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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001）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化學x1.00 生物x1.00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49心理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化學x1.00 生物x1.00  化學 生物 英文 24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化學x1.00 生物x1.00  英文 生物 化學 24護理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化學x1.25 生物x1.25  生物 化學 英文 14農藝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化學x1.00 生物x1.00  英文 化學 生物 22獸醫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化學x1.00 生物x1.00  生物 化學 英文 24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化學x1.00 生物x1.00  數學甲 英文 化學 23公共衛生學系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002）

  國文x1.00 英文x1.25 數學甲x1.00 化學x1.25 生物x1.50  生物 化學 英文 28生命科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00 化學x1.50 生物x1.50  化學 生物 英文 16營養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國立中興大學（003）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00 化學x1.50 生物x1.50  英文 生物 化學 18農藝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00 化學x1.50 生物x2.00  生物 化學 英文 23園藝學系                   英聽(C級)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00 化學x1.50 生物x1.50  生物 化學 英文 20植物病理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00 化學x1.50 生物x1.50  生物 化學 英文 30昆蟲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00 化學x1.50 生物x1.50  生物 化學 英文 11動物科學系                 英聽(B級)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00 化學x1.50 生物x1.50  英文 化學 生物 30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25 數學甲x1.00 化學x1.75 生物x1.75  生物 化學 英文 27生命科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00 化學x1.50 生物x1.50  英文 化學 生物 28獸醫學系                   

國立成功大學（004）

  國文x1.00 英文x1.25 數學甲x1.00 化學x1.25 生物x1.25  英文 化學 生物 24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英文(均標) 自然(均標)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00 化學x1.00 生物x1.50  生物 化學 國文 21護理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化學x1.25 生物x1.00  化學 生物 國文 6藥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50 化學x1.00 生物x1.00  英文 數學甲 生物 33心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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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007）

  國文x1.25 英文x1.50 數學甲x1.00 化學x1.00 生物x1.50  英文 生物 國文 19口腔衛生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00 化學x1.50 生物x1.50  化學 英文 生物 23香粧品學系                 

  國文x1.25 英文x1.50 數學甲x1.00 化學x1.00 生物x1.50  英文 生物 國文 31護理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25 數學甲x1.00 化學x1.25 生物x1.25  化學 生物 英文 27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甲x2.00 化學x1.00 生物x1.50  數學甲 英文 生物 21公共衛生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00 化學x1.25 生物x1.50  生物 英文 國文 15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25 數學甲x1.00 化學x1.25 生物x1.75  生物 英文 化學 23生物科技學系               

東海大學（009）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00 化學x2.00 生物x1.50  化學 英文 生物 7化學系化學生物組(B組)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甲x2.00 化學x1.00 生物x2.00  數學甲 生物 化學 13化工與材工系(生化工程組)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00 化學x2.00 生物x2.00  化學 生物 數學甲 14食品科學系(A組)            

中國醫藥大學（012）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甲x1.50 化學x1.00 生物x1.00  生物 英文 國文 11中醫學系甲組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甲x1.50 化學x1.00 生物x1.00  生物 英文 國文 10中醫學系乙組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化學x1.00 生物x1.00  化學 英文 生物 49藥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甲x2.00 化學x1.00 生物x1.00  英文 生物 數學甲 19公共衛生學院大一不分系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00 化學x1.00 生物x1.50  英文 生物 國文 20護理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化學x1.50 生物x1.75  生物 化學 英文 8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00 化學x2.00 生物x2.00  英文 化學 生物 9營養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25 數學甲x1.00 化學x1.25 生物x1.50  英文 化學 生物 16生物科技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00 化學x1.50 生物x1.50  生物 化學 英文 16中國藥學暨中藥資源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00 化學x1.50 生物x1.50  化學 生物 英文 26藥用化妝品學系             

國立中央大學（016）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化學x1.25 生物x1.50  生物 化學 數學甲 30生命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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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017）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00 化學x1.50 生物x2.00  生物 化學 英文 29生命科學系                 

輔仁大學（020）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甲x1.00 化學x1.00 生物x1.25  英文 國文 生物 33公共衛生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00 化學x2.00 生物x2.00  化學 生物 英文 17食品科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00 化學x2.00 生物x2.00  英文 化學 生物 17營養科學系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021）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00 化學x2.00 生物x2.00  化學 英文 生物 9食品科學系食品科學組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00 化學x2.00 生物x2.00  生物 英文 化學 19食品科學系生物科技組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00 化學x1.50 生物x2.00  生物 英文 化學 17水產養殖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00 化學x1.50 生物x1.50  英文 生物 化學 15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00 化學x1.50 生物x1.50  生物 英文 化學 8海洋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022）

  國文x1.00 英文x1.25 數學甲x1.00 化學x1.00 生物x2.00  生物 英文 化學 22生物科技系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023）

