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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001）

經濟學系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50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乙x2.00  0025

財務金融學系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57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乙x2.00  0065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002）

人發與家庭系家庭生活教育組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9 國文x1.75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0104

人發與家庭系幼兒發展教育組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6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75  0105

特殊教育學系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12 國文x1.25 英文x1.25 數學乙x1.00  0107

英語學系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31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英聽(A級)0113

企業管理學系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19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0144

國立中興大學（003）

財務金融學系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26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0153

企業管理學系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15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0154

行銷學系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13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英聽(B級)0156

國立成功大學（004）

企業管理學系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30 國文x1.00 英文x1.25 數學乙x1.00 英文(均標) 數學(均標)  0250

會計學系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35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0252

經濟學系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27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0264

東吳大學（005）

英文學系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52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0312

日本語文學系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55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0313

德國文化學系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14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0314

經濟學系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81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0324

會計學系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79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0325

企業管理學系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55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0326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59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50  0327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54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乙x2.00  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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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005）

資訊管理學系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30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乙x2.00  0331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學位學程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40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2.00  0332

國立政治大學（006）

教育學系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22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英聽(B級)0336

財政學系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47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0341

經濟學系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43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乙x2.00  0346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37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社會(均標)  0351

金融學系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28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乙x2.00  0352

企業管理學系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56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0356

資訊管理學系社會組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29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社會(前標)  0357

財務管理學系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19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英文(均標) 數學(均標)  0361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27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社會(均標)  0362

中原大學（008）

工業與系統工程學系管理組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7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0451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22 國文x1.75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0460

會計學系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20 國文x1.75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0461

資訊管理學系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16 國文x1.75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0462

東海大學（009）

應用物理學系(B組)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7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0503

應用數學系(B組)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12 國文x1.75 英文x1.75 數學乙x2.00  0512

工工與經營系(經營與管理組)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16 國文x1.75 英文x2.00 數學乙x1.75  0517

企管系(行銷與數位經營組)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16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75  0526

企管系(服務創新與經營組)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15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75  0527

企管系(創業與組織領導組)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15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75  0530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83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乙x1.50  0531

會計學系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44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0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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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009）

財務金融學系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39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50  0533

統計學系(決策管理組)       數學乙 國文 英文 6 國文x1.50 英文x1.00 數學乙x2.00  0535

資管系(物聯網與大數據組)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12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75  0536

資管系(行銷與電子商務組)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9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75  0537

經濟學系一般經濟組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47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0540

經濟學系產業經濟組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14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0541

高齡健康與運動科學學位學程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20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0560

國際學院國際經管學位學程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11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25  0563

國立清華大學（011）

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18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乙x1.50  0575

運動科學系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4 國文x1.25 英文x2.00 數學乙x1.25  0600

竹師教育學院甲組(雙專長組)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6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0601

竹師教育學院(永續發展組)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5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0602

經濟學系第2組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17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英聽(B級)0604

計量財務金融學系乙組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13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0607

藝術學院學士班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8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0646

國立交通大學（013）

資管與財金學系財務金融組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3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0707

管理科學系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19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0710

淡江大學（014）

教育科技學系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45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50  0723

商管學院全球財管學位學程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11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0732

財務金融學系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67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乙x2.00  0733

產業經濟學系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38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乙x2.00  0734

國際企業學系經貿管理組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38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乙x2.00  0735

國際企業系國際商學全英語組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18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0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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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014）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41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乙x2.00  0737

經濟學系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58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乙x2.00  0740

會計學系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61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乙x2.00  0741

企業管理學系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64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乙x2.00  0742

統計學系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64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乙x2.00  0743

資訊管理學系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76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乙x2.00  0744

運輸管理學系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40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乙x2.00  0745

管理科學學系(事業經營組)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28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乙x2.00  0747

管理科學系(行銷流通管理組)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28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乙x2.00  0750

資訊創新與科技系應用資訊組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13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0776

逢甲大學（015）

工業工程與系統管理學系B組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8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1006

應用數學系B組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8 國文x1.75 英文x1.75 數學乙x2.00  1013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B組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10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2.00  1017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23 國文x1.25 英文x2.00 數學乙x1.50  1021

國際經營與貿易系國企管理班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6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25  英聽(B級)1022

統計學系商業大數據組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11 國文x1.50 英文x1.75 數學乙x2.00  1025

統計系數據分析與市場決策組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8 國文x1.50 英文x1.75 數學乙x2.00  1026

行銷學系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9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75  1031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13 國文x2.0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1035

電子工程學系乙組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8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75  1037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11 國文x1.50 英文x1.25 數學乙x1.50  1041

自動控制工程學系乙組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9 國文x2.00 英文x1.25 數學乙x1.50  1043

