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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001）

醫學系(自費)               生物 化學 英文 51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化學x1.00 生物x1.00 國文(前標)  0030

醫學系(公費)               生物 化學 英文 3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化學x1.00 生物x1.00 國文(前標)  0031

牙醫學系                   生物 化學 數學甲 15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化學x1.00 生物x1.00 國文(前標)  0032

藥學系                     化學 生物 英文 14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化學x1.50 生物x1.00  0033

物理治療學系               生物 英文 數學甲 12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化學x1.00 生物x1.00  0036

農業化學系                 化學 生物 英文 14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化學x1.50 生物x1.50  0050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生物 數學甲 英文 30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物理x1.50 化學x1.50 生物x2.00 國文(均標)  0051

動物科學技術學系           生物 化學 英文 19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化學x1.00 生物x1.00  0052

昆蟲學系                   生物 化學 英文 17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化學x1.00 生物x1.00  0060

生命科學系                 生物 英文 化學 18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化學x1.00 生物x1.00  0076

生化科技學系               化學 數學甲 物理 22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化學x1.00 生物x1.00  0077

國立中興大學（003）

森林學系林學組             英文 生物 化學 13 英文x1.50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化學x1.00 生物x1.50  0204

森林學系木材科學組         英文 化學 物理 10 英文x1.50 數學甲x1.00 物理x1.25 化學x1.50 生物x1.00  0205

土壤環境科學系             英文 化學 生物 17 英文x2.00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化學x2.00 生物x2.00  0211

國立成功大學（004）

醫學系(自費)               英文 化學 生物 26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化學x1.00 生物x1.00 國文(頂標)  0253

醫學系(公費)               英文 化學 生物 5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化學x1.00 生物x1.00 國文(頂標)  0254

牙醫學系                   數學甲 英文 生物 11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化學x1.00 生物x1.00 國文(頂標)  0255

生命科學系                 生物 化學 英文 27 英文x1.25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化學x1.50 生物x1.50 國文(均標)  0277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       生物 化學 英文 12 英文x1.50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化學x1.50 生物x1.50 國文(前標) 英文(前標)  0300

高雄醫學大學（007）

醫學系(自費)               生物 化學 英文 20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化學x1.00 生物x1.00  0403

醫學系(公費)               生物 化學 英文 2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化學x1.00 生物x1.00  0404

呼吸治療學系               生物 英文 化學 27 英文x1.25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化學x1.25 生物x1.25  英聽(C級)0406

牙醫學系                   英文 生物 化學 16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化學x1.00 生物x1.00  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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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007）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物理 化學 生物 16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物理x1.50 化學x1.25 生物x1.25  0415

國立清華大學（011）

生命科學系                 生物 英文 化學 9 英文x1.25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化學x1.25 生物x1.25  0641

醫學科學系                 生物 化學 英文 8 英文x1.50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化學x1.50 生物x1.50  0642

生命科學院學士班           生物 化學 物理 13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化學x1.00 生物x1.00  0643

中國醫藥大學（012）

牙醫學系                   英文 生物 化學 7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化學x1.00 生物x1.00  0647

醫學系                     英文 生物 化學 46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化學x1.00 生物x1.00  0650

國立交通大學（013）

生物科技學系               生物 化學 英文 21 英文x1.25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化學x1.50 生物x1.50  0705

輔仁大學（020）

醫學系(自費)               生物 英文 化學 27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化學x1.00 生物x1.00  1341

醫學系(公費)               生物 英文 化學 4 英文x1.25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化學x1.00 生物x1.25  1342

國立陽明大學（025）

醫學系(自費)               英文 生物 化學 31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化學x1.00 生物x1.00 國文(前標)  1515

醫學系(公費)               英文 生物 化學 5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化學x1.00 生物x1.00 國文(前標)  1516

牙醫學系                   英文 生物 數學甲 20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化學x1.00 生物x1.00 國文(前標)  英聽(A級)1517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數學甲 化學 物理 17 英文x1.00 數學甲x1.25 物理x1.25 化學x1.25 生物x1.00 英文(均標)  英聽(B級)1521

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學系     生物 英文 物理 21 英文x1.25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化學x1.00 生物x1.25  1522

生命科學系暨基因科學研究所  數學甲 化學 生物 7 英文x1.25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化學x1.25 生物x1.50  1524

學士班大一大二不分系       數學甲 化學 生物 5 英文x1.25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化學x1.25 生物x1.50  1526

藥學系                     化學 英文 生物 8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化學x1.00 生物x1.00 國文(均標)  1527

中山醫學大學（026）

醫學系                     生物 化學 物理 50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化學x1.00 生物x1.00 國文(頂標)  英聽(A級)1530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物理 生物 數學甲 38 英文x1.00 數學甲x1.25 物理x2.00 化學x1.00 生物x1.50  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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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030）

醫學系(自費)               生物 物理 英文 21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化學x1.00 生物x1.00 國文(前標)  1612

醫學系(公費)               生物 物理 英文 5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化學x1.00 生物x1.00 國文(前標)  1613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物理 英文 數學甲 13 英文x1.25 數學甲x1.25 物理x1.25 化學x1.00 生物x1.00  1617

職能治療學系               英文 生物 物理 29 英文x1.25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化學x1.00 生物x1.25  1621

生物醫學系                 化學 生物 英文 25 英文x1.25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化學x1.25 生物x1.25  1622

義守大學（045）

醫學系(公費生)             英文 生物 化學 3 英文x1.50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化學x1.00 生物x1.50  2452

慈濟大學（108）

醫學系(自費)               生物 英文 化學 11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化學x1.00 生物x1.00  3263

醫學系(公費)               生物 英文 化學 2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化學x1.00 生物x1.00  3264

臺北醫學大學（109）

醫學系(自費)               英文 生物 化學 17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化學x1.00 生物x1.00  3304

醫學系(公費)               英文 生物 化學 2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化學x1.00 生物x1.00  3305

牙醫學系                   英文 生物 化學 15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化學x1.00 生物x1.00 國文(均標)  3306

呼吸治療學系               英文 生物 化學 14 英文x1.25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化學x1.25 生物x1.25  3316

馬偕醫學院（152）

醫學系                     生物 化學 英文 8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化學x1.00 生物x1.00  3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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