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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007）

心理學系  英文 生物 國文 35 0453 英文x2.00 生物x1.00 國文x1.00  

東海大學（009）

生命科學系生態生物多樣性組  生物 英文 國文 14 0535 生物x2.00 英文x2.00 國文x1.75  

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A組)  生物 英文 國文 15 0571 生物x2.00 英文x1.00 國文x1.00  

景觀學系  英文 國文 生物 26 0604 英文x2.00 國文x2.00 生物x1.50  

高齡健康與運動科學學位學程  英文 國文 生物 13 0605 英文x1.50 國文x1.25 生物x1.00  

中國醫藥大學（012）

運動醫學系  英文 生物 國文 21 0702 英文x2.00 生物x2.00 國文x1.00  

中國藥學暨中藥資源學系  生物 英文 國文 17 0703 生物x1.50 英文x1.00 國文x1.00  

中國文化大學（017）

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B組)  國文 英文 生物 18 1223 國文x2.00 英文x1.00 生物x2.00  

景觀學系B組  英文 國文 生物 17 1266 英文x2.00 國文x2.00 生物x1.00  

運動與健康促進學系  英文 國文 生物 3 1271 英文x2.00 國文x2.00 生物x1.75  

靜宜大學（018）

生態人文學系(自然組)  生物 英文 國文 10 1301 生物x1.50 英文x2.00 國文x2.00  

大同大學（019）

化工與生物科技系(生科組)  生物 英文 國文 18 1337 生物x2.00 英文x1.75 國文x2.00  

輔仁大學（020）

景觀設計學系(自然組)  英文 國文 生物 11 1374 英文x1.50 國文x1.00 生物x1.00  

體育學系運動健康管理組  國文 英文 生物 11 1402 1.數學B(底標) 國文x2.00 英文x2.00 生物x1.00  

中山醫學大學（026）

職能治療學系  英文 國文 生物 34 1565 1.英文(均標) 英文x1.50 國文x1.25 生物x1.00  

護理學系  生物 英文 國文 99 1605 1.國文(後標) 2.英文(後標) 生物x2.00 英文x1.50 國文x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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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東華大學（034）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生物 國文 英文 19 2043 生物x2.00 國文x2.00 英文x1.00  

臺北市立大學（035）

運動健康科學系  英文 生物 國文 2 2073 英文x1.50 生物x1.00 國文x1.00  

國立屏東大學（036）

科學傳播學系  國文 生物 英文 17 2127 國文x1.50 生物x1.25 英文x1.00  

國立體育大學（039）

適應體育學系A  英文 國文 生物 7 2172 1.數學A(底標) 或數學B(底標) 英文x2.00 國文x2.00 生物x1.75  

國立中正大學（041）

運動競技學系  英文 國文 生物 3 2266 英文x2.00 國文x2.00 生物x1.50  

大葉大學（042）

生物醫學系(檢驗醫學組)  生物 國文 英文 8 2315 生物x1.75 國文x2.00 英文x2.00  

藥植食品保健系(中藥保健組)  英文 國文 生物 21 2317 英文x2.00 國文x2.00 生物x1.50  

護理學系  國文 英文 生物 65 2325 國文x2.00 英文x2.00 生物x1.75  

職能治療學系  英文 生物 國文 12 2332 英文x2.00 生物x2.00 國文x1.75  

中華大學（043）

光電材料工程系(生醫光電組)  生物 國文 英文 4 2344 生物x2.00 國文x2.00 英文x1.75  

義守大學（045）

化學工程學系乙組  生物 國文 英文 12 2403 生物x2.00 國文x2.00 英文x1.75  

營養學系臨床營養組  生物 國文 英文 18 2443 生物x2.00 國文x2.00 英文x1.00  

生物科技學系生物醫藥組  國文 生物 英文 19 2447 國文x2.00 生物x2.00 英文x1.75  

銘傳大學（046）

生物科技系生物醫學組(桃園)  生物 英文 國文 15 2550 生物x2.00 英文x2.00 國文x1.50  

長榮大學（051）

健康心理學系  英文 生物 國文 18 2726 英文x2.00 生物x2.00 國文x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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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051）

護理學系  英文 生物 國文 54 2730 英文x2.00 生物x2.00 國文x1.50  

食安衛檢學程(食品檢驗組)  國文 英文 生物 8 2741 國文x2.00 英文x1.00 生物x2.00  

國立高雄大學（101）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英文 生物 國文 25 3247 英文x2.00 生物x2.00 國文x1.50  

亞洲大學（134）

食品營養保健系(保健妝品組)  生物 英文 國文 19 3403 生物x2.00 英文x1.50 國文x2.00  

醫檢暨生技學系(生物技術組)  生物 英文 國文 7 3405 生物x2.00 英文x2.00 國文x1.50  

視光學系  英文 生物 國文 26 3411 英文x1.00 生物x1.00 國文x1.50  

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  生物 英文 國文 7 3412 生物x2.00 英文x2.00 國文x1.00  

職能治療學系  英文 生物 國文 5 3413 英文x2.00 生物x2.00 國文x1.00  

物理治療學系  英文 生物 國文 12 3414 英文x1.00 生物x2.00 國文x1.00  

國立金門大學（153）

護理學系  英文 生物 國文 18 3554 英文x1.00 生物x2.00 國文x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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