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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師範大學（002）

  國文x1.25 英文x1.25 數學乙x1.00 公民與社會x2.00  公民與社會 國文 英文 48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12東亞學系                   

東吳大學（005）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公民與社會x1.50  英文 公民與社會 國文 32政治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公民與社會x1.50  公民與社會 英文 數學乙 53社會學系                   

 社會(均標)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公民與社會x1.5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59社會工作學系               

國立政治大學（006）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25 公民與社會x1.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27政治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公民與社會x1.00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22社會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乙x1.25 公民與社會x1.25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23公共行政學系               

東海大學（009）

  國文x2.0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公民與社會x1.50  國文 英文 公民與社會 57社會學系                   

國立清華大學（011）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50 公民與社會x1.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18特殊教育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017）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國文 英文 公民與社會 23廣告學系A組                

靜宜大學（018）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英文 數學乙 公民與社會 29法律學系                   

輔仁大學（020）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22兒童與家庭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公民與社會x1.00  國文 公民與社會 英文 25社會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29社會工作學系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021）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國文 英文 公民與社會 8海洋法政學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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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山大學（027）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公民與社會x1.00  英文 數學乙 公民與社會 19政治經濟學系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031）

  國文x1.25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24國際企業學系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032）

 國文(前標) 英文(前標)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公民與社會x1.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30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英聽(B級)

國立臺南大學（033）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公民與社會x1.00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29諮商與輔導學系             

國立東華大學（034）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公民與社會x2.00  公民與社會 國文 英文 17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國立屏東大學（036）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公民與社會x1.00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17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公民與社會x1.00  英文 數學乙 公民與社會 2財務金融學系               

國立體育大學（039）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50 公民與社會x1.00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17體育推廣學系A              

國立中正大學（041）

 社會(前標)  國文x1.25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公民與社會x1.50  英文 國文 公民與社會 24犯罪防治學系               

銘傳大學（046）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公民與社會x2.00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24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桃園)  

世新大學（047）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公民與社會x2.00  國文 英文 公民與社會 15資訊傳播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公民與社會x1.00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79社會心理學系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058）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公民與社會x1.00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8諮商心理與人資發展系諮商組  

  國文x1.25 英文x1.50 數學乙x1.25 公民與社會x1.00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6諮商與人資發展系人資發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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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大學（099）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公民與社會x1.50  公民與社會 國文 英文 48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國立金門大學（153）

  國文x2.0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公民與社會x2.00  國文 公民與社會 英文 16社會工作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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