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系名稱 同分參酌順序 招生

名額

110學年度大學考試入學分發

種採計組合-共 系組52 27

指定考試採計科目及方法

指定科目考試第

學科能力測驗及英語聽力檢定標準系組
代碼

淡江大學（014）

公共行政學系  英文 國文 公民與社會 56 國文x1.50 英文x2.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0752

國立中央大學（016）

文學院學士班  英文 歷史 公民與社會 5 國文x1.00 英文x1.00 歷史x1.25 公民與社會x1.25  1071

中國文化大學（017）

行政管理學系  國文 英文 公民與社會 80 國文x1.50 英文x1.5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2.00  1156

財務金融學系金融行銷組  英文 國文 歷史 27 國文x1.00 英文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2.00  1203

行銷學士學位學程  國文 歷史 公民與社會 21 國文x1.00 英文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2.00  1205

資訊傳播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43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1.50 公民與社會x1.50  1211

靜宜大學（018）

國際企業系(國際經營行銷組)  英文 國文 公民與社會 16 國文x1.50 英文x1.5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1247

中山醫學大學（026）

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61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2.00  1552

國立東華大學（034）

英美語文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26 國文x1.25 英文x2.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1766

中華大學（043）

行政管理學系  公民與社會 國文 歷史 19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公民與社會x2.00  2327

義守大學（045）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經營組  國文 歷史 公民與社會 16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公民與社會x1.75  2360

國際傳媒與娛樂管理學系  英文 歷史 公民與社會 10 國文x1.00 英文x2.00 歷史x2.00 公民與社會x1.50  2403

銘傳大學（046）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台北)  國文 英文 歷史 27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1.75 公民與社會x2.00  2444

新聞學系(台北校區)  國文 英文 歷史 23 國文x2.00 英文x1.50 歷史x1.50 公民與社會x1.00  2445

法律學系(台北校區)  國文 英文 公民與社會 50 國文x2.00 英文x1.5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2446

商品設計學系(桃園校區)  國文 英文 歷史 39 國文x1.25 英文x1.25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2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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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046）

動漫文創設計學位學程(桃園)  國文 英文 歷史 8 國文x2.00 英文x1.5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2472

世新大學（047）

新聞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44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2.00 公民與社會x1.00  2523

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40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2.00 公民與社會x1.00  2530

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28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2.00 公民與社會x1.00  2531

企業管理學系  國文 公民與社會 歷史 18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1.75 公民與社會x1.75  2547

長榮大學（051）

社會工作學系(A組)  國文 歷史 公民與社會 7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公民與社會x2.00  2713

真理大學（079）

企業管理學系  國文 公民與社會 英文 39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1.75 公民與社會x1.75  3057

資訊管理學系電商行銷組  國文 歷史 公民與社會 16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公民與社會x2.00  3061

國立高雄大學（101）

政治法律學系  英文 國文 公民與社會 24 國文x1.25 英文x1.5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3216

亞洲大學（134）

幼兒教育學系(師資培育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10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2.00  3407

國立金門大學（153）

觀光管理學系  國文 公民與社會 英文 9 國文x2.00 英文x1.25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50  3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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