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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師範大學（002）

車輛與能源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數學甲 物理 英文 4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甲x1.50 物理x1.50  0134

設計學系產品設計組  數學甲 物理 英文 8 國文x1.00 英文x1.25 數學甲x1.25 物理x1.25  0141

國立中興大學（003）

景觀與遊憩學士學位學程  英文 數學甲 國文 11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50 物理x1.00  0216

國立成功大學（004）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  數學甲 物理 英文 22 國文x1.00 英文x1.25 數學甲x1.75 物理x1.50  0241

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  數學甲 英文 物理 20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0246

交通管理科學系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27 國文x1.00 英文x1.25 數學甲x1.25 物理x1.00  0251

國立政治大學（006）

資訊科學系(人工智慧組)  數學甲 英文 物理 8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50 物理x1.00  0407

中原大學（008）

土木工程學系  數學甲 物理 國文 24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甲x2.00 物理x2.00  0450

資訊工程學系  數學甲 英文 物理 20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0460

商業設計學系產品設計組  國文 英文 物理 12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0475

東海大學（009）

工業設計學系  英文 國文 數學甲 24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75 物理x1.00  0562

國立交通大學（013）

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15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50 物理x1.00  0713

淡江大學（014）

數學學系數學組  數學甲 物理 英文 23 國文x1.50 英文x1.00 數學甲x2.00 物理x1.50  0762

數學系資料科學與數理統計組  數學甲 物理 英文 16 國文x1.50 英文x1.00 數學甲x2.00 物理x1.50  0763

資訊工程學系  數學甲 國文 英文 58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甲x1.50 物理x1.00  0772

人工智慧學系  數學甲 物理 國文 17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甲x2.00 物理x2.00  0776

電機工程學系電機資訊組  物理 數學甲 國文 16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甲x2.00 物理x2.00  0777

電機工程學系電機通訊組  物理 數學甲 國文 20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甲x2.00 物理x2.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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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014）

電機工程學系電機與系統組  物理 數學甲 國文 15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甲x2.00 物理x2.00  1001

逢甲大學（015）

航太與系統工程學系  數學甲 物理 國文 10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甲x1.50 物理x1.75  1013

資訊工程學系甲組  數學甲 物理 英文 16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50 物理x1.00  1037

電子工程學系甲組  數學甲 物理 英文 9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物理x1.50  1041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數學甲 物理 英文 22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甲x1.50 物理x1.50  1043

自動控制工程學系甲組  數學甲 物理 英文 10 國文x1.50 英文x1.00 數學甲x1.50 物理x1.50  1045

資訊電機學院學士班甲組  數學甲 國文 英文 12 國文x1.50 英文x1.00 數學甲x1.50 物理x1.50  1047

通訊工程學系甲組  數學甲 物理 英文 8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甲x1.25 物理x1.25  1051

建築專業學院學士班  國文 英文 數學甲 17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75 物理x1.00  1064

中國文化大學（017）

電機工程學系A組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21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甲x2.00 物理x1.00  1167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021）

商船學系  數學甲 英文 物理 11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50 物理x1.50  1411

資訊工程學系  數學甲 英文 物理 38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1430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  數學甲 英文 物理 16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50 物理x1.50  1431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022）

數學系數學組  數學甲 物理 英文 15 國文x1.00 英文x1.25 數學甲x2.00 物理x1.25  1453

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數學甲 物理 英文 26 國文x1.00 英文x1.25 數學甲x2.00 物理x1.25  1454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023）

數學系  數學甲 英文 物理 41 國文x1.00 英文x1.25 數學甲x2.00 物理x1.25  1471

資訊工程學系  數學甲 英文 物理 33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2.00 物理x1.50  1505

長庚大學（030）

電機工程學系  物理 數學甲 英文 27 國文x1.00 英文x1.25 數學甲x1.50 物理x1.50  1624

資訊工程學系  數學甲 物理 英文 20 國文x1.00 英文x1.25 數學甲x1.50 物理x1.50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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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030）

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數學甲 英文 物理 14 國文x1.00 英文x1.25 數學甲x1.50 物理x1.00  1631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031）

資訊工程學系  數學甲 英文 物理 13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甲x1.25 物理x1.00  1657

數位內容科技學系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14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2.00 物理x1.00  1660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032）

資訊科學系  數學甲 英文 物理 15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甲x2.00 物理x2.00  1705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數學甲 物理 英文 16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50 物理x1.00  1706

國立臺南大學（033）

應用數學系  數學甲 物理 英文 27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甲x2.00 物理x1.00  1725

國立東華大學（034）

電機工程學系  數學甲 物理 英文 29 國文x1.00 英文x1.25 數學甲x1.50 物理x1.25  1751

臺北市立大學（035）

數學系  數學甲 物理 英文 26 國文x1.25 英文x1.00 數學甲x2.00 物理x1.00  2032

資訊科學系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21 國文x1.25 英文x2.00 數學甲x2.00 物理x1.00  2033

國立屏東大學（036）

應用物理系物理組  物理 數學甲 英文 12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甲x2.00 物理x2.00  2067

元智大學（040）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工程組)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32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2146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數學甲 物理 英文 25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2163

中華大學（043）

機械工程學系智慧自動化組  物理 數學甲 英文 12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物理x2.00  2301

機械工程學系智慧機械組  物理 數學甲 英文 11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物理x2.00  2302

機械工程學系航空技術組  物理 數學甲 英文 8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物理x2.00  2303

土木工程學系  數學甲 物理 英文 18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甲x2.00 物理x1.00  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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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051）

綠能與環境資源學系(自然組)  國文 數學甲 物理 12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00 物理x2.00  2706

無人機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國文 數學甲 英文 12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甲x2.00 物理x1.00  2710

國立臺灣體育運動大學（060）

運動資訊與傳播學系(資訊組)  數學甲 物理 英文 6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00 物理x1.75  3042

國立高雄大學（101）

應用數學系  數學甲 物理 英文 32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甲x2.00 物理x1.50  3225

資訊工程學系  數學甲 英文 物理 12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甲x2.00 物理x1.00  3234

國立宜蘭大學（150）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數學甲 物理 英文 32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3427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數學甲 物理 英文 27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甲x1.50 物理x2.00  3432

電機工程學系  數學甲 物理 英文 15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甲x1.50 物理x1.25  3437

電子工程學系  數學甲 物理 英文 15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00 物理x1.50  3440

資訊工程學系  數學甲 物理 英文 13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3441

國立聯合大學（151）

土木與防災工程學系  物理 數學甲 國文 11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甲x1.50 物理x2.00  3446

電子工程學系(甲組)  數學甲 英文 物理 11 國文x1.50 英文x1.00 數學甲x2.00 物理x1.50  3454

國立金門大學（153）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數學甲 物理 英文 11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3501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