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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師範大學（002）

華語文教學系應用華語文學組  英文 國文 歷史 12 0144 英文x2.00 國文x2.00 歷史x1.00  

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國文 歷史 英文 1 0151 國文x1.75 歷史x1.50 英文x1.25  

國立中興大學（003）

中國文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20 英聽(B級)0156 國文x2.00 英文x1.50 歷史x1.25  英聽(B級)

國立成功大學（004）

中國文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41 0230 國文x1.50 英文x1.00 歷史x1.00  

東吳大學（005）

中國文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69 0313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1.00  

歷史學系  國文 歷史 英文 27 0314 國文x2.00 歷史x2.00 英文x1.50  

英文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59 0323 英文x2.00 國文x1.50 歷史x1.00  

德國文化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34 0325 英文x2.00 國文x1.50 歷史x1.50  

東海大學（009）

外國語文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48 0523 英文x2.00 國文x1.00 歷史x1.00  

歷史學系  歷史 國文 英文 19 0524 歷史x2.00 國文x1.00 英文x1.00  

日本語言文化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26 0525 英文x2.00 國文x1.75 歷史x1.50  

國立清華大學（011）

藝術與設計學系創作組  國文 英文 歷史 10 0665 國文x1.50 英文x1.00 歷史x1.50  

藝術與設計學系設計組  國文 英文 歷史 9 0666 國文x1.50 英文x1.00 歷史x1.50  

淡江大學（014）

中國文學學系  國文 歷史 英文 57 0757 國文x2.00 歷史x1.50 英文x1.00  

歷史學系  歷史 國文 英文 59 0760 歷史x2.00 國文x1.50 英文x1.00  

英文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77 0766 英文x2.00 國文x1.00 歷史x1.00  

英文學系全英語學士班  英文 國文 歷史 20 0767 英文x2.00 國文x1.00 歷史x1.00  

西班牙語文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60 0772 英文x2.00 國文x1.50 歷史x1.00  

日本語文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67 0773 國文x1.50 英文x1.50 歷史x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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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014）

俄國語文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26 0774 英文x2.00 國文x2.00 歷史x1.00  

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學士班  英文 歷史 國文 13 1014 英文x2.00 歷史x1.50 國文x1.50  

國際觀光管理系(全球跨域組)  英文 國文 歷史 10 1016 英文x2.00 國文x1.00 歷史x1.00  

全球政治經濟系全英語學士班  英文 國文 歷史 13 1017 英文x2.00 國文x1.00 歷史x1.00  

逢甲大學（015）

中國文學系  國文 歷史 英文 10 1074 國文x2.00 歷史x2.00 英文x1.25  

外國語文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18 1075 英文x2.00 國文x1.75 歷史x1.50  

中國文化大學（017）

中國文學系中國文學組  國文 歷史 英文 75 1167 國文x2.00 歷史x1.50 英文x1.25  

中國文學系文藝創作組  國文 歷史 英文 46 1170 國文x2.00 歷史x1.50 英文x1.25  

史學系  歷史 國文 英文 41 1171 歷史x2.00 國文x2.00 英文x1.50  

英國語文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88 1175 英文x2.00 國文x1.00 歷史x1.25  

資訊管理系(智慧商務科技組)  英文 國文 歷史 74 1245 英文x2.00 國文x2.00 歷史x1.00  

音樂學系B組  國文 英文 歷史 3 1261 國文x2.00 英文x1.50 歷史x1.00  

戲劇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9 1262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1.00  

教育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37 1267 國文x2.00 英文x1.50 歷史x2.00  

靜宜大學（018）

西班牙語文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46 1273 英文x1.50 國文x2.00 歷史x1.00  

生態人文學系(人文組)  歷史 國文 英文 10 1302 歷史x1.50 國文x2.00 英文x2.00  

大眾傳播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15 1303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75  

企業管理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46 1312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財務金融學系(金融管理組)  國文 英文 歷史 13 1321 國文x2.00 英文x1.50 歷史x2.00  

寰宇外語教育學士學位學程  英文 國文 歷史 10 英聽(B級)1334 英文x2.00 國文x1.00 歷史x1.00  英聽(B級)

大同大學（019）

媒體設計系互動媒體組社一組  歷史 英文 國文 6 1355 歷史x1.50 英文x1.00 國文x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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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大學（019）

應用外語學系(社會組一)  英文 國文 歷史 18 1362 英文x2.00 國文x2.00 歷史x1.75  

輔仁大學（020）

中國文學系  國文 歷史 英文 55 1364 國文x2.00 歷史x2.00 英文x1.25  

歷史學系  歷史 國文 英文 59 1365 歷史x2.00 國文x2.00 英文x1.75  

應用美術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21 1372 國文x1.00 英文x1.00 歷史x1.00  

