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師申請介聘任教科別適用證書對照表 

任教科別適用證書對照表(共同類科) 

任教科別 適用證書科別 

國文科 

中等學校國文科 

高級中等學校國文科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國語文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英文科 

中等學校英文（英語）科 

中等學校英文科 

高級中等學校英文科 

中等學校第二外國語（英語） 

高級中等學校第二外國語（英語） 

高級中等學校英文(英語)科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德語 
第二外國語(德語)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第二外國語文德語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法語 
第二外國語(法語)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第二外國語文法語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日文科 

第二外國語（日語） 

第二外國語（日文）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第二外國語文日語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俄語 
第二外國語(俄語)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第二外國語文俄語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西班牙語 
第二外國語(西班牙語)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第二外國語文西班牙語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韓語 
第二外國語(韓語)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第二外國語文韓語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閩南語文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客語文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客語文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原住民族語文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原住民族語文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越南語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新住民語文越南語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印尼語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新住民語文印尼語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泰國語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新住民語文泰國語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緬甸語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新住民語文緬甸語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柬埔寨語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新住民語文柬埔寨語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菲律賓語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新住民語文菲律賓語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馬來西亞語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新住民語文馬來西亞語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數學科 

中等學校數學科 

高級中等學校數學科 

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數學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公民科 
公民（公民與道德） 

公民 

公民與社會科 

中等學校公民與社會科 

高級中等學校公民與社會科 

中等學校社會領域公民與社會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歷史科 

中等學校歷史科 

高級中等學校歷史科 

中等學校社會領域歷史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地理科 

中等學校地理科 

高級中等學校地理科 

中等學校社會領域地理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現代社會科 
中等學校現代社會 

中等學校認識台灣（社會篇） 

自然科學概論 

自然科學概論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物理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化學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生物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地球科學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物理科 

中等學校物理科 

高級中等學校物理科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物理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化學科 

中等學校化學科 

高級中等學校化學科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化學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生物科 

中等學校生物科 

高級中等學校生物科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生物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生命科學 中等學校生命科學 



高級中等學校生命科學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生物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地球科學科 

中等學校地球科學科 

高級中等學校地球科學科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地球科學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音樂科 

中等學校音樂科 

高級中等學校音樂科 

中等學校藝術領域音樂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美術科 

中等學校美術科 

高級中等學校美術科 

中等學校藝術領域視覺藝術專長與藝術領域美術科 

（108課綱教師證書） 

藝術生活科 

藝術生活科 

中等學校藝術生活-表演藝術科 

中等學校藝術生活-基礎課程科 

中等學校藝術生活-應用音樂科 

中等學校藝術生活-音像藝術科 

中等學校藝術生活-環境藝術科 

中等學校藝術生活-應用藝術科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生活科-表演藝術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生活-基礎課程科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生活科-音樂應用藝術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生活-環境藝術科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生活科-視覺應用藝術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藝術生活科-表演藝術專長 

（108課綱教師證書）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藝術生活科-音樂應用專長 

（108課綱教師證書）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藝術生活科-視覺應用專長 

（108課綱教師證書） 

輔導科 

中等學校輔導（輔導活動）科 

高級中等學校輔導科 

中等學校輔導教師（108課綱教師證書） 

家政科（一般科目） 中等學校家政科 



高級中等學校家政科 

中等學校綜合活動領域家政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生命教育 
中等學校生命教育 

高級中等學校綜合活動領域生命教育科（108課綱教師證書） 

生涯規劃 
中等學校生涯規劃 

高級中等學校綜合活動領域生涯規劃科（108課綱教師證書） 

法學概論 
中等學校法學概論 

高級中等學校綜合活動領域法律與生活科（108課綱教師證書） 

法律與生活 
中等學校法律與生活 

高級中等學校綜合活動領域法律與生活科（108課綱教師證書） 

環境科學概論科 高級中等學校綜合活動領域環境科學概論科（108課綱教師證書） 

體育科 

中等學校體育科 

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科 

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領域體育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健康教育科 

