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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師範大學（002）

  國文x1.75 英文x1.25 術科x1.50  國文 英文 術科 9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東吳大學（005）

  國文x1.00 英文x1.00 術科x2.00  術科 國文 英文 1音樂學系-鋼琴              

  國文x1.00 英文x1.00 術科x2.00  術科 國文 英文 8音樂學系-聲樂、弦樂        

  國文x1.00 英文x1.00 術科x2.00  術科 國文 英文 3音樂學系-理論作曲          

  國文x1.00 英文x1.00 術科x2.00  術科 國文 英文 6音樂學系-銅管、木管、擊樂  

東海大學（009）

  國文x1.00 英文x1.00 術科x2.00  術科 英文 國文 7音樂學系-鋼琴              

  國文x1.00 英文x1.00 術科x2.00  術科 英文 國文 2音樂學系-聲樂              

  國文x1.00 英文x1.00 術科x2.00  術科 英文 國文 5音樂學系-綜合樂器          

中國文化大學（017）

  國文x1.00 英文x1.00 術科x2.00  術科 國文 英文 12音樂學系A組                

輔仁大學（020）

  國文x1.00 英文x1.00 術科x2.00  術科 英文 國文 2音樂學系-鋼琴              

  國文x1.00 英文x1.00 術科x2.00  術科 英文 國文 4音樂學系-弦樂              

  國文x1.00 英文x1.00 術科x2.00  術科 英文 國文 8音樂學系-銅管、木管、擊樂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022）

  國文x1.00 英文x1.00 術科x2.00  術科 國文 英文 3音樂學系-綜合樂器          

  國文x1.00 英文x1.00 術科x2.00  術科 國文 英文 4音樂學系-銅管、木管        

國立中山大學（027）

  國文x1.00 英文x1.00 術科x2.00  術科 英文 國文 12音樂學系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031）

  國文x1.00 英文x1.00 術科x2.00  術科 英文 國文 9音樂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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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教育大學（032）

 國文(後標) 英文(後標)  國文x1.00 英文x1.00 術科x2.00  術科 英文 國文 2音樂學系(自費)-鋼琴        

 國文(後標) 英文(後標)  國文x1.00 英文x1.00 術科x2.00  術科 英文 國文 2音樂學系(自費)-聲樂        

 國文(後標) 英文(後標)  國文x1.00 英文x1.00 術科x2.00  術科 英文 國文 1音樂學系(自費)-小提琴      

 國文(後標) 英文(後標)  國文x1.00 英文x1.00 術科x2.00  術科 英文 國文 1音樂學系(公費)-花蓮縣      

國立臺南大學（033）

  國文x1.00 英文x1.00 術科x2.00  術科 國文 英文 18音樂學系                   

國立東華大學（034）

  國文x1.00 英文x1.00 術科x2.00  術科 英文 國文 5音樂學系                   

臺北市立大學（035）

  國文x1.00 英文x1.00 術科x2.00  術科 英文 國文 7音樂學系                   

國立屏東大學（036）

  國文x1.00 英文x1.00 術科x2.00  術科 國文 英文 10音樂學系                   

國立臺東大學（038）

  國文x2.00 英文x1.50 術科x2.00  術科 國文 英文 2音樂學系                   

實踐大學（050）

  國文x1.00 英文x1.00 術科x2.00  術科 英文 國文 2音樂學系(臺北校區)-鋼琴    

  國文x1.00 英文x1.00 術科x2.00  術科 英文 國文 2音樂學系(臺北校區)-聲樂    

  國文x1.00 英文x1.00 術科x2.00  術科 英文 國文 3音樂學系(臺北校區)-弦樂    

  國文x1.00 英文x1.00 術科x2.00  術科 英文 國文 2音樂學系(臺北校區)-銅管樂  

  國文x1.00 英文x1.00 術科x2.00  術科 英文 國文 3音樂學系(臺北校區)-木管樂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056）

  國文x1.00 英文x1.00 術科x2.00  術科 國文 英文 7音樂學系                   

真理大學（079）

  國文x1.50 英文x1.50 術科x2.00  術科 英文 國文 14音樂應用系演奏教學組(台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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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嘉義大學（100）

  國文x1.00 英文x1.00 術科x2.00  術科 國文 英文 6音樂學系-鋼琴              

  國文x1.00 英文x1.00 術科x2.00  術科 國文 英文 19音樂學系-綜合樂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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