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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登記費時間：7 月 17 日上午 9：00 起，臨櫃繳費至 7 月 27 日下午 3：

30 止，ATM 繳費至 7 月 28 日中午 12：00 止。 

◆登記分發志願時間：7 月 24 日上午 9：00 起，至 7 月 28 日下午 4：30 止。 

◆考分會諮詢電話：06-2362755，傳真電話：06-2369689。 

◆諮詢服務時間：7 月 24 日至 7 月 27 日，每日上午 8：30 至下午 5：30， 

         7 月 28 日上午 8：30 至下午 4：30。 

 

◆注意事項： 
1. 登記費繳款帳號依個人身分證號碼設定，詳細設定方式及繳費金額請參

照繳費單說明（第 67 頁），或於繳費期間至考分會網站查詢。 
2. 登記分發志願參考資料(可於考分會網站 http://www.uac.edu.tw 查詢下載)： 
 4 月 9 日：提供登記分發志願單機版下載。 
  7 月 17 日：公告各校系招生名額（含回流名額）、組合成績人數累計及

最低登記標準表。 
3. 完成登記分發志願後，不得要求取消及更改志願。 
4. 8 月 7 日上午 8:00 起，可至簡易快速查榜（http://fast.uac.edu.tw/指考應

試號碼）、考分會網站完整資料查榜（http://www.uac.edu.tw），手機或平

板電腦可掃描下方 QRcode，或至 Google Play、App Store 下載考分會提

供之「登記查榜」APP。 
 
 

 
 

 

 
掃描 QR code 下載 APP 

http://fast.ua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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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有誤，重新修改 
 
 
 
 
                                        確認無誤 

 登 記 分 發 志 願 流 程 圖 
下載 109 學年度登記分發志願 

【單機版】，選填志願並產生志願碼 

繳交登記費  

登入考分會【登記分發志願系統】 

選填志願或貼上志願碼  

是否已設定通行碼 

完成分發志願登記 
（志願檔鎖定，不得修改志願） 

儲存分發志願表  
（以備分發結果複查或入學後申請獎學金用） 

輸入身分證號碼、指考應試號碼及驗證碼 

1.輸入 Email 或手機號碼 
2.設定通行碼 輸入通行碼 

4/9 ~7/28 

7/17 上午 9:00 
~7/28 中午 12:00 

 
7/24 上午 9:00 
~7/28 下午 4:30 

 

1.再次確認分發志願 
2.輸入身分證號碼及通行碼 
3.輸入驗證碼 



III 

 

109 學年度大學考試入學分發重要日程表 

時   間 辦   理   事   項 
108.11.12 

｜ 
109.7.28 

發售「109 學年度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招生簡章」 
◎ 可在各代售學校、大考中心現場購買，或於考分會網站下載、訂購。 
◎ 招生簡章包含各招生校系分則及其他規定。 

109.4.9 
｜ 

109.7.28 

發售「109 學年度大學考試入學登記分發相關資訊」 
◎ 可在各代售學校、大考中心現場購買，或於考分會網站訂購。 
◎ 相關資訊內含各項重要公告、系組代碼及核定名額表、登記分發志願系

統操作說明、登記繳費單。 
提供「109 學年度登記分發志願單機版」下載 
◎ 請至考分會網站（http://www.uac.edu.tw）下載。 
◎ 單機版僅供考生在開放登記分發志願前於離線狀態預先熟悉系統。 
◎ 4 月 9 日開放下載之版本尚未包含最低登記標準篩檢，考生可於 7 月 17

日後重新開啟單機版進行版本更新。 

109.5.8 上午 9:00 
｜ 

109.6.1 下午 5:00 

辦理「學力證明文件審查」 
◎ 除由學校團體報名指考及已通過「93 至 108 學年度學力證明文件審查」

之考生外，其餘考生須至「證明文件審查線上申請系統」
（http://www.uac.edu.tw）提出審查申請並上傳應繳文件，逾期不予受理。 

辦理「特種生加分證明文件審查」 
◎ 特種生指具有「蒙藏生」、「原住民學生」、「僑生」、「政府派外工作人員

子女」、「境外優秀科技人才子女」、「退伍軍人（含替代役）」身分者。 
◎ 以特種生身分登記之考生，須至「證明文件審查線上申請系統」提出審

查申請並上傳應繳文件，逾期不予受理。 
◎ 原住民學生由考分會逕向相關部會進行電子查核，不須上傳證明文件，

但仍須至「證明文件審查線上申請系統」提出審查申請。 
辦理「聽覺障礙證明文件審查」 
◎ 欲申請免英聽檢定之聽覺障礙中度以上考生，須至「證明文件審查線上申

請系統」提出審查申請並上傳應繳文件，逾期不予受理。 
◎ 如考生曾參加 109 學年度高中英語聽力測驗、學科能力測驗、大學繁星推

薦入學、大學個人申請入學等，並已通過聽覺障礙中度以上之審驗，可免
上傳證明文件，但仍須至「證明文件審查線上申請系統」提出審查申請。 

109.6.11 
公布文件審查結果（含學力、特種生及聽覺障礙審查） 
◎ 請至考分會網站（http://www.uac.edu.tw）查詢審查結果。 

109.6.11 上午 9:00 
-109.6.17 下午 5:00 

辦理「文件審查結果申覆」（含學力、特種生及聽覺障礙審查） 
◎ 對審查結果有疑義者，請於「證明文件審查線上申請系統」提出申覆。 

109.6.24 
公布文件審查申覆結果（含學力、特種生及聽覺障礙審查） 
◎ 請至考分會網站（http://www.uac.edu.tw）查詢申覆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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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辦   理   事   項 

109.7.3 - 109.7.5 
指定科目考試 
◎ 考試訊息請逕至大考中心網站（http://www.ceec.edu.tw）查詢。 

109.7.17 

◎ 公布「指定科目考試各組合之成績人數累計及最低登記標準表」。 
◎ 公布各校系招生名額（含回流名額）。 
◎ 已下載「109 學年度登記分發志願單機版」者，可重新開啟軟體更新「最

低登記標準」篩檢功能。 

109.7.17 上午 9:00 
｜ 

109.7.28 中午 12:00 

繳交登記費 
◎ 臨櫃繳費至 7 月 27 下午 3:30 止，ATM 繳費至 7 月 28 日中午 12:00 止。 
◎ 完成繳費後方可進行登記分發志願。 
◎ 「登記繳費單」參照第 67 頁，繳費後請收妥存根聯以為憑據。 
◎ 一般考生應繳交登記費 220 元；經 109 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審驗通過

之中低收入戶考生，應繳交登記費 88 元；審驗通過為低收入戶之考

生，免繳交登記費。 

109.7.24 上午 9:00 
｜ 

109.7.28 下午 4:30 

進行網路登記分發志願 
◎ 登記時間自 7 月 24 日上午 9:00 至 7 月 28 日下午 4:30 止，逾期不受理

登記。 
◎ 繳交登記費後方可進行登記，登記分發志願系統操作流程可參閱第 53~ 

62 頁，如有疑問可電洽考分會（TEL:06-2362755）。 

109.8.7 上午 8:00 

公布各校系錄取名單及最低錄取分數 
◎ 考生可依下列方式查榜： 

1. 考分會簡易快速查榜：http://fast.uac.edu.tw/指考應試號碼(共 8 碼) 
2. 考分會完整資料查榜：http://www.uac.edu.tw，可查詢最低錄取分數

等相關資料。 
3. 手機或平板電腦查榜：可至考分會連結下載「登記查榜」APP 查詢。 

109.8.7 上午 8:00 
｜ 

109.8.13 下午 5:00 

分發結果複查 
◎ 對分發結果有疑義者，可至考分會網站進行「分發結果說明」查詢。 
◎ 如仍有疑義請依招生簡章第 15 頁之分發結果複查規定，至考分會網站

申請複查。 

109.8.20 
公布複查結果 
◎ 請至考分會網站（http://www.uac.edu.tw）查詢。 

109.9.1 
｜ 

109.12.31 

分發志願表申請 
◎ 考生於登記分發志願期間，可自行下載分發志願表。登記截止後如欲申

請分發志願表，須另依招生簡章第 16 頁之分發志願表申請規定辦理。 
 

http://fast.uac.edu.tw/
http://www.ua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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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簡章異動 

◆ 公費系組及名額 

◆ 其他重要公告 

 

 

考生登記分發志願前請詳閱 109 學年度大學考試 
入學分發招生簡章及本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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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簡章異動◆ 
一、 東海大學企業管理學系行銷與數位經營組、服務創新與經營組、創業與組織領導組，於考

試分發招生簡章中，指定考試採計科目數學乙誤植為數學甲，連同同分參酌科目一併修

正。修正後分則內容如下： 

校系名稱 學科能力測驗及 
英語聽力檢定標準 

指定考試採計 
科目及方法 

同分參酌 
順序 

企業管理學系(行
銷與數位經營組) 

--- 
國 文 × 2.00 
英 文 × 2.00 

數學乙 × 1.75 

1 英文 
2 數學乙 

--- 3 國文 

企業管理學系(服
務創新與經營組) 

--- 
國 文 × 2.00 
英 文 × 2.00 

數學乙 × 1.75 

1 英文 
2 數學乙 

--- 3 國文 

企業管理學系(創
業與組織領導組) 

--- 
國 文 × 2.00 
英 文 × 2.00 

數學乙 × 1.75 

1 英文 
2 數學乙 

--- 3 國文 

二、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公費)選系說明中，原刊列之「113 學年度分發至臺中

市偏遠地區學校」為誤植，更正為「114 學年度分發至臺中市偏遠地區學校」。 

三、 國立屏東大學英語學系(公費)選系說明內容中，原須「通過國民小學（國、數、社、自）

4 領域學科知能評量，至少 1 科達精熟級，其餘達基礎級」，更正為「至少 2 科達精熟級，

其餘達基礎級」。 

四、 康寧大學健康照護管理學系(台南校區)及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所有學系組，因教育部尚未

核定招生名額，故於登記分發相關資訊中，核定名額暫列為「0」，待教育部核定後將另行

公告。 
 

◆公費系組及名額◆ 
一、醫學系公費生須填寫重點科別培育公費醫學生契約書及保證書，始得註冊入學。相關權利

與義務應依「重點科別培育公費醫師制度計畫」及衛生福利部相關規定辦理。契約書、保

證書內容及相關規定可至衛生福利部網站查閱。 

二、師資培育公費生取得合格教師證書後，應分發至原提報縣市之偏遠或特殊地區學校服務。

相關權利與義務，應依「師資培育法」、「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偏遠地

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及相關規定辦理，法規全文內容可至全國法規資料庫

（http://law.moj.gov.tw/）查閱。 

 

 

http://law.moj.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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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9 學年度公費生採考試分發入學招生者共 54 名，分列如下表： 

校名 系名 公費 
名額 

系組 
代碼 

提報 
縣市 其他說明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系 3 0031 -- --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系 5 0254 -- --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 2 0404 -- -- 

輔仁大學 醫學系 4 1342 -- --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 5 1516 -- -- 

長庚大學 醫學系 5 1613 -- -- 

義守大學 醫學系 3 2452 -- -- 

慈濟大學 醫學系 2 3264 -- --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 2 3305 -- -- 

