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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003）

中國文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16 國文x2.00 英文x1.50 歷史x1.25  0147

台灣人文創新學士學位學程   國文 歷史 英文 4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1.50  0152

東吳大學（005）

中國文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61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1.00  0302

歷史學系                   國文 歷史 英文 12 國文x2.00 英文x1.50 歷史x2.00  0303

東海大學（009）

中國文學系                 國文 歷史 英文 37 國文x2.00 英文x1.75 歷史x2.00  0475

外國語文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41 國文x1.25 英文x2.00 歷史x1.00  0476

歷史學系                   歷史 國文 英文 22 國文x2.00 英文x1.75 歷史x2.00  0477

日本語言文化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23 國文x1.75 英文x2.00 歷史x1.50  0500

國立清華大學（011）

藝術與設計學系創作組       國文 英文 歷史 9 國文x1.50 英文x1.00 歷史x1.50  0644

藝術與設計學系設計組       國文 英文 歷史 9 國文x1.50 英文x1.00 歷史x1.50  0645

淡江大學（014）

中國文學學系               國文 歷史 英文 48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1.50  0716

歷史學系                   歷史 國文 英文 48 國文x1.50 英文x1.00 歷史x2.00  0717

英文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93 國文x1.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0724

西班牙語文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52 國文x1.50 英文x2.00 歷史x1.00  0727

日本語文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56 國文x1.50 英文x1.50 歷史x1.00  0730

俄國語文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22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0731

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學士班  英文 歷史 國文 11 國文x1.50 英文x2.00 歷史x1.50  英聽(B級)0751

英美語言文化學系全英語班  英文 國文 歷史 14 國文x1.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1001

全球政治經濟學系全英語班  英文 國文 歷史 30 國文x1.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1002

逢甲大學（015）

中國文學系                 國文 歷史 英文 8 國文x2.00 英文x1.25 歷史x2.00  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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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015）

外國語文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27 國文x1.75 英文x2.00 歷史x1.50  1033

中國文化大學（017）

哲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29 國文x2.00 英文x1.50 歷史x2.00  1121

英國語文學系               英文 歷史 國文 86 國文x1.00 英文x2.00 歷史x1.25  1130

政治學系                   國文 歷史 英文 34 國文x1.50 英文x1.00 歷史x1.50  1145

勞動暨人力資源學系         國文 歷史 英文 62 國文x2.00 英文x1.50 歷史x2.00  1147

音樂學系B組                國文 英文 歷史 3 國文x2.00 英文x1.50 歷史x1.00  1210

教育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19 國文x2.00 英文x1.50 歷史x2.00  1215

靜宜大學（018）

英國語文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38 國文x1.50 英文x2.00 歷史x1.50  英聽(B級)1221

西班牙語文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18 國文x2.00 英文x1.50 歷史x1.00  1222

生態人文學系(人文組)       歷史 國文 英文 9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50  1231

大眾傳播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7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75  1232

寰宇外語教育學士學位學程   英文 國文 歷史 8 國文x1.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英聽(B級)1264

大同大學（019）

應用外語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19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75  1304

輔仁大學（020）

中國文學系                 國文 歷史 英文 31 國文x2.00 英文x1.25 歷史x2.00  1317

歷史學系                   歷史 國文 英文 39 國文x2.00 英文x1.75 歷史x2.00  1320

英國語文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23 國文x1.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英聽(A級)1357

德語語文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19 國文x1.50 英文x1.50 歷史x1.25  1364

宗教學系                   國文 歷史 英文 8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50  1406

中山醫學大學（026）

應用外國語言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34 國文x1.50 英文x2.00 歷史x1.00  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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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東華大學（034）

華文文學系                 國文 歷史 英文 21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1775

原住民族樂舞與藝術學位學程  英文 國文 歷史 6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2020

國立屏東大學（036）

中國語文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13 國文x2.00 英文x1.25 歷史x1.00  2061

英語學系(自費)             英文 國文 歷史 14 國文x1.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英聽(B級)2062

英語學系(公費)-高雄市      英文 國文 歷史 3 國文x1.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英文(前標)  英聽(B級)2063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9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1.00  英聽(B級)2064

國立臺東大學（038）

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     歷史 國文 英文 4 國文x1.50 英文x1.00 歷史x2.00  2117

華語文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12 國文x2.00 英文x1.50 歷史x1.00  2125

元智大學（040）

應用外語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24 國文x1.00 英文x1.50 歷史x1.00  2155

大葉大學（042）

造形藝術學系               國文 歷史 英文 32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2265

