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1 國立臺灣大學            歷史學系 均標

2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系(自費) 前標

3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系(公費) 前標

4 國立臺灣大學            牙醫學系 前標 A級

5 國立臺灣大學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均標

6 國立臺灣大學            園藝暨景觀學系 前標

7 國立臺灣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前標

8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A級

9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系應用華語文學組 B級

10 國立中興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A級

11 國立中興大學            行銷學系 B級

12 國立中興大學            化學系(公費) 前標

13 國立中興大學            園藝學系 B級

14 國立中興大學            動物科學系 B級

15 國立中興大學            國際農企業學士學位學程 A級

16 國立成功大學            台灣文學系 均標

17 國立成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均標 均標

18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系(自費) 頂標

19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系(公費) 頂標

20 國立成功大學            牙醫學系 頂標

21 國立成功大學            護理學系 均標 均標

22 國立成功大學            政治學系 均標 均標

23 國立成功大學            生命科學系 均標

24 國立成功大學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 前標 前標

25 東吳大學                心理學系 後標

26 國立政治大學            中國文學系 頂標

27 國立政治大學            教育學系 B級

28 國立政治大學            財政學系 B級

29 國立政治大學            民族學系 均標 前標

30 國立政治大學            外交學系 均標 前標 A級

31 國立政治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均標

32 國立政治大學            金融學系 A級

33 國立政治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社會組 前標

34 國立政治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自然組 前標

35 國立政治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 均標 均標

36 國立政治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均標

37 國立政治大學            心理學系 均標 均標 A級

38 高雄醫學大學            呼吸治療學系 C級

39 高雄醫學大學            醫務管理暨醫療資訊學系 後標 後標

40 國立清華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A級

41 國立清華大學            英語教學系 A級

42 國立清華大學            經濟學系第1組 B級

43 國立清華大學            經濟學系第2組 B級

44 國立交通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前標

45 淡江大學                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全英語學士班 B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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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靜宜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 B級

47 靜宜大學                寰宇外語教育學士學位學程 B級

48 輔仁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 A級

49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B級

50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工業科技教育學系科技教育與訓練

組(公費)
頂標 頂標

51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B級

52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B級

53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B級

54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會計學系 B級

55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公民教育

組
B級

56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公共事務

組
B級

57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自費) 前標

58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公費) 前標

59 國立陽明大學            牙醫學系 前標 A級

60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生物技術暨檢驗學系 均標 均標

61 國立陽明大學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均標 B級

62 國立陽明大學            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學系 前標 前標

63 國立陽明大學            護理學系 均標 均標

64 國立陽明大學            藥學系 均標 均標

65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系 頂標

66 中山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A級

67 中山醫學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C級

68 中山醫學大學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語言治療組 B級

69 中山醫學大學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聽力組 C級

70 長庚大學                醫學系(自費) 前標

71 長庚大學                醫學系(公費) 前標

72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英語學系 A級

73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前標 前標 B級

74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均標 前標

75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語文與創作學系語文師資組 均標

76 國立臺南大學            英語學系(公費) 前標 前標

77 國立東華大學            
管理學院管理科學與財金國際學士

學位學程
均標

78 國立東華大學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公費) 均標 均標

79 國立東華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公費) 均標 均標

80 臺北市立大學            心理與諮商學系 C級

81 臺北市立大學            英語教學系 A級

82 臺北市立大學            視覺藝術學系 均標

83 臺北市立大學            城市發展學系 B級

84 國立屏東大學            英語學系 B級

85 國立臺東大學            教育學系 均標

86 國立臺東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均標

87 國立臺東大學            體育學系 均標 後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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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國立臺東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後標

89 國立中正大學            社會福利學系 後標 後標

90 國立中正大學            傳播學系 均標 均標

91 國立中正大學            會計與資訊科技學系 均標 均標

92 國立中正大學            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均標 均標

93 國立中正大學            犯罪防治學系 前標

94 國立中正大學            生物醫學科學系 均標

95 銘傳大學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士學位學程(全英

語授課．台北校區)
B級

96 實踐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臺北校區) 後標

97 實踐大學                建築設計學系(臺北校區) 後標

98 實踐大學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數位3D動畫設計

組(臺北校區)
底標

99 實踐大學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創意媒體設計組

(臺北校區)
底標

100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美術學系 均標 均標

101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書畫藝術學系 後標 後標

102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雕塑學系 底標 底標

103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C級

104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工藝設計學系 C級

105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圖文傳播藝術學系 B級

106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廣播電視學系 均標 均標 B級

107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電影學系 均標 均標

108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戲劇學系 B級

109 國立臺北大學            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B級

110 國立臺北大學            會計學系 B級

111 國立臺北大學            經濟學系 C級

112 國立臺北大學            社會學系 均標 均標

113 國立臺北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均標 均標

114 國立臺北大學            應用外語學系 均標 A級

115 國立嘉義大學            輔導與諮商學系 C級

116 國立嘉義大學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C級

117 國立嘉義大學            獸醫學系 B級

118 國立高雄大學            西洋語文學系 A級

119 臺北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均標

120 國立宜蘭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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