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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大學（018）

中國文學系                 國文 歷史 地理 38 國文x2.00 歷史x2.00 地理x1.00  1224

台灣文學系                 國文 歷史 地理 6 國文x2.00 歷史x1.25 地理x1.25  1226

元智大學（040）

中國語文學系               國文 歷史 地理 15 國文x1.50 歷史x1.00 地理x1.00  2156

中華大學（043）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應用組     國文 歷史 地理 7 國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2317

資管系(系統設計與製造組)  歷史 地理 國文 5 國文x1.75 歷史x2.00 地理x2.00  2331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應用組)  國文 地理 歷史 5 國文x2.00 歷史x1.75 地理x2.00  2332

景觀建築學系景觀設計組     國文 地理 歷史 16 國文x2.00 歷史x1.75 地理x2.00  2344

義守大學（045）

休閒事業管理系企劃與行銷組  國文 歷史 地理 10 國文x2.00 歷史x2.00 地理x1.75  2414

休閒事業管理系休閒產經組  歷史 地理 國文 10 國文x1.75 歷史x2.00 地理x2.00  2415

實踐大學（050）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臺北)  國文 歷史 地理 24 國文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2624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高雄校區)  地理 國文 歷史 6 國文x2.00 歷史x1.50 地理x2.00  2630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日韓商務組  國文 地理 歷史 11 國文x2.00 歷史x1.50 地理x2.00  2631

行銷管理系創客企劃組(高雄)  國文 地理 歷史 12 國文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2633

金融管理系投資操作組(高雄)  國文 歷史 地理 6 國文x2.00 歷史x2.00 地理x1.75  2637

金融管理系金融科技組(高雄)  國文 歷史 地理 6 國文x2.00 歷史x2.00 地理x1.75  2640

金融管理系數位行銷組(高雄)  國文 歷史 地理 6 國文x2.00 歷史x2.00 地理x1.75  2641

資訊模擬與設計系電腦動畫組  國文 歷史 地理 16 國文x2.00 歷史x1.75 地理x1.75  2647

資訊模擬與設計系互動遊戲組  國文 歷史 地理 9 國文x2.00 歷史x1.75 地理x1.75  2650

觀光管理學系境外日本實務組  國文 歷史 地理 6 國文x2.00 歷史x1.50 地理x1.50  2656

應用中文系文創設計組(高雄)  國文 歷史 地理 5 國文x2.00 歷史x1.50 地理x1.50  2665

應用中文系劇本創作組(高雄)  國文 歷史 地理 8 國文x2.00 歷史x1.50 地理x1.50  2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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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050）

應用中文系文化傳播組(高雄)  國文 歷史 地理 8 國文x2.00 歷史x1.50 地理x1.50  2667

長榮大學（051）

運動競技學系               國文 歷史 地理 17 國文x2.00 歷史x2.00 地理x1.00  2743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學位學程  國文 地理 歷史 17 國文x1.50 歷史x2.00 地理x2.00  2747

南華大學（059）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       歷史 地理 國文 7 國文x2.00 歷史x1.50 地理x1.50  3032

旅遊管理學系               歷史 地理 國文 4 國文x2.00 歷史x2.00 地理x1.75  3033

文學系                     國文 歷史 地理 6 國文x2.00 歷史x2.00 地理x1.00  3040

傳播學系                   國文 歷史 地理 9 國文x2.00 歷史x2.00 地理x1.00  3044

資訊管理學系               國文 歷史 地理 15 國文x2.00 歷史x2.00 地理x1.75  3053

玄奘大學（065）

社會工作學系               國文 歷史 地理 13 國文x2.00 歷史x2.00 地理x1.75  3066

應用心理學系               國文 歷史 地理 14 國文x2.00 歷史x2.00 地理x1.75  3067

法律學系                   國文 歷史 地理 11 國文x2.00 歷史x2.00 地理x1.75  3070

大眾傳播學系               國文 歷史 地理 21 國文x2.00 歷史x2.00 地理x1.75  3071

真理大學（079）

台灣文學系                 國文 歷史 地理 17 國文x2.00 歷史x1.50 地理x1.50  3117

佛光大學（130）

資訊應用系(動畫數位內容組)  國文 歷史 地理 5 國文x2.00 歷史x2.00 地理x1.75  3336

應用經濟學系(財務金融組)   國文 歷史 地理 6 國文x2.00 歷史x2.00 地理x1.75  3353

亞洲大學（134）

資訊傳播系(智慧傳播應用組)  國文 歷史 地理 4 國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3420

資訊傳播學系(新媒體傳播組)  國文 歷史 地理 4 國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3421

數位媒體設計系(數位動畫組)  國文 歷史 地理 7 國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3442

數位媒體設計系(數位遊戲組)  國文 歷史 地理 8 國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3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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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134）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國文 地理 歷史 13 國文x2.00 歷史x1.50 地理x1.50  3444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國文 地理 歷史 12 國文x1.50 歷史x1.00 地理x2.00  3445

時尚設計系(時尚服裝設計組)  國文 歷史 地理 5 國文x1.50 歷史x2.00 地理x2.00  3446

時尚設計系(服飾創意設計組)  國文 歷史 地理 13 國文x2.00 歷史x2.00 地理x1.50  3447

國立金門大學（153）

運動與休閒學系             國文 歷史 地理 16 國文x2.00 歷史x2.00 地理x1.00  3525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國文 歷史 地理 11 國文x2.00 歷史x2.00 地理x1.00  3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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