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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師範大學（002）

國文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35 國文x2.00 英文x1.50 歷史x1.00 地理x1.00  0112

華語文教學系應用華語文學組  英文 國文 歷史 14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聽(B級)0142

國立成功大學（004）

歷史學系                   歷史 國文 英文 37 國文x1.25 英文x1.25 歷史x1.50 地理x1.00  0222

中原大學（008）

應用外國語文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7 國文x1.50 英文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0473

應用華語文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14 國文x2.00 英文x1.75 歷史x1.25 地理x1.00  0474

淡江大學（014）

法國語文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71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0725

德國語文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32 國文x1.50 英文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0726

國立中央大學（016）

中國文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18 國文x2.00 英文x1.50 歷史x1.50 地理x1.00  1062

英美語文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23 國文x1.50 英文x2.00 歷史x1.25 地理x1.00  1063

中國文化大學（017）

中國文學系中國文學組       國文 歷史 英文 64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2.00 地理x1.00  1122

中國文學系文藝創作組       國文 歷史 英文 38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2.00 地理x1.00  1123

日本語文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79 國文x2.00 英文x1.50 歷史x2.00 地理x1.00  1125

韓國語文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42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1126

俄國語文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42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1127

法國語文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43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1131

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         英文 國文 地理 20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1154

戲劇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5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1211

靜宜大學（018）

日本語文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30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1.50 地理x1.50  1223

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18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1.00  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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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大學（018）

企業管理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50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2.00 地理x1.00  1241

國際企業系(國際貿易運籌組)  英文 國文 地理 14 國文x1.50 英文x1.50 歷史x1.00 地理x1.00  1243

觀光事業學系(丙組)         國文 地理 歷史 11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1247

大同大學（019）

事業經營學系(甲組)         英文 國文 歷史 21 國文x1.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1301

輔仁大學（020）

法國語文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18 國文x1.50 英文x1.50 歷史x1.00 地理x1.00  1360

西班牙語文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17 國文x1.50 英文x1.50 歷史x1.00 地理x1.00  1361

義大利語文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17 國文x1.50 英文x1.50 歷史x1.00 地理x1.00  1363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022）

國文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40 國文x2.00 英文x1.25 歷史x1.25 地理x1.00  1444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023）

國文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43 國文x2.00 英文x1.50 歷史x1.50 地理x1.00  1477

國立中山大學（027）

中國文學系                 國文 歷史 英文 9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1555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031）

英語學系(自費)             英文 國文 歷史 35 國文x1.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聽(A級)1655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032）

語文與創作學系文學創作組   國文 英文 歷史 16 國文x2.00 英文x1.25 歷史x1.00 地理x1.00  1700

國立臺南大學（033）

英語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28 國文x1.25 英文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1726

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         歷史 地理 英文 18 國文x1.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1727

國立東華大學（034）

中國語文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24 國文x2.00 英文x1.25 歷史x1.25 地理x1.00  1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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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東華大學（034）

歷史學系                   英文 歷史 國文 16 國文x1.50 英文x1.50 歷史x2.00 地理x1.00  2002

臺灣文化學系               地理 歷史 英文 23 國文x1.00 英文x2.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2003

藝術創意產業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15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2021

國立臺東大學（038）

英美語文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13 國文x1.50 英文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2124

國立中正大學（041）

歷史學系                   歷史 國文 英文 23 國文x1.50 英文x1.50 歷史x2.00 地理x1.00  2204

大葉大學（042）

會計資訊學系               國文 歷史 地理 6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2252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英文 國文 地理 11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2253

視覺傳達設計系(視覺設計組)  國文 歷史 英文 26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2.00 地理x1.00  2257

視覺傳達設計系(動態媒體組)  國文 歷史 地理 10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2260

傳播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國文 歷史 地理 14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2261

多媒體數位內容學士學位學程  國文 歷史 地理 23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2262

空間設計學系(室內設計組)   英文 國文 歷史 26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2264

中華大學（043）

企業管理系智慧運輸與物流組  國文 英文 地理 10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2336

義守大學（045）

資管系人工智慧與電子商務組  國文 歷史 地理 9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2376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經營組     國文 歷史 地理 12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1.75  2400

企業管理學系行銷管理組     國文 地理 歷史 11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1.75 地理x2.00  2401

會計學系財稅規劃組         國文 歷史 地理 9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2404

會計學系管理應用組         國文 歷史 地理 8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2405

國際商務學系               國文 地理 歷史 27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2406

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         國文 歷史 地理 9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2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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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045）

健康管理學系               國文 歷史 地理 19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2411

餐旅管理學系餐飲管理組     國文 歷史 英文 8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1.00  2412

餐旅管理學系旅館管理組     國文 地理 英文 9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1.00 地理x2.00  2413

觀光學系                   國文 英文 地理 21 國文x2.00 英文x1.75 歷史x1.75 地理x1.00  2416

廚藝學系中西廚藝組         國文 歷史 地理 11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1.50  2417

廚藝學系烘焙廚藝組         國文 地理 歷史 8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1.50 地理x2.00  2420

