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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003）

  國文x2.00 英文x1.50 歷史x1.25  國文 英文 歷史 20中國文學系  

東吳大學（005）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1.00  國文 英文 歷史 91中國文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1.50 歷史x2.00  國文 歷史 英文 11歷史學系  

東海大學（009）

  國文x2.00 英文x1.75 歷史x2.00  國文 歷史 英文 46中國文學系  

  國文x1.25 英文x2.00 歷史x1.00  英文 國文 歷史 58外國語文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1.75 歷史x2.00  歷史 國文 英文 23歷史學系  

  國文x1.75 英文x2.00 歷史x1.50  國文 英文 歷史 27日本語言文化學系  

國立清華大學（011）

  國文x1.50 英文x1.00 歷史x1.50  國文 英文 歷史 10藝術與設計學系創作組  

  國文x1.50 英文x1.00 歷史x1.50  國文 英文 歷史 11藝術與設計學系設計組  

淡江大學（014）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1.50  國文 歷史 英文 49中國文學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1.00 歷史x2.00  歷史 國文 英文 49歷史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英文 國文 歷史 61英文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1.50 歷史x1.00  國文 英文 歷史 61日本語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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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文x1.50 英文x2.00 歷史x1.50  英文 歷史 國文 3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學士班  英聽(B級)

  國文x1.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英文 國文 歷史 40英美語言文化學系全英語班  

  國文x1.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英文 國文 歷史 47全球政治經濟學系全英語班  

逢甲大學（015）

  國文x2.00 英文x1.25 歷史x2.00  國文 歷史 英文 11中國文學系  

  國文x1.75 英文x2.00 歷史x1.75  英文 國文 歷史 32外國語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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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017）

  國文x2.00 英文x1.50 歷史x2.00  國文 英文 歷史 36哲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2.00 歷史x1.25  英文 歷史 國文 80英國語文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1.00 歷史x1.50  國文 歷史 英文 35政治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1.50 歷史x2.00  國文 歷史 英文 60勞動暨人力資源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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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宜大學（018）

  國文x1.50 英文x2.00 歷史x1.50  英文 國文 歷史 28英國語文學系  英聽(B級)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50  歷史 國文 英文 22生態人文學系(人文組)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75  國文 英文 歷史 17大眾傳播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英文 國文 歷史 20寰宇外語教育學士學位學程  英聽(B級)

大同大學（019）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75  英文 國文 歷史 25應用外語學系  

輔仁大學（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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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文x2.00 英文x1.75 歷史x2.00  歷史 國文 英文 43歷史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英文 國文 歷史 25英國語文學系  英聽(A級)

  國文x1.50 英文x1.50 歷史x1.25  國文 英文 歷史 20德語語文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50  國文 歷史 英文 7宗教學系  

中山醫學大學（026）

  國文x1.50 英文x2.00 歷史x1.00  英文 國文 歷史 16應用外國語言學系  

國立東華大學（034）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國文 歷史 英文 21華文文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英文 國文 歷史 5原住民族樂舞與藝術學位學程  

國立屏東大學（036）

  國文x2.00 英文x1.25 歷史x1.00  國文 英文 歷史 16中國語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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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屏東大學（036）

  國文x1.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英文 國文 歷史 18英語學系  英聽(B級)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1.00  國文 英文 歷史 12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國立臺東大學（038）

  國文x1.50 英文x1.00 歷史x2.00  歷史 國文 英文 3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1.50 歷史x1.00  國文 英文 歷史 17華語文學系  

元智大學（040）

  國文x1.00 英文x1.50 歷史x1.00  英文 國文 歷史 17應用外語學系  

大葉大學（042）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75  英文 國文 歷史 19英語學系  

義守大學（045）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英文 國文 歷史 42應用英語學系  

銘傳大學（046）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國文 英文 歷史 6企業管理系品牌行銷組(台北)  

  國文x1.50 英文x1.00 歷史x1.25  國文 英文 歷史 9會計學系稅務規劃組(台北)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國文 歷史 英文 7風險管理與保險系保險行銷組  

  國文x1.25 英文x1.25 歷史x1.00  英文 國文 歷史 13國際企業學系外貿行銷管理組  

  國文x1.25 英文x1.25 歷史x1.50  歷史 國文 英文 3國際企業學系全球運籌營運組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國文 英文 歷史 8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台北)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國文 英文 歷史 10廣播電視學系(台北校區)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國文 英文 歷史 20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台北)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國文 英文 歷史 12新聞學系(台北校區)  

  國文x1.50 英文x2.00 歷史x1.50  英文 歷史 國文 3國際事務與外交學士學位學程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1.00  國文 歷史 英文 17應用中國文學系文創組(桃園)  

  國文x1.50 英文x1.25 歷史x1.00  國文 英文 歷史 33商品設計學系(桃園校區)  

  國文x1.50 英文x1.50 歷史x1.00  國文 英文 歷史 11數位媒體設計系多媒體遊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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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046）

  國文x2.00 英文x1.75 歷史x1.75  國文 英文 歷史 13資訊管理學系巨量資料管理組  

世新大學（047）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英文 國文 歷史 24數位多媒體設計系動畫設計組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英文 國文 歷史 74英語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1.00  國文 歷史 英文 28中國文學系  

實踐大學（050）

  國文x1.50 英文x2.00 歷史x1.00  英文 國文 歷史 30應用外語學系(臺北校區)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1.00  國文 英文 歷史 12會計暨稅務學系財富管理組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國文 歷史 英文 51觀光管理學系(高雄校區)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1.00  國文 英文 歷史 41服飾設計與經營學系(高雄)  

  國文x2.00 英文x1.50 歷史x1.00  英文 國文 歷史 35時尚設計學系(高雄校區)  

長榮大學（051）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1.00  國文 英文 歷史 9書畫藝術學系(乙組)  

南華大學（059）

  國文x2.00 英文x1.75 歷史x2.00  國文 歷史 英文 8企業管理學系經營管理組  

  國文x2.00 英文x1.75 歷史x2.00  國文 歷史 英文 8企業管理學系行銷與創業組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75  國文 英文 歷史 13幼兒教育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75  國文 歷史 英文 3應用社會學系社會學組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75  國文 歷史 英文 4應用社會學系社會工作組  

  國文x2.00 英文x1.75 歷史x2.00  國文 歷史 英文 6傳播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1.75 歷史x2.00  國文 歷史 英文 21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  

真理大學（079）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歷史 國文 英文 13人文與資訊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1.00  國文 英文 歷史 28應用日語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1.50 歷史x1.00  英文 國文 歷史 12音樂應用學系-行政管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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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大學（101）

  國文x2.00 英文x1.50 歷史x2.00  國文 英文 歷史 19工藝與創意設計學系  

慈濟大學（108）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1.00  國文 歷史 英文 23東方語文學系中文組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1.00  國文 歷史 英文 19東方語文學系日文組  

亞洲大學（134）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50  英文 國文 歷史 4外國語文學系  

國立聯合大學（151）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50  國文 英文 歷史 26華語文學系  

國立金門大學（153）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英文 國文 歷史 14應用英語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國文 歷史 英文 6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1.00  國文 英文 歷史 12華語文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國文 歷史 英文 7長期照護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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