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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015）

航太與系統工程學系  數學A 物理 英文 國文 14 1052 數學Ax1.50 物理x1.75 英文x1.00 國文x2.00  

建築專業學院學士班  國文 英文 數學A 物理 15 1124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Ax1.75 物理x1.00  

中國文化大學（017）

電機工程學系A組  數學A 英文 國文 物理 26 1233 數學Ax2.00 英文x2.00 國文x2.00 物理x1.00  

資訊工程學系A組  數學A 物理 國文 英文 30 1237 數學Ax2.00 物理x2.00 國文x2.00 英文x1.00  

輔仁大學（020）

物理學系物理組  數學A 物理 國文 英文 34 1420 數學Ax1.50 物理x2.00 國文x1.00 英文x1.00  

物理學系光電物理組  數學A 物理 國文 英文 22 1421 數學Ax1.50 物理x2.00 國文x1.00 英文x1.00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021）

商船學系  數學A 英文 物理 國文 16 1456 1.數學A(均標) 數學Ax1.50 英文x1.50 物理x1.50 國文x1.00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023）

資管系數位內容科技與管理組  英文 數學A 國文 物理 12 1555 1.數學A(均標) 英文x2.00 數學Ax2.00 國文x1.00 物理x1.00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031）

數學教育學系  數學A 英文 國文 物理 17 1712 1.數學A(均標) 數學Ax1.50 英文x1.00 國文x1.00 物理x1.00  

國立屏東大學（036）

應用物理系物理組  物理 數學A 英文 國文 15 2125 物理x2.00 數學Ax1.75 英文x1.00 國文x1.00  

電腦與通訊學系  數學A 英文 國文 物理 2 2131 數學Ax2.00 英文x2.00 國文x1.00 物理x1.00  

資訊工程學系  數學A 英文 國文 物理 23 2132 數學Ax2.00 英文x2.00 國文x1.00 物理x1.00  

國立臺東大學（038）

資訊工程學系  數學A 英文 國文 物理 19 2157 數學Ax2.00 英文x2.00 國文x1.50 物理x1.00  

應用數學系  數學A 國文 英文 物理 11 2161 數學Ax2.00 國文x2.00 英文x1.50 物理x1.00  

元智大學（040）

資訊管理學系(B組)  英文 數學A 國文 物理 5 2210 英文x2.00 數學Ax2.00 國文x1.75 物理x1.00  

資訊學院英語學士班  數學A 英文 物理 國文 29 2214 數學Ax1.00 英文x1.00 物理x1.00 國文x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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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正大學（041）

會計與資訊科技學系甲組  英文 數學A 國文 物理 2 2241 英文x2.00 數學Ax2.00 國文x1.50 物理x1.00  

國立嘉義大學（100）

資訊工程學系  數學A 英文 物理 國文 29 3233 數學Ax1.00 英文x1.00 物理x1.00 國文x1.00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數學A 物理 英文 國文 28 3235 數學Ax1.00 物理x1.00 英文x1.00 國文x1.00  

電機工程學系  數學A 物理 英文 國文 36 3236 數學Ax1.00 物理x1.00 英文x1.00 國文x1.00  

國立高雄大學（101）

亞太工商管理學系工業管理組  英文 數學A 國文 物理 15 3262 1.數學A(均標) 英文x1.50 數學Ax1.50 國文x1.00 物理x1.00  

資訊工程學系  數學A 英文 物理 國文 18 3274 1.數學A(均標) 數學Ax2.00 英文x2.00 物理x1.00 國文x1.00  

國立聯合大學（151）

土木與防災工程學系  物理 數學A 國文 英文 18 3506 物理x2.00 數學Ax1.50 國文x2.00 英文x1.00  

電子工程學系(甲組)  數學A 英文 物理 國文 16 3514 數學Ax2.00 英文x1.00 物理x1.50 國文x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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