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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001）

農業經濟學系               英文 數學甲 國文 22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甲x2.00  0053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002）

學習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6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0110

工業教育學系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2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50  0126

國立中興大學（003）

資訊管理學系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23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甲x2.00  0157

應用經濟學系               英文 數學甲 國文 20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50  0161

國立成功大學（004）

統計學系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31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50  0251

東吳大學（005）

數學系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22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甲x2.00  0315

心理學系                   英文 數學甲 國文 20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50 自然(後標)  0322

國立政治大學（006）

資訊管理學系自然組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30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甲x2.00 自然(前標)  0360

傳播學院不分系自然組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6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50  0364

心理學系                   英文 數學甲 國文 25 國文x1.00 英文x1.25 數學甲x1.00 數學(均標) 自然(均標)  英聽(A級)0401

中原大學（008）

應用數學系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10 國文x1.25 英文x1.25 數學甲x2.00  0431

心理學系                   英文 數學甲 國文 17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甲x2.00  0436

工業與系統工程學系工程組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12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0450

東海大學（009）

應用物理學系(A組)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7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0502

應用數學系(A組)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14 國文x1.75 英文x1.75 數學甲x2.00  0511

工工與經營系(設計與生產組)  英文 數學甲 國文 8 國文x1.75 英文x2.00 數學甲x1.75  0516

資訊工程學系(資電工程組)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17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甲x2.00  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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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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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海大學（009）

資訊工程學系(人工智慧組)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10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甲x2.00  0523

資訊工程學系(軟體工程組)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15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甲x2.00  0524

電機工程學系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43 國文x2.00 英文x1.25 數學甲x1.25  0525

統計學系(巨量資料管理組)   數學甲 國文 英文 19 國文x1.50 英文x1.00 數學甲x2.00  0534

國立清華大學（011）

計量財務金融學系甲組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13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50  0606

國立交通大學（013）

資管與財金學系資訊管理組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3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甲x2.00  0706

淡江大學（014）

資訊創新與科技系軟體工程組  英文 數學甲 國文 13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甲x2.00  0775

逢甲大學（015）

工業工程與系統管理學系A組  國文 英文 數學甲 8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00  1005

應用數學系A組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10 國文x1.75 英文x1.75 數學甲x2.00  1012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A組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15 國文x2.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50  1016

水利工程與資源保育學系A組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4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00  1051

國立中央大學（016）

資訊管理學系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52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甲x2.00  1103

中國文化大學（017）

應用數學系                 數學甲 國文 英文 45 國文x2.00 英文x1.50 數學甲x2.00  1132

大同大學（019）

機械工程學系電子機械組(甲)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9 國文x2.00 英文x1.75 數學甲x2.00  1265

機械工程學系精密機械組(甲)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6 國文x2.00 英文x1.75 數學甲x2.00  1267

工程學院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17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50  1274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15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甲x2.00  1275

資訊工程學系(甲組)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17 國文x2.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00  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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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大學（019）

工業設計學系(自然一組)     英文 國文 數學甲 6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00  1305

媒體設計系互動媒體組自然組  英文 國文 數學甲 6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00  1311

媒體設計系數位遊戲組自然組  英文 國文 數學甲 5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00  1314

輔仁大學（020）

數學系資訊數學組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22 國文x1.25 英文x1.25 數學甲x2.00  1346

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21 國文x1.25 英文x1.25 數學甲x2.00  1347

資訊工程學系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44 國文x1.50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1351

醫學資訊與創新應用學位學程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10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甲x2.00  1356

心理學系                   英文 國文 數學甲 30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50  1407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021）

運輸科學系B組              英文 數學甲 國文 8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甲x2.00  1413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023）

資訊管理系數位科技與管理組  英文 數學甲 國文 8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甲x2.00  1511

中山醫學大學（026）

心理學系                   英文 國文 數學甲 35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甲x1.00  1542

醫學資訊學系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18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甲x2.00  1551

國立中山大學（027）

資訊管理學系(自然組)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9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甲x2.00  1602

長庚大學（030）

醫務管理學系(自然組)       英文 數學甲 國文 10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25  1633

工商管理學系(自然組)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14 國文x1.00 英文x1.25 數學甲x1.25  1635

工業設計學系(自然組)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13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50  1637

資訊管理學系(自然組)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9 國文x1.25 英文x1.50 數學甲x1.50  1641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032）

數學暨資訊教育系數學組(男)  數學甲 國文 英文 4 國文x1.50 英文x1.00 數學甲x2.00  170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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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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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032）

