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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001）

  國文x1.50 英文x1.25 數學乙x1.00 歷史x1.25 地理x1.00  國文 英文 歷史 25中國文學系                 

  國文x1.25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國文 歷史 59外國語文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國文 歷史 35日本語文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12戲劇學系(男)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12戲劇學系(女)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9地理環境資源學系B組        

  國文x1.25 英文x1.25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32政治學系政治理論組         

  國文x1.25 英文x1.25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29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         

  國文x1.25 英文x1.25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30政治學系公共行政組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歷史x1.00 地理x1.00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26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38工商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     

  國文x1.25 英文x2.00 數學乙x1.25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75會計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47國際企業學系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002）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國文 英文 歷史 21教育學系(自費)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國文 英文 歷史 1教育學系(公費)-新竹縣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20社會教育學系               

  國文x1.25 英文x1.25 數學乙x1.00 歷史x1.50 地理x1.00  歷史 國文 英文 31歷史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25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50  地理 英文 國文 43地理學系                   

國立中興大學（003）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國文 歷史 39外國語文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50 地理x1.00  歷史 國文 英文 20歷史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20會計學系                   

國立成功大學（004）

  國文x1.5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國文 英文 歷史 34中國文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國文 歷史 39外國語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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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成功大學（004）

 英文(均標)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國文 英文 歷史 31台灣文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31會計學系                   

東吳大學（005）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國文 歷史 57日本語文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乙x1.5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76會計學系                   

國立政治大學（006）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50 地理x1.00  國文 英文 歷史 28歷史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25 歷史x1.00 地理x1.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27教育學系(自費)             英聽(B級)

 英文(頂標)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乙x1.25 歷史x1.00 地理x1.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1教育學系(公費)-新竹縣      英聽(A級)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30地政學系土地資源規劃組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32地政學系土地管理組         

 國文(均標) 英文(前標)  國文x1.50 英文x1.75 數學乙x1.25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26外交學系                   英聽(A級)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58會計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13統計學系社會組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國文 歷史 39英國語文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25 地理x1.00  英文 國文 歷史 21阿拉伯語文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國文 歷史 40斯拉夫語文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國文 英文 歷史 19日本語文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國文 歷史 19韓國語文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13土耳其語文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11歐洲語文學系法文組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10歐洲語文學系德文組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10歐洲語文學系西班牙文組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國文 歷史 17東南亞語言與文化學位學程  

中原大學（008）

  國文x1.75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50商學院不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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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008）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75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17企業管理學系服務業管理組   

  國文x1.75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19企業管理學系高科技業管理組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75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22企業管理學系工商管理組     

  國文x1.75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19會計學系                   

  國文x1.75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56財務金融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1.50  國文 歷史 地理 24室內設計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50 地理x1.00  國文 英文 歷史 38商業設計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地理 歷史 國文 14景觀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國文 數學乙 英文 28特殊教育學系               

東海大學（009）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國文 英文 歷史 28日本語言文化學系           

  國文x1.75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65會計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歷史x1.00 地理x1.00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79經濟學系一般經濟組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歷史x1.00 地理x1.00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42經濟學系產業經濟組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5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15餐旅管理學系               

國立清華大學（011）

  國文x1.50 英文x1.25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國文 英文 歷史 13中國文學系甲組(一般組)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國文 英文 歷史 6中國文學系乙組(華語教學組)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國文 歷史 26外國語文學系               英聽(A級)

  國文x1.25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國文 數學乙 英文 37幼兒教育學系(自費)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國文 數學乙 英文 1幼兒教育學系(公費)-新竹市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50 地理x1.50  英文 地理 歷史 24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乙x1.5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26英語教學系                 英聽(A級)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23經濟學系第1組              英聽(B級)

國立交通大學（013）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16外國語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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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交通大學（013）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17傳播與科技學系             

淡江大學（014）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40資訊傳播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50 地理x1.00  國文 英文 歷史 88日本語文學系               

逢甲大學（015）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61會計學系                   

  國文x1.25 英文x2.00 數學乙x1.5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42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國文x1.25 英文x2.00 數學乙x1.5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6國際經營與貿易系國企管理班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24財稅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9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37經濟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75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20企業管理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2.00  國文 地理 英文 19都計與空間資訊系都市計畫組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2.00  國文 地理 英文 15都計與空間資訊系空間資訊組  

  國文x1.5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50  國文 地理 英文 56土地管理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017）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國文 英文 歷史 43德國語文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2.00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10地理學系B組                