資訊電機學院學士班乙組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8 國文x1.50 英文x1.25 數學乙x1.50  1045

通訊工程學系乙組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5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50  1047

水利工程與資源保育學系B組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3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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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015）

運輸與物流學系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7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75  1054

財務金融學系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34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1056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22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1057

財務工程與精算學士學位學程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13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乙x2.00  1060

國立中央大學（016）

企業管理學系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43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1102

經濟學系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19 國文x1.25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1104

財務金融學系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14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1105

中國文化大學（017）

經濟學系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52 國文x1.75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1146

全球商務學士學位學程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16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1200

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26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50  1213

景觀學系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19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1214

靜宜大學（018）

財務工程學系               數學乙 國文 英文 11 國文x2.00 英文x1.50 數學乙x2.00  1233

資料科學暨大數據分析應用系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12 國文x2.00 英文x1.50 數學乙x2.00  1240

會計學系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32 國文x2.0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1244

資訊管理系(應用軟體開發組)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8 國文x2.00 英文x1.75 數學乙x2.00  1252

資訊管理學系(物聯網應用組)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8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75  1254

資工系(電子與系統設計組)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6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75  1255

資工系(人工智慧與網路組)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6 國文x2.00 英文x1.50 數學乙x2.00  1256

資傳工程系(人工智慧實作組)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7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2.00  1260

資傳工程系(虛擬實境應用組)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6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2.00  1261

寰宇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29 國文x1.25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1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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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大學（019）

機械工程學系電子機械組(乙)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7 國文x2.00 英文x1.75 數學乙x2.00  1266

機械工程學系精密機械組(乙)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5 國文x2.00 英文x1.75 數學乙x2.00  1270

材料工程學系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16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2.00  1273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16 國文x2.0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1300

事業經營學系(乙組)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20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1302

資訊經營學系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17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75  1303

工業設計學系(社會一組)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14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1307

媒體設計系互動媒體組社一組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6 國文x1.75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1312

媒體設計系數位遊戲組社一組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4 國文x1.75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1315

輔仁大學（020）

圖書資訊學系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16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1333

織品服裝學系織品設計組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20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50  1365

織品服裝學系服飾設計組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19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50  1366

織品服裝學系織品服飾行銷組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60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50  1367

兒童與家庭學系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24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1371

資訊管理學系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29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1400

統計資訊學系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40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1401

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39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1402

社會工作學系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22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1404

經濟學系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34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1405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021）

航運管理學系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24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50  1411

運輸科學系A組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9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1412

海洋觀光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9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1432

海洋法政學士學位學程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9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1433

海洋文創設計產業學位學程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6 國文x1.5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143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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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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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021）

海洋經營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6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1440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022）

特殊教育學系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9 國文x1.25 英文x1.25 數學乙x1.00  1450

事業經營學系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12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乙x1.75  1451

工業設計學系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16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1463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023）

企業管理學系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20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英聽(B級)1506

會計學系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39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英聽(B級)1507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管理組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9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1510

國立中山大學（027）

企業管理學系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27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1600

資訊管理學系(社會組)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10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1601

財務管理學系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9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1603

人文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  國文 數學乙 英文 9 國文x1.75 英文x1.50 數學乙x1.75  1611

長庚大學（030）

醫務管理學系(社會組)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13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乙x1.25  1632

工商管理學系(社會組)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21 國文x1.00 英文x1.25 數學乙x1.25  1634

工業設計學系(社會組)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10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1636

資訊管理學系(社會組)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18 國文x1.25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1640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031）

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16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75  1651

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24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1664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032）

特殊教育學系(男)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9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1670

特殊教育學系(女)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8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1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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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教育大學（032）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設計組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19 國文x1.25 英文x1.50 數學乙x2.00  1703

國立臺南大學（033）

特殊教育學系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26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50  1722

國語文學系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36 國文x2.00 英文x1.25 數學乙x1.00  1725

數位學習科技學系(社會組)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7 國文x1.50 英文x1.75 數學乙x2.00  1745

國立東華大學（034）

應用數學系統計組(社會組)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6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50  1753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數學乙 國文 英文 12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2.00  1765

企業管理學系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19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1766

國際企業學系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21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75  1767

會計學系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23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50  1770

財務金融學系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14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乙x2.00  1771

資訊管理學系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15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乙x2.00  1772

管理學院管科與財金學位學程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7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50 英文(均標)  1774

經濟學系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21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2000

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8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乙x1.75  2024

臺北市立大學（035）

特殊教育學系               國文 數學乙 英文 19 國文x2.0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2026

都會產業經營與行銷學系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12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2053

國立屏東大學（036）

教育學系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36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50  2055

