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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001）

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  數學甲 物理 英文 化學 19 0044 1.自然(均標) 數學甲x2.00 物理x2.00 英文x1.00 化學x1.00  

電機工程學系  數學甲 物理 化學 英文 47 0077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化學x1.00 英文x1.00  

資訊工程學系  數學甲 物理 化學 英文 48 0100 數學甲x2.00 物理x1.50 化學x1.00 英文x1.00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002）

地球科學系  數學甲 物理 化學 英文 10 0132 數學甲x2.00 物理x2.00 化學x1.50 英文x1.00  

東吳大學（005）

化學系  化學 數學甲 物理 英文 28 0330 化學x2.00 數學甲x1.50 物理x1.50 英文x1.00  

高雄醫學大學（007）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應用化學組  化學 數學甲 英文 物理 18 0450 化學x1.50 數學甲x1.50 英文x1.50 物理x1.00  

中原大學（008）

化學系化學組  化學 數學甲 物理 英文 12 0460 化學x2.00 數學甲x1.50 物理x1.50 英文x1.00  

化學系材料化學組  化學 數學甲 物理 英文 15 0461 化學x2.00 數學甲x1.50 物理x1.50 英文x1.00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數學甲 物理 化學 英文 19 0471 數學甲x2.00 物理x2.00 化學x1.75 英文x1.00  

東海大學（009）

化工與材工系(材料工程組)  化學 物理 數學甲 英文 14 0540 化學x2.00 物理x2.00 數學甲x1.50 英文x1.00  

國立清華大學（011）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英文 數學甲 物理 化學 4 0653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化學x1.00  

國立陽明交通大學（013）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數學甲 物理 化學 英文 41 0711 1.國文(均標) 數學甲x1.50 物理x2.00 化學x1.50 英文x1.00  

光電工程學系  數學甲 英文 物理 化學 14 0712 1.英文(均標) 數學甲x1.00 英文x1.00 物理x1.00 化學x1.00  

奈米及工程學程乙組(奈米)  數學甲 物理 化學 英文 6 0716 數學甲x1.50 物理x1.50 化學x1.00 英文x1.00  

機械工程學系  數學甲 物理 英文 化學 73 0721 1.國文(前標)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英文x1.00 化學x1.00  

土木工程學系  數學甲 物理 英文 化學 36 0722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英文x1.00 化學x1.00  

理學院科學學士學位學程甲組  物理 數學甲 化學 英文 6 0723 物理x1.00 數學甲x1.00 化學x1.00 英文x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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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陽明交通大學（013）

電子物理系光電與奈米科學組  物理 英文 數學甲 化學 6 0724 物理x1.00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化學x1.00  

電子物理學系電子物理組  物理 數學甲 英文 化學 6 0725 物理x1.00 數學甲x1.00 英文x1.00 化學x1.00  

應用數學系  數學甲 物理 化學 英文 13 0727 數學甲x2.00 物理x1.50 化學x1.00 英文x1.50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數學甲 物理 化學 英文 18 0754 1.數學A(均標)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化學x1.00 英文x1.00  

國立中央大學（016）

電機工程學系  數學甲 物理 英文 化學 28 1152 1.國文(均標) 2.英文(前標)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英文x1.00 化學x1.00  

通訊工程學系  數學甲 物理 英文 化學 11 1154 1.國文(均標) 2.英文(前標)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英文x1.00 化學x1.00  

地球科學學系  物理 數學甲 英文 化學 19 1160 物理x2.00 數學甲x2.00 英文x1.50 化學x1.00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022）

電子工程學系  數學甲 物理 化學 英文 25 1530 數學甲x1.50 物理x1.25 化學x1.00 英文x1.00  

國立中山大學（027）

電機工程學系  數學甲 英文 物理 化學 9 1622 1.英文(均標) 數學甲x2.00 英文x1.50 物理x1.50 化學x1.00  

電機工程學系全英語組  數學甲 英文 物理 化學 20 1623 1.英文(前標) 數學甲x2.00 英文x2.00 物理x1.50 化學x1.00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全英語組  英文 數學甲 物理 化學 4 英聽(B級)1625 英文x2.00 數學甲x2.00 物理x1.50 化學x1.00  英聽(B級)

光電工程學系  數學甲 物理 英文 化學 19 1627 數學甲x2.00 物理x2.00 英文x1.00 化學x1.00  

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乙組  數學甲 物理 英文 化學 9 1631 數學甲x2.00 物理x1.00 英文x1.00 化學x1.00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物理 化學 數學甲 英文 17 1641 物理x1.50 化學x1.00 數學甲x1.50 英文x1.25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032）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物理 化學 數學甲 英文 24 英聽(C級)1740 1.數學A(均標) 2.自然(均標) 物理x1.50 化學x1.50 數學甲x1.00 英文x1.25  英聽(C級)

國立臺南大學（033）

電機工程學系  數學甲 英文 物理 化學 19 1766 數學甲x1.50 英文x1.50 物理x1.00 化學x1.00  

元智大學（040）

電機工程學系(丙組)  數學甲 物理 英文 化學 20 2224 數學甲x1.50 物理x1.50 英文x1.00 化學x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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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暨南國際大學（058）

土木工程學系  數學甲 物理 英文 化學 28 3034 數學甲x2.00 物理x2.00 英文x1.00 化學x1.00  

國立高雄大學（101）

應用化學系  化學 英文 數學甲 物理 30 3266 化學x1.50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國立宜蘭大學（15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數學甲 化學 物理 英文 39 3470 數學甲x1.50 化學x1.50 物理x1.50 英文x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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