國際企業經營學系(國際學院)  英文 國文 地理 16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地理x1.75  2421

國際觀光餐旅學系(國際學院)  英文 地理 歷史 10 國文x1.00 英文x2.00 歷史x1.50 地理x1.50  2424

應用日語學系               國文 歷史 地理 18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2430

大眾傳播學系               國文 歷史 地理 13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2431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國文 歷史 地理 30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1.75  2432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         國文 歷史 地理 23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2435

銘傳大學（046）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動畫影視組  國文 英文 歷史 13 國文x1.50 英文x1.50 歷史x1.00 地理x1.00  2514

動漫文創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國文 英文 歷史 18 國文x1.50 英文x1.50 歷史x1.00 地理x1.00  2517

世新大學（047）

日本語文學系               國文 地理 英文 48 國文x2.00 英文x1.50 歷史x1.00 地理x2.00  2600

實踐大學（050）

財務金融學系(臺北校區)     英文 國文 歷史 22 國文x1.00 英文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2623

電腦動畫學士學位學程角色組  國文 英文 歷史 6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2653

長榮大學（051）

企業管理學系               英文 歷史 地理 24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2674

創新應用管理學系           國文 歷史 地理 13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2702

醫務管理系(醫院經營管理組)  英文 國文 歷史 5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2.00 地理x1.00  2704

醫社暨康照學程(醫學社會組)  國文 英文 歷史 11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2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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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051）

蘭花產業應用學程(行銷組)  英文 國文 歷史 7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2.00 地理x1.00  2716

環境與食安檢驗學程(安管組)  國文 英文 歷史 5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2722

消防安全學位學程(社會組)  國文 歷史 英文 12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2726

綠能與環境資源學系(社會組)  國文 地理 英文 6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地理x2.00  2730

大眾傳播學系               國文 歷史 地理 37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1.00  2732

翻譯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25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2.00 地理x1.00  2733

東南亞文化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歷史 地理 國文 12 國文x1.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2742

美術學系                   國文 歷史 地理 18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1.50 地理x1.00  2744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058）

中國語文學系               國文 歷史 英文 13 國文x2.00 英文x1.25 歷史x1.75 地理x1.00  2775

外國語文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24 國文x1.00 英文x1.50 歷史x1.00 地理x1.00  2776

國立臺灣體育運動大學（060）

運動資訊與傳播學系(傳播組)  英文 國文 歷史 5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75 地理x1.00  3061

國立臺南藝術大學（063）

應用音樂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11 國文x1.50 英文x1.50 歷史x1.00 地理x1.00  3064

玄奘大學（065）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國文 歷史 地理 27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3072

時尚設計學系               國文 歷史 地理 13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3073

應用日語學系               國文 歷史 地理 24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3074

餐旅管理學系               國文 歷史 地理 19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3075

真理大學（079）

觀光事業學系               地理 歷史 英文 42 國文x1.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3112

英美語文學系               英文 國文 地理 52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地理x2.00  3115

國立臺北大學（099）

中國文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18 國文x2.00 英文x1.50 歷史x1.25 地理x1.00  3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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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大學（099）

應用外語學系               英文 國文 地理 17 國文x1.50 英文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數學(均標)  英聽(A級)3150

國立嘉義大學（100）

應用歷史學系               歷史 國文 地理 21 國文x1.25 英文x1.00 歷史x1.50 地理x1.25  3171

國立高雄大學（101）

東亞語文學系日語組         國文 英文 歷史 6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3236

東亞語文學系韓語組         國文 英文 歷史 6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3237

東亞語文學系越語組         國文 英文 歷史 4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3240

佛光大學（130）

文化資產創意系(文化創意組)  國文 歷史 地理 6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3327

文化資產創意系(文化觀光組)  國文 歷史 地理 7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3330

傳播學系(數位媒體組)       國文 歷史 地理 8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3331

傳播學系(廣告公關組)       國文 歷史 地理 8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3332

傳播學系(流行音樂傳播組)   國文 歷史 地理 8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3333

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         國文 歷史 英文 15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3340

歷史學系(A組)              歷史 地理 國文 9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3341

外國語文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13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2.00 地理x1.00  3343

社會學暨社會工作學系       國文 地理 歷史 9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3344

公共事務系(國際兩岸事務組)  國文 歷史 英文 7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3346

公共事務學系(行政管理組)   國文 歷史 英文 7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3347

管理學系(經營管理組)       國文 英文 地理 7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3350

管理學系(行銷與創業組)     國文 英文 地理 7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3351

管理學系(休閒事業管理組)   國文 英文 地理 8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3352

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         國文 歷史 地理 13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3355

國立宜蘭大學（150）

外國語文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7 國文x1.50 英文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英文(均標)  3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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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聯合大學（151）

臺灣語文與傳播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10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2.00 地理x1.00  3514

文化觀光產業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14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3516

國立金門大學（153）

觀光管理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8 國文x2.00 英文x1.25 歷史x1.00 地理x1.00  3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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