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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001）

哲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公民與社會 15 0004 1.英文(前標) 2.數學A(前標) 或數學B(前標) 國文x1.00 英文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圖書資訊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公民與社會 16 0006 1.數學A(均標) 或數學B(均標) 國文x1.25 英文x1.25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東吳大學（005）

法律學系  英文 國文 公民與社會 歷史 85 0333 1.數學A(均標) 或數學B(均標) 英文x2.00 國文x2.00 公民與社會x1.50 歷史x1.00  

國立政治大學（006）

政治學系  公民與社會 國文 英文 歷史 16 0347 1.數學A(後標) 或數學B(均標) 公民與社會x2.00 國文x1.75 英文x1.75 歷史x1.00  

高雄醫學大學（007）

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  國文 英文 公民與社會 歷史 22 0454 國文x2.00 英文x2.00 公民與社會x1.00 歷史x1.00  

東海大學（009）

哲學系  英文 國文 公民與社會 歷史 23 0526 英文x1.50 國文x2.00 公民與社會x1.75 歷史x1.00  

法律學系  國文 英文 公民與社會 歷史 66 0606 1.數學A(後標) 或數學B(後標) 國文x1.50 英文x1.50 公民與社會x1.50 歷史x1.00  

國立清華大學（011）

特殊教育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公民與社會 15 0617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淡江大學（014）

公共行政學系  英文 國文 公民與社會 歷史 53 1011 英文x2.00 國文x1.50 公民與社會x1.00 歷史x1.00  

中國文化大學（017）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國文 英文 公民與社會 歷史 61 1242 國文x2.00 英文x1.00 公民與社會x2.00 歷史x1.00  

行銷學士學位學程  國文 歷史 公民與社會 英文 24 1251 國文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2.00 英文x1.00  

新聞學系  國文 英文 公民與社會 歷史 79 1252 國文x2.00 英文x2.00 公民與社會x2.00 歷史x1.00  

廣告學系A組  國文 英文 公民與社會 歷史 24 1253 國文x2.00 英文x2.00 公民與社會x1.00 歷史x1.00  

資訊傳播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公民與社會 44 1255 英文x1.00 國文x2.00 歷史x1.50 公民與社會x1.50  

靜宜大學（018）

國際企業系(國際經營行銷組)  英文 國文 公民與社會 歷史 15 1313 英文x1.50 國文x1.50 公民與社會x1.00 歷史x1.00  

1



111學年度大學分發入學

校系名稱
檢定科目及標準 採計科目及加權

同分參酌順序
系組
代碼 名額

招生

學科能力測驗 英語聽力 (含學測、分科測驗、術科)

104第 種採計科目組合-共 系組招生條件列表41

輔仁大學（020）

日本語文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公民與社會 18 1430 國文x1.50 英文x1.5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中山醫學大學（026）

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公民與社會 英文 國文 歷史 56 1603 1.國文(後標) 2.英文(後標) 公民與社會x2.00 英文x2.00 國文x1.00 歷史x1.00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031）

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  英文 公民與社會 國文 歷史 24 1717 英文x2.00 公民與社會x2.00 國文x1.00 歷史x1.00  

國立東華大學（034）

英美語文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公民與社會 34 2021 英文x2.00 國文x1.25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幼兒教育學系  國文 英文 公民與社會 歷史 21 2035 國文x2.00 英文x2.00 公民與社會x2.00 歷史x1.00  

國立中正大學（041）

傳播學系  公民與社會 歷史 英文 國文 18 2235 公民與社會x1.00 歷史x1.00 英文x1.00 國文x1.00  

中華大學（043）

行政管理學系  公民與社會 國文 歷史 英文 24 2365 公民與社會x2.00 國文x2.00 歷史x2.00 英文x1.00  

銘傳大學（046）

商品設計學系(桃園校區)  國文 英文 歷史 公民與社會 26 2515 國文x1.25 英文x1.25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數位設計系互動媒體組(桃園)  國文 英文 歷史 公民與社會 11 2516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動漫文創設計學位學程(桃園)  國文 英文 歷史 公民與社會 16 2522 國文x2.00 英文x1.5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餐旅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公民與社會 歷史 國文 英文 25 2525 公民與社會x2.00 歷史x2.00 國文x2.00 英文x1.00  

世新大學（047）

新聞學系  國文 英文 公民與社會 歷史 49 2554 國文x2.00 英文x2.00 公民與社會x2.00 歷史x1.00  

圖文傳播暨數位出版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公民與社會 29 2560 英文x2.00 國文x2.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公民與社會 50 2561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2.00 公民與社會x1.00  

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公民與社會 37 2562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2.00 公民與社會x1.00  

傳播管理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公民與社會 53 2566 英文x2.00 國文x2.00 歷史x2.00 公民與社會x1.00  

企業管理學系  國文 公民與社會 歷史 英文 23 2600 國文x2.00 公民與社會x1.75 歷史x1.75 英文x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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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新大學（047）

法律學系  國文 英文 公民與社會 歷史 42 2605 國文x1.00 英文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歷史x1.00  

長榮大學（051）

社會工作學系(A組)  國文 歷史 公民與社會 英文 14 2751 國文x2.00 歷史x2.00 公民與社會x2.00 英文x1.00  

應用哲學系(社會關懷組)  國文 公民與社會 歷史 英文 5 2756 國文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歷史x1.00 英文x1.00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056）

廣播電視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公民與社會 21 英聽(B級)3004 國文x1.50 英文x1.5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英聽(B級)

電影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公民與社會 19 3005 1.國文(均標) 2.英文(均標) 英文x2.00 國文x2.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國立高雄大學（101）

法律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公民與社會 33 3255 國文x1.25 英文x1.25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政治法律學系  英文 國文 公民與社會 歷史 30 3256 英文x1.50 國文x1.25 公民與社會x1.50 歷史x1.00  

慈濟大學（108）

社會工作學系  國文 公民與社會 英文 歷史 23 3310 國文x1.50 公民與社會x2.00 英文x1.50 歷史x1.00  

國立金門大學（153）

觀光管理學系  國文 英文 公民與社會 歷史 12 3542 國文x2.00 英文x1.25 公民與社會x1.50 歷史x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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