數學暨資訊教育系數學組(女)  數學甲 國文 英文 5 國文x1.50 英文x1.00 數學甲x2.00  1707

數學暨資訊教育系資訊組(男)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4 國文x1.25 英文x1.00 數學甲x2.00  1710

數學暨資訊教育系資訊組(女)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4 國文x1.25 英文x1.00 數學甲x2.00  1711

國立臺南大學（033）

數位學習科技學系(自然組)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9 國文x1.50 英文x1.75 數學甲x2.00  1737

國立東華大學（034）

應用數學系數學科學組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13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甲x1.50  1751

應用數學系統計組(自然組)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8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甲x1.50  1752

資訊工程學系資工組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17 國文x1.00 英文x1.25 數學甲x1.50  1754

資訊工程學系國際組         英文 數學甲 國文 7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25  1755

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         英文 數學甲 國文 23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50  2004

國立屏東大學（036）

應用數學系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11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甲x2.00  2102

電腦與通訊學系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2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甲x2.00  2107

資訊工程學系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7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甲x2.00  2110

資訊科學系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9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甲x2.00  2111

國立臺東大學（038）

應用數學系                 數學甲 國文 英文 3 國文x2.00 英文x1.50 數學甲x2.00  2132

資訊工程學系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16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甲x2.00  2136

元智大學（040）

資訊管理學系(自然組)       英文 數學甲 國文 10 國文x1.75 英文x2.00 數學甲x2.00  2165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A組)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12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甲x1.25  2173

大葉大學（042）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數學甲 國文 英文 18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75  2241

電機工程學系               數學甲 國文 英文 29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75  2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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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葉大學（042）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國文 英文 數學甲 15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75  2244

資訊工程學系               數學甲 國文 英文 14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75  2245

環境工程學系               國文 英文 數學甲 4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75  2246

生物醫學系(生物醫藥組)     國文 英文 數學甲 6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75  2273

藥用植物保健系(中藥保健組)  國文 英文 數學甲 11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75  2276

視光學系                   英文 國文 數學甲 24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00  2307

醫學工程學系               國文 英文 數學甲 6 國文x1.75 英文x2.00 數學甲x2.00  2310

醫療器材設計與材料學位學程  國文 英文 數學甲 2 國文x1.75 英文x2.00 數學甲x2.00  2312

中華大學（043）

工業管理學系(甲組)         國文 英文 數學甲 12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75  2327

義守大學（045）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數學甲 國文 英文 18 國文x2.00 英文x1.50 數學甲x2.00  2354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工程組     數學甲 國文 英文 8 國文x2.00 英文x1.50 數學甲x2.00  2360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甲組     英文 國文 數學甲 10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75  2370

財務與計算數學系甲組       數學甲 國文 英文 3 國文x2.00 英文x1.50 數學甲x2.00  2372

智慧化自動控制英語學位學程  英文 國文 數學甲 11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75  2374

實踐大學（050）

資訊管理系資訊應用組(高雄)  國文 數學甲 英文 30 國文x2.00 英文x1.75 數學甲x2.00  2642

資訊科技與通訊系人工智慧組  國文 英文 數學甲 13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75  2645

資科通訊系機器人與無人機組  國文 英文 數學甲 12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75  2646

電腦動畫學位學程電影特效組  國文 英文 數學甲 4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00  2654

休閒產業管理學系遊憩運動組  國文 英文 數學甲 9 國文x2.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00  2664

長榮大學（051）

醫藥科學產業學系           國文 英文 數學甲 22 國文x2.00 英文x1.75 數學甲x1.50  2713

資訊暨設計學院互動設計組  國文 數學甲 英文 7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00  2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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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051）

資訊暨設計學院資訊工程組  數學甲 國文 英文 35 國文x2.00 英文x1.75 數學甲x2.00  2755

南華大學（059）

建築與景觀學系自然組       國文 英文 數學甲 2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75  3047

資訊工程學系自然組         數學甲 國文 英文 12 國文x2.00 英文x1.75 數學甲x2.00  3051

國立嘉義大學（100）

數位學習設計管理系(自然組)  國文 英文 數學甲 8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50  3166

資訊管理學系(自然組)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12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2.00  3201

亞洲大學（134）

心理學系(心理師研修組)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2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00  3377

國立聯合大學（151）

建築學系                   國文 英文 數學甲 9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75  3500

工業設計學系(自然組)       英文 國文 數學甲 2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50  3501

資訊工程學系(A組)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17 國文x1.75 英文x2.00 數學甲x2.00  3507

國立金門大學（153）

資訊工程學系               英文 數學甲 國文 11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3533

建築學系                   國文 數學甲 英文 8 國文x2.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00  3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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