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碼 學校名稱 系組名稱

001 國立臺灣大學 國際體育運動事務學士學位學程

006 國立政治大學 創新國際學院學士班

008 中原大學 電機資訊學院智慧運算與大數據學士班

012 中國醫藥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018 靜宜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金融科技組)

027 國立中山大學 物理學系量子科技組(全英)

027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英語組

027 國立中山大學 國際經營管理全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030 長庚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036 國立屏東大學 大數據商務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038 國立臺東大學 全校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

042 大葉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056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亞太建築空間與文物保存學士學位學程

校碼 學校名稱 系組名稱

017 中國文化大學 體育學系

042 大葉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046 銘傳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全球運籌營運組(台北校區)

051 長榮大學 創新應用管理學系

111學年度分發入學招生_新增系組

111學年度_不參與分發入學招生系組



校碼 校名 111招生系組名稱 110學年度原系組名稱

001 國立臺灣大學 經濟學系A組 經濟學系

001 國立臺灣大學 經濟學系B組 --

001 國立臺灣大學 工商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A組 工商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

001 國立臺灣大學 工商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B組 --

001 國立臺灣大學 會計學系A組 會計學系

001 國立臺灣大學 會計學系B組 --

001 國立臺灣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A組 財務金融學系

001 國立臺灣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B組 --

001 國立臺灣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A組 國際企業學系

001 國立臺灣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B組 --

003 國立中興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

004 國立成功大學 經濟學系(自然組) 經濟學系

004 國立成功大學 經濟學系(社會組) --

006 國立政治大學 財政學系(社會組) 財政學系

006 國立政治大學 財政學系(自然組) --

006 國立政治大學 經濟學系(社會組) 經濟學系

006 國立政治大學 經濟學系(自然組) --

006 國立政治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社會組)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006 國立政治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自然組) --

006 國立政治大學 會計學系(社會組) 會計學系

006 國立政治大學 會計學系(自然組) --

006 國立政治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社會組) 企業管理學系

006 國立政治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自然組) --

006 國立政治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社會組) 財務管理學系

006 國立政治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自然組) --

006 國立政治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社會組)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006 國立政治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自然組) --

009 東海大學 應用數學系 應用數學系(A組)

009 東海大學 -- 應用數學系(B組)

009 東海大學 建築學系(A組) 建築學系

009 東海大學 建築學系(B組) --

009 東海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A組) 工業設計學系

009 東海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B組) --

009 東海大學 永續科學與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永續科學與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011 國立清華大學 計量財務金融學系 計量財務金融學系甲組

011 國立清華大學 -- 計量財務金融學系乙組

013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奈米科學及工程學士學位學程甲組(主

修半導體)
奈米科學及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013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奈米科學及工程學士學位學程乙組(主

修奈米)
--

013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財務金融組

(自然組)
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財務金融組

013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財務金融組

(社會組)
--

013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管理科學系(自然組) 管理科學系

013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管理科學系(社會組) --

014 淡江大學 管理科學學系(大數據資料分析應用 管理科學學系(事業經營組)

111學年度分發入學招生_更名、分組或整併系組



校碼 校名 111招生系組名稱 110學年度原系組名稱

014 淡江大學 管理科學學系(企業經營與行銷流通 管理科學學系(行銷與流通管理組)

014 淡江大學
國際觀光管理學系全英語學士班(全球

跨域組)

國際觀光管理學系全英語學士班(產業實

習組)

015 逢甲大學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A組

015 逢甲大學 --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B組

015 逢甲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全英語學士學位學程A 國際企業管理全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015 逢甲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全英語學士學位學程B --

015 逢甲大學 水利工程與資源保育學系 水利工程與資源保育學系A組

015 逢甲大學 -- 水利工程與資源保育學系B組

015 逢甲大學 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甲組 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

015 逢甲大學 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乙組 --

015 逢甲大學 土地管理學系A組 土地管理學系

015 逢甲大學 土地管理學系B組 --

016 國立中央大學
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客家語文及

傳播組
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016 國立中央大學
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客家社會及

政策組
--

017 中國文化大學 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A組) 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

017 中國文化大學 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B組) --

017 中國文化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產業製程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017 中國文化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尖端材料 --

017 中國文化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生化科技 --

017 中國文化大學 景觀學系A組 景觀學系

017 中國文化大學 景觀學系B組 --

018 靜宜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智慧電子與IC設計組)
資訊工程學系(智慧電子與數位系統設計

組)

018 靜宜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智慧物聯網與軟體工程

組)
資訊工程學系(智慧生活與服務設計組)