國立清華大學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 3 0572 臺中市 

培育國民小學一般教師，需具備全

英語教學專長，並通過國民小學 4
領域學科知能評量，至少 2 科達

「精熟」級，其餘達「基礎」級。 

英語教學系 1 0577 新竹縣 

培育國民小學語文領域英語專

長，需通過國民小學 4 領域學科知

能評量，至少 2 科達「精熟」級，

其餘達「基礎」級。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1 1644 雲林縣 
培育幼兒園學前特教教師，需具特

教專長(身心障礙)，並取得保母證

照。 

英語學系 2 1656 臺中市 

培育國民小學一般教師，需具備全

英語教學專長，並通過國民小學 4
領域學科知能評量，至少 2 科達

「精熟」級，其餘達「基礎」級。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1 1675 花蓮縣 

培育國民小學語文學習領域英語

文專長，需通過國民小學 4 領域學

科知能評量，至少 2 科達「精熟」

級，其餘達「基礎」級，分發長良

國小。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藝

術組 
1 1702 高雄市 

培育國民小學藝術領域視覺藝術

專長，需通過國民小學 4 領域學科

知能評量，至少 2 科達「精熟」級，

其餘達「基礎」級。 

音樂學系 1 1705 高雄市 

培育國民小學藝術領域音樂專

長，需通過國民小學 4 領域學科知

能評量，至少 2 科達「精熟」級，

其餘達「基礎」級。 

國立臺南大學 

音樂學系 1 1731 高雄市 

培育國民小學藝術領域音樂專

長，需通過國民小學 4 領域學科知

能評量，至少 2 科達「精熟」級，

其餘達「基礎」級。 

音樂學系 1 1732 雲林縣 

培育國民小學藝術領域音樂專長，

需加註英語專長，並通過國民小學

4 領域學科知能評量，至少 1 科達

「精熟」級，其餘達「基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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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系名 公費 
名額 

系組 
代碼 

提報 
縣市 其他說明 

臺北市立大學 

音樂學系 1 2037 臺中市 

培育國民小學藝術領域音樂專長，

需加註英語專長，並通過國民小學

4 領域學科知能評量，至少 1 科達

「精熟」級，其餘達「基礎」級。 

視覺藝術學系 2 2041 臺中市 

培育國民小學藝術領域視覺藝術

專長，需加註英語專長，並通過國

民小學 4 領域學科知能評量，至少

1 科達「精熟」級，其餘達「基礎」

級。 

國立屏東大學 英語學系 3 2063 高雄市 

培育國民小學語文領域英語專

長，需另加註英語專長，並通過國

民小學 4 領域學科知能評量，至少

2 科達「精熟」級，其餘達「基礎」

級。 

國立嘉義大學 

教育學系 2 3156 高雄市 

培育國民小學語文領域英語專長

，需另加註輔導專長，並通過國民

小學 4 領域學科知能評量，至少 1
科達「精熟」級，其餘達「基礎」

級。 

輔導與諮商學系 1 3160 高雄市 

培育國民小學語文領域英語專長，

需另加註輔導專長，並通過國民小

學 4 領域學科知能評量，至少 1 科

達「精熟」級，其餘達「基礎」級。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1 3162 高雄市 

培育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領域體

育專長，需通過國民小學 4 領域學

科知能評量，至少 2 科達「精熟」

級，其餘達「基礎」級。          

外國語言學系英語教學

組 
1 3173 雲林縣 

培育國民小學語文領域英語專長，

需加註輔導專長，並通過國民小學

4 領域學科知能評量，至少 1 科達

「精熟」級，其餘達「基礎」級。 

 

◆其他重要公告◆ 
一、證明文件審查（含學力、特種生加分及聽覺障礙三項審查）受理時間為 109 年 5 月 8 日

上午 9:00 起至 6 月 1 日下午 5:00 止，應辦理審查之考生均須至考分會「證明文件審查

線上申請系統」（http://www.uac.edu.tw）提出審查申請，並上傳應繳文件，逾期不予受

理。 
二、臨櫃繳交登記費時間至 109 年 7 月 27 日下午 3:30 止，ATM 繳交登記費時間至 109 年 7

月 28 日中午 12:00 止，登記時間至 109 年 7 月 28 日下午 4:30 止，建議儘早完成登記分

發志願。如需諮詢或協助，於登記期間上午 8:30 至下午 5:30（7 月 28 日僅至下午 4:30）
均可電洽考分會服務專線（TEL:06-2362755）。  

三、完成登記分發志願後，不得取消或更改志願，但仍可在登記時間截止前進入系統下載或

列印「分發志願表」作為憑據，以備申請分發結果複查或入學後申請獎學金使用。 
 

http://www.ua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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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招生簡章規定，參加 109 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入學、大學個人申請入學、大學特殊

選才招生、科技校院繁星計畫甄選、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四技二專甄選入學及技優

入學、四技日間部申請入學、身心障礙生甄試、運動績優甄審甄試、師資保送甄試及醫

事人員養成計畫、軍事學校正期班甄選入學」等招生並經錄取之考生，未於上述各管道

規定之期限內聲明放棄錄取資格者，均不得參加登記；凡經發現重複錄取者，一律取消

本招生之錄取資格；已註冊入學者，取消其入學資格。 
 



 
 

貳、系組代碼及核定名額表 
本表名額為教育部核定之 109 學年度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招生名額。該名額若因其他招生管

道增額或缺額而有增減，將依招生簡章規定於 109 年 7 月 17 日另行公告，惟大學繁星推薦入學
之增額不扣減考試分發招生名額。 

特種生外加名額計算方式：以本表之核定名額計，不含其他管道回流名額。「原民 5%」欄
位有勾選之系組，其原住民外加名額以該系組核定名額乘以 5%計算，其他類特種生及未勾選原
民 5%之系組，外加名額以 2%計算，採無條件進位計算至整數，各類特種生外加名額分開計算。 

校碼 校名 頁碼  校碼 校名 頁碼 
001 國立臺灣大學 5   038 國立臺東大學 32 

00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6  039 國立體育大學 33 

003 國立中興大學 7  040 元智大學 33 

004 國立成功大學 8  041 國立中正大學 33 

005 東吳大學 9  042 大葉大學 34 

006 國立政治大學 10  043 中華大學 35 

007 高雄醫學大學 11  045 義守大學 36 

008 中原大學 12   046 銘傳大學 38 
009 東海大學 12   047 世新大學 39 
011 國立清華大學 14   050 實踐大學 40 
012 中國醫藥大學 15   051 長榮大學 41 
013 國立交通大學 15   056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42 
014 淡江大學 16   058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43 
015 逢甲大學 17   059 南華大學 43 
016 國立中央大學 19   060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44 
017 中國文化大學 19   063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44 
018 靜宜大學 21   065 玄奘大學 44 
019 大同大學 22 079 真理大學 44 
020 輔仁大學 22   099 國立臺北大學 45 
02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24   100 國立嘉義大學 46 
02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25   101 國立高雄大學 47 
023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25   108 慈濟大學 47 
025 國立陽明大學 26   109 臺北醫學大學 48 
026 中山醫學大學 26   112 康寧大學 48 
027 國立中山大學 26   130 佛光大學 48 
030 長庚大學 27   132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49 
031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28  134 亞洲大學 49 
03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28   150 國立宜蘭大學 50 
033 國立臺南大學 29  151 國立聯合大學 51 
034 國立東華大學 30   152 馬偕醫學院 51 
035 臺北市立大學 31   153 國立金門大學 51 
036 國立屏東大學 31   -- -- -- 

 





原民

系組代碼及核定名額

校  名 分發志願表上之系名簡稱系組名 5%
系組

代碼 名額

核定

中國文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中國文學系                0001 23

外國語文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0002 47

歷史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歷史學系                  0003 21

哲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哲學系                    0004 14

人類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人類學系                  0005 15

圖書資訊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圖書資訊學系              0006 19

日本語文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0007 22

戲劇學系(男)                                                國立臺灣大學            戲劇學系(男)              0010 10

戲劇學系(女)                                                國立臺灣大學            戲劇學系(女)              0011 10

數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數學系                    0012 14

物理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物理學系                  0013 14

化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化學系                    0014 17 V

地質科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地質科學系                0015 14

心理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心理學系                  0016 36

地理環境資源學系A組                                         國立臺灣大學            地理環境資源學系A組       0017 7 V

地理環境資源學系B組                                         國立臺灣大學            地理環境資源學系B組       0020 6 V

大氣科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大氣科學系                0021 15

政治學系政治理論組                                          國立臺灣大學            政治學系政治理論組        0022 30

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                                          國立臺灣大學            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        0023 30

政治學系公共行政組                                          國立臺灣大學            政治學系公共行政組        0024 30

經濟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經濟學系                  0025 50

社會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社會學系                  0026 19 V

社會工作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0027 21

醫學系(自費)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系(自費)              0030 51

醫學系(公費)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系(公費)              0031 3

牙醫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牙醫學系                  0032 15

藥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藥學系                    0033 14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0034 15

護理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護理學系                  0035 20 V

物理治療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0036 12 V

職能治療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0037 14

土木工程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0040 29 V

機械工程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0041 39

化學工程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0042 32

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    0043 14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0044 15

醫學工程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工程學系              0045 8

農藝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農藝學系                  0046 14 V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0047 20 V

農業化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農業化學系                0050 13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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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民

系組代碼及核定名額

校  名 分發志願表上之系名簡稱系組名 5%
系組

代碼 名額

核定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0051 29

動物科學技術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動物科學技術學系          0052 13 V

農業經濟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農業經濟學系              0053 22 V

園藝暨景觀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園藝暨景觀學系            0054 23

獸醫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獸醫學系                  0055 22

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    0056 20 V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0057 19

昆蟲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昆蟲學系                  0060 16

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      0061 22 V

工商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                                      國立臺灣大學            工商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    0062 18 V

工商管理學系科技管理組                                      國立臺灣大學            工商管理學系科技管理組    0063 14 V

會計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會計學系                  0064 51 V

財務金融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0065 57 V

國際企業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0066 36 V

資訊管理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0067 17 V

公共衛生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0070 13 V

電機工程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0071 48 V

資訊工程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0072 33 V

法律學系法學組                                              國立臺灣大學            法律學系法學組            0073 32 V

法律學系司法組                                              國立臺灣大學            法律學系司法組            0074 32 V

法律學系財經法學組                                          國立臺灣大學            法律學系財經法學組        0075 33 V

生命科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生命科學系                0076 17

生化科技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生化科技學系              0077 14

教育學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                  0100 17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0101 8

社會教育學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社會教育學系              0102 16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0103 7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家庭生活教育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人發與家庭系家庭生活教育組0104 6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幼兒發展與教育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人發與家庭系幼兒發展教育組0105 6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0106 32 V

特殊教育學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0107 12

學習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學習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0110 4

教育學院學士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學院學士班            0111 4

國文學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0112 24

英語學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0113 20

歷史學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歷史學系                  0114 23

地理學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理學系                  0115 21 V

臺灣語文學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臺灣語文學系              0116 7

數學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數學系                    0117 26

物理學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物理學系                  012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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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組代碼及核定名額

校  名 分發志願表上之系名簡稱系組名 5%
系組

代碼 名額

核定

化學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化學系                    0121 22 V

生命科學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生命科學系                0122 18

地球科學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球科學系                0123 9 V

資訊工程學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0124 8 V

營養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營養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0125 12

工業教育學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學系              0126 1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0127 10

圖文傳播學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圖文傳播學系              0130 10

機電工程學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機電工程學系              0131 12