圖書資訊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21 1400 1.數學A(底標) 或數學B(底標) 英文x2.00 國文x2.00 歷史x1.00  

英國語文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29 1425 英文x2.00 國文x1.00 歷史x1.00  

德語語文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15 1432 國文x1.50 英文x1.50 歷史x1.25  

織品服裝學系織品設計組  英文 國文 歷史 15 1433 英文x2.00 國文x1.50 歷史x1.00  

織品服裝學系服飾設計組  英文 國文 歷史 22 1434 英文x2.00 國文x1.50 歷史x1.00  

織品服裝學系織品服飾行銷組  英文 國文 歷史 26 1435 英文x2.00 國文x1.50 歷史x1.00  

宗教學系  國文 歷史 英文 6 1454 國文x2.00 歷史x1.50 英文x2.00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022）

國文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48 1510 國文x2.00 英文x1.25 歷史x1.25  

工業設計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13 1527 英文x2.00 國文x1.00 歷史x1.00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023）

企業管理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26 英聽(B級)1552 1.數學A(後標) 或數學B(均標) 英文x2.00 國文x1.00 歷史x1.00  英聽(B級)

中山醫學大學（026）

應用外國語言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34 1604 英文x2.00 國文x1.00 歷史x1.00  

國立中山大學（027）

劇場藝術學系(男)  國文 英文 歷史 5 1611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劇場藝術學系(女)  國文 英文 歷史 5 1612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長庚大學（030）

工業設計學系(社會組)  英文 國文 歷史 20 1672 1.數學A(後標) 或數學B(後標) 英文x1.50 國文x1.00 歷史x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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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東華大學（034）

華文文學系  國文 歷史 英文 24 2017 國文x2.00 歷史x2.00 英文x1.00  

臺北市立大學（035）

中國語文學系  國文 歷史 英文 24 2056 1.國文(均標) 國文x2.00 歷史x1.00 英文x1.00  

國立屏東大學（036）

中國語文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21 2103 國文x2.00 英文x1.25 歷史x1.00  

英語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17 英聽(B級)2104 英文x2.00 國文x1.00 歷史x1.00  英聽(B級)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10 2105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1.00  

視覺藝術學系數位媒體設計組  國文 英文 歷史 3 2111 國文x2.00 英文x1.50 歷史x1.50  

國立臺東大學（038）

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  國文 歷史 英文 5 2145 國文x1.50 歷史x1.50 英文x1.00  

數位媒體與文教產業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10 2146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1.00  

華語文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20 2152 國文x2.00 英文x1.50 歷史x1.00  

音樂學系B組  國文 英文 歷史 7 2155 國文x2.00 英文x1.50 歷史x1.00  

元智大學（040）

應用外語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12 2201 英文x1.50 國文x1.00 歷史x1.00  

大葉大學（042）

企業管理學系(經營管理組)  國文 英文 歷史 15 2274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資訊管理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13 2276 英文x2.00 國文x2.00 歷史x1.75  

財務金融學系(銀行專業組)  國文 英文 歷史 13 2300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工業設計學系  國文 歷史 英文 7 2302 國文x2.00 歷史x2.00 英文x1.75  

傳播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國文 英文 歷史 9 2304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多媒體數位學程(動影特效組)  國文 歷史 英文 6 2305 國文x2.00 歷史x2.00 英文x1.75  

造形藝術學系  國文 歷史 英文 27 2312 國文x2.00 歷史x2.00 英文x1.75  

英語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17 2313 英文x2.00 國文x2.00 歷史x1.75  

應用日語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36 2314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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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葉大學（042）

運動健康管理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5 2326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75  

中華大學（043）

餐旅管理學系  歷史 國文 英文 35 2367 歷史x2.00 國文x1.50 英文x1.00  

義守大學（045）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應用組  英文 國文 歷史 13 2376 英文x2.00 國文x2.00 歷史x1.50  

智慧網路科技學系軟體應用組  國文 歷史 英文 10 2377 國文x2.00 歷史x2.00 英文x1.00  

工業管理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24 2411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75  

資管系人工智慧與電子商務組  國文 歷史 英文 30 2412 國文x2.00 歷史x2.00 英文x1.75  

企業管理學系  國文 歷史 英文 31 2414 國文x2.00 歷史x2.00 英文x1.00  

財務金融管理學系  歷史 國文 英文 38 2415 歷史x2.00 國文x1.00 英文x1.00  

國際商務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29 2420 英文x2.00 國文x1.50 歷史x1.50  

