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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009）

政治學系政治理論組         英文 公民與社會 國文 22 國文x1.75 英文x2.00 公民與社會x2.00  0542

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         英文 公民與社會 國文 20 國文x1.75 英文x2.00 公民與社會x2.00  0543

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國文 英文 公民與社會 30 國文x2.00 英文x2.00 公民與社會x1.50  0544

社會學系                   國文 英文 公民與社會 25 國文x2.00 英文x1.50 公民與社會x1.50  0545

社會工作學系               英文 國文 公民與社會 47 國文x2.00 英文x2.00 公民與社會x1.75  0546

中國文化大學（017）

心理輔導學系               英文 國文 公民與社會 35 國文x2.00 英文x2.00 公民與社會x1.75  1216

靜宜大學（018）

資傳工程系(互動科技整合組)  英文 國文 公民與社會 6 國文x2.00 英文x2.00 公民與社會x1.00  1262

國立東華大學（034）

社會學系                   國文 英文 公民與社會 14 國文x1.50 英文x2.00 公民與社會x2.00  2001

法律學系                   公民與社會 國文 英文 16 國文x1.25 英文x1.00 公民與社會x1.50  2005

公共行政學系               國文 英文 公民與社會 17 國文x1.50 英文x2.00 公民與社會x2.00  2006

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國文 英文 公民與社會 4 國文x2.00 英文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2015

國立屏東大學（036）

應用英語學系               英文 國文 公民與社會 1 國文x2.00 英文x2.00 公民與社會x1.00  2066

應用日語學系               英文 國文 公民與社會 2 國文x2.00 英文x2.00 公民與社會x1.00  2067

國立臺東大學（038）

數位媒體與文教產業學系     國文 英文 公民與社會 6 國文x2.00 英文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2123

中華大學（043）

觀光會展系會展與活動管理組  國文 英文 公民與社會 6 國文x2.00 英文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2352

銘傳大學（046）

財金法律學系(台北校區)     國文 英文 公民與社會 12 國文x2.00 英文x2.00 公民與社會x1.50  2474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士學位學程  英文 公民與社會 國文 3 國文x1.00 英文x2.00 公民與社會x1.00  2475

新聞與大眾傳播學士學位學程  英文 公民與社會 國文 2 國文x1.50 英文x2.00 公民與社會x1.50  2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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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046）

時尚與創新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英文 國文 公民與社會 1 國文x1.00 英文x2.00 公民與社會x1.00  2477

資訊科技應用與管理學位學程  英文 國文 公民與社會 6 國文x1.50 英文x2.00 公民與社會x1.00  2501

應用英語系教學與文化溝通組  英文 國文 公民與社會 23 國文x1.50 英文x2.00 公民與社會x1.50  2504

華語文教學學系應用語言組  國文 英文 公民與社會 13 國文x2.00 英文x1.50 公民與社會x1.50  2507

商業設計學系(桃園校區)     國文 英文 公民與社會 35 國文x2.00 英文x2.00 公民與社會x1.00  2511

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桃園)  國文 公民與社會 英文 16 國文x2.00 英文x1.00 公民與社會x2.00  2516

犯罪防治學系(桃園校區)     公民與社會 國文 英文 22 國文x2.00 英文x1.00 公民與社會x2.00  2523

公共事務系公共管理組(桃園)  公民與社會 國文 英文 8 國文x2.00 英文x1.00 公民與社會x2.00  2524

公共事務系專案管理組(桃園)  公民與社會 國文 英文 9 國文x2.00 英文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2525

金融科技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國文 公民與社會 英文 11 國文x2.00 英文x1.00 公民與社會x1.50  2533

資訊管理學系雲端技術管理組  英文 國文 公民與社會 12 國文x2.00 英文x1.75 公民與社會x1.75  2534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桃園)  英文 公民與社會 國文 22 國文x2.00 英文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2544

世新大學（047）

行政管理學系               國文 公民與社會 英文 34 國文x2.00 英文x1.50 公民與社會x1.75  2567

實踐大學（050）

社會工作學系(臺北校區)     國文 英文 公民與社會 35 國文x2.00 英文x2.00 公民與社會x1.50  2604

觀光管理系國際飯店暨會展組  英文 國文 公民與社會 15 國文x2.00 英文x1.50 公民與社會x1.25  2660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058）

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         英文 國文 公民與社會 14 國文x1.50 英文x2.00 公民與社會x1.50  3013

教育學院學士班             英文 國文 公民與社會 6 國文x1.50 英文x2.00 公民與社會x1.50  3016

慈濟大學（108）

傳播學系                   國文 公民與社會 英文 25 國文x2.00 英文x1.00 公民與社會x1.50  3274

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     國文 英文 公民與社會 12 國文x2.00 英文x2.00 公民與社會x1.00  3275

國際服務產業管理學位學程  英文 國文 公民與社會 9 國文x1.00 英文x2.00 公民與社會x1.00  3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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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134）

食品營養保健系(保健妝品組)  英文 國文 公民與社會 7 國文x2.00 英文x1.50 公民與社會x2.00  3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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