電機工程學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0132 8 V

車輛與能源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車輛與能源工程學士學位學程0133 3

光電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光電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0134 5 V

美術學系繪畫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繪畫組            0135 4

美術學系水墨畫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水墨畫組          0136 4

設計學系視覺設計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設計學系視覺設計組        0137 5

設計學系產品設計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設計學系產品設計組        0140 5

體育學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0141 5

華語文教學系應用華語文學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系應用華語文學組0142 12

東亞學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東亞學系                  0143 10 V

企業管理學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0144 15 V

音樂學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音樂學系     0145 1 V

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0146 4 V

中國文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            中國文學系                0147 16

外國語文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0150 18

歷史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            歷史學系                  0151 15

台灣人文創新學士學位學程                                    國立中興大學            台灣人文創新學士學位學程  0152 4

財務金融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0153 14 V

企業管理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0154 9 V

法律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            法律學系                  0155 9 V

行銷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            行銷學系                  0156 10

資訊管理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0157 15 V

會計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            會計學系                  0160 8 V

應用經濟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0161 17

化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            化學系                    0162 16 V

物理學系一般物理組                                          國立中興大學            物理學系一般物理組        0163 7

物理學系光電物理組                                          國立中興大學            物理學系光電物理組        0164 6

應用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0165 12

應用數學系數據科學與計算組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數學系數據科學與計算組0166 12

機械工程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0167 23

土木工程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0170 25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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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民

系組代碼及核定名額

校  名 分發志願表上之系名簡稱系組名 5%
系組

代碼 名額

核定

環境工程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0171 9 V

化學工程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0172 18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0173 8

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            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        0174 8 V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國立中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0175 3 V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國立中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0176 8 V

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                                          國立中興大學            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        0177 7

水土保持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            水土保持學系              0200 16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0201 21

農藝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            農藝學系                  0202 17 V

園藝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            園藝學系                  0203 14

森林學系林學組                                              國立中興大學            森林學系林學組            0204 8

森林學系木材科學組                                          國立中興大學            森林學系木材科學組        0205 8

植物病理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            植物病理學系              0206 17 V

昆蟲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            昆蟲學系                  0207 19

動物科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            動物科學系                0210 9 V

土壤環境科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            土壤環境科學系            0211 15 V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    0212 11

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國立中興大學            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0213 8

景觀與遊憩學士學位學程                                      國立中興大學            景觀與遊憩學士學位學程    0214 4 V

國際農企業學士學位學程                                      國立中興大學            國際農企業學士學位學程    0215 5 V

生命科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            生命科學系                0216 17

獸醫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            獸醫學系                  0217 28

中國文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            中國文學系                0220 30

外國語文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0221 31

歷史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            歷史學系                  0222 26

台灣文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            台灣文學系                0223 21

數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            數學系                    0224 17

物理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            物理學系                  0225 17

化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系                    0226 18 V

地球科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            地球科學系                0227 19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0230 23 V

機械工程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0231 45

機械工程學系(普渡雙聯組)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普渡雙聯組)  0232 1

化學工程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0233 54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0234 25

資源工程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            資源工程學系              0235 22

土木工程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0236 49 V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        0237 23 V

工程科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            工程科學系                0240 20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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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民

系組代碼及核定名額

校  名 分發志願表上之系名簡稱系組名 5%
系組

代碼 名額

核定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    0241 20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0242 18

環境工程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0243 21 V

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            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        0244 16 V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0245 12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        0246 16 V

交通管理科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            交通管理科學系            0247 22

企業管理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0250 27

統計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            統計學系                  0251 30

會計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            會計學系                  0252 24 V

醫學系(自費)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系(自費)              0253 25

醫學系(公費)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系(公費)              0254 5

牙醫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            牙醫學系                  0255 11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0256 17

護理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            護理學系                  0257 16 V

職能治療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0260 12 V

物理治療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0261 15 V

藥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            藥學系                    0262 9

政治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            政治學系                  0263 26

經濟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            經濟學系                  0264 25

法律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            法律學系                  0265 27 V

心理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            心理學系                  0266 27

電機工程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0267 45 V

電機工程學系(普渡雙聯組)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普渡雙聯組)  0270 1

資訊工程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0271 32 V

資訊工程學系(普渡雙聯組)                                    國立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普渡雙聯組)  0272 1

建築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            建築學系                  0273 19 V

都市計劃學系(自然組)                                        國立成功大學            都市計劃學系(自然組)      0274 10 V

都市計劃學系(社會組)                                        國立成功大學            都市計劃學系(社會組)      0275 5 V

工業設計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0276 21 V

生命科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            生命科學系                0277 16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      0300 12

全校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                                      國立成功大學            全校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    0301 6

中國文學系                                                  東吳大學                中國文學系                0302 58

歷史學系                                                    東吳大學                歷史學系                  0303 11

哲學系                                                      東吳大學                哲學系                    0304 12

政治學系                                                    東吳大學                政治學系                  0305 30

社會學系                                                    東吳大學                社會學系                  0306 43

社會工作學系                                                東吳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0307 38

音樂學系-聲樂.弦樂.理論作曲                                 東吳大學                音樂系-聲樂.弦樂.理論作曲031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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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民

系組代碼及核定名額

校  名 分發志願表上之系名簡稱系組名 5%
系組

代碼 名額

核定

音樂學系-銅管樂.木管樂.擊樂                                 東吳大學                音樂系-銅管樂.木管樂.擊樂0311 5

英文學系                                                    東吳大學                英文學系                  0312 42

日本語文學系                                                東吳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0313 55

德國文化學系                                                東吳大學                德國文化學系              0314 14

數學系                                                      東吳大學                數學系                    0315 11

物理學系                                                    東吳大學                物理學系                  0316 11

化學系                                                      東吳大學                化學系                    0317 11

微生物學系應用微生物組                                      東吳大學                微生物學系應用微生物組    0320 6

微生物學系生物科技組                                        東吳大學                微生物學系生物科技組      0321 5

心理學系                                                    東吳大學                心理學系                  0322 14

法律學系                                                    東吳大學                法律學系                  0323 64

經濟學系                                                    東吳大學                經濟學系                  0324 64

會計學系                                                    東吳大學                會計學系                  0325 71

企業管理學系                                                東吳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0326 50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東吳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0327 43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                                        東吳大學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      0330 54

資訊管理學系                                                東吳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0331 25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學士學位學程                                東吳大學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學位學程0332 22

中國文學系                                                  國立政治大學            中國文學系                0333 37

歷史學系                                                    國立政治大學            歷史學系                  0334 16

哲學系                                                      國立政治大學            哲學系                    0335 18

教育學系                                                    國立政治大學            教育學系                  0336 20

政治學系                                                    國立政治大學            政治學系                  0337 17

社會學系                                                    國立政治大學            社會學系                  0340 20 V

財政學系                                                    國立政治大學            財政學系                  0341 33 V

公共行政學系                                                國立政治大學            公共行政學系              0342 18 V

地政學系土地資源規劃組                                      國立政治大學            地政學系土地資源規劃組    0343 24 V

地政學系土地管理組                                          國立政治大學            地政學系土地管理組        0344 24 V

地政學系土地測量與資訊組                                    國立政治大學            地政學系土地測量與資訊組  0345 21 V

經濟學系                                                    國立政治大學            經濟學系                  0346 34

民族學系                                                    國立政治大學            民族學系                  0347 14

外交學系                                                    國立政治大學            外交學系                  0350 19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國立政治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0351 29

金融學系                                                    國立政治大學            金融學系                  0352 22 V

會計學系                                                    國立政治大學            會計學系                  0353 31 V

統計學系社會組                                              國立政治大學            統計學系社會組            0354 13

統計學系自然組                                              國立政治大學            統計學系自然組            0355 6

企業管理學系                                                國立政治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0356 41 V

資訊管理學系社會組                                          國立政治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社會組        0357 24 V

資訊管理學系自然組                                          國立政治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自然組        0360 24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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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民

系組代碼及核定名額

校  名 分發志願表上之系名簡稱系組名 5%
系組

代碼 名額

核定

財務管理學系                                                國立政治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              0361 17 V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國立政治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0362 25 V

傳播學院大一大二不分系社會組                                國立政治大學            傳播學院不分系社會組0363 60

傳播學院大一大二不分系自然組                                國立政治大學            傳播學院不分系自然組0364 5

英國語文學系                                                國立政治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              0365 27

阿拉伯語文學系                                              國立政治大學            阿拉伯語文學系            0366 20

斯拉夫語文學系                                              國立政治大學            斯拉夫語文學系            0367 28

日本語文學系                                                國立政治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0370 14

韓國語文學系                                                國立政治大學            韓國語文學系              0371 12

土耳其語文學系                                              國立政治大學            土耳其語文學系            0372 14

歐洲語文學系法文組                                          國立政治大學            歐洲語文學系法文組        0373 7

歐洲語文學系德文組                                          國立政治大學            歐洲語文學系德文組        0374 8

歐洲語文學系西班牙文組                                      國立政治大學            歐洲語文學系西班牙文組    0375 8

東南亞語言與文化學士學位學程                                國立政治大學            東南亞語言文化學士學位學程0376 13

法律學系                                                    國立政治大學            法律學系                  0377 54 V

應用數學系                                                  國立政治大學            應用數學系                0400 16

心理學系                                                    國立政治大學            心理學系                  0401 18

資訊科學系                                                  國立政治大學            資訊科學系                0402 17 V

醫學系(自費)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自費)              0403 16

醫學系(公費)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公費)              0404 2

運動醫學系                                                  高雄醫學大學            運動醫學系                0405 12

呼吸治療學系                                                高雄醫學大學            呼吸治療學系              0406 16 V

牙醫學系                                                    高雄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0407 16

口腔衛生學系                                                高雄醫學大學            口腔衛生學系              0410 10

藥學系                                                      高雄醫學大學            藥學系                    0411 27

香粧品學系                                                  高雄醫學大學            香粧品學系                0412 15

護理學系                                                    高雄醫學大學            護理學系                  0413 28 V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0414 8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0415 6

公共衛生學系                                                高雄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0416 18 V

職能治療學系                                                高雄醫學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0417 13 V

物理治療學系                                                高雄醫學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0420 10 V

醫務管理暨醫療資訊學系                                      高雄醫學大學            醫務管理暨醫療資訊學系    0421 8 V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醫藥化學組                                  高雄醫學大學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醫藥化學組0422 8 V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應用化學組                                  高雄醫學大學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應用化學組0423 8 V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高雄醫學大學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0424 11

生物科技學系                                                高雄醫學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0425 6

心理學系                                                    高雄醫學大學            心理學系                  0426 17

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  0427 15

生命科學院學士班                                            高雄醫學大學            生命科學院學士班          043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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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名 分發志願表上之系名簡稱系組名 5%
系組

代碼 名額

核定

應用數學系                                                  中原大學                應用數學系                0431 10

物理學系物理組                                              中原大學                物理學系物理組            0432 6

物理學系光電與材料科學組                                    中原大學                物理學系光電與材料科學組  0433 6

化學系化學組                                                中原大學                化學系化學組              0434 6

化學系材料化學組                                            中原大學                化學系材料化學組          0435 6

心理學系                                                    中原大學                心理學系                  0436 15

生物科技學系                                                中原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0437 16

化學工程學系綠能製程組                                      中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綠能製程組    0440 7

化學工程學系生化工程組                                      中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生化工程組    0441 8