中等學校健康教育科 

高級中等學校健康教育科 

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領域健康教育專長與健康與護理科 

（108課綱教師證書） 

健康與護理科 

中等學校健康與護理科 

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領域健康教育專長與健康與護理科 

（108課綱教師證書） 

生活科技科 

中等學校工藝科 

中等學校生活科技（工藝）科 

中等學校生活科技科 

高級中等學校生活科技科 

中等學校科技領域生活科技主修專長 

中等學校科技領域生活科技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資訊科技 

中等學校電腦（電子計算機）科 

中等學校電腦（計算機概論）科 

中等學校電子計算機科 

計算機概論科 

高級中等學校電腦（電子計算機）科 

高級中等學校電腦科 

中等學校電腦科 

高級中等學校資訊科技概論科 

中等學校科技領域資訊科技主修專長） 



中等學校科技領域資訊科技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三民主義 中等學校三民主義 

社會科學概論（導論） 中等學校社會科學概論（導論） 

圖書館 中等學校圖書館 

鄉土藝術活動 中等學校鄉土藝術活動 

心理學導論 中等學校心理學導論 

邏輯 中等學校邏輯 

國防通識 中等學校國防通識 

全民國防教育科 
中等學校全民國防教育科 

高級中等學校全民國防教育科（108課綱教師證書） 

 

  

 

 

任教科別適用證書對照表(工業類科) 

任教科別 適用證書科別 

機械科 

中等學校機工科 

中等學校機械加工科 

中等學校機械科 

中等學校機械修護科 

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108課綱教師證書） 

鑄造科 

中等學校-鑄造科 

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鑄造科 

中等學校鑄工科 

中等學校鑄造工科 

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108課綱教師證書） 

板金科 

中等學校-板金科 

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板金科 

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108課綱教師證書） 

機械木模科 
中等學校-機械木模科 

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108課綱教師證書） 

配管科 

中等學校-配管科 

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配管科 

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108課綱教師證書） 

模具科 中等學校-模具科 



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模具科 

中等學校模具基礎技術科 

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108課綱教師證書） 

機電科 

中等學校-機電科 

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機電科 

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108課綱教師證書） 

製圖科 

中等學校機械製圖科 

中等學校-製圖科 

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製圖科 

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製圖/電腦機械製圖科 

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108課綱教師證書） 

電腦機械製圖科 

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電腦機械製圖科 

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製圖/電腦機械製圖科 

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108課綱教師證書） 

生物產業機電科 
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生物產業機電科 

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108課綱教師證書） 

農業機械科 

中等學校-農業機械科 

高級中等學校動力機械群-農業機械科 

高級中等學校動力機械群（108課綱教師證書） 

汽車科 

中等學校-汽車科 

高級中等學校動力機械群-汽車科 

中等學校汽車修護科（甲） 

中等學校汽車修護科（乙） 

高級中等學校動力機械群（108課綱教師證書） 

重機科 

中等學校-重機科 

高級中等學校動力機械群-重機科 

高級中等學校動力機械群（108課綱教師證書） 

飛機修護科 

中等學校-飛機修護科 

高級中等學校動力機械群-飛機修護科 

高級中等學校動力機械群（108課綱教師證書） 

動力機械科 
高級中等學校動力機械群-動力機械 

高級中等學校動力機械群（108課綱教師證書） 

軌道車輛科 
中等學校軌道車輛科 

高級中等學校動力機械群（108課綱教師證書） 

資訊科 
中等學校-資訊科 

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資訊科 



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資電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電子科 

中等學校-電子科 

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電子科 

中等學校電子設備修護科 

中等學校-電子通信科 

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電子通信科 

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資電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航空電子科 

中等學校-航空電子科 

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航空電子科 

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資電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控制科 

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控制科 

中等學校-控制科 

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電機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電機科 

中等學校-電機科 

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電機科 

中等學校電工科 

中等學校電機修護科 

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電機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冷凍空調科/ 

電機空調科 

中等學校-冷凍空調科 

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冷凍空調科 

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電機空調科 

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冷凍空調/電機空調科 

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電機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土木科 

中等學校土木施工科 

中等學校-土木科 

高級中等學校土木與建築群-土木科 

高級中等學校土木與建築群-土木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空間測繪科 
中等學校空間測繪科 

高級中等學校土木與建築群-土木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建築科 

中等學校-建築科 

高級中等學校土木與建築群-建築科 

建築製圖科 

高級中等學校土木與建築群-建築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消防工程科 
中等學校-消防工程科 

高級中等學校土木與建築群-建築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化工科 中等學校-化工科 



高級中等學校化工群-化工科 

中等學校化工技術科 

高級中等學校化工群（108課綱教師證書） 

紡織科 

中等學校-紡織科 

中等學校紡織科(機紡組) 

中等學校紡織科(機織組) 

中等學校紡織科(針織組) 

