺藝術專長 1100088414  

淡江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國語文專長 1080148572  

淡江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 1080148571  

淡江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第二外國語文日語

專長 
1080135600  

淡江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第二外國語文法語

專長 
1080136786  

淡江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第二外國語文俄語

專長 
1080148569  

淡江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第二外國語文西班

牙語專長 
1080148567  

淡江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第二外國語文德語

專長 
1100080836  

淡江大學 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數學專長 1080115573  

淡江大學 中等學校社會領域歷史專長 1080115563  

淡江大學 中等學校社會領域公民與社會專長 1080148574  

淡江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物理專長 1080148568  

淡江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化學專長 1080135599  

淡江大學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專長 1080135597  

淡江大學 中等學校科技領域資訊科技專長 1100093132  

淡江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全民國防教育科 1080088943  

淡江大學 中等學校輔導教師 1080135589  

淡江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外語群-日語專長 1080115510  

朝陽科技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 1100076219  

朝陽科技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化學專長 1080178409  

朝陽科技大學 
中等學校藝術領域視覺藝術專長與藝

術領域美術科 
1080178409  

朝陽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綜合活動領域環境科學

概論科 
1100067621  

朝陽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綜合活動領域法律與生

活科 
1100067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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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 中等學校科技領域資訊科技專長 1080178409  

朝陽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動力機械群 1100052585  

朝陽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商管專長 1080178409  

朝陽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資管專長 1080178409  

朝陽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化工群 1080161370  

朝陽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資電專長 1080161370  

朝陽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土木與建築群-土木專長 1080161370  

朝陽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土木與建築群-建築專長 1080161370  

朝陽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外語群-英語專長 1100076219  

朝陽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家政群 1100074739  

朝陽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餐旅群-觀光專長 1080161370  

朝陽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平面、媒體設計

專長 
1080178409  

朝陽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室內設計專長 1080161370  

朝陽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群-視覺藝術專長 1080161370  

朝陽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群-音像藝術專長 1080161370  

慈濟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國語文專長 1090123248  

慈濟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 1080108725A  

慈濟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第二外國語文日語

專長 
1081018725A  

慈濟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生物專長 1110034826  

慈濟大學 
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領域健康教育專

長與健康與護理科 
1090111354  

慈濟大學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專長 1110034822  

慈濟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綜合活動領域生涯規劃

科 
1110034822  

慈濟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綜合活動領域生命教育

科 
1090123247  

慈濟大學 中等學校科技領域資訊科技專長 1080112158  

慈濟大學 中等學校輔導教師 1100034822  

慈濟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資管專長 1080112158B  

慈濟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家政群 1080115158B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中等學校藝術領域音樂專長 1080113131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中等學校藝術領域視覺藝術專長與藝

術領域美術科 
1080132784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藝術生活科-視

覺應用專長 
1080132784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國民中學藝術領域表演藝術專長 108011468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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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中等學校綜合活動領域家政專長 1080114689B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領域體育專長 1080113131A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中等學校科技領域資訊科技專長 1080113131A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商管專長 1080132787A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資管專長 1080132787A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外語群-英語專長 1080113131A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平面、媒體設計

專長 
1080132787A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立體造形專長 1080143491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室內設計專長 1100071438A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家政群 1080156158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餐旅群-觀光專長 1100071438A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餐旅群-餐飲專長 1080132811A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群-表演藝術專長 1080113131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群-視覺藝術專長 1080132811A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群-音像藝術專長 1080114689A  

輔仁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國語文專長 1080114720  

輔仁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 1080114720  

輔仁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第二外國語文日語

專長 
1080097710A  

輔仁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第二外國語文德語

專長 
1080091741  

輔仁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第二外國語文法語

專長 
1080091741  

輔仁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第二外國語文西班

牙語專長 
1080091741  

輔仁大學 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數學專長 1110000593  

輔仁大學 中等學校社會領域歷史專長 1080114705  

輔仁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物理專長 1080097709  

輔仁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化學專長 1080097709  

輔仁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生物專長 1090064945  

輔仁大學 中等學校藝術領域音樂專長 1080135620A  

輔仁大學 
中等學校藝術領域視覺藝術專長與藝

術領域美術科 
1080116373  

輔仁大學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專長 1080097707  

輔仁大學 中等學校綜合活動領域家政專長 1080114705  

輔仁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綜合活動領域生命教育

科 
108013562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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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 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領域體育專長 1080114720  

輔仁大學 
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領域健康教育專

長與健康與護理科 
1100038977  

輔仁大學 中等學校科技領域資訊科技專長 1080114705  

輔仁大學 中等學校輔導教師 1080097707  

輔仁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餐旅群-餐飲專長 1080114705  

輔仁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立體造形專長 1080116373  

輔仁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平面、媒體造形

專長 
1080107353  

銘傳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國語文專長 1080154914  

銘傳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 1080154914  

銘傳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第二外國語文日語

專長 
1080154914  

銘傳大學 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數學專長 1080119214A  

銘傳大學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專長 1080154914  

銘傳大學 中等學校科技領域資訊科技專長 1080154914  

銘傳大學 
中等學校藝術領域視覺藝術專長與藝

術領域美術科 
1080154914  

銘傳大學 中等學校輔導教師 1080154914  

銘傳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商管專長 1080119214A  

銘傳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資管專長 1080119214A  

銘傳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外語群-英語專長 1080154914  

銘傳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外語群-日語專長 1080154914  

銘傳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餐旅群-觀光專長 1080154914  

銘傳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餐旅群-餐飲專長 1080119214A  

銘傳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平面、媒體設計

專長 
1080154914  

銘傳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立體造形專長 1080154914  

銘傳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群-視覺藝術專長 1080154914  

靜宜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國語文專長 1080117264  

靜宜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 1080117264  

靜宜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第二外國語文日語

專長 
1080117264  

靜宜大學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第二外國語文西班

牙語專長 
1080117264  

靜宜大學 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數學專長 1080117264  

靜宜大學 中等學校社會領域公民與社會專長 1080117264  

靜宜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生物專長 1080144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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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大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化學專長 1080117264  

靜宜大學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專長 1080117264  

靜宜大學 中等學校科技領域資訊科技專長 1080136762  

靜宜大學 中等學校輔導教師 1080117264  

靜宜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商管專長 1080117264  

靜宜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資管專長 1080117264  

靜宜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外語群-英語專長 1080117264  

靜宜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外語群-日語專長 1080117264  

靜宜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餐旅群-觀光專長 1080117264  

靜宜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餐旅群-餐飲專長 1080117264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 1100084646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動力機械群 1100178908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電機專長 1100140351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化工群 1100084646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土木與建築群-土木專長 1100084646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土木與建築群-建築專長 1100084646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海事群-航海技術專長 1100084646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海事群-輪機技術專長 1100140351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高級中等學校水產群-水產養殖專長 11001403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