  國文x1.75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84經濟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1.00  國文 英文 歷史 22生活應用科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1.00  英文 國文 歷史 6紡織工程學系B組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2.00 歷史x2.00 地理x1.00  數學乙 英文 歷史 18資訊工程學系B組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79國際貿易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129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1.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69會計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50  英文 國文 地理 59觀光事業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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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017）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歷史x1.00 地理x2.00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86資訊管理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45財務金融學系財務金融組     

 英文(均標)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37全球商務學士學位學程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50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36都市計劃與開發管理學系     

靜宜大學（018）

  國文x2.0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歷史x1.00 地理x1.00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47會計學系                   

輔仁大學（020）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國文 英文 歷史 57哲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30應用美術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英文 國文 地理 17景觀設計學系(社會組)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國文 歷史 23影像傳播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28廣告傳播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歷史 地理 數學乙 20圖書資訊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歷史 地理 數學乙 13教育領導與科技發展學位學程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國文 英文 歷史 39日本語文學系               

 總級分(底標)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5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20餐旅管理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56企業管理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53會計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52經濟學系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022）

  國文x1.50 英文x1.25 數學乙x1.00 歷史x1.25 地理x1.00  國文 英文 歷史 39國文學系                   

  國文x1.25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國文 歷史 57英語學系                   英聽(B級)

  國文x1.00 英文x1.25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25  地理 英文 國文 25地理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21教育學系                   

  國文x1.25 英文x1.25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26特殊教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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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彰化師範大學（023）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36特殊教育學系               英聽(B級)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國文 歷史 31英語學系                   英聽(B級)

  國文x1.00 英文x1.25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25  地理 英文 國文 29地理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47會計學系                   英聽(B級)

中山醫學大學（026）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國文 歷史 62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國文 歷史 23應用外國語言學系           

國立中山大學（027）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國文 歷史 13外國語文學系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031）

  國文x1.25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國文 數學乙 英文 23教育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1.25 數學乙x1.00 歷史x1.25 地理x1.00  國文 歷史 英文 18語文教育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22特殊教育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國文 英文 歷史 30臺灣語文學系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032）

  國文x1.25 英文x1.25 數學乙x1.5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35心理與諮商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33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50 地理x1.50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34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國文(均標) 英文(前標)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26兒童英語教育學系(自費)     

 國文(均標) 英文(前標)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1兒童英語教育學系(公費臺南)  

 國文(均標) 英文(均標)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25 地理x1.00  英文 國文 歷史 29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國文(均標)  國文x2.00 英文x1.25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國文 英文 歷史 23語文與創作學系語文師資組   

國立臺南大學（033）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56教育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31特殊教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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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南大學（033）

  國文x2.0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19幼兒教育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1.25 數學乙x1.00 歷史x1.25 地理x1.00  國文 英文 歷史 41國語文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歷史 地理 英文 19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50 地理x1.00  國文 英文 歷史 16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男)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50 地理x1.00  國文 英文 歷史 12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女)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23經營與管理學系             

國立東華大學（034）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乙x1.5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25會計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英文 數學乙 地理 38臺灣文化學系               

  國文x1.25 英文x1.25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21特殊教育學系               

臺北市立大學（035）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33教育學系                   

 國文(均標)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5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31幼兒教育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乙x1.5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28心理與諮商學系             英聽(C級)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國文 英文 歷史 33中國語文學系               

  國文x1.25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17英語教學系                 英聽(A級)

  國文x1.5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50 地理x1.50  國文 歷史 地理 15歷史與地理學系             

國立屏東大學（036）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51幼兒教育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1.25 數學乙x1.25 歷史x1.00 地理x1.00  國文 數學乙 英文 26特殊教育學系               

國立中正大學（041）

  國文x2.00 英文x1.25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國文 英文 歷史 31中國文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國文 歷史 32外國語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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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x1.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21傳播學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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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251

大葉大學（042）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1.00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15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7多媒體數位內容學位學程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1.00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27綠產品設計學程(生活設計組)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12空間設計學系(建築組)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14空間設計學系(室內設計組)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英文 地理 國文 23觀光旅遊學系               

中華大學（043）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國文 數學乙 英文 23工業管理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19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16企業管理學系(行銷管理組)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24財務管理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29運輸科技與物流管理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10科技管理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國文 地理 歷史 16景觀建築學系               

華梵大學（044）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10建築學系建築設計組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9建築學系室內設計組         

義守大學（045）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國文 歷史 地理 14工業管理學系產業資訊組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國文 地理 歷史 14工業管理學系智慧製造組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1.00  英文 歷史 國文 5國際財務金融學系財務管理組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英文 歷史 地理 4國際財務金融學系財務投資組  