特殊教育學系               國文 數學乙 英文 18 國文x1.50 英文x1.25 數學乙x1.25  2057

視覺藝術學系數位媒體設計組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2 國文x2.0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2070

商業自動化與管理學系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2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2071

行銷與流通管理學系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1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2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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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屏東大學（036）

休閒事業經營學系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1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2073

不動產經營學系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2 國文x1.50 英文x1.25 數學乙x1.25  2074

企業管理學系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2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乙x1.25  2075

國際貿易學系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2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2076

會計學系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1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50  2100

資訊管理學系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4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2112

國立臺東大學（038）

教育學系                   國文 數學乙 英文 7 國文x1.50 英文x1.00 數學乙x1.50 國文(均標)  2116

幼兒教育學系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13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75  2120

特殊教育學系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8 國文x2.00 英文x1.75 數學乙x1.00 國文(均標)  2121

體育學系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9 國文x2.0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國文(均標)  2122

身心整合與運動休閒產業學系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4 國文x1.50 英文x1.25 數學乙x1.00  2126

資訊管理學系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9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2135

綠色與資訊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7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乙x2.00  2140

國立體育大學（039）

休閒產業經營學系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19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25  2145

適應體育學系B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6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75  2147

元智大學（040）

管理學院學士班(企業管理)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31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2150

管理學院學士班(財務金融)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46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2151

管理學院學士班(國際企業)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26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2152

管理學院學士班(主修：會計)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16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2153

管理學院學士班(英語專班)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6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2154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應用組)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15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2163

資訊管理學系(社會組)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18 國文x1.75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2164

資訊傳播學系科技組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15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2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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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040）

資訊傳播學系設計組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13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2167

資訊學院英語學士班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10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2170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B組)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14 國文x1.25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2174

國立中正大學（041）

經濟學系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34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2212

財務金融學系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31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2213

企業管理學系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40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2214

會計與資訊科技學系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20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英文(均標) 數學(均標)  2215

大葉大學（042）

企業管理學系(經營管理組)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9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75  2247

企業管理學系(數位行銷組)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9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75  2250

資訊管理學系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22 國文x2.00 英文x1.75 數學乙x2.00  2251

財務金融學系(銀行專業組)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5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2254

財務金融學系(投資管理組)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4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2255

工業設計學系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8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2256

生物醫學系(檢驗醫學組)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5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75  2272

生物資源學系(醫藥微生物組)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6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75  2275

藥用植物保健系(藥粧經絡組)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6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75  2277

觀光旅遊學系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8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75  2300

餐旅管理學系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14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75  2301

休閒事業管理系(休閒企劃組)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11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75  2302

休閒事業管理系(創新經營組)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11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75  2303

烘焙暨飲料調製學士學位學程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17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75  2304

護理學系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28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75  2305

運動健康管理學系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5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75  230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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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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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業管理學系(乙組)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16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75  2330

資訊管理系(手機軟體設計組)  數學乙 國文 英文 5 國文x2.00 英文x1.75 數學乙x2.00  2333

資訊管理系(巨量資料應用組)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4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75  2334

建築與都市計畫系(第一類組)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10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75  2342

義守大學（045）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數學乙 國文 英文 8 國文x2.00 英文x1.50 數學乙x2.00  2355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應用組     數學乙 國文 英文 9 國文x2.00 英文x1.50 數學乙x2.00  2361

通訊工程學系智慧軟體應用組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7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75  2362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乙組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6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75  2371

財務與計算數學系乙組       數學乙 國文 英文 7 國文x2.00 英文x1.50 數學乙x2.00  2373

工業管理學系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27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75  2375

醫務管理學系               國文 數學乙 英文 33 國文x2.00 英文x1.75 數學乙x2.00  2410

銘傳大學（046）

財務金融系財務金融組(台北)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7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2461

國際企業學系跨境電商經營組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2 國文x1.50 英文x1.25 數學乙x1.00  2464

建築學系(桃園校區)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15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2515

經濟與金融學系金融理財組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11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2531

經濟與金融學系應用經濟組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10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2532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18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2537

資訊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數學乙 國文 英文 6 國文x1.75 英文x1.75 數學乙x2.00  2540

電子工程學系半導體光電組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4 國文x2.0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2541

電子工程學系計算機應用組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7 國文x2.00 英文x1.50 數學乙x2.00  2542

電腦與通訊工程學系(桃園)  數學乙 國文 英文 9 國文x2.00 英文x1.75 數學乙x2.00  2543

生物科技學系(桃園校區)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20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2545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專利醫材組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3 國文x2.00 英文x1.75 數學乙x1.75  2546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智慧醫療組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6 國文x2.00 英文x1.75 數學乙x2.00  2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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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新大學（047）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管理組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36 國文x2.00 英文x1.75 數學乙x2.00  2563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科技組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27 國文x2.00 英文x1.75 數學乙x2.00  2564

