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系名稱 學科能力測驗及英語聽力檢定標準 指定考試採計科目及方法 同分參酌順序 招生

名額

106學年度大學考試入學分發

指定科目考試第 種組合 學系60 74

國立臺灣大學（001）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16哲學系                     

  國文x1.25 英文x1.25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21圖書資訊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34社會學系                   

  國文x1.25 英文x1.25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27社會工作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25  公民與社會 英文 數學乙 37法律學系法學組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25  公民與社會 英文 數學乙 34法律學系司法組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25  公民與社會 英文 數學乙 39法律學系財經法學組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002）

  國文x1.00 英文x1.25 數學乙x1.25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21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國文x1.25 英文x1.25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14特殊教育學系               

國立中興大學（003）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22法律學系                   

國立成功大學（004）

 國文(均標) 英文(均標)  國文x1.25 英文x1.25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31政治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44法律學系                   

東吳大學（005）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15哲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50  國文 英文 公民與社會 95法律學系                   

國立政治大學（006）

  國文x1.25 英文x1.25 數學乙x1.25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19哲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國文 英文 歷史 79傳播學院大一大二不分系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英文 國文 公民與社會 83法律學系                   

中原大學（008）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40財經法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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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009）

  國文x2.0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75  英文 國文 公民與社會 26哲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國文 英文 歷史 73法律學系                   

國立清華大學（011）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32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25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20特殊教育學系               

國立交通大學（013）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國文 英文 歷史 24人文社會學系               

國立中央大學（016）

  國文x1.5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50  國文 公民與社會 英文 6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017）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76社會福利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2.00  國文 英文 歷史 65新聞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公民與社會x2.00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60大眾傳播學系               

輔仁大學（020）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國文 英文 歷史 34新聞傳播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47法律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28財經法律學系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023）

  國文x1.75 英文x1.75 數學乙x1.5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27輔導與諮商系學校輔導諮商組  英聽(B級)

  國文x1.75 英文x1.75 數學乙x1.5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31輔導與諮商系社區輔導諮商組  英聽(B級)

  國文x1.25 英文x1.25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2.00  公民與社會 國文 英文 13公務與公民教育系公共事務組  英聽(B級)

  國文x1.25 英文x1.25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2.00  公民與社會 國文 英文 11公務與公民教育系公民教育組  英聽(B級)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031）

  國文x1.50 英文x1.25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國文 歷史 英文 13幼兒教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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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教育大學（032）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乙x1.25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26教育學系(自費)             

 國文(前標) 數學(前標)  國文x2.00 英文x1.50 數學乙x2.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國文 數學乙 英文 1教育學系(公費)-雲林縣      

國立臺南大學（033）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22行政管理學系               

國立東華大學（034）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2.00  國文 英文 公民與社會 19幼兒教育學系(自費)         

 國文(均標) 社會(均標)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2.00  國文 英文 公民與社會 1幼兒教育學系(公費)-花蓮縣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5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國文 英文 公民與社會 15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         

臺北市立大學（035）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2.00  國文 英文 公民與社會 17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         

國立中正大學（041）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23哲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50  英文 國文 公民與社會 26勞工關係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50  英文 國文 歷史 1政治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23法律學系法學組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22法律學系法制組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5財經法律學系               

 國文(均標) 英文(均標)  國文x1.00 英文x1.25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13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世新大學（047）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英文 國文 歷史 43圖文傳播暨數位出版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公民與社會x1.00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43傳播管理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國文 英文 公民與社會 40法律學系                   

長榮大學（051）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公民與社會x2.00  英文 國文 公民與社會 14財務金融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2.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2.00  英文 國文 公民與社會 9財務金融學系(投資資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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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051）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公民與社會x2.00  公民與社會 國文 英文 8環境與食安檢驗學程(管理組)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公民與社會x2.00  公民與社會 國文 歷史 13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公民與社會x1.00  國文 英文 歷史 8媒體設計科技系(視覺傳達組)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公民與社會x1.00  國文 英文 歷史 8媒體設計科技系(影視動畫組)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2.00  國文 公民與社會 英文 6應用哲學系(公共參與組)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2.00  國文 公民與社會 英文 6應用哲學系(生命關懷組)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056）

 國文(均標) 英文(均標)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國文 英文 歷史 23廣播電視學系               英聽(B級)

 國文(均標) 英文(均標)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英文 國文 歷史 24電影學系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058）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50  公民與社會 英文 國文 27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25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36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國立臺北大學（099）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24法律學系法學組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26法律學系司法組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35法律學系財經法組           

 國文(均標) 英文(均標)  國文x1.50 英文x1.25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25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28社會工作學系               

國立嘉義大學（100）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29教育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38輔導與諮商學系             英聽(C級)

國立高雄大學（101）

  國文x1.25 英文x1.25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30法律學系                   

  國文x1.25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英文 國文 公民與社會 33政治法律學系               

  國文x1.25 英文x1.25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15財經法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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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108）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2.00  國文 公民與社會 英文 27社會工作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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