化學工程學系材料工程組                                      中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材料工程組    0442 8

土木工程學系                                                中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0443 25

機械工程學系                                                中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0444 16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中原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0445 19

環境工程學系                                                中原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0446 6

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                                          中原大學                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        0447 7

工業與系統工程學系工程組                                    中原大學                工業與系統工程學系工程組  0450 10

工業與系統工程學系管理組                                    中原大學                工業與系統工程學系管理組  0451 6

電子工程學系                                                中原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0452 11

資訊工程學系                                                中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0453 11

電機工程學系                                                中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0454 14

企業管理學系服務業管理組                                    中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服務業管理組  0455 6

企業管理學系高科技業管理組                                  中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高科技業管理組0456 6

企業管理學系工商管理組                                      中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工商管理組    0457 6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中原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0460 12

會計學系                                                    中原大學                會計學系                  0461 13

資訊管理學系                                                中原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0462 14

財務金融學系                                                中原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0463 12

財經法律學系                                                中原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              0464 22

建築學系                                                    中原大學                建築學系                  0465 6

室內設計學系                                                中原大學                室內設計學系              0466 8

商業設計學系商業設計組                                      中原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商業設計組    0467 10

商業設計學系產品設計組                                      中原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產品設計組    0470 6

景觀學系                                                    中原大學                景觀學系                  0471 9

特殊教育學系                                                中原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0472 9

應用外國語文學系                                            中原大學                應用外國語文學系          0473 6

應用華語文學系                                              中原大學                應用華語文學系            0474 12

中國文學系                                                  東海大學                中國文學系                0475 32

外國語文學系                                                東海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0476 41

歷史學系                                                    東海大學                歷史學系                  0477 22

日本語言文化學系                                            東海大學                日本語言文化學系          050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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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名 分發志願表上之系名簡稱系組名 5%
系組

代碼 名額

核定

哲學系                                                      東海大學                哲學系                    0501 16

應用物理學系(A組)                                           東海大學                應用物理學系(A組)         0502 5

應用物理學系(B組)                                           東海大學                應用物理學系(B組)         0503 5

化學系化學組                                                東海大學                化學系化學組              0504 7

化學系化學生物組(A組)                                       東海大學                化學系化學生物組(A組)     0505 4

化學系化學生物組(B組)                                       東海大學                化學系化學生物組(B組)     0506 4

生命科學系生物醫學組                                        東海大學                生命科學系生物醫學組      0507 8

生命科學系生態暨生物多樣性組                                東海大學                生命科學系生態生物多樣性組0510 8

應用數學系(A組)                                             東海大學                應用數學系(A組)           0511 5

應用數學系(B組)                                             東海大學                應用數學系(B組)           0512 4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製程及能源工程組)                   東海大學                化工與材工系(製程及能源組)0513 1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材料工程組)                          東海大學                化工與材工系(材料工程組)0514 7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生化工程組)                          東海大學                化工與材工系(生化工程組)0515 8

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智慧設計與生產組)                   東海大學                工工與經營系(設計與生產組)0516 6

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智慧經營與管理組)                   東海大學                工工與經營系(經營與管理組)0517 10

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自然A組)                                 東海大學                環境科學與工程系(自然A組)0520 5

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自然B組)                                 東海大學                環境科學與工程系(自然B組)0521 9

資訊工程學系(資電工程組)                                    東海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資電工程組)  0522 9

資訊工程學系(人工智慧組)                                    東海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人工智慧組)  0523 8

資訊工程學系(軟體工程組)                                    東海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軟體工程組)  0524 9

電機工程學系                                                東海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0525 22

企業管理學系(行銷與數位經營組)                              東海大學                企管系(行銷與數位經營組)0526 12

企業管理學系(服務創新與經營組)                              東海大學                企管系(服務創新與經營組)0527 12

企業管理學系(創業與組織領導組)                              東海大學                企管系(創業與組織領導組)0530 12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東海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0531 76

會計學系                                                    東海大學                會計學系                  0532 43

財務金融學系                                                東海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0533 35

統計學系(巨量資料管理組)                                    東海大學                統計學系(巨量資料管理組)  0534 11

統計學系(決策管理組)                                        東海大學                統計學系(決策管理組)      0535 6

資訊管理學系(物聯網與大數據應用組)                          東海大學                資管系(物聯網與大數據組)0536 9

資訊管理學系(數位行銷與電子商務應用組)                      東海大學                資管系(行銷與電子商務組)0537 8

經濟學系一般經濟組                                          東海大學                經濟學系一般經濟組        0540 29

經濟學系產業經濟組                                          東海大學                經濟學系產業經濟組        0541 10

政治學系政治理論組                                          東海大學                政治學系政治理論組        0542 18

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                                          東海大學                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        0543 17

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東海大學                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0544 30 V

社會學系                                                    東海大學                社會學系                  0545 21

社會工作學系                                                東海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0546 45

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A組)                                     東海大學                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A組)   0547 9 V

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B組)                                     東海大學                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B組)   0550 8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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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組代碼及核定名額

校  名 分發志願表上之系名簡稱系組名 5%
系組

代碼 名額

核定

食品科學系(A組)                                             東海大學                食品科學系(A組)           0551 11

食品科學系(B組)                                             東海大學                食品科學系(B組)           0552 10

餐旅管理學系                                                東海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0553 11

美術學系                                                    東海大學                美術學系                  0554 4

音樂學系                                                    東海大學                音樂學系0555 2

建築學系                                                    東海大學                建築學系                  0556 13

工業設計學系                                                東海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0557 10

高齡健康與運動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東海大學                高齡健康與運動科學學位學程0560 19

景觀學系                                                    東海大學                景觀學系                  0561 10

法律學系                                                    東海大學                法律學系                  0562 85

國際學院國際經營管理學位學程                                東海大學                國際學院國際經管學位學程0563 9

永續科學與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東海大學                永續科學與工程學士學位學程0564 6

中國文學系甲組(一般組)                                      國立清華大學            中國文學系甲組(一般組)    0565 16

中國文學系乙組(華語文教學組)                                國立清華大學            中國文學系乙組(華語教學組)0566 6

外國語文學系                                                國立清華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0567 10

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                                          國立清華大學            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        0570 16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自費)                                    國立清華大學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自費)  0571 9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公費)-臺中市                             國立清華大學            教育學習科技系(公費)-臺中 0572 3

幼兒教育學系                                                國立清華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0573 8

特殊教育學系                                                國立清華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0574 11

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國立清華大學            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0575 14

英語教學系(自費)                                            國立清華大學            英語教學系(自費)          0576 7

英語教學系(公費)-新竹縣                                     國立清華大學            英語教學系(公費)-新竹縣   0577 1

運動科學系                                                  國立清華大學            運動科學系                0600 4

竹師教育學院學士班甲組(雙專長組)                            國立清華大學            竹師教育學院甲組(雙專長組)0601 6

竹師教育學院學士班乙組(永續發展教育組)                      國立清華大學            竹師教育學院(永續發展組)0602 5

經濟學系第1組                                               國立清華大學            經濟學系第1組             0603 17

經濟學系第2組                                               國立清華大學            經濟學系第2組             0604 16

科技管理學院學士班                                          國立清華大學            科技管理學院學士班        0605 8 V

計量財務金融學系甲組                                        國立清華大學            計量財務金融學系甲組      0606 9 V

計量財務金融學系乙組                                        國立清華大學            計量財務金融學系乙組      0607 9 V

數學系甲組(數學組)                                          國立清華大學            數學系甲組(數學組)        0610 5

數學系乙組(應用數學組)                                      國立清華大學            數學系乙組(應用數學組)    0611 7

物理學系物理組(甲組一般組)                                  國立清華大學            物理學系物理組(甲組一般組)0612 7

物理學系物理組(乙組天文物理組)                              國立清華大學            物理學系物理組(天文物理組)0613 2

物理學系光電物理組                                          國立清華大學            物理學系光電物理組        0614 5

化學系                                                      國立清華大學            化學系                    0615 29 V

理學院學士班                                                國立清華大學            理學院學士班              0616 9

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                                        國立清華大學            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      0617 9

工程與系統科學系甲組(低碳綠能組)                            國立清華大學            工程與系統系(低碳綠能組)062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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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與系統科學系乙組(智慧奈米系統組)                        國立清華大學            工程與系統系(智慧奈米組)0621 6

原子科學院學士班                                            國立清華大學            原子科學院學士班          0622 5

化學工程學系                                                國立清華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0623 11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甲組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甲組      0624 3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乙組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乙組      0625 9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甲組                                        國立清華大學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甲組      0626 3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乙組                                        國立清華大學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乙組      0627 18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國立清華大學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0630 12

工學院學士班                                                國立清華大學            工學院學士班              0631 7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0632 4 V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0633 10 V

資訊工程學系甲組(電子資訊組)                                國立清華大學            資訊工程系甲組(電子資訊組)0634 5 V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資訊工程組)                                國立清華大學            資訊工程系乙組(資訊工程組)0635 8 V

資訊工程學系丙組(人工智慧組)                                國立清華大學            資訊工程系丙組(人工智慧組)0636 5 V

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甲組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甲組    0637 1 V

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乙組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乙組    0640 4 V

生命科學系                                                  國立清華大學            生命科學系                0641 8

醫學科學系                                                  國立清華大學            醫學科學系                0642 6

生命科學院學士班                                            國立清華大學            生命科學院學士班          0643 6

藝術與設計學系創作組                                        國立清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創作組      0644 8

藝術與設計學系設計組                                        國立清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設計組      0645 8

藝術學院學士班                                              國立清華大學            藝術學院學士班            0646 7 V

牙醫學系                                                    中國醫藥大學            牙醫學系                  0647 6

醫學系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0650 17

中醫學系甲組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系甲組              0651 6

中醫學系乙組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系乙組              0652 6

藥學系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                    0653 10

護理學系                                                    中國醫藥大學            護理學系                  0654 6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0655 6

營養學系                                                    中國醫藥大學            營養學系                  0656 6

物理治療學系                                                中國醫藥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0657 6

生物科技學系                                                中國醫藥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0660 10

運動醫學系                                                  中國醫藥大學            運動醫學系                0661 6

中國藥學暨中藥資源學系                                      中國醫藥大學            中國藥學暨中藥資源學系    0662 6

藥用化妝品學系                                              中國醫藥大學            藥用化妝品學系            0663 6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系                                  中國醫藥大學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系0664 6

公共衛生學院大一不分系                                      中國醫藥大學            公共衛生學院大一不分系    0665 6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0666 4 V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0667 44 V

光電工程學系                                                國立交通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              0670 5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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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工程學系甲組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甲組          0671 5 V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          0672 19 V

奈米科學及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國立交通大學            奈米科學及工程學士學位學程0673 4 V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甲組                                      國立交通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甲組    0674 3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乙組                                      國立交通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乙組    0675 7

機械工程學系                                                國立交通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0676 30

土木工程學系                                                國立交通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0677 27 V

理學院科學學士學位學程甲組                                  國立交通大學            理學院科學學士學位學程甲組0700 5

電子物理學系光電與奈米科學組                                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物理學系光電奈米科學組0701 4

電子物理學系電子物理組                                      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物理學系電子物理組    0702 6

應用化學系                                                  國立交通大學            應用化學系                0703 16 V

應用數學系                                                  國立交通大學            應用數學系                0704 11

生物科技學系                                                國立交通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0705 16

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資訊管理組                            國立交通大學            資管與財金學系資訊管理組0706 3 V

