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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001）

歷史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22 國文x1.00 英文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數學(均標)  0003

人類學系                   英文 歷史 國文 24 國文x1.00 英文x1.5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英聽(A級)0005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002）

社會教育學系               公民與社會 國文 英文 18 國文x1.50 英文x1.5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公民與社會x1.50  0102

臺灣語文學系               國文 英文 公民與社會 7 國文x1.50 英文x1.5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公民與社會x1.50  0116

國立政治大學（006）

民族學系                   公民與社會 國文 英文 15 國文x1.00 英文x1.00 歷史x1.25 地理x1.25 公民與社會x1.50 數學(均標) 社會(前標)  0347

淡江大學（014）

大眾傳播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26 國文x1.50 英文x1.5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0721

國立中央大學（016）

法國語文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16 國文x1.50 英文x2.00 歷史x1.25 地理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1064

中國文化大學（017）

史學系                     歷史 國文 英文 37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2.00 地理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1124

法律學系法學組             國文 英文 公民與社會 58 國文x1.50 英文x1.5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1142

法律學系財經法律組         國文 英文 公民與社會 61 國文x1.50 英文x1.5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1143

法律學系企業金融法制組     英文 國文 公民與社會 23 國文x1.50 英文x1.5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1144

觀光事業學系               英文 國文 地理 39 國文x1.00 英文x2.00 歷史x2.00 地理x1.50 公民與社會x1.00  1173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031）

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         歷史 地理 公民與社會 32 國文x1.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公民與社會x2.00  1650

國立屏東大學（036）

社會發展學系               公民與社會 歷史 地理 8 國文x1.00 英文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2065

中華大學（043）

應用日語學系               國文 歷史 地理 28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公民與社會x1.00  2350

餐旅管理學系               國文 歷史 英文 31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公民與社會x1.00  2351

1



校系名稱 同分參酌順序 招生

名額

109學年度大學考試入學分發

種採計組合-共 系組56 28

指定考試採計科目及方法

指定科目考試第

學科能力測驗及英語聽力檢定標準系組
代碼

中華大學（043）

觀光會展系旅遊與休閒管理組  英文 國文 地理 19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公民與社會x1.00  2353

銘傳大學（046）

觀光事業學系(桃園校區)     公民與社會 地理 國文 10 國文x1.50 英文x1.00 歷史x1.00 地理x2.00 公民與社會x2.00  2520

餐旅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公民與社會 地理 國文 10 國文x1.75 英文x1.00 歷史x1.00 地理x2.00 公民與社會x2.00  2522

世新大學（047）

廣播電視電影學系廣播組     英文 國文 歷史 14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2551

廣播電視電影學系電視組     英文 國文 歷史 29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2552

廣播電視電影學系電影組     英文 國文 歷史 18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2553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遊戲設計組  國文 歷史 英文 25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2561

實踐大學（050）

建築設計學系(臺北校區)     英文 國文 歷史 22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2616

長榮大學（051）

應用日語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26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2.00 地理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2737

國立臺南藝術大學（063）

藝術史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17 國文x1.00 英文x1.5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3063

國立臺北大學（099）

歷史學系                   歷史 國文 英文 16 國文x1.25 英文x1.25 歷史x1.50 地理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3151

國立聯合大學（151）

文化創意與數位行銷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5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1.00 公民與社會x2.00  3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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