銘傳大學（046）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50 地理x1.50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55企業管理系企業管理組(台北)  

  國文x1.50 英文x1.00 數學乙x1.25 歷史x1.25 地理x1.00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22會計學系(台北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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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046）

  國文x1.25 英文x1.25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24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台北)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33商品設計學系(桃園校區)     

世新大學（047）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50  英文 國文 地理 30觀光學系餐旅經營管理組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50  英文 國文 地理 33觀光系旅遊暨休閒事業管理組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50  英文 國文 地理 25觀光系觀光規劃暨資源管理組  

  國文x1.75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63經濟學系                   

實踐大學（050）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59會計學系(臺北校區)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5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55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臺北)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34企業管理學系(臺北校區)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31財務金融學系(臺北校區)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30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臺北)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60金融管理學系(高雄校區)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1.00  英文 歷史 國文 60國際企業管理學系(高雄校區)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國文 地理 歷史 61行銷管理學系(高雄校區)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國文 歷史 地理 24資科與通訊系多媒體組(高雄)  

長榮大學（051）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38企業管理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35國際企業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20會計資訊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2.00  英文 地理 國文 37航運管理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25土地管理與開發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國文 歷史 地理 9創新應用管理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英文 歷史 地理 35觀光與餐飲管理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10國際會展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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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051）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1.00  英文 國文 歷史 6國際財務與商管學程(商務組)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1.00  英文 國文 歷史 4國際財務與商管學程(財務組)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8不動產財務金融學士學位學程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12醫務管理學系(醫療機構組)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10醫務管理學系(長照機構組)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1.00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8資訊管理系(數據智慧應用組)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3科技工程管理系(綠能管理組)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數學乙 國文 英文 8資訊工程學系(互動多媒體組)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7數位內容設計系(遊戲APP組)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6數位內容設計系(設計創客組)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6互動設計系(互動裝置應用組)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8互動設計系(美學資訊設計組)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1.00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4智慧生活應用學程(設計組)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056）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國文 英文 歷史 7戲劇學系(男)               英聽(B級)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國文 英文 歷史 7戲劇學系(女)               英聽(B級)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058）

  國文x1.25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30外國語文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25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歷史 國文 英文 31歷史學系                   

南華大學（059）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1.00  英文 國文 歷史 13外國語文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1.00  國文 歷史 英文 9應用社會學系社會學組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1.00  國文 歷史 英文 13應用社會學系社會工作組     

國立臺灣體育運動大學（060）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75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17運動事業管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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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南藝術大學（063）

  國文x1.50 英文x1.75 數學乙x1.00 歷史x1.50 地理x1.00  英文 國文 歷史 30藝術史學系                 

真理大學（079）

 英文(底標)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國文 英文 地理 75企業管理學系(台北校區)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59資訊管理學系(台北校區)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39會計資訊學系(台北校區)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國文 數學乙 英文 68財務金融學系(台北校區)     

  國文x2.0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2.00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73國際貿易學系(台北校區)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國文 數學乙 英文 61財政稅務學系(台北校區)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38經濟學系(台北校區)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英文 地理 歷史 61觀光事業學系(台北校區)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56觀光數位知識學系(台北校區)  

  國文x2.00 英文x1.50 數學乙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國文 數學乙 英文 26財務精算系保險經營組(台北)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19資訊工程學系甲組(台北校區)  

國立臺北大學（099）

  國文x1.25 英文x1.25 數學乙x1.25 歷史x1.00 地理x1.00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29財政學系                   

國立嘉義大學（100）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17特殊教育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18幼兒教育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10數位學習設計管理系(社會組)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50 地理x1.00  國文 英文 歷史 33中國文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39外國語言學系英語教學組     英聽(B級)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41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英聽(B級)

  國文x2.00 英文x1.50 數學乙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國文 數學乙 英文 28企業管理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歷史x1.00 地理x1.00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27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50 歷史x1.00 地理x2.00  國文 地理 數學乙 14景觀學系(社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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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大學（101）

  國文x1.00 英文x1.25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12亞太工商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歷史x1.00 地理x1.00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27金融管理學系               英聽(B級)

慈濟大學（108）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12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     

亞洲大學（134）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6健康產業管理系(健康產業組)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3健康產業管理系(醫療機構組)  

國立宜蘭大學（150）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28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2.00  英文 國文 地理 19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學系     

國立金門大學（153）

  國文x1.75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21企業管理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5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22觀光管理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國文 英文 歷史 15長期照護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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