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財務金融組                            國立交通大學            資管與財金學系財務金融組0707 3 V

管理科學系                                                  國立交通大學            管理科學系                0710 19 V

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                                          國立交通大學            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        0711 12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國立交通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0712 17

外國語文學系                                                國立交通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0713 10

傳播與科技學系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0714 10

人文社會學系                                                國立交通大學            人文社會學系              0715 18

中國文學學系                                                淡江大學                中國文學學系              0716 40

歷史學系                                                    淡江大學                歷史學系                  0717 39

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淡江大學                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0720 35

大眾傳播學系                                                淡江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0721 14

資訊傳播學系                                                淡江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0722 22

教育科技學系                                                淡江大學                教育科技學系              0723 39

英文學系                                                    淡江大學                英文學系                  0724 58

法國語文學系                                                淡江大學                法國語文學系              0725 49

德國語文學系                                                淡江大學                德國語文學系              0726 24

西班牙語文學系                                              淡江大學                西班牙語文學系            0727 30

日本語文學系                                                淡江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0730 50

俄國語文學系                                                淡江大學                俄國語文學系              0731 15

商管學院全球財務管理全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淡江大學                商管學院全球財管學位學程0732 9

財務金融學系                                                淡江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0733 36

產業經濟學系                                                淡江大學                產業經濟學系              0734 29

國際企業學系經貿管理組                                      淡江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經貿管理組    0735 19

國際企業學系國際商學全英語組                                淡江大學                國際企業系國際商學全英語組0736 11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淡江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0737 35

經濟學系                                                    淡江大學                經濟學系                  0740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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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組代碼及核定名額

校  名 分發志願表上之系名簡稱系組名 5%
系組

代碼 名額

核定

會計學系                                                    淡江大學                會計學系                  0741 44

企業管理學系                                                淡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0742 30

統計學系                                                    淡江大學                統計學系                  0743 48

資訊管理學系                                                淡江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0744 47

運輸管理學系                                                淡江大學                運輸管理學系              0745 31

公共行政學系                                                淡江大學                公共行政學系              0746 27

管理科學學系(事業經營組)                                    淡江大學                管理科學學系(事業經營組)  0747 15

管理科學學系(行銷與流通管理組)                              淡江大學                管理科學系(行銷流通管理組)0750 15

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全英語學士班                              淡江大學                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學士班0751 8

理學院尖端材料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淡江大學                理學院尖端材料科學學位學程0752 19

數學學系數學組                                              淡江大學                數學學系數學組            0753 14

數學學系資料科學與數理統計組                                淡江大學                數學系資料科學與數理統計組0754 14

化學學系化學與生物化學組                                    淡江大學                化學學系化學與生物化學組  0755 21

化學學系材料化學組                                          淡江大學                化學學系材料化學組        0756 15

物理學系光電物理組                                          淡江大學                物理學系光電物理組        0757 14

物理學系應用物理組                                          淡江大學                物理學系應用物理組        0760 13

建築學系                                                    淡江大學                建築學系                  0761 20

土木工程學系                                                淡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0762 26

資訊工程學系                                                淡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0763 42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光機電整合組                              淡江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光機電組0764 11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精密機械組                                淡江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系精密機械組0765 11

電機工程學系電機資訊組                                      淡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電機資訊組    0766 11

電機工程學系電機通訊組                                      淡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電機通訊組    0767 11

電機工程學系電機與系統組                                    淡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電機與系統組  0770 11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淡江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0771 29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淡江大學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0772 29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水資源工程組                            淡江大學                水資源及環工系水資源工程組0773 11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環境工程組                              淡江大學                水資源及環工系環境工程組0774 11

資訊創新與科技學系軟體工程全英語組(蘭陽校園)            淡江大學                資訊創新與科技系軟體工程組0775 9

資訊創新與科技學系應用資訊全英語組(蘭陽校園)            淡江大學                資訊創新與科技系應用資訊組0776 9

國際觀光管理學系全英語學士班(蘭陽校園)(海外實習組)   淡江大學                國際觀光管理系(海外實習組)0777 9

國際觀光管理學系全英語學士班(蘭陽校園)(產業實習組)   淡江大學                國際觀光管理系(產業實習組)1000 8

英美語言文化學系全英語學士班(蘭陽校園)                      淡江大學                英美語言文化學系全英語班1001 9

全球政治經濟學系全英語學士班(蘭陽校園)                      淡江大學                全球政治經濟學系全英語班1002 9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                                      逢甲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    1003 6

纖維與複合材料學系                                          逢甲大學                纖維與複合材料學系        1004 9

工業工程與系統管理學系A組                                   逢甲大學                工業工程與系統管理學系A組 1005 7

工業工程與系統管理學系B組                                   逢甲大學                工業工程與系統管理學系B組 1006 7

化學工程學系                                                逢甲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1007 11

航太與系統工程學系                                          逢甲大學                航太與系統工程學系        101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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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系統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逢甲大學                精密系統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1011 5

應用數學系A組                                               逢甲大學                應用數學系A組             1012 9

應用數學系B組                                               逢甲大學                應用數學系B組             1013 8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逢甲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1014 14

環境工程與科學學系                                          逢甲大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學系        1015 12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A組                                       逢甲大學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A組     1016 10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B組                                       逢甲大學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B組     1017 10

會計學系                                                    逢甲大學                會計學系                  1020 28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逢甲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1021 21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國際企業管理全英語學士班              逢甲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系國企管理班1022 5

財稅學系                                                    逢甲大學                財稅學系                  1023 13

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逢甲大學                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1024 5

統計學系商業大數據組                                        逢甲大學                統計學系商業大數據組      1025 7

統計學系大數據分析與市場決策組                              逢甲大學                統計系數據分析與市場決策組1026 7

經濟學系                                                    逢甲大學                經濟學系                  1027 12

企業管理學系                                                逢甲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1030 12

行銷學系                                                    逢甲大學                行銷學系                  1031 9

中國文學系                                                  逢甲大學                中國文學系                1032 5

外國語文學系                                                逢甲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1033 16

資訊工程學系甲組                                            逢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甲組          1034 12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                                            逢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          1035 12

電子工程學系甲組                                            逢甲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甲組          1036 6

電子工程學系乙組                                            逢甲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乙組          1037 6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逢甲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1040 11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逢甲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1041 10

自動控制工程學系甲組                                        逢甲大學                自動控制工程學系甲組      1042 8

自動控制工程學系乙組                                        逢甲大學                自動控制工程學系乙組      1043 8

資訊電機學院學士班甲組                                      逢甲大學                資訊電機學院學士班甲組    1044 8

資訊電機學院學士班乙組                                      逢甲大學                資訊電機學院學士班乙組    1045 7

通訊工程學系甲組                                            逢甲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甲組          1046 6

通訊工程學系乙組                                            逢甲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乙組          1047 5

土木工程學系                                                逢甲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1050 6

水利工程與資源保育學系A組                                   逢甲大學                水利工程與資源保育學系A組 1051 3

水利工程與資源保育學系B組                                   逢甲大學                水利工程與資源保育學系B組 1052 3

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                                      逢甲大學                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    1053 8

運輸與物流學系                                              逢甲大學                運輸與物流學系            1054 6

土地管理學系                                                逢甲大學                土地管理學系              1055 7

財務金融學系                                                逢甲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1056 28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逢甲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1057 22

財務工程與精算學士學位學程                                  逢甲大學                財務工程與精算學士學位學程106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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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組

代碼 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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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專業學院學士班                                          逢甲大學                建築專業學院學士班        1061 15

中國文學系                                                  國立中央大學            中國文學系                1062 12 V

英美語文學系                                                國立中央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              1063 14 V

法國語文學系                                                國立中央大學            法國語文學系              1064 15 V

文學院學士班                                                國立中央大學            文學院學士班              1065 6 V

數學系數學科學組                                            國立中央大學            數學系數學科學組          1066 10 V

數學系計算與資料科學組                                      國立中央大學            數學系計算與資料科學組    1067 10 V

物理學系                                                    國立中央大學            物理學系                  1070 16 V

化學學系                                                    國立中央大學            化學學系                  1071 12 V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國立中央大學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1072 7 V

理學院學士班                                                國立中央大學            理學院學士班              1073 12 V

土木工程學系                                                國立中央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1074 34 V

機械工程學系光機電工程組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光機電工程組  1075 8 V

機械工程學系先進材料與精密製造組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系材料與精密製造組1076 8 V

機械工程學系設計與分析組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設計與分析組  1077 8 V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國立中央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1100 15 V

工學院學士班                                                國立中央大學            工學院學士班              1101 5 V

企業管理學系                                                國立中央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1102 40 V

資訊管理學系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1103 39 V

經濟學系                                                    國立中央大學            經濟學系                  1104 17 V

財務金融學系                                                國立中央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1105 9 V

電機工程學系                                                國立中央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1106 16 V

資訊工程學系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1107 15 V

通訊工程學系                                                國立中央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1110 10 V

資訊電機學院學士班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電機學院學士班        1111 6 V

大氣科學學系                                                國立中央大學            大氣科學學系              1112 9 V

太空科學與工程學系                                          國立中央大學            太空科學與工程學系        1113 9 V

地球科學學系                                                國立中央大學            地球科學學系              1114 10 V

地球科學學院學士班                                          國立中央大學            地球科學學院學士班        1115 3 V

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國立中央大學            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1116 8 V

生命科學系                                                  國立中央大學            生命科學系                1117 16 V

生醫科學與工程學系                                          國立中央大學            生醫科學與工程學系        1120 5 V

哲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            哲學系                    1121 20

中國文學系中國文學組                                        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文學系中國文學組      1122 46

中國文學系文藝創作組                                        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文學系文藝創作組      1123 25

史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            史學系                    1124 21

日本語文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1125 50

韓國語文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            韓國語文學系              1126 38

俄國語文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            俄國語文學系              1127 24

英國語文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              1130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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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語文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            法國語文學系              1131 23

應用數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            應用數學系                1132 26

光電物理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            光電物理學系              1133 12 V

化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            化學系                    1134 12 V

地理學系A組                                                 中國文化大學            地理學系A組               1135 4 V

地理學系B組                                                 中國文化大學            地理學系B組               1136 6 V

大氣科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            大氣科學系                1137 17

地質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            地質學系                  1140 12

生命科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            生命科學系                1141 13

法律學系法學組                                              中國文化大學            法律學系法學組            1142 56 V

法律學系財經法律組                                          中國文化大學            法律學系財經法律組        1143 56 V

法律學系企業金融法制組                                      中國文化大學            法律學系企業金融法制組    1144 21 V

政治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            政治學系                  1145 26

經濟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            經濟學系                  1146 37

勞動暨人力資源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            勞動暨人力資源學系        1147 55

社會福利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            社會福利學系              1150 46

行政管理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            行政管理學系              1151 58 V

園藝暨生物技術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            園藝暨生物技術學系        1152 11

動物科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            動物科學系                1153 12 V

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            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        1154 15

土地資源學系A組                                             中國文化大學            土地資源學系A組           1155 13

土地資源學系B組                                             中國文化大學            土地資源學系B組           1156 3

生活應用科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            生活應用科學系            1157 14

保健營養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            保健營養學系              1160 11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1161 20

電機工程學系A組                                             中國文化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A組           1162 9 V

電機工程學系B組                                             中國文化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B組           1163 9 V

機械工程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1164 20

紡織工程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            紡織工程學系              1165 11

