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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001）

 數學(均標)  國文x1.00 英文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國文 英文 歷史 22歷史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25 歷史x1.00 地理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英文 歷史 國文 22人類學系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002）

  國文x1.50 英文x1.5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公民與社會x1.50  國文 英文 公民與社會 4臺灣語文學系               

淡江大學（014）

  國文x1.50 英文x1.5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英文 國文 歷史 29大眾傳播學系               

國立中央大學（016）

  國文x1.50 英文x2.00 歷史x1.25 地理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英文 國文 歷史 24法國語文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017）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2.00 地理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歷史 國文 英文 38史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1.5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國文 英文 公民與社會 111法律學系法學組             

  國文x1.50 英文x1.5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國文 英文 公民與社會 68法律學系財經法律組         

  國文x1.00 英文x2.00 歷史x2.00 地理x1.50 公民與社會x1.00  英文 國文 地理 54觀光事業學系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031）

  國文x1.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公民與社會x2.00  歷史 地理 公民與社會 33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         

國立東華大學（034）

  國文x1.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公民與社會x2.00  公民與社會 歷史 地理 8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公民與社會x2.00  公民與社會 歷史 地理 6民族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國立屏東大學（036）

  國文x1.00 英文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公民與社會 歷史 地理 13社會發展學系               

中華大學（043）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2.00 地理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英文 國文 歷史 19外國語文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公民與社會x1.00  國文 歷史 地理 12應用日語學系(商務組)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公民與社會x1.00  國文 歷史 地理 8應用日語學系(語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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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大學（043）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公民與社會x1.00  國文 歷史 地理 16應用日語學系(觀光組)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公民與社會x1.00  國文 歷史 英文 11餐旅管理學系(旅館管理組)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公民與社會x1.00  國文 歷史 英文 10餐旅管理學系(烘焙創業組)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公民與社會x1.00  國文 歷史 英文 23餐旅管理學系(餐飲經營組)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公民與社會x1.00  英文 國文 地理 25旅遊與休閒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1.00 地理x2.00 公民與社會x2.00  英文 國文 地理 19觀光與會展學系             

義守大學（045）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公民與社會x1.00  國文 歷史 地理 24大眾傳播學系               

銘傳大學（046）

  國文x1.50 英文x1.00 歷史x1.00 地理x2.00 公民與社會x2.00  公民與社會 地理 國文 7觀光事業學系(桃園校區)     

  國文x1.75 英文x1.00 歷史x1.00 地理x2.00 公民與社會x2.00  公民與社會 地理 國文 8餐旅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世新大學（047）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英文 國文 歷史 5廣播電視電影學系廣播組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英文 國文 歷史 15廣播電視電影學系電視組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英文 國文 歷史 22廣播電視電影學系電影組     

長榮大學（051）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1.50 地理x1.00 公民與社會x2.00  公民與社會 國文 歷史 7社會工作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1.50 地理x1.00 公民與社會x2.00  公民與社會 國文 歷史 7社會工作系(高齡福利服務組)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1.50 地理x1.00 公民與社會x2.00  公民與社會 國文 歷史 6社會工作系(兒少家庭服務組)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2.00 地理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英文 國文 歷史 11應用日語學系               

國立臺北大學（099）

  國文x1.25 英文x1.25 歷史x1.50 地理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歷史 國文 英文 20歷史學系                   

國立聯合大學（151）

 國文(均標)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1.00 公民與社會x2.00  英文 國文 歷史 20文化創意與數位行銷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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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金門大學（153）

  國文x1.50 英文x1.5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公民與社會x2.00  公民與社會 國文 英文 6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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