018 靜宜大學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人工智慧與互動科

技組)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互動科技整合設計

組)

019 大同大學 機械與材料工程學系 機械與材料工程學系(甲組)

019 大同大學 -- 機械與材料工程學系(乙組)

019 大同大學 應用外語學系(社會組一) 應用外語學系

019 大同大學 應用外語學系(社會組二) --

02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輪機工程學系 輪機工程學系動力工程組

02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 輪機工程學系能源應用組

027 國立中山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甲組

027 國立中山大學 --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

027 國立中山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自然組) 企業管理學系

027 國立中山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社會組) --

027 國立中山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社會組)

027 國立中山大學 -- 資訊管理學系(自然組)

030 長庚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醫務管理學系(社會組)

030 長庚大學 -- 醫務管理學系(自然組)

030 長庚大學 工商管理學系(數智商務組) 工商管理學系(自然組)

030 長庚大學 工商管理學系(工業管理組) 工商管理學系(社會組)

030 長庚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數據分析與創新組) 資訊管理學系(社會組)

030 長庚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數位金融科技組) 資訊管理學系(自然組)



校碼 校名 111招生系組名稱 110學年度原系組名稱

03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文組) 特殊教育學系

03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理組) --

03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創意設計組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03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資訊應用組 --

034 國立東華大學 應用數學系統計科學組 應用數學系統計科學組(自然組)

034 國立東華大學 -- 應用數學系統計科學組(社會組)

034 國立東華大學 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自然組) 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

034 國立東華大學 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社會組) --

034 國立東華大學 縱谷跨域書院學士學位學程 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036 國立屏東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國際貿易學系

036 國立屏東大學 電腦科學與人工智慧學系 資訊科學系

036 國立屏東大學 視覺藝術學系美術組 視覺藝術學系造形藝術組

038 國立臺東大學 音樂學系A組 音樂學系

038 國立臺東大學 音樂學系B組 --

040 元智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應用組)

040 元智大學 --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工程組)

040 元智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A組) 資訊管理學系(社會組)

040 元智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B組) 資訊管理學系(自然組)

040 元智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C組) --

041 國立中正大學 會計與資訊科技學系甲組 會計與資訊科技學系

041 國立中正大學 會計與資訊科技學系乙組 --

041 國立中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機械工程組 機械工程學系

041 國立中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光機電整合工程組 --

042 大葉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視覺設計組)

042 大葉大學 --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動態媒體組)

042 大葉大學 藥用植物與食品保健學系(中藥保健 藥用植物與保健學系(中藥保健組)

042 大葉大學 藥用植物與食品保健學系(食品科學 藥用植物與保健學系(藥粧經絡組)

042 大葉大學 --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食品科學組)

042 大葉大學 --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健康生技組)

042 中華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系統設計組)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系統設計與智慧製造

組)

042 中華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智慧商務組) 資訊管理學系(手機軟體設計組)

042 中華大學 -- 資訊管理學系(巨量資料應用組)

045 義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045 義守大學 --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045 義守大學 資料科學與大數據分析學系 資料科學與大數據分析學系甲組

045 義守大學 -- 資料科學與大數據分析學系乙組

045 義守大學 智慧科技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智慧化自動控制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045 義守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經營組

045 義守大學 -- 企業管理學系行銷管理組

045 義守大學 健康管理學系 健康管理學系健康促進與產業管理組

045 義守大學 -- 健康管理學系職業安全與衛生管理組

045 義守大學 廚藝學系 廚藝學系中西廚藝組

045 義守大學 -- 廚藝學系烘焙廚藝組

046 銘傳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英語教學與雙語教育組

(桃園校區)

應用英語學系英語教學與文化溝通組(桃

園校區)

046 銘傳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英語商務組(桃園校區)
應用英語學系英語商務與觀光組(桃園校

區)



校碼 校名 111招生系組名稱 110學年度原系組名稱

046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互動媒體組(桃園校

區)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多媒體遊戲組(桃園校

區)

046 銘傳大學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互動媒體科技組(桃

園校區)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046 銘傳大學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人工智慧應用組(桃

園校區)
--

046 銘傳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生物醫學組(桃園校區) 生物科技學系(桃園校區)

046 銘傳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食品生技組(桃園校區) --

046 銘傳大學 公共事務與行政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公共事務學系公共管理組(桃園校區)

046 銘傳大學 -- 公共事務學系專案管理組(桃園校區)

050 實踐大學
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數位媒體組(臺北

校區)
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臺北校區)