高級中等學校化工群（108課綱教師證書） 

染整科 

中等學校-染整科 

中等學校染整技術科 

高級中等學校化工群（108課綱教師證書） 

環境檢驗科 
中等學校環境檢驗科 

高級中等學校化工群（108課綱教師證書） 

印刷科 中等學校印刷科 

陶瓷科 
中等學校陶瓷科 

中等學校陶瓷技術科 

水電科 
中等學校水電技術科 

中等學校水電科 

儀表修護科 中等學校儀表修護科 

工程機械修護科 中等學校工程機械修護科 

精密機械科 中等學校精密機械科 

機械製造科 中等學校機械製造科 

電訊科 中等學校電訊科 

電器冷凍修護科 中等學校電器冷凍修護科 

礦冶科 中等學校礦冶科 

測量科 中等學校測量科 

營建配管科 中等學校營建配管科 

家具土木科 中等學校家具土木科 

營建科 中等學校營建科 

土木測量科 中等學校土木測量科 

石材加工科 中等學校石材加工科 

空間設計科 中等學校空間設計科 

 

 



任教科別適用證書對照表(商業類科) 

任教科別 適用證書科別 

商業經營科 

中等學校-商業經營科 

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商業經營科 

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商管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國際貿易科 

中等學校-國際貿易科 

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國際貿易科 

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商管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會計事務科 

中等學校-會計事務科 

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會計事務科 

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商管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流通管理科 
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流通管理科 

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商管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文書事務科 

中等學校-文書事務科 

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文書事務科 

中等學校文書處理科 

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商管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不動產事務科 中等學校不動產事務科 

資料處理科 

中等學校-資料處理科 

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資料處理科 

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資管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電子商務科 
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電子商務科 

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資管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農產行銷科 

中等學校-農產行銷科 

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農產行銷科 

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商管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水產經營科(商業組) 

水產經營科(商業組) 

中等學校-水產經營科 

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水產經營科 

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商管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水產經營科 
中等學校水產經營科（水產經營組） 

中等學校水產經營科 

航運管理科 
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航運管理科 

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商管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漁航管理科 中等學校漁航管理科 



漁航管理科(商業組) 中等學校漁航管理科(商業組) 

應用外語科 

（英文組） 

中等學校-應用外語科(英文組) 

高級中等學校外語群-應用外語科(英文組) 

高級中等學校外語群英語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應用外語科 

（日文組） 

中等學校-應用外語科(日文組) 

高級中等學校外語群-應用外語科(日文組) 

高級中等學校外語群日語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商事法 中等學校商事法 

物流科 中等學校物流科 

 

 

 

 

 

 

 

 

 

 

 

 

 

任教科別適用證書對照表(家事.藝術與設計類科) 



任教科別 適用證書科別 

家政科（職校群科） 

中等學校-家政科 

高級中等學校家政群-家政科 

高級中等學校家政群（108課綱教師證書） 

服裝科 

中等學校-服裝科 

高級中等學校家政群-服裝科 

中等學校服裝/流行服飾科 

高級中等學校家政群（108課綱教師證書） 

幼兒保育科 

中等學校-幼兒保育科 

高級中等學校家政群-幼兒保育科 

高級中等學校家政群（108課綱教師證書） 

美容科 

中等學校-美容科 

高級中等學校家政群-美容科 

高級中等學校家政群（108課綱教師證書） 

時尚模特兒科 
高級中等學校家政群-時尚模特兒科 

高級中等學校家政群（108課綱教師證書） 

流行服飾科 

高級中等學校家政群-流行服飾科 

高級中等學校家政群-服裝/流行服飾科 

高級中等學校家政群（108課綱教師證書） 

時尚造型科 
高級中等學校家政群-時尚造型科 

高級中等學校家政群（108課綱教師證書） 

觀光事業科 

中等學校-觀光事業科 

高級中等學校餐旅群-觀光事業科 

高級中等學校餐旅群-觀光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餐飲管理科 

中等學校-餐飲管理科 

高級中等學校餐旅群-餐飲管理科 

高級中等學校餐旅群-餐飲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戲劇科 

中等學校-戲劇科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群-戲劇科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群-表演藝術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舞蹈科 

中等學校-舞蹈科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群-舞蹈科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群-表演藝術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影劇科 

中等學校-影劇科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群-影劇科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群-表演藝術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西樂科 中等學校西樂科(專技教師) 

國樂科 

中等學校國樂科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群-視覺藝術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群-音像藝術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電影電視科 

中等學校-電影電視科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群-電影電視科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群-音像藝術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表演藝術科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群-表演藝術科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群-表演藝術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多媒體動畫科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群-多媒體動畫科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群-視覺藝術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群-音像藝術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時尚工藝科 
中等學校時尚工藝科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群-視覺藝術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劇場藝術科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群-表演藝術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美工(美術工藝)科 

