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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師範大學（002）

華語文教學系應用華語文學組  英文 國文 歷史 15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0136

國立中興大學（003）

中國文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24 國文x2.00 英文x1.50 歷史x1.25  0150

東吳大學（005）

中國文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66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1.00  0304

歷史學系  國文 歷史 英文 12 國文x2.00 英文x1.50 歷史x2.00  0305

德國文化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31 國文x1.50 英文x2.00 歷史x1.50  0316

東海大學（009）

中國文學系  國文 歷史 英文 45 國文x2.00 英文x1.75 歷史x2.00  0502

外國語文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37 國文x1.25 英文x2.00 歷史x1.00  0503

歷史學系  歷史 國文 英文 24 國文x2.00 英文x1.75 歷史x2.00  0504

日本語言文化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40 國文x1.75 英文x2.00 歷史x1.50  0505

國立清華大學（011）

藝術與設計學系創作組  國文 英文 歷史 17 國文x1.50 英文x1.00 歷史x1.50  0645

藝術與設計學系設計組  國文 英文 歷史 13 國文x1.50 英文x1.00 歷史x1.50  0646

淡江大學（014）

中國文學學系  國文 歷史 英文 54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1.50  0720

歷史學系  歷史 國文 英文 51 國文x1.50 英文x1.00 歷史x2.00  0721

英文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80 國文x1.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0727

英文學系全英語學士班  英文 國文 歷史 21 國文x1.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0730

西班牙語文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43 國文x1.50 英文x2.00 歷史x1.00  0733

日本語文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60 國文x1.50 英文x1.50 歷史x1.00  0734

俄國語文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25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0735

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學士班  英文 歷史 國文 9 國文x1.50 英文x2.00 歷史x1.50  英聽(B級)0755

國際觀光管理系(產業實習組)  英文 國文 歷史 10 國文x1.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0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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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014）

全球政治經濟系全英語學士班  英文 國文 歷史 9 國文x1.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0760

逢甲大學（015）

中國文學系  國文 歷史 英文 7 國文x2.00 英文x1.25 歷史x2.00  1035

外國語文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30 國文x1.75 英文x2.00 歷史x1.50  1036

中國文化大學（017）

哲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30 國文x2.00 英文x1.50 歷史x2.00  1125

英國語文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83 國文x1.25 英文x2.00 歷史x1.00  1134

政治學系  國文 歷史 英文 30 國文x1.50 英文x1.00 歷史x1.50  1152

勞動暨人力資源學系  國文 歷史 英文 83 國文x2.00 英文x1.50 歷史x2.00  1154

資訊管理系(智慧商務科技組)  英文 國文 歷史 43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75  1201

音樂學系B組  國文 英文 歷史 3 國文x2.00 英文x1.50 歷史x1.00  1215

教育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35 國文x2.00 英文x1.50 歷史x2.00  1222

靜宜大學（018）

英國語文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49 國文x1.50 英文x2.00 歷史x1.50  英聽(B級)1226

西班牙語文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24 國文x2.00 英文x1.50 歷史x1.00  1227

生態人文學系(人文組)  歷史 國文 英文 7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50  1236

大眾傳播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12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75  1237

寰宇外語教育學士學位學程  英文 國文 歷史 18 國文x1.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英聽(B級)1267

大同大學（019）

應用外語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18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75  1304

輔仁大學（020）

中國文學系  國文 歷史 英文 39 國文x2.00 英文x1.25 歷史x2.00  1317

歷史學系  歷史 國文 英文 51 國文x2.00 英文x1.75 歷史x2.00  1320

英國語文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18 國文x1.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英聽(A級)1360

德語語文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18 國文x1.50 英文x1.50 歷史x1.25  1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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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020）

宗教學系  國文 歷史 英文 8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50  1407

中山醫學大學（026）

應用外國語言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28 國文x1.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1553

國立東華大學（034）

華文文學系  國文 歷史 英文 23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1764

國立屏東大學（036）

中國語文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12 國文x2.00 英文x1.25 歷史x1.00  2046

英語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11 國文x1.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英聽(B級)2047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19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1.00  2050

國立臺東大學（038）

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  歷史 國文 英文 9 國文x1.50 英文x1.00 歷史x2.00  2103

數位媒體與文教產業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10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1.00  2107

英美語文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19 國文x1.50 英文x2.00 歷史x1.00  2110

華語文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13 國文x2.00 英文x1.50 歷史x1.00  2111

元智大學（040）

應用外語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30 國文x1.00 英文x1.50 歷史x1.00  2141

大葉大學（042）

多媒體數位學程(動影特效組)  國文 歷史 英文 5 國文x2.00 英文x1.75 歷史x2.00  2245

造形藝術學系  國文 歷史 英文 29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2252

英語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16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75  2253

應用日語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46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2254

中華大學（043）

資訊管理系(巨量資料應用組)  國文 英文 歷史 4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75  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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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045）