  國文x1.00 英文x1.75 數學甲x1.00 化學x1.50 生物x2.00  生物 英文 化學 19生物學系                   

國立陽明大學（025）

 國文(均標) 英文(均標)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00 化學x1.00 生物x1.50  英文 生物 化學 16護理學系                   

中山醫學大學（026）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化學x1.00 生物x1.25  生物 英文 化學 58牙醫學系                   英聽(A級)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00 化學x1.50 生物x2.00  生物 英文 化學 45生物醫學科學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00 化學x2.00 生物x2.00  生物 化學 英文 51營養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00 化學x1.50 生物x1.00  英文 數學甲 生物 32公共衛生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化學x1.50 生物x2.00  生物 國文 化學 24職業安全衛生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化學x2.00 生物x2.00  國文 生物 化學 28健康餐飲暨產業管理學系     

  國文x1.25 英文x1.50 數學甲x1.00 化學x1.00 生物x1.25  英文 國文 生物 86護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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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山大學（027）

  國文x1.00 英文x1.25 數學甲x1.00 化學x1.25 生物x1.50  生物 化學 英文 31生物科學系                 

長庚大學（030）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化學x1.00 生物x1.00  生物 英文 化學 13中醫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00 化學x1.00 生物x1.50  國文 英文 生物 61護理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化學x1.50 生物x1.50  生物 化學 英文 30醫學生物技術暨檢驗學系     

國立臺南大學（033）

  國文x1.50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化學x1.50 生物x2.00  生物 國文 化學 22生物科技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00 化學x1.50 生物x2.00  生物 英文 化學 20生態暨環境資源學系         

國立東華大學（034）

  國文x1.00 英文x1.75 數學甲x1.00 化學x1.50 生物x1.75  生物 化學 英文 31生命科學系                 

國立中正大學（041）

 自然(均標)  國文x1.00 英文x1.25 數學甲x1.00 化學x1.50 生物x1.50  英文 化學 生物 26生物醫學科學系             

義守大學（045）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00 化學x1.00 生物x2.00  英文 生物 國文 33護理學系                   

長榮大學（051）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甲x2.00 化學x1.00 生物x2.00  英文 生物 數學甲 56護理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化學x2.00 生物x2.00  生物 化學 英文 38生物科技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00 化學x1.00 生物x2.00  英文 數學甲 國文 22健康心理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化學x2.00 生物x2.00  生物 化學 英文 23保健營養學系               

國立嘉義大學（100）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00 化學x1.50 生物x1.50  生物 英文 數學甲 19農藝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00 化學x1.50 生物x1.50  英文 生物 數學甲 20園藝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00 化學x1.50 生物x1.50  生物 英文 數學甲 24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英聽(C級)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00 化學x1.50 生物x1.50  生物 化學 英文 25動物科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00 化學x1.50 生物x1.50  生物 英文 化學 20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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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嘉義大學（100）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00 化學x1.50 生物x1.50  化學 英文 生物 24植物醫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00 化學x1.50 生物x1.50  化學 生物 英文 22食品科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00 化學x2.00 生物x2.00  生物 化學 英文 30水生生物科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75 數學甲x1.00 化學x1.50 生物x2.00  生物 化學 英文 26生物資源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00 化學x2.00 生物x2.00  化學 生物 英文 19生化科技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75 數學甲x1.00 化學x1.75 生物x1.50  生物 化學 英文 26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25 數學甲x1.00 化學x1.25 生物x1.25  英文 生物 化學 33獸醫學系                   英聽(B級)

慈濟大學（108）

  國文x1.00 英文x1.75 數學甲x1.00 化學x1.50 生物x1.50  英文 生物 化學 17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甲x1.50 化學x1.00 生物x1.00  英文 數學甲 國文 27公共衛生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75 數學甲x1.00 化學x2.00 生物x2.00  生物 化學 英文 26生命科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75 數學甲x1.00 化學x2.00 生物x2.00  生物 化學 英文 25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臺北醫學大學（109）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00 化學x1.50 生物x1.50  生物 英文 化學 31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00 化學x1.25 生物x1.50  英文 生物 化學 13護理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00 化學x2.00 生物x2.00  英文 化學 生物 13保健營養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00 化學x1.50 生物x1.50  英文 化學 生物 15公共衛生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00 化學x1.25 生物x1.50  英文 生物 化學 12高齡健康管理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25 數學甲x1.00 化學x1.00 生物x1.25  英文 生物 化學 7口腔衛生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00 化學x2.00 生物x2.00  生物 英文 化學 12食品安全學系               

國立宜蘭大學（150）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00 化學x1.50 生物x1.50  國文 生物 數學甲 10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馬偕醫學院（152）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甲x1.00 化學x1.00 生物x1.50  英文 國文 生物 34護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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