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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014）

教育科技學系  國文 英文 地理 40 0764 國文x2.00 英文x2.00 地理x1.00  

國際觀光管理系(海外實習組)  英文 國文 地理 17 1015 英文x2.00 國文x1.00 地理x1.00  

逢甲大學（015）

國際企管全英語學位學程A組  英文 國文 地理 2 1063 英文x2.00 國文x1.00 地理x1.00  

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甲組  國文 地理 英文 12 1114 國文x2.00 地理x2.00 英文x1.00  

中國文化大學（017）

觀光事業學系  英文 國文 地理 65 1244 英文x1.50 國文x1.50 地理x1.00  

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  英文 國文 地理 37 1264 英文x2.00 國文x2.00 地理x1.00  

景觀學系A組  英文 國文 地理 17 1265 英文x2.00 國文x2.00 地理x1.00  

靜宜大學（018）

財務金融學系(投資管理組)  國文 英文 地理 13 1322 國文x2.00 英文x1.50 地理x2.00  

大同大學（019）

媒體設計系互動媒體組社二組  地理 英文 國文 5 1356 地理x1.50 英文x1.00 國文x1.00  

應用外語學系(社會組二)  英文 國文 地理 15 1363 英文x2.00 國文x2.00 地理x1.75  

輔仁大學（020）

社會工作學系  國文 英文 地理 30 1452 國文x1.50 英文x1.50 地理x1.00  

中山醫學大學（026）

醫療產業科技管理學系  英文 國文 地理 31 1576 英文x1.50 國文x1.00 地理x1.00  

國立臺南大學（033）

生態暨環境資源學系  地理 英文 國文 21 1772 地理x1.00 英文x1.00 國文x1.00  

臺北市立大學（035）

城市發展學系  地理 英文 國文 9 英聽(B級)2074 地理x2.00 英文x2.00 國文x1.00  英聽(B級)

國立體育大學（039）

休閒產業經營學系  英文 國文 地理 20 2171 1.數學A(底標) 或數學B(後標) 英文x2.00 國文x2.00 地理x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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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葉大學（042）

企業管理學系(數位行銷組)  國文 英文 地理 15 2275 國文x2.00 英文x1.00 地理x2.00  

財務金融學系(投資管理組)  國文 英文 地理 13 2301 國文x2.00 英文x1.00 地理x2.00  

多媒體數位學程(遊戲互動組)  國文 地理 英文 6 2306 國文x2.00 地理x2.00 英文x1.75  

觀光旅遊學系  國文 地理 英文 14 2321 國文x2.00 地理x2.00 英文x1.75  

餐旅管理學系  國文 地理 英文 19 2322 國文x2.00 地理x2.00 英文x1.75  

烘焙暨飲料調製學士學位學程  國文 地理 英文 18 2324 國文x2.00 地理x2.00 英文x1.75  

中華大學（043）

建築與都市計畫系(第一類組)  國文 英文 地理 10 2360 國文x2.00 英文x1.00 地理x2.00  

義守大學（045）

國際財務金融學系國際金融組  英文 國文 地理 8 2431 英文x2.00 國文x1.00 地理x1.00  

國際觀光餐旅學系(國際學院)  英文 地理 國文 17 2433 英文x2.00 地理x1.50 國文x1.00  

世新大學（047）

觀光學系餐旅經營管理組  國文 地理 英文 21 2574 國文x2.00 地理x2.00 英文x1.00  

觀光系旅遊暨休閒事業管理組  國文 地理 英文 19 2575 國文x2.00 地理x2.00 英文x1.00  

觀光系觀光規劃暨資源管理組  國文 地理 英文 15 2576 國文x2.00 地理x2.00 英文x1.00  

實踐大學（050）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臺北)  英文 國文 地理 43 2623 英文x1.50 國文x1.50 地理x1.00  

資訊科技與管理系數位媒體組  英文 國文 地理 9 2632 英文x2.00 國文x1.50 地理x1.00  

國際貿易系跨境會展組(高雄)  國文 英文 地理 10 2647 國文x2.00 英文x1.50 地理x1.00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日韓商務組  地理 英文 國文 6 2653 地理x2.00 英文x1.00 國文x1.00  

觀光管理系旅館會展組(高雄)  英文 國文 地理 7 2674 英文x1.50 國文x2.00 地理x1.00  

應用英語系國際商務組(高雄)  地理 國文 英文 13 2703 地理x2.00 國文x1.00 英文x1.00  

長榮大學（051）

觀光與餐飲管理學系(觀光組)  英文 國文 地理 26 2720 英文x1.00 國文x2.00 地理x2.00  

醫務管理系(長照機構管理組)  英文 國文 地理 7 2723 英文x2.00 國文x2.00 地理x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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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051）

蘭花產業應用學程(行銷組)  國文 英文 地理 6 2733 國文x2.00 英文x2.00 地理x1.75  

資訊暨設計學院互動設計組  國文 英文 地理 16 2767 國文x2.00 英文x1.50 地理x1.00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058）

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系觀光組  國文 英文 地理 4 3023 國文x2.00 英文x2.00 地理x1.50  

南華大學（059）

企業管理學系經營管理組  國文 地理 英文 6 3044 國文x2.00 地理x2.00 英文x1.75  

旅遊管理學系  國文 地理 英文 8 3047 國文x2.00 地理x2.00 英文x1.75  

建築與景觀學系社會組  國文 英文 地理 3 3063 國文x2.00 英文x2.00 地理x1.75  

資訊工程學系社會組  地理 國文 英文 4 3065 1.數學A(底標) 或數學B(底標) 地理x2.00 國文x1.75 英文x1.50  

真理大學（079）

觀光事業學系  地理 國文 英文 26 3125 地理x2.00 國文x1.00 英文x1.00  

航空事業學系  英文 國文 地理 15 3146 英文x1.25 國文x1.00 地理x1.00  

明道大學（133）

景觀與環境設計學系  國文 英文 地理 21 3372 國文x2.00 英文x1.50 地理x1.75  

亞洲大學（134）

行動商務多媒體系(商務組)  英文 國文 地理 8 3426 英文x1.00 國文x2.00 地理x2.00  

資訊傳播系(智慧傳播應用組)  國文 英文 地理 5 3427 國文x2.00 英文x1.00 地理x2.00  

經營管理系(國際企業管理組)  國文 英文 地理 3 3432 國文x2.00 英文x1.00 地理x2.00  

休閒遊憩管理系(旅遊事業組)  國文 地理 英文 23 3434 國文x2.00 地理x2.00 英文x1.00  

數位媒體設計系(數位動畫組)  國文 英文 地理 8 3450 國文x2.00 英文x1.00 地理x2.00  

視覺傳達設計系(產業視覺組)  國文 英文 地理 15 3453 國文x2.00 英文x1.00 地理x2.00  

創意商品設計系(創意商品組)  國文 地理 英文 7 3454 國文x2.00 地理x2.00 英文x1.00  

國立金門大學（153）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國文 地理 英文 14 3551 國文x2.00 地理x1.50 英文x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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