醫務管理學系  國文 歷史 英文 38 2422 國文x2.00 歷史x2.00 英文x1.75  

健康管理學系  國文 歷史 英文 27 2423 國文x2.00 歷史x2.00 英文x1.75  

國際企業經營學系(國際學院)  英文 國文 歷史 16 2430 英文x2.00 國文x2.00 歷史x1.00  

國際財務金融學系財務投資組  英文 國文 歷史 4 2432 英文x2.00 國文x1.00 歷史x1.00  

國際傳媒與娛樂管理學系  英文 歷史 國文 18 2434 英文x2.00 歷史x2.00 國文x1.00  

應用英語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40 2435 英文x2.00 國文x2.00 歷史x1.00  

應用日語學系  國文 歷史 英文 12 2436 國文x2.00 歷史x2.00 英文x1.00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國文 歷史 英文 19 2440 國文x2.00 歷史x2.00 英文x1.00  

電影與電視學系  國文 歷史 英文 20 2441 國文x2.00 歷史x1.75 英文x1.50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  國文 歷史 英文 16 2442 國文x2.00 歷史x2.00 英文x1.75  

銘傳大學（046）

企業管理系品牌行銷組(台北)  國文 英文 歷史 12 2457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國際企業學系外貿行銷管理組  英文 國文 歷史 18 2471 英文x1.25 國文x1.25 歷史x1.00  

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台北)  國文 英文 歷史 12 2472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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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046）

應英系英語教學與雙語教育組  英文 國文 歷史 13 2507 英文x2.00 國文x1.50 歷史x1.50  

資訊管理系雲端技術組(桃園)  英文 國文 歷史 12 2536 英文x1.75 國文x2.00 歷史x1.75  

世新大學（047）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動畫設計組  國文 英文 歷史 19 2564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1.00  

英語暨傳播應用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70 2602 英文x2.00 國文x1.50 歷史x1.00  

中國文學系  國文 歷史 英文 24 2603 國文x2.00 歷史x1.00 英文x1.00  

實踐大學（050）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系(臺北)  國文 英文 歷史 11 2610 國文x2.00 英文x1.50 歷史x1.00  

媒體傳達設計系數位3D動畫組  英文 國文 歷史 16 2616 1.英文(後標) 英文x2.00 國文x1.00 歷史x1.00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創意媒體組  英文 國文 歷史 13 2617 1.英文(後標) 英文x2.00 國文x1.00 歷史x1.00  

企業管理學系(臺北校區)  國文 英文 歷史 46 2624 國文x2.00 英文x1.50 歷史x1.00  

財務金融學系(臺北校區)  英文 國文 歷史 18 2625 英文x1.00 國文x1.00 歷史x1.00  

應用外語學系(臺北校區)  英文 國文 歷史 41 2630 英文x2.00 國文x1.50 歷史x1.00  

資訊科技與管理系智慧商務組  英文 國文 歷史 9 2631 英文x2.00 國文x1.50 歷史x1.00  

會計稅務系洗錢防制組(高雄)  國文 英文 歷史 7 2641 國文x2.00 英文x1.50 歷史x1.00  

國際貿易系外匯金融組(高雄)  英文 國文 歷史 11 2646 英文x1.50 國文x2.00 歷史x1.00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高雄校區)  英文 國文 歷史 12 2651 英文x2.00 國文x1.00 歷史x1.00  

電腦動畫學位學程2D組(高雄)  國文 英文 歷史 4 2667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時尚設計學系(高雄校區)  英文 國文 歷史 32 2673 英文x1.00 國文x2.00 歷史x1.00  

觀光管理系旅運經營組(高雄)  國文 英文 歷史 15 2675 國文x2.00 英文x1.50 歷史x1.00  

應用英語系英日雙語組(高雄)  歷史 國文 英文 12 2702 歷史x2.00 國文x1.00 英文x1.00  

應用中文系劇本創作組(高雄)  國文 英文 歷史 12 2706 國文x2.00 英文x1.50 歷史x1.25  

長榮大學（051）

觀光與餐飲管理學系(餐飲組)  英文 國文 歷史 25 2721 英文x1.00 國文x2.00 歷史x2.00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社會組)  國文 歷史 英文 13 2736 國文x2.00 歷史x2.00 英文x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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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051）

食安衛檢學程(食安管理組)  國文 英文 歷史 12 2737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消防安全學位學程(社會組)  國文 歷史 英文 9 2743 國文x2.00 歷史x2.00 英文x1.50  

