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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001）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甲x2.00  英文 數學甲 國文 24農業經濟學系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002）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00  數學甲 國文 英文 6學習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50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1工業教育學系能源應用組     

國立中興大學（003）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甲x2.00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20資訊管理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50  英文 數學甲 國文 13應用經濟學系               

國立成功大學（004）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50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33統計學系                   

東吳大學（005）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甲x2.00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27數學系                     

 社會(後標) 自然(後標)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50  英文 數學甲 國文 19心理學系                   

國立政治大學（006）

 自然(前標)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甲x2.00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33資訊管理學系自然組         

 數學(均標) 自然(均標)  國文x1.00 英文x1.25 數學甲x1.00  英文 數學甲 國文 21心理學系                   英聽(A級)

中原大學（008）

  國文x1.25 英文x1.25 數學甲x2.00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17應用數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甲x2.00  英文 數學甲 國文 37心理學系                   

東海大學（009）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4應用物理學系(A組)          

  國文x1.75 英文x1.75 數學甲x2.00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12應用數學系(A組)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甲x2.00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10資訊工程學系資電工程組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甲x2.00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25資訊工程學系軟體工程組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甲x2.00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11電機系IC設計與無線通訊組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甲x2.00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10電機系奈米電子與能源技術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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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009）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2.00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20統計系(大數據與資料科學組)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00  英文 國文 數學甲 3景觀學系(自然A組)          

國立清華大學（011）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50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17計量財務金融學系甲組       

國立交通大學（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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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江大學（014）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甲x2.00  英文 數學甲 國文 22資訊創新與科技系軟體工程組  

逢甲大學（015）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00  國文 英文 數學甲 15工業工程與系統管理學系A組  

  國文x1.75 英文x1.75 數學甲x2.00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9應用數學系A組              

  國文x2.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50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34光電學系A組                

國立中央大學（016）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甲x2.00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48資訊管理學系               

大同大學（019）

  國文x2.00 英文x1.75 數學甲x2.00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17機械工程學系電子機械組(甲)  

  國文x2.00 英文x1.75 數學甲x2.00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8機械工程學系精密機械組(甲)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甲x2.00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26電機工程學系電機與系統組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甲x2.00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18電機工程學系電子與通訊組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00  英文 國文 數學甲 15工業設計學系(自然一組)     

  國文x2.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00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29資訊工程學系(甲組)         

輔仁大學（020）

  國文x1.25 英文x1.25 數學甲x2.00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29數學系資訊數學組           

  國文x1.25 英文x1.25 數學甲x2.00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29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甲x1.00  英文 國文 數學甲 20心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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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021）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甲x2.00  英文 數學甲 國文 19運輸科學系B組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023）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甲x2.00  英文 數學甲 國文 12資訊管理學系數位科技管理組  

中山醫學大學（026）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甲x1.00  英文 國文 數學甲 28心理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甲x2.00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22醫學資訊學系               

國立中山大學（027）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甲x2.00  英文 數學甲 國文 11資訊管理學系(自然組)       

長庚大學（030）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25  英文 數學甲 國文 7醫務管理學系(自然組)       

  國文x1.00 英文x1.25 數學甲x1.25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15工商管理學系(自然組)       

 社會(均標) 自然(均標)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00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16工業設計學系(自然組)       

  國文x1.25 英文x1.50 數學甲x1.50  英文 數學甲 國文 16資訊管理學系(自然組)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032）

  國文x1.50 英文x1.00 數學甲x2.00  數學甲 國文 英文 9數學暨資訊教育系數學組(男)  

  國文x1.50 英文x1.00 數學甲x2.00  數學甲 國文 英文 9數學暨資訊教育系數學組(女)  

  國文x1.50 英文x1.00 數學甲x2.00  數學甲 國文 英文 8數學暨資教系資訊組(自費男)  

  國文x1.50 英文x1.00 數學甲x2.00  數學甲 國文 英文 7數學暨資教系資訊組(自費女)  

 英文(前標) 數學(前標)  國文x1.25 英文x2.00 數學甲x2.00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1數學資教系資訊組(公費層林)  英聽(A級)

國立臺南大學（033）

  國文x1.50 英文x1.75 數學甲x2.00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19數位學習科技學系           

國立東華大學（034）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甲x1.50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14應用數學系數學科學組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甲x1.50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14應數系統計科學組(自然組)  

  國文x1.00 英文x1.25 數學甲x1.50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19資訊工程學系資工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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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東華大學（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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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50  英文 數學甲 國文 19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         

國立屏東大學（036）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甲x2.00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14應用數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甲x2.00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7電腦與智慧型機器人學位學程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甲x2.00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1電腦與通訊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甲x2.00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2資訊工程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甲x2.00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18資訊科學系                 

國立臺東大學（038）

  國文x2.00 英文x1.50 數學甲x2.00  數學甲 國文 英文 11應用數學系                 

 數學(底標) 總級分(底標)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甲x2.00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18資訊工程學系               

元智大學（040）

  國文x1.75 英文x2.00 數學甲x2.00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16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A組)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英文 數學甲 國文 6資訊傳播系科技組(第二類組)  

  國文x1.75 英文x2.00 數學甲x2.00  英文 數學甲 國文 6資訊管理學系(自然組)       

大葉大學（042）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75  數學甲 國文 英文 22電機工程學系(產學合作組)   

華梵大學（044）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75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6工工與經營資訊學系(自然組)  

義守大學（045）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75  英文 數學甲 國文 11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甲組     

  國文x2.00 英文x1.50 數學甲x2.00  數學甲 國文 英文 1財務與計算數學系甲組       

實踐大學（050）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75  國文 英文 數學甲 30資訊科技通訊系App組(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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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059）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國文 英文 數學甲 3建築與景觀學系自然組       

  國文x2.00 英文x1.75 數學甲x2.00  數學甲 國文 英文 11資訊工程學系自然組         

國立嘉義大學（100）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50  國文 英文 數學甲 9數位學習設計管理系(自然組)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甲x2.00  數學甲 英文 國文 11資訊管理學系(自然組)       

開南大學（110）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75  英文 數學甲 國文 12國際企業學系(自然組)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75  英文 數學甲 國文 16財務金融系數據應用與管理組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75  國文 英文 數學甲 13行銷學系(數位行銷組)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75  英文 數學甲 國文 10物流與航運管理學系(物流組)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75  英文 數學甲 國文 12空運管理學系空運科技管理組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75  英文 數學甲 國文 18運輸科技與管理系運輸產業組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75  英文 國文 數學甲 13數位空間與設計學程(自然組)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75  英文 國文 數學甲 13公共事務管理學系(自然組)   

國立聯合大學（151）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75  國文 英文 數學甲 14建築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甲x1.50  英文 國文 數學甲 22工業設計學系(自然組)       

  國文x1.75 英文x2.00 數學甲x2.00  數學甲 國文 英文 14資訊工程學系(A組)          

國立金門大學（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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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