資訊工程學系A組                                             中國文化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A組           1166 11 V

資訊工程學系B組                                             中國文化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B組           1167 10 V

國際貿易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              1170 43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1171 60 V

會計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            會計學系                  1172 25 V

觀光事業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1173 30

資訊管理學系(智慧商務科技組)                                中國文化大學            資訊管理系(智慧商務科技組)1174 33 V

資訊管理學系(雲端服務暨巨量資料組)                          中國文化大學            資訊管理系(雲端巨量資料組)1175 20 V

財務金融學系金融行銷組                                      中國文化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金融行銷組    1176 11 V

財務金融學系財務金融組                                      中國文化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財務金融組    1177 21 V

全球商務學士學位學程                                        中國文化大學            全球商務學士學位學程      1200 9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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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組

代碼 名額

核定

新聞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            新聞學系                  1201 52

廣告學系A組                                                 中國文化大學            廣告學系A組               1202 18

廣告學系B組                                                 中國文化大學            廣告學系B組               1203 15

資訊傳播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1204 30

大眾傳播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1205 27

美術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            美術學系                  1206 20

音樂學系A組                                                 中國文化大學            音樂學系A組      1207 7 V

音樂學系B組                                                 中國文化大學            音樂學系B組               1210 3 V

戲劇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            戲劇學系                  1211 4

都市計劃與開發管理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            都市計劃與開發管理學系    1212 11 V

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            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        1213 11 V

景觀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            景觀學系                  1214 13 V

教育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            教育學系                  1215 16

心理輔導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            心理輔導學系              1216 20

體育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            體育學系                  1217 2

運動與健康促進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            運動與健康促進學系        1220 2

英國語文學系                                                靜宜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              1221 18

西班牙語文學系                                              靜宜大學                西班牙語文學系            1222 8

日本語文學系                                                靜宜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1223 22

中國文學系                                                  靜宜大學                中國文學系                1224 20

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                                  靜宜大學                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1225 10

台灣文學系                                                  靜宜大學                台灣文學系                1226 5

法律學系                                                    靜宜大學                法律學系                  1227 12

生態人文學系(自然組)                                        靜宜大學                生態人文學系(自然組)      1230 4

生態人文學系(人文組)                                        靜宜大學                生態人文學系(人文組)      1231 4

大眾傳播學系                                                靜宜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1232 3

財務工程學系                                                靜宜大學                財務工程學系              1233 7

應用化學系                                                  靜宜大學                應用化學系                1234 7

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                                    靜宜大學                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  1235 5

食品營養學系食品與生物技術組                                靜宜大學                食品營養系食品與生物技術組1236 3

化粧品科學系                                                靜宜大學                化粧品科學系              1237 5

資料科學暨大數據分析與應用學系                              靜宜大學                資料科學暨大數據分析應用系1240 7

企業管理學系                                                靜宜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1241 22

國際企業學系(國際經營與行銷組)                              靜宜大學                國際企業系(國際經營行銷組)1242 12

國際企業學系(國際貿易與運籌組)                              靜宜大學                國際企業系(國際貿易運籌組)1243 11

會計學系                                                    靜宜大學                會計學系                  1244 23

觀光事業學系(甲組)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甲組)        1245 7

觀光事業學系(乙組)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乙組)        1246 7

觀光事業學系(丙組)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丙組)        1247 7

財務金融學系(金融管理組)                                    靜宜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金融管理組)  125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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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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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金融學系(投資管理組)                                    靜宜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投資管理組)  1251 11

資訊管理學系(應用軟體開發組)                                靜宜大學                資訊管理系(應用軟體開發組)1252 6

資訊管理學系(行動與雲端商務組)                              靜宜大學                資訊管理系(行動雲端商務組)1253 6

資訊管理學系(物聯網應用組)                                  靜宜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物聯網應用組)1254 5

資訊工程學系(智慧電子與數位系統設計組)                      靜宜大學                資工系(電子與系統設計組)1255 4

資訊工程學系(人工智慧與網路技術組)                          靜宜大學                資工系(人工智慧與網路組)1256 4

資訊工程學系(智慧生活與服務設計組)                          靜宜大學                資工系(智慧生活與設計組)1257 4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人工智慧產學實作組)                        靜宜大學                資傳工程系(人工智慧實作組)1260 5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虛擬實境多媒體應用組)                      靜宜大學                資傳工程系(虛擬實境應用組)1261 4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互動科技整合設計組)                        靜宜大學                資傳工程系(互動科技整合組)1262 4

寰宇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靜宜大學                寰宇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1263 7

寰宇外語教育學士學位學程                                    靜宜大學                寰宇外語教育學士學位學程  1264 5

機械工程學系電子機械組(甲組)                                大同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電子機械組(甲)1265 7

機械工程學系電子機械組(乙組)                                大同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電子機械組(乙)1266 6

機械工程學系精密機械組(甲組)                                大同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精密機械組(甲)1267 5

機械工程學系精密機械組(乙組)                                大同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精密機械組(乙)1270 5

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學系(化學工程組)                          大同大學                化工與生物科技系(化工組)1271 13

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學系(生物科技組)                          大同大學                化工與生物科技系(生科組)1272 13

材料工程學系                                                大同大學                材料工程學系              1273 13

工程學院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大同大學                工程學院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1274 14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大同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1275 14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大同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1276 14

資訊工程學系(甲組)                                          大同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甲組)        1277 14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                                          大同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        1300 14

事業經營學系(甲組)                                          大同大學                事業經營學系(甲組)        1301 18

事業經營學系(乙組)                                          大同大學                事業經營學系(乙組)        1302 18

資訊經營學系                                                大同大學                資訊經營學系              1303 17

應用外語學系                                                大同大學                應用外語學系              1304 16

工業設計學系(自然一組)                                      大同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自然一組)    1305 5

工業設計學系(自然二組)                                      大同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自然二組)    1306 3

工業設計學系(社會一組)                                      大同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社會一組)    1307 13

工業設計學系(社會二組)                                      大同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社會二組)    1310 13

媒體設計學系互動媒體設計組(自然組)                          大同大學                媒體設計系互動媒體組自然組1311 4

媒體設計學系互動媒體設計組(社會組一)                        大同大學                媒體設計系互動媒體組社一組1312 5

媒體設計學系互動媒體設計組(社會組二)                        大同大學                媒體設計系互動媒體組社二組1313 4

媒體設計學系數位遊戲設計組(自然組)                          大同大學                媒體設計系數位遊戲組自然組1314 4

媒體設計學系數位遊戲設計組(社會組一)                        大同大學                媒體設計系數位遊戲組社一組1315 4

媒體設計學系數位遊戲設計組(社會組二)                        大同大學                媒體設計系數位遊戲組社二組1316 4

中國文學系                                                  輔仁大學                中國文學系                1317 29

歷史學系                                                    輔仁大學                歷史學系                  1320 37

22



原民

系組代碼及核定名額

校  名 分發志願表上之系名簡稱系組名 5%
系組

代碼 名額

核定

哲學系                                                      輔仁大學                哲學系                    1321 40

音樂學系-弦樂                                               輔仁大學                音樂學系-弦樂             1322 1

音樂學系-銅管樂.木管樂                                      輔仁大學                音樂學系-銅管樂.木管樂1323 1

音樂學系-鋼琴                                               輔仁大學                音樂學系-鋼琴             1324 1

應用美術學系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學系              1325 20

景觀設計學系(社會組)                                        輔仁大學                景觀設計學系(社會組)      1326 15

景觀設計學系(自然組)                                        輔仁大學                景觀設計學系(自然組)      1327 4

影像傳播學系                                                輔仁大學                影像傳播學系              1330 17

新聞傳播學系                                                輔仁大學                新聞傳播學系              1331 25

廣告傳播學系                                                輔仁大學                廣告傳播學系              1332 25

圖書資訊學系                                                輔仁大學                圖書資訊學系              1333 16

體育學系體育學組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體育學組          1334 1

體育學系運動健康管理組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運動健康管理組    1335 17

教育領導與科技發展學士學位學程                              輔仁大學                教育領導與科技發展學位學程1336 11

護理學系                                                    輔仁大學                護理學系                  1337 30

公共衛生學系                                                輔仁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1340 16

醫學系(自費)                                                輔仁大學                醫學系(自費)              1341 16

醫學系(公費)                                                輔仁大學                醫學系(公費)              1342 4

臨床心理學系                                                輔仁大學                臨床心理學系              1343 16

職能治療學系                                                輔仁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1344 17

呼吸治療學系                                                輔仁大學                呼吸治療學系              1345 12

數學系資訊數學組                                            輔仁大學                數學系資訊數學組          1346 14

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輔仁大學                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1347 17

化學系                                                      輔仁大學                化學系                    1350 20

資訊工程學系                                                輔仁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1351 28

生命科學系                                                  輔仁大學                生命科學系                1352 25

物理學系物理組                                              輔仁大學                物理學系物理組            1353 12

物理學系光電物理組                                          輔仁大學                物理學系光電物理組        1354 12

電機工程學系                                                輔仁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1355 36 V

醫學資訊與創新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輔仁大學                醫學資訊與創新應用學位學程1356 10

英國語文學系                                                輔仁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              1357 17

法國語文學系                                                輔仁大學                法國語文學系              1360 17

西班牙語文學系                                              輔仁大學                西班牙語文學系            1361 17

日本語文學系                                                輔仁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1362 20

義大利語文學系                                              輔仁大學                義大利語文學系            1363 17

德語語文學系                                                輔仁大學                德語語文學系              1364 17

織品服裝學系織品設計組                                      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學系織品設計組    1365 13

織品服裝學系服飾設計組                                      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學系服飾設計組    1366 9

織品服裝學系織品服飾行銷組                                  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學系織品服飾行銷組1367 29

餐旅管理學系                                                輔仁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1370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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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與家庭學系                                              輔仁大學                兒童與家庭學系            1371 19

食品科學系                                                  輔仁大學                食品科學系                1372 17

營養科學系                                                  輔仁大學                營養科學系                1373 10

法律學系                                                    輔仁大學                法律學系                  1374 42

財經法律學系                                                輔仁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              1375 22

企業管理學系                                                輔仁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1376 41

會計學系                                                    輔仁大學                會計學系                  1377 32 V

資訊管理學系                                                輔仁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1400 24

統計資訊學系                                                輔仁大學                統計資訊學系              1401 33

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                                          輔仁大學                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        1402 39

社會學系                                                    輔仁大學                社會學系                  1403 17

社會工作學系                                                輔仁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1404 17

經濟學系                                                    輔仁大學                經濟學系                  1405 34

宗教學系                                                    輔仁大學                宗教學系                  1406 3

心理學系                                                    輔仁大學                心理學系                  1407 15

商船學系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商船學系                  1410 9

航運管理學系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航運管理學系              1411 20

運輸科學系A組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運輸科學系A組             1412 6

運輸科學系B組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運輸科學系B組             1413 6

輪機工程學系能源應用組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輪機工程學系能源應用組    1414 9

輪機工程學系動力工程組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輪機工程學系動力工程組    1415 4

食品科學系食品科學組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食品科學組      1416 5

食品科學系生物科技組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生物科技組      1417 9

水產養殖學系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學系              1420 9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1421 10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1422 6

海洋環境資訊系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環境資訊系            1423 8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1424 13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1425 11

河海工程學系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學系              1426 10 V