中等學校美工(美術工藝)科 

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美工科 

中等學校-美工科 

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立體造形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美工科 

中等學校美工(美術工藝)科 

中等學校-美工科 

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美工科 

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立體造形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平面、媒體設計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家具木工科/ 

家具設計科 

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家具設計科 

中等學校-家具木工科 

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家具木工科 

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家具木工/家具設計科 

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家具設計科 



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室內設計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立體造形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陶瓷工程科 

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陶瓷工程科 

中等學校－陶瓷科 

中等學校－陶藝科 

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立體造形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室內空間設計科 

中等學校室內設計科（甲） 

中等學校-室內空間設計科 

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室內空間設計科 

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室內設計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圖文傳播科 
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圖文傳播科 

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平面、媒體設計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金屬工藝科 

中等學校-金屬工藝科 

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金屬工藝科 

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立體造形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廣告設計科 

中等學校-廣告設計科 

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廣告設計科 

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平面、媒體設計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室內設計科 

中等學校-室內設計科 

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室內設計科 

中等學校室內設計科（乙） 

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室內設計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室內佈置科 中等學校室內佈置科 

多媒體設計科 
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多媒體設計科 

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平面、媒體設計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多媒體應用科 
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多媒體應用科 

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平面、媒體設計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影視科 中等學校影視科 

飾品工藝科 中等學校飾品工藝科 

攝影科 中等學校攝影科 

京劇科 中等學校京劇科 

歌仔戲科 中等學校歌仔戲科 

戲曲音樂科 中等學校戲曲音樂科 



客家戲科 中等學校客家戲科 

綜藝舞蹈科 中等學校綜藝舞蹈科(專技教師) 

劇場舞蹈科 中等學校劇場舞蹈科(專技教師) 

 任教科別適用證書對照表(農業類科) 

任教科別 適用證書科別 

農場經營科 

中等學校-農場經營科 

高級中等學校農業群-農場經營科 

高級中等學校農業群－農業生產與休閒生態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園藝科 

中等學校園藝技術科 

中等學校-園藝科 

高級中等學校農業群-園藝科 

高級中等學校農業群－農業生產與休閒生態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森林科 

中等學校-森林科 

高級中等學校農業群-森林科 

高級中等學校農業群－農業生產與休閒生態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野生動物保育科 
高級中等學校農業群-野生動物保育科 

高級中等學校農業群－動物飼養及保健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造園科 

中等學校造園技術科 

中等學校-造園科 

高級中等學校農業群-造園科 

高級中等學校農業群－農業生產與休閒生態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畜產保健科 

中等學校畜牧保健科 

中等學校畜牧科（畜牧組） 

中等學校畜牧獸醫科 

中等學校-畜產保健科 

高級中等學校農業群-畜產保健科 

高級中等學校農業群－動物飼養及保健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食品加工科 

中等學校-食品加工科 

高級中等學校食品群-食品加工科 

高級中等學校食品群（108課綱教師證書） 

食品科 

中等學校-食品科 

高級中等學校食品群-食品科 

高級中等學校食品群（108課綱教師證書） 

水產食品科 中等學校水產食品加工科 



中等學校水產製造科 

中等學校-水產食品科 

高級中等學校食品群-水產食品科 

高級中等學校食品群（108課綱教師證書） 

烘焙科 
中等學校烘焙科 

高級中等學校食品群（108課綱教師證書） 

園藝經營科 中等學校園藝經營科 

農村家政科 中等學校農村家政科 

農業土木科 中等學校農業土木科 

蠶絲科 中等學校蠶絲科 

 

 

任教科別適用證書對照表(海事水產類科) 

任教科別 適用證書科別 

漁業科 

中等學校-漁業科 

高級中等學校水產群-漁業科 

高級中等學校水產群-漁業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水產養殖科 

中等學校水產養殖技術科 

中等學校-水產養殖科 

高級中等學校水產群-水產養殖科 

高級中等學校水產群-水產養殖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輪機科 

中等學校－輪機科 

高級中等學校海事群－輪機科 

高級中等學校海事群－輪機技術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航海科 

中等學校－航海科 

高級中等學校海事群－航海科 

高級中等學校海事群－航海技術專長（108課綱教師證書） 

海洋觀光科 
中等學校海洋觀光科 

中等學校海洋觀光（事業）科 

漁村家政科 中等學校漁村家政科 

 

任教科別適用證書對照表(特教類科) 



任教科別 適用證書科別 

特殊教育--資賦優異類 特殊教育學校(班)教師中等學校教育階段資賦優異組 

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 特殊教育學校(班)教師中等學校教育階段身心障礙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