大眾傳播學系  國文 歷史 英文 62 2747 國文x2.00 歷史x2.00 英文x1.00  

翻譯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29 2750 英文x2.00 國文x2.00 歷史x1.00  

社會工作學系(C組)  國文 歷史 英文 14 2753 國文x2.00 歷史x2.00 英文x1.00  

東南亞文化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歷史 英文 國文 20 2757 歷史x2.00 英文x1.50 國文x1.00  

運動競技學系  國文 歷史 英文 10 2760 國文x2.00 歷史x2.00 英文x1.00  

書畫藝術學系(乙組)  國文 英文 歷史 9 2763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1.00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學位學程  國文 歷史 英文 9 2764 國文x2.00 歷史x1.50 英文x1.00  

資訊設計學院數位媒體設計組  國文 英文 歷史 20 2766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058）

資訊管理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21 3021 1.數學A(後標) 或數學B(均標) 英文x2.00 國文x1.75 歷史x1.50  

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系餐旅組  國文 英文 歷史 5 3024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50  

南華大學（059）

企業管理學系行銷與創業組  國文 歷史 英文 6 3045 國文x2.00 歷史x2.00 英文x1.75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  歷史 國文 英文 6 3046 歷史x1.75 國文x2.00 英文x1.75  

幼兒教育學系  國文 歷史 英文 4 3054 國文x2.00 歷史x1.00 英文x1.00  

外國語文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7 3056 英文x2.00 國文x2.00 歷史x1.75  

應用社會學系社會學組  國文 歷史 英文 5 3057 國文x2.00 歷史x1.75 英文x2.00  

應用社會學系社會工作組  國文 歷史 英文 12 3060 國文x2.00 歷史x1.75 英文x2.00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  國文 歷史 英文 5 3062 國文x2.00 歷史x2.00 英文x1.75  

真理大學（079）

工業管理與經營資訊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32 3113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23 3122 英文x1.00 國文x2.00 歷史x1.75  

觀光數位知識學系資訊應用組  國文 歷史 英文 6 3126 國文x2.00 歷史x2.00 英文x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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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理大學（079）

運動管理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29 3132 國文x2.00 英文x1.50 歷史x1.00  

運動資訊傳播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18 3133 國文x2.00 英文x1.50 歷史x1.25  

人文與資訊學系  國文 歷史 英文 12 3134 國文x2.00 歷史x2.00 英文x1.00  

英美語文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34 3135 英文x2.00 國文x1.75 歷史x1.75  

應用日語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18 3136 國文x1.50 英文x1.50 歷史x1.25  

音樂應用學系-行政管理組  英文 國文 歷史 8 3142 英文x1.50 國文x2.00 歷史x1.00  

國立高雄大學（101）

工藝與創意設計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10 3253 國文x2.00 英文x1.50 歷史x2.00  

佛光大學（130）

傳播學系(數位媒體組)  國文 歷史 英文 3 3342 國文x2.00 歷史x2.00 英文x1.75  

外國語文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6 3353 英文x2.00 國文x2.00 歷史x1.75  

亞洲大學（134）

行動商務多媒體系(多媒體組)  英文 國文 歷史 9 3425 英文x1.00 國文x2.00 歷史x2.00  

資訊傳播學系(新媒體傳播組)  國文 英文 歷史 5 3430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經營管理學系(行銷管理組)  國文 英文 歷史 4 3431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休閒遊憩管理系(餐旅事業組)  國文 歷史 英文 16 3433 國文x2.00 歷史x2.00 英文x1.00  

外國語文學系(語文專業組)  英文 國文 歷史 13 3443 英文x2.00 國文x2.00 歷史x1.50  

社工系(醫務社工與長照組)  國文 英文 歷史 13 3446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1.50  

創意商品設計系(創意產品組)  國文 歷史 英文 10 3455 國文x2.00 歷史x2.00 英文x1.00  

室內設計學系(住宅空間組)  歷史 英文 國文 11 3461 歷史x2.00 英文x1.50 國文x1.00  

國立聯合大學（151）

臺灣語文與傳播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11 3524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50  

華語文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19 3525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50  

文化觀光產業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7 3526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文化創意與數位行銷學系  國文 英文 歷史 13 3527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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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金門大學（153）

應用英語學系  英文 國文 歷史 28 3534 英文x2.00 國文x2.00 歷史x1.00  

建築學系  國文 歷史 英文 9 3544 國文x2.00 歷史x1.75 英文x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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