電機工程學系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1427 24 V

資訊工程學系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1430 24 V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        1431 11 V

海洋觀光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觀光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1432 5 V

海洋法政學士學位學程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法政學士學位學程      1433 6 V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        1434 5

海洋文創設計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文創設計產業學位學程1435 5 V

海洋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1436 4

海洋工程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工程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1437 4 V

海洋經營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經營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1440 2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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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學系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音樂學系         1441 2 V

美術學系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                  1442 14

視覺設計學系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視覺設計學系              1443 12

國文學系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1444 28

英語學系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1445 42

地理學系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地理學系                  1446 18 V

教育學系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                  1447 9

特殊教育學系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1450 9

事業經營學系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事業經營學系              1451 11 V

體育學系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1452 8

數學系數學組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數學系數學組              1453 15

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1454 16

物理學系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物理學系                  1455 12

化學系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化學系                    1456 13 V

生物科技系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生物科技系                1457 11

工業科技教育學系科技教育與訓練組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工業科教系科技教育與訓練組1460 5

工業科技教育學系能源與冷凍空調組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工業科教系能源與冷凍空調組1461 5

電機工程學系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1462 20

工業設計學系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1463 11 V

電子工程學系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1464 18 V

軟體工程與管理學系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軟體工程與管理學系        1465 15 V

輔導與諮商學系學校輔導與諮商組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輔導與諮商系學校輔導諮商組1466 14

輔導與諮商學系社區輔導與諮商組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輔導與諮商系社區輔導諮商組1467 10

特殊教育學系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1470 34

數學系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數學系                    1471 40

物理學系物理組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物理學系物理組            1472 14

物理學系光電組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物理學系光電組            1473 14

生物學系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生物學系                  1474 18

化學系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化學系                    1475 16 V

英語學系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1476 26

國文學系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1477 43

美術學系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                  1500 12

地理學系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地理學系                  1501 16

機電工程學系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機電工程學系              1502 17

電機工程學系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1503 12 V

電子工程學系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1504 18 V

資訊工程學系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1505 12 V

企業管理學系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1506 18 V

會計學系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會計學系                  1507 39 V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管理組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管理組    1510 8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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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管理學系數位內容科技與管理組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資訊管理系數位科技與管理組1511 7 V

運動學系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運動學系                  1512 5

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公民教育組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公務與公民教育系公民教育組1513 10

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公共事務組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公務與公民教育系公共事務組1514 10

醫學系(自費)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自費)              1515 30

醫學系(公費)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公費)              1516 5

牙醫學系                                                    國立陽明大學            牙醫學系                  1517 20

醫學生物技術暨檢驗學系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生物技術暨檢驗學系    1520 14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國立陽明大學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1521 11

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學系                                      國立陽明大學            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學系    1522 12 V

護理學系                                                    國立陽明大學            護理學系                  1523 10 V

生命科學系暨基因體科學研究所                                國立陽明大學            生命科學系暨基因科學研究所1524 7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國立陽明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1525 7

學士班大一大二不分系                                        國立陽明大學            學士班大一大二不分系      1526 4

藥學系                                                      國立陽明大學            藥學系                    1527 8

醫學系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系                    1530 48

牙醫學系                                                    中山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1531 40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1532 27

物理治療學系                                                中山醫學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1533 13 V

職能治療學系                                                中山醫學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1534 18 V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語言治療組                                中山醫學大學            語言治療與聽力系語言治療組1535 23 V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聽力組                                    中山醫學大學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聽力組  1536 23 V

生物醫學科學學系                                            中山醫學大學            生物醫學科學學系          1537 22

視光學系                                                    中山醫學大學            視光學系                  1540 16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1541 26

心理學系                                                    中山醫學大學            心理學系                  1542 22

營養學系                                                    中山醫學大學            營養學系                  1543 26

公共衛生學系                                                中山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1544 21 V

醫療產業科技管理學系                                        中山醫學大學            醫療產業科技管理學系      1545 25 V

職業安全衛生學系                                            中山醫學大學            職業安全衛生學系          1546 20

醫學應用化學系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應用化學系            1547 14

健康餐飲暨產業管理學系                                      中山醫學大學            健康餐飲暨產業管理學系    1550 21

醫學資訊學系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資訊學系              1551 15 V

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1552 46

應用外國語言學系                                            中山醫學大學            應用外國語言學系          1553 16

護理學系                                                    中山醫學大學            護理學系                  1554 55 V

中國文學系                                                  國立中山大學            中國文學系                1555 8

外國語文學系                                                國立中山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1556 5

音樂學系                                                    國立中山大學            音樂學系1557 4 V

劇場藝術學系                                                國立中山大學            劇場藝術學系              1560 1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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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學系                                                  國立中山大學            生物科學系                1561 9

化學系                                                      國立中山大學            化學系                    1562 17 V

物理學系                                                    國立中山大學            物理學系                  1563 12

應用數學系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1564 7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國立中山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1565 3 V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國立中山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1566 14 V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甲組                                      國立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甲組    1567 3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乙組                                      國立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乙組    1570 13

資訊工程學系甲組                                            國立中山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甲組          1571 3 V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                                            國立中山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          1572 3 V

光電工程學系甲組                                            國立中山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甲組          1573 3 V

光電工程學系乙組                                            國立中山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乙組          1574 9 V

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甲組                                      國立中山大學            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甲組    1575 3

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乙組                                      國立中山大學            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乙組    1576 3

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丙組                                      國立中山大學            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丙組    1577 3

企業管理學系                                                國立中山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1600 20 V

資訊管理學系(社會組)                                        國立中山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社會組)      1601 7 V

資訊管理學系(自然組)                                        國立中山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自然組)      1602 6 V

財務管理學系                                                國立中山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              1603 6 V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                                      國立中山大學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    1604 12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國立中山大學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1605 7 V

海洋科學系                                                  國立中山大學            海洋科學系                1606 5

政治經濟學系                                                國立中山大學            政治經濟學系              1607 11 V

社會學系                                                    國立中山大學            社會學系                  1610 7 V

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                                國立中山大學            人文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1611 8

醫學系(自費)                                                長庚大學                醫學系(自費)              1612 21

醫學系(公費)                                                長庚大學                醫學系(公費)              1613 5

中醫學系                                                    長庚大學                中醫學系                  1614 11

護理學系                                                    長庚大學                護理學系                  1615 41

醫學生物技術暨檢驗學系                                      長庚大學                醫學生物技術暨檢驗學系    1616 16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長庚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1617 10

物理治療學系                                                長庚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1620 18

職能治療學系                                                長庚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1621 16

生物醫學系                                                  長庚大學                生物醫學系                1622 23

呼吸治療學系                                                長庚大學                呼吸治療學系              1623 12 V

電機工程學系                                                長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1624 26

機械工程學系                                                長庚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1625 16

化工與材料工程學系                                          長庚大學                化工與材料工程學系        1626 26

電子工程學系                                                長庚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1627 35

資訊工程學系                                                長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1630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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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長庚大學                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1631 7

醫務管理學系(社會組)                                        長庚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社會組)      1632 6 V

醫務管理學系(自然組)                                        長庚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自然組)      1633 6 V

工商管理學系(社會組)                                        長庚大學                工商管理學系(社會組)      1634 16

工商管理學系(自然組)                                        長庚大學                工商管理學系(自然組)      1635 12

工業設計學系(社會組)                                        長庚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社會組)      1636 5

工業設計學系(自然組)                                        長庚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自然組)      1637 6

資訊管理學系(社會組)                                        長庚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社會組)      1640 17

資訊管理學系(自然組)                                        長庚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自然組)      1641 8

教育學系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教育學系                  1642 10

特殊教育學系(自費)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自費)        1643 22

特殊教育學系(公費)-雲林縣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公費)-雲林縣 1644 1

幼兒教育學系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1645 8

體育學系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                  1646 3

語文教育學系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語文教育學系              1647 11

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        1650 25

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        1651 12

美術學系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美術學系                  1652 9

音樂學系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音樂學系     1653 4

台灣語文學系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台灣語文學系              1654 28

英語學系(自費)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英語學系(自費)            1655 27

英語學系(公費)-臺中市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英語學系(公費)-臺中市     1656 2

數學教育學系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數學教育學系              1657 11

科學教育與應用學系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科學教育與應用學系        1660 13

資訊工程學系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1661 12 V

數位內容科技學系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數位內容科技學系          1662 12 V

國際企業學系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1663 19 V

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1664 19 V

教育學系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教育學系                  1665 14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1666 12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1667 12

特殊教育學系(男)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男)          1670 6

特殊教育學系(女)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女)          1671 6

心理與諮商學系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心理與諮商學系            1672 23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1673 16 V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自費)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自費)    1674 20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公費)-花蓮縣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兒童英語教育系(公費)花蓮縣1675 1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1676 9 V

語文與創作學系語文師資組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語文與創作學系語文師資組  1677 15

語文與創作學系文學創作組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語文與創作學系文學創作組  170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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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藝術組(自費)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藝術造形設計系藝術組(自費)1701 9 V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藝術組(公費)-高雄市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藝形設計系藝術組(公費)高雄1702 1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設計組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設計組  1703 13 V

音樂學系(自費)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音樂學系(自費)       1704 1 V

音樂學系(公費)-高雄市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音樂學系(公費)-高雄市     1705 1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數學組(男)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數學暨資訊教育系數學組(男)1706 3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數學組(女)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數學暨資訊教育系數學組(女)1707 4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資訊組(男)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數學暨資訊教育系資訊組(男)1710 3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資訊組(女)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數學暨資訊教育系資訊組(女)1711 4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男)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男)      1712 7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女)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女)      1713 7

資訊科學系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資訊科學系                1714 12 V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1715 12 V

體育學系(男)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男)              1716 4

體育學系(女)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女)              1717 4

教育學系                                                    國立臺南大學            教育學系                  1720 36

諮商與輔導學系                                              國立臺南大學            諮商與輔導學系            1721 14

特殊教育學系                                                國立臺南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1722 22

幼兒教育學系                                                國立臺南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1723 17

體育學系                                                    國立臺南大學            體育學系                  1724 2

國語文學系                                                  國立臺南大學            國語文學系                1725 35

英語學系                                                    國立臺南大學            英語學系                  1726 25

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                                          國立臺南大學            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        1727 16 V

音樂學系(自費)                                              國立臺南大學            音樂學系(自費)1730 10 V

音樂學系(公費)-高雄市                                       國立臺南大學            音樂學系(公費)-高雄市     1731 1

音樂學系(公費)-雲林縣                                       國立臺南大學            音樂學系(公費)-雲林縣     1732 1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                                          國立臺南大學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        1733 9

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男)                                      國立臺南大學            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男)    1734 9 V

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女)                                      國立臺南大學            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女)    1735 8 V

應用數學系                                                  國立臺南大學            應用數學系                1736 13

數位學習科技學系(自然組)                                    國立臺南大學            數位學習科技學系(自然組)  1737 8 V

資訊工程學系                                                國立臺南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1740 13 V

電機工程學系                                                國立臺南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1741 13 V

材料科學系                                                  國立臺南大學            材料科學系                1742 11

綠色能源科技學系                                            國立臺南大學            綠色能源科技學系          1743 11

生物科技學系                                                國立臺南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1744 18 V

數位學習科技學系(社會組)                                    國立臺南大學            數位學習科技學系(社會組)  1745 7 V

生態暨環境資源學系                                          國立臺南大學            生態暨環境資源學系        1746 12 V

