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圖示說明】

橘字－－表示一般大學 

綠字－－表示科技校院 

公－－表示公立學校 

私－－表示私立學校 

數字－－表示該校在學生人數（102 學年度），

分校校區合併計算在總校區人數內

註：學校名稱依筆劃順序由簡至繁排列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製表｜吳佳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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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大 台北市立大學 7,127

公大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5,641

公大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2,782

公大 國立台灣大學 32,168

公大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14,993

公大 國立政治大學 15,927

公大 國立陽明大學 4,513

私大 大同大學 4,919

私大 中國文化大學 26,337

私大 世新大學 11,786

私大 台北醫學大學 6,102

私大 東吳大學 15,620

私大 實踐大學 15,723

私大 銘傳大學 19,072

公技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11,446

公技 國立台北商業技術學院 6,856

公技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4,349

公技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10,417

公技 國立台灣戲曲學院 517

私技 中國科技大學 11,875

私技 中華科技大學 8,795

私技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6,373

私技 台北城市科技大學 9,948

私技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8,987

台北市

公大 國立台北大學 9,704

公大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林口校區） --

公大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5,280

私大 真理大學 8,993

私大 馬偕醫學院 428

私大 淡江大學 27,484

私大 華梵大學 3,635

私大 輔仁大學 26,661

私技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淡水校區） --

私技 亞東技術學院 5,557

私技 明志科技大學 4,336

私技 東南科技大學 7,490

私技 致理技術學院 11,375

私技 景文科技大學 8,521

私技 華夏技術學院 5,414

私技 聖約翰科技大學 6,539

私技 德霖技術學院 8,221

私技 黎明技術學院 4,671

私技 醒吾科技大學 8,548

新北市

桃園縣

新竹縣

私技 大華科技大學 4,726

私技 中國科技大學（新竹校區） --

私技 中華科技大學（新竹校區） --

私技 明新科技大學 13,426

新竹市

公大 國立交通大學 14,461

公大 國立清華大學 12,449

公大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3,933

私大 中華大學 8,596

私大 玄奘大學 5,987

私技 元培科技大學 7,509

苗栗縣

公大 國立聯合大學 8,139

私技 育達科技大學 6,778

私技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2,139

台中市

公大 國立中興大學 15,597

公大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5,020

公大 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 3,176

私大 中山醫學大學 7,593

私大 中國醫藥大學 7,390

私大 亞洲大學 12,099

私大 東海大學 17,094

私大 逢甲大學 20,848

私大 靜宜大學 12,173

公技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13,562

公技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11,042

私技 中台科技大學 9,952

私技 弘光科技大學 12,822

私技 修平科技大學 6,658

私技 朝陽科技大學 16,572

私技 僑光科技大學 10,673

私技 嶺東科技大學 10,583

彰化縣

公大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8,121

私大 大葉大學 10,776

私大 明道大學 5,747

私技 中州科技大學 5,544

私技 建國科技大學 9,548

南投縣

公大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5,900

私技 南開科技大學 6,492

雲林縣

私大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分部） --

公技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10,478

公技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9,408

私技 環球科技大學 6,265

嘉義市

公大 國立嘉義大學 12,886

私技 大同技術學院 3,216

嘉義縣

公大 國立中正大學 11,989

公大 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嘉義校區） --

公大 國立嘉義大學（民雄校區） --

私大 南華大學 5,117

私大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2,770

私技 大同技術學院（太保校區） --

私技 吳鳳科技大學 5,616

私技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校區） --

屏東縣

公大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4,639

公技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1,558

公技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4,054

私技 大仁科技大學 8,168

私技 永達技術學院 863

私技 美和科技大學 7,811

私技 高鳳數位內容學院 612

台南市

公大 國立台南大學 6,194

公大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 1,570

公大 國立成功大學 21,979

私大 台灣首府大學 4,862

私大 長榮大學 10,065

私大 真理大學（麻豆校區） --

私大 康寧大學 1,946

私大 興國管理學院 1,569

私技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9,197

私技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13,029

私技 南台科技大學 19,473

私技 南榮科技大學 3,030

私技 崑山科技大學 12,797

私技 嘉南藥理大學 16,987

私技 遠東科技大學 9,231

公大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8,240

私技 崇右技術學院 3,539

私技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4,084

基隆市

宜蘭縣

公大 國立宜蘭大學 5,531

私大 佛光大學 3,591

私大 淡江大學（蘭陽校區） --

私技 蘭陽技術學院 2,762

花蓮縣

公大 國立東華大學 10,186

私大 慈濟大學 3,352

私技 大漢技術學院 2,233

私技 台灣觀光學院 1,971

私技 慈濟技術學院 2,549

台東縣

公大 國立台東大學 4,848

澎湖縣

公技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3,008

金門縣

公大 國立金門大學 3,939

私大 銘傳大學（金門校區） --

高雄市

公大 國立中山大學 9,336

公大 國立高雄大學 5,488

公大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6,701

私大 高雄醫學大學 7,009

私大 義守大學 16,433

私大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 --

公技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7,768

公技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7,712

公技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5,274

公技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12,146

私技 文藻外語大學 9,136

私技 正修科技大學 17,013

私技 永達技術學院（仁武校區） --

私技 和春技術學院 2,971

私技 東方設計學院 3,921

私技 高苑科技大學 7,468

私技 輔英科技大學 9,987

私技 樹德科技大學 11,453

公大 國立中央大學 12,057

公大 國立體育大學 2,261

私大 中原大學 16,167

私大 元智大學 9,665

私大 長庚大學 7,397

私大 開南大學 9,980

私大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

私技 長庚科技大學 7,697

私技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 6,681

私技 健行科技大學 12,762

私技 萬能科技大學 10,819

私技 龍華科技大學 1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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