資訊管理學系網路科技組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24 國文x2.00 英文x1.75 數學乙x2.00  2565

經濟學系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47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50  2573

實踐大學（050）

智慧服務管理英語學位學程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11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2602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系(臺北)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20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2605

餐飲管理學系(臺北校區)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11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2606

服裝設計學系(臺北校區)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8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2612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臺北校區)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12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英文(後標)  2613

媒體傳達設計系數位3D動畫組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13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英文(底標)  2614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創意媒體組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14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英文(底標)  2615

國際企業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14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2622

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臺北)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22 國文x1.75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2625

會計暨稅務學系科技應用組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10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2636

資訊管理系數位金融組(高雄)  國文 數學乙 英文 10 國文x2.00 英文x1.75 數學乙x2.00  2643

資訊科技與通訊系App設計組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13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75  2644

資訊模擬設計系AR/VR科技組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9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2651

電腦動畫學士學位學程(高雄)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3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75  2652

觀光管理系智慧旅遊多媒體組  數學乙 國文 英文 7 國文x2.00 英文x1.50 數學乙x2.00  2661

長榮大學（051）

國際企業學系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23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2675

財務金融學系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15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2701

觀光與餐飲管理學系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50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2703

醫務管理系(健康資訊服務組)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7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2.00  2706

資訊設計學院學士班(不分系)  數學乙 國文 英文 12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乙x2.00  2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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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藝術大學（056）

圖文傳播藝術學系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20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英聽(B級)2767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058）

國際企業學系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21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50  3003

經濟學系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19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3004

資訊管理學系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21 國文x1.75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3005

財務金融學系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17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3006

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系觀光組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7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50  3007

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系餐旅組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7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50  3010

管理學院學士班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12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50  3011

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11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3012

南華大學（059）

財務金融學系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7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75  3027

生死學系社會工作組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8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75  3034

生死學系殯葬服務組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13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75  3035

生死學系諮商組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4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75  3036

外國語文學系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7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75  3041

建築與景觀學系社會組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3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75  3046

資訊工程學系社會組         數學乙 國文 英文 5 國文x2.00 英文x1.75 數學乙x2.00  3050

管理學院國際企業學位學程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3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3054

真理大學（079）

觀光數位知識學系           國文 數學乙 英文 37 國文x2.00 英文x1.75 數學乙x2.00  3113

統計資訊與精算學系         數學乙 國文 英文 38 國文x2.00 英文x1.75 數學乙x2.00  3123

運動管理學系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26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50  3126

國立臺北大學（099）

企業管理學系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24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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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大學（099）

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12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3135

會計學系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39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3136

統計學系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32 國文x1.00 英文x1.25 數學乙x1.50  3137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14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3140

經濟學系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44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英聽(C級)3144

社會學系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14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英文(均標) 數學(均標)  3145

國立嘉義大學（100）

應用經濟學系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27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3177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19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3200

資訊管理學系(社會組)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12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乙x2.00  3202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21 國文x2.0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3203

財務金融學系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24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3204

國立高雄大學（101）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27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3235

應用經濟學系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22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3246

資訊管理學系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23 國文x1.0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英文(均標) 數學(均標)  3251

慈濟大學（108）

醫學資訊學系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16 國文x2.00 英文x1.25 數學乙x1.75  3270

人類發展與心理學系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15 國文x2.0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3277

臺北醫學大學（109）

醫務管理學系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18 國文x1.25 英文x1.50 數學乙x1.25  3315

康寧大學（112）

嬰幼兒保育學系(台北校區)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20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3324

長期照護學系(台北校區)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29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3325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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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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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光大學（130）

資訊應用系(網路與多媒體組)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4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75  3335

資訊應用系(數位遊戲開發組)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4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75  3337

心理學系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8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75  3345

亞洲大學（134）

護理學系(高齡長期照護組)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3 國文x1.5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3404

會計與資訊學系(會計稅務組)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4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3427

會計與資訊學系(智慧稽核組)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5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3430

國立聯合大學（151）

工業設計學系(社會組)       英文 國文 數學乙 3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50  3502

資訊工程學系(B組)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6 國文x1.75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3510

經營管理學系               英文 數學乙 國文 19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3511

資訊管理學系               數學乙 國文 英文 11 國文x2.00 英文x1.75 數學乙x2.00  3513

國立金門大學（153）

企業管理學系               國文 數學乙 英文 10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75  3526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10 國文x2.0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3540

社會工作學系               國文 英文 數學乙 6 國文x2.0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3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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