會計學系管理應用組  國文 歷史 英文 6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2364

健管系健康促進與產業管理組  國文 歷史 英文 9 國文x2.00 英文x1.75 歷史x2.00  2370

應用英語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43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2404

銘傳大學（046）

企業管理系品牌行銷組(台北)  國文 英文 歷史 22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2426

會計學系稅務規劃組(台北)  國文 英文 歷史 8 國文x1.50 英文x1.00 歷史x1.25  2432

財務金融系國際金管組(台北)  國文 英文 歷史 14 國文x1.00 英文x1.00 歷史x1.00  2433

國際企業學系外貿行銷管理組  英文 國文 歷史 40 國文x1.25 英文x1.25 歷史x1.00  2440

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台北)  國文 英文 歷史 10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2442

國際事務與外交學士學位學程  英文 歷史 國文 4 國文x1.50 英文x2.00 歷史x1.50  2453

應用英語系英語商務與觀光組  英文 國文 歷史 44 國文x1.50 英文x2.00 歷史x1.50  2460

華語文教學學系雙語教學組  英文 國文 歷史 14 國文x1.50 英文x2.00 歷史x1.50  2463

數位媒體設計系多媒體遊戲組  英文 國文 歷史 15 國文x1.50 英文x2.00 歷史x1.00  2466

資訊管理系電子商務組(桃園)  英文 國文 歷史 12 國文x2.00 英文x1.75 歷史x1.75  2511

世新大學（047）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動畫設計組  英文 國文 歷史 22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2533

觀光學系餐旅經營管理組  國文 歷史 英文 15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1.50  2543

觀光系旅遊暨休閒事業管理組  國文 歷史 英文 17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2544

英語暨傳播應用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62 國文x1.50 英文x2.00 歷史x1.00  2551

中國文學系  國文 歷史 英文 33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1.00  2552

實踐大學（050）

財務金融學系(臺北校區)  英文 國文 歷史 19 國文x1.00 英文x1.00 歷史x1.00  2576

應用外語學系(臺北校區)  英文 國文 歷史 33 國文x1.50 英文x2.00 歷史x1.00  2601

國際企業管理系東南亞商務組  國文 歷史 英文 6 國文x2.00 英文x1.50 歷史x2.00  2606

會計暨稅務學系財富管理組  國文 英文 歷史 13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1.00  2612

資訊科技與通訊系人工智慧組  國文 歷史 英文 15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2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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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050）

服飾設計與經營學系(高雄)  國文 英文 歷史 44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1.00  2633

時尚設計學系(高雄校區)  英文 國文 歷史 45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1.00  2634

觀光管理系航空旅運組(高雄)  英文 國文 歷史 12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50  2642

長榮大學（051）

觀光與餐飲管理學系(餐飲組)  英文 國文 歷史 23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2662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社會組)  國文 歷史 英文 20 國文x2.00 英文x1.50 歷史x2.00  2700

消防安全學位學程(社會組)  國文 歷史 英文 9 國文x2.00 英文x1.50 歷史x2.00  2705

大眾傳播學系  國文 歷史 英文 29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2711

翻譯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20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2712

社會工作學系(C組)  國文 歷史 英文 6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2715

東南亞文化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歷史 英文 國文 21 國文x1.00 英文x1.50 歷史x2.00  2721

運動競技學系  國文 歷史 英文 29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2722

書畫藝術學系(乙組)  國文 英文 歷史 5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1.00  2725

南華大學（059）

企業管理學系行銷與創業組  國文 歷史 英文 4 國文x2.00 英文x1.75 歷史x2.00  3007

幼兒教育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14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3016

應用社會學系社會學組  國文 歷史 英文 2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75  3021

應用社會學系社會工作組  國文 歷史 英文 6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75  3022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  國文 歷史 英文 5 國文x2.00 英文x1.75 歷史x2.00  3024

真理大學（079）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35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1.75  3065

人文與資訊學系  國文 歷史 英文 19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3072

英美語文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43 國文x1.75 英文x2.00 歷史x1.75  3073

應用日語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31 國文x1.50 英文x1.50 歷史x1.25  3074

音樂應用學系-演奏教學B組  英文 國文 歷史 6 國文x2.00 英文x1.50 歷史x1.00  3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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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大學（101）

工藝與創意設計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18 國文x2.00 英文x1.50 歷史x2.00  3213

佛光大學（130）

傳播學系(數位媒體組)  國文 歷史 英文 9 國文x2.00 英文x1.75 歷史x2.00  3302

管理學系(經營管理組)  國文 英文 歷史 7 國文x2.00 英文x1.75 歷史x2.00  3320

明道大學（133）

中華文化與傳播學系  國文 歷史 英文 31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1.00  3327

亞洲大學（134）

外國語文學系(語文專業組)  英文 國文 歷史 12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50  3403

創意商品設計系(創意產品組)  國文 歷史 英文 7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3415

國立聯合大學（151）

華語文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20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50  3465

文化觀光產業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9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3466

國立金門大學（153）

應用英語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20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3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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