英語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16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75  2266

應用日語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46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2267

義守大學（045）

應用英語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44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2427

傳播產製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英文 國文 歷史 9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50  2436

銘傳大學（046）

企業管理系品牌行銷組(台北)  國文 英文 歷史 13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2453

會計學系稅務規劃組(台北)  國文 英文 歷史 5 國文x1.50 英文x1.00 歷史x1.25  2457

財務金融系國際金管組(台北)  國文 英文 歷史 5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2460

國際企業學系外貿行銷管理組  英文 國文 歷史 11 國文x1.25 英文x1.25 歷史x1.00  2465

國際企業學系全球運籌營運組  歷史 國文 英文 5 國文x1.25 英文x1.25 歷史x1.50  2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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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046）

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台北)  國文 英文 歷史 7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2467

國際事務與外交學士學位學程  英文 歷史 國文 5 國文x1.50 英文x2.00 歷史x1.50  2500

應用中國文學系文創組(桃園)  國文 歷史 英文 21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1.50  2503

應用英語系英語商務與觀光組  英文 國文 歷史 39 國文x1.50 英文x2.00 歷史x1.50  2505

華語文教學學系創新教學組  英文 國文 歷史 14 國文x1.50 英文x2.00 歷史x1.50  2510

數位媒體設計系多媒體遊戲組  國文 英文 歷史 13 國文x1.50 英文x1.50 歷史x1.00  2513

資訊管理學系電子商務管理組  英文 國文 歷史 14 國文x2.00 英文x1.75 歷史x1.75  2536

世新大學（047）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動畫設計組  英文 國文 歷史 18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2560

英語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74 國文x1.50 英文x2.00 歷史x1.00  2576

中國文學系                 國文 歷史 英文 21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1.00  2577

實踐大學（050）

應用外語學系(臺北校區)     英文 國文 歷史 43 國文x1.50 英文x2.00 歷史x1.00  2626

行銷管理系百貨服務業管理組  國文 歷史 英文 8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2632

會計暨稅務學系財富管理組  國文 英文 歷史 8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1.00  2635

觀光管理系民宿暨特色餐飲組  歷史 國文 英文 5 國文x2.00 英文x1.25 歷史x2.00  2657

服飾設計與經營學系(高雄)  國文 英文 歷史 41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1.00  2672

時尚設計學系(高雄校區)     英文 國文 歷史 38 國文x2.00 英文x1.50 歷史x1.00  2673

長榮大學（051）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社會組)  國文 歷史 英文 22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2721

書畫藝術學系(乙組)         國文 英文 歷史 5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1.00  2746

南華大學（059）

企業管理學系經營管理組     國文 歷史 英文 5 國文x2.00 英文x1.75 歷史x2.00  3030

企業管理學系行銷與創業組   國文 歷史 英文 6 國文x2.00 英文x1.75 歷史x2.00  3031

幼兒教育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4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1.75  3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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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059）

應用社會學系社會學組       國文 歷史 英文 4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75  3042

應用社會學系社會工作組     國文 歷史 英文 3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75  3043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         國文 歷史 英文 11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3045

真理大學（079）

國際貿易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35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75  3107

人文與資訊學系             國文 歷史 英文 14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3114

應用日語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25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1.00  3116

音樂應用學系-演奏教學B組   英文 國文 歷史 7 國文x2.00 英文x1.50 歷史x1.00  3121

音樂應用學系-行政管理組    英文 國文 歷史 10 國文x2.00 英文x1.50 歷史x1.00  3122

國立高雄大學（101）

工藝與創意設計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16 國文x2.00 英文x1.50 歷史x2.00  3241

佛光大學（130）

資訊應用系(系統智慧應用組)  國文 歷史 英文 6 國文x2.00 英文x1.75 歷史x2.00  3334

歷史學系(B組)              歷史 國文 英文 8 國文x2.00 英文x1.75 歷史x2.00  3342

應用經濟學系(國際商務組)   國文 歷史 英文 4 國文x2.00 英文x1.75 歷史x2.00  3354

健康與創意蔬食產業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9 國文x2.00 英文x1.75 歷史x2.00  3356

亞洲大學（134）

外國語文學系(語文專業組)   英文 國文 歷史 6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50  3435

外國語文學系(語文應用組)   英文 國文 歷史 6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3436

國立聯合大學（151）

華語文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20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50  3515

國立金門大學（153）

應用英語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15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3524

華語文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8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1.00  3536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9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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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金門大學（153）

長期照護學系               國文 歷史 英文 9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3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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