050 實踐大學
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智慧商務組(臺北

校區)
--

050 實踐大學
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雲端運算組(臺北

校區)
--

050 實踐大學 行銷管理學系雲端電商組(高雄校區) 行銷管理學系電商百貨管理組(高雄校

050 實踐大學 會計暨稅務學系會計AI組(高雄校區) 會計暨稅務學系科技應用組(高雄校區)

050 實踐大學 會計暨稅務學系洗錢防制組(高雄校 --

050 實踐大學 會計暨稅務學系企業治理組(高雄校 --

050 實踐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外匯金融組(高雄校區) 國際貿易學系(高雄校區)

050 實踐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商務英文組(高雄校區) --

050 實踐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跨境會展組(高雄校區) --

050 實踐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數位電商經營組(高雄校

區)
--

050 實踐大學 金融管理學系數位金融組(高雄校區) 金融管理學系數位行銷組(高雄校區)

050 實踐大學 金融管理學系金融商品組(高雄校區) 金融管理學系金融科技組(高雄校區)

050 實踐大學 金融管理學系投資分析組(高雄校區) 金融管理學系投資操作組(高雄校區)

050 實踐大學 金融管理學系金融實務組(高雄校區) --

050 實踐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智慧物聯網組(高雄校 資訊管理學系數位商務應用組(高雄校

050 實踐大學
資訊模擬與設計學系遊戲美術設計與

3D動畫雙修組(高雄校區)

資訊模擬與設計學系遊戲美術設計組(高

雄校區)

050 實踐大學
資訊模擬與設計學系互動遊戲設計與

虛擬實境雙修組(高雄校區)

資訊模擬與設計學系互動遊戲設計組(高

雄校區)

050 實踐大學 --
資訊模擬與設計學系AR/VR體感科技組

(高雄校區)

050 實踐大學 --
資訊模擬與設計學系數位3D動畫設計組

(高雄校區)

050 實踐大學
觀光管理學系旅館會展經營組(高雄校

區)

觀光管理學系國際飯店暨會展管理組(高

雄校區)

050 實踐大學
觀光管理學系旅運事業經營組(高雄校

區)
觀光管理學系航空旅運組(高雄校區)

050 實踐大學
觀光管理學系自然旅遊與文創觀光規

劃組(高雄校區)

觀光管理學系智慧旅遊暨多媒體組(高雄

校區)

050 實踐大學
觀光管理學系新創旅遊與運動觀光規

劃組(高雄校區)

觀光管理學系國際領隊與導遊組(高雄校

區)

050 實踐大學 -- 觀光管理學系日本實務組(高雄校區)

050 實踐大學 -- 觀光管理學系特色民宿經營組(高雄校



校碼 校名 111招生系組名稱 110學年度原系組名稱

050 實踐大學
休閒產業管理學系文創規劃組(高雄校

區)

休閒產業管理學系休閒文創規劃組(高雄

校區)

050 實踐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英日雙語組(高雄校區) 應用英語學系(高雄校區)

050 實踐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國際商務組(高雄校區) --

050 實踐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英語教學組(高雄校區) --

051 長榮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一般組) 企業管理學系

051 長榮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創新應用組) --

051 長榮大學 醫學社會暨健康照護學士學位學程
醫學社會暨健康照護學士學位學程(長照

社工組)

051 長榮大學 --
醫學社會暨健康照護學士學位學程(高齡

照護組)

051 長榮大學
食品安全衛生與檢驗學士學位學程(食

品安全管理組)

環境與食品安全檢驗學士學位學程(食品

安全管理組)

051 長榮大學
食品安全衛生與檢驗學士學位學程(環

境檢驗組)

環境與食品安全檢驗學士學位學程(環境

檢驗組)

051 長榮大學
食品安全衛生與檢驗學士學位學程(食

品檢驗組)

環境與食品安全檢驗學士學位學程(食品

檢驗組)

060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

大學
運動資訊與傳播學系 運動資訊與傳播學系(資訊組)

060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

大學
-- 運動資訊與傳播學系(傳播組)

079 真理大學 觀光數位知識學系資訊應用組 觀光數位知識學系

079 真理大學 觀光數位知識學系觀光旅遊組 --

079 真理大學 觀光數位知識學系旅館餐飲組 --

079 真理大學 觀光數位知識學系旅遊運輸組 --

100 國立嘉義大學 科技管理學系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109 臺北醫學大學 高齡健康暨長期照護學系 高齡健康管理學系

130 佛光大學 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A組)
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文化資產創意應用

組)

130 佛光大學 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B組) 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文化觀光組)

133 明道大學 智慧暨精緻農業學系 精緻農業學系

133 明道大學 智慧能源工程學系 材料與能源工程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