行政管理學系                                                國立臺南大學            行政管理學系              1747 17 V

經營與管理學系                                              國立臺南大學            經營與管理學系            1750 13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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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數學系數學科學組                                        國立東華大學            應用數學系數學科學組      1751 13

應用數學系統計科學組(自然組)                                國立東華大學            應用數學系統計組(自然組)1752 7

應用數學系統計科學組(社會組)                                國立東華大學            應用數學系統計組(社會組)1753 6

資訊工程學系資工組                                          國立東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資工組        1754 15 V

資訊工程學系國際組                                          國立東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國際組        1755 7 V

生命科學系                                                  國立東華大學            生命科學系                1756 20

物理學系物理組                                              國立東華大學            物理學系物理組            1757 12 V

物理學系奈米與光電科學組                                    國立東華大學            物理學系奈米與光電科學組  1760 9 V

化學系                                                      國立東華大學            化學系                    1761 19 V

電機工程學系                                                國立東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1762 23 V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國立東華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1763 19

光電工程學系                                                國立東華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              1764 19 V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國立東華大學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1765 12 V

企業管理學系                                                國立東華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1766 19 V

國際企業學系                                                國立東華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1767 20 V

會計學系                                                    國立東華大學            會計學系                  1770 22 V

財務金融學系                                                國立東華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1771 13 V

資訊管理學系                                                國立東華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1772 14 V

觀光暨休閒遊憩學系                                          國立東華大學            觀光暨休閒遊憩學系        1773 15

管理學院管理科學與財金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國立東華大學            管理學院管科與財金學位學程1774 5 V

華文文學系                                                  國立東華大學            華文文學系                1775 21

中國語文學系                                                國立東華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1776 22

英美語文學系                                                國立東華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              1777 20 V

經濟學系                                                    國立東華大學            經濟學系                  2000 20

社會學系                                                    國立東華大學            社會學系                  2001 14 V

歷史學系                                                    國立東華大學            歷史學系                  2002 15

臺灣文化學系                                                國立東華大學            臺灣文化學系              2003 23 V

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                                          國立東華大學            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        2004 18

法律學系                                                    國立東華大學            法律學系                  2005 16 V

公共行政學系                                                國立東華大學            公共行政學系              2006 11 V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國立東華大學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2007 6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國立東華大學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2010 18

幼兒教育學系                                                國立東華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2011 18

特殊教育學系                                                國立東華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2012 18

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                                          國立東華大學            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        2013 15

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國立東華大學            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2014 1 V

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國立東華大學            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2015 2 V

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                                          國立東華大學            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        2016 3

民族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國立東華大學            民族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2017 5

原住民族樂舞與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國立東華大學            原住民族樂舞與藝術學位學程2020 5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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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創意產業學系                                            國立東華大學            藝術創意產業學系          2021 13 V

藝術與設計學系                                              國立東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            2022 15 V

音樂學系                                                    國立東華大學            音樂學系             2023 1 V

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國立東華大學            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2024 5

教育學系                                                    臺北市立大學            教育學系                  2025 25

特殊教育學系                                                臺北市立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2026 18

幼兒教育學系                                                臺北市立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2027 26

心理與諮商學系                                              臺北市立大學            心理與諮商學系            2030 12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                                          臺北市立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        2031 15

中國語文學系                                                臺北市立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2032 24

英語教學系                                                  臺北市立大學            英語教學系                2033 14

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                                          臺北市立大學            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        2034 12

歷史與地理學系                                              臺北市立大學            歷史與地理學系            2035 6

音樂學系(自費)                                              臺北市立大學            音樂學系(自費)       2036 4 V

音樂學系(公費)-臺中市                                       臺北市立大學            音樂學系(公費)-臺中市     2037 1

視覺藝術學系(自費)                                          臺北市立大學            視覺藝術學系(自費)        2040 17

視覺藝術學系(公費)-臺中市                                   臺北市立大學            視覺藝術學系(公費)-臺中市 2041 2

數學系                                                      臺北市立大學            數學系                    2042 15

資訊科學系                                                  臺北市立大學            資訊科學系                2043 11 V

應用物理暨化學系電子物理組                                  臺北市立大學            應用物理暨化學系電子物理組2044 6

應用物理暨化學系應用化學組                                  臺北市立大學            應用物理暨化學系應用化學組2045 6

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                                      臺北市立大學            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    2046 10 V

體育學系                                                    臺北市立大學            體育學系                  2047 2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臺北市立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2050 14

運動健康科學系                                              臺北市立大學            運動健康科學系            2051 2

城市發展學系                                                臺北市立大學            城市發展學系              2052 9 V

都會產業經營與行銷學系                                      臺北市立大學            都會產業經營與行銷學系    2053 8 V

衛生福利學系                                                臺北市立大學            衛生福利學系              2054 12 V

教育學系                                                    國立屏東大學            教育學系                  2055 33

幼兒教育學系                                                國立屏東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2056 31

特殊教育學系                                                國立屏東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2057 18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國立屏東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2060 11 V

中國語文學系                                                國立屏東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2061 13 V

英語學系(自費)                                              國立屏東大學            英語學系(自費)            2062 5 V

英語學系(公費)-高雄市                                       國立屏東大學            英語學系(公費)-高雄市     2063 3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國立屏東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2064 8 V

社會發展學系                                                國立屏東大學            社會發展學系              2065 6 V

應用英語學系                                                國立屏東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              2066 1 V

應用日語學系                                                國立屏東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2067 1 V

視覺藝術學系數位媒體設計組                                  國立屏東大學            視覺藝術學系數位媒體設計組2070 2 V

31



原民

系組代碼及核定名額

校  名 分發志願表上之系名簡稱系組名 5%
系組

代碼 名額

核定

商業自動化與管理學系                                        國立屏東大學            商業自動化與管理學系      2071 1 V

行銷與流通管理學系                                          國立屏東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學系        2072 1

休閒事業經營學系                                            國立屏東大學            休閒事業經營學系          2073 1

不動產經營學系                                              國立屏東大學            不動產經營學系            2074 1 V

企業管理學系                                                國立屏東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2075 1 V

國際貿易學系                                                國立屏東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              2076 1 V

財務金融學系                                                國立屏東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2077 2 V

會計學系                                                    國立屏東大學            會計學系                  2100 1 V

應用化學系                                                  國立屏東大學            應用化學系                2101 14 V

應用數學系                                                  國立屏東大學            應用數學系                2102 10 V

應用物理系物理組                                            國立屏東大學            應用物理系物理組          2103 6 V

應用物理系光電暨材料組                                      國立屏東大學            應用物理系光電暨材料組    2104 9 V

科普傳播學系                                                國立屏東大學            科普傳播學系              2105 5 V

智慧機器人學系                                              國立屏東大學            智慧機器人學系            2106 5 V

電腦與通訊學系                                              國立屏東大學            電腦與通訊學系            2107 1 V

資訊工程學系                                                國立屏東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2110 5 V

資訊科學系                                                  國立屏東大學            資訊科學系                2111 8 V

資訊管理學系                                                國立屏東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2112 2 V

音樂學系                                                    國立屏東大學            音樂學系     2113 1 V

視覺藝術學系造形藝術組                                      國立屏東大學            視覺藝術學系造形藝術組    2114 3 V

體育學系                                                    國立屏東大學            體育學系                  2115 4

教育學系                                                    國立臺東大學            教育學系                  2116 6

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                                      國立臺東大學            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    2117 2

幼兒教育學系                                                國立臺東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2120 13

特殊教育學系                                                國立臺東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2121 6

體育學系                                                    國立臺東大學            體育學系                  2122 5

數位媒體與文教產業學系                                      國立臺東大學            數位媒體與文教產業學系    2123 4

英美語文學系                                                國立臺東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              2124 8

華語文學系                                                  國立臺東大學            華語文學系                2125 10

身心整合與運動休閒產業學系                                  國立臺東大學            身心整合與運動休閒產業學系2126 1

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                                          國立臺東大學            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        2127 5

美術產業學系                                                國立臺東大學            美術產業學系              2130 13

音樂學系                                                    國立臺東大學            音樂學系        2131 1 V

應用數學系                                                  國立臺東大學            應用數學系                2132 2

應用科學系化學及奈米科學組                                  國立臺東大學            應用科學系化學及奈米科學組2133 2

應用科學系應用物理組                                        國立臺東大學            應用科學系應用物理組      2134 3

資訊管理學系                                                國立臺東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2135 5 V

資訊工程學系                                                國立臺東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2136 12 V

生命科學系                                                  國立臺東大學            生命科學系                2137 2

綠色與資訊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國立臺東大學            綠色與資訊科技學士學位學程214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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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推廣學系A                                               國立體育大學            體育推廣學系A             2141 9

體育推廣學系B                                               國立體育大學            體育推廣學系B             2142 8

運動保健學系A                                               國立體育大學            運動保健學系A             2143 9

運動保健學系B                                               國立體育大學            運動保健學系B             2144 8

休閒產業經營學系                                            國立體育大學            休閒產業經營學系          2145 14

適應體育學系A                                               國立體育大學            適應體育學系A             2146 3

適應體育學系B                                               國立體育大學            適應體育學系B             2147 3

管理學院學士班(主修：企業管理)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企業管理)2150 25

管理學院學士班(主修：財務金融)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財務金融)2151 25

管理學院學士班(主修：國際企業)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國際企業)2152 25

管理學院學士班(主修：會計)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主修：會計)2153 11

管理學院學士班(英語專班)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英語專班)  2154 5

應用外語學系                                                元智大學                應用外語學系              2155 10

中國語文學系                                                元智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2156 11

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                                          元智大學                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        2157 7 V

藝術與設計學系                                              元智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            2160 7

人文社會學院英語學士班                                      元智大學                人文社會學院英語學士班    2161 6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工程組)                                    元智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工程組)  2162 25 V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應用組)                                    元智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應用組)  2163 13 V

資訊管理學系(社會組)                                        元智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社會組)      2164 15

資訊管理學系(自然組)                                        元智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自然組)      2165 10

資訊傳播學系科技組                                          元智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科技組        2166 15

資訊傳播學系設計組                                          元智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設計組        2167 12

資訊學院英語學士班                                          元智大學                資訊學院英語學士班        2170 8

機械工程學系                                                元智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2171 24

化學工程與材料科學學系                                      元智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科學學系    2172 24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A組)                                     元智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A組)   2173 11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B組)                                     元智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B組)   2174 12

工程學院英語學士班                                          元智大學                工程學院英語學士班        2175 6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元智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2176 31 V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元智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2177 21 V

電機工程學系(丙組)                                          元智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丙組)        2200 14 V

電機通訊學院英語學士班                                      元智大學                電機通訊學院英語學士班    2201 9

中國文學系                                                  國立中正大學            中國文學系                2202 14 V

外國語文學系                                                國立中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2203 17 V

歷史學系                                                    國立中正大學            歷史學系                  2204 22 V

哲學系                                                      國立中正大學            哲學系                    2205 20 V

社會福利學系                                                國立中正大學            社會福利學系              2206 19 V

勞工關係學系                                                國立中正大學            勞工關係學系              2207 15 V

政治學系                                                    國立中正大學            政治學系                  2210 11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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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學系                                                    國立中正大學            傳播學系                  2211 15 V

經濟學系                                                    國立中正大學            經濟學系                  2212 31 V

財務金融學系                                                國立中正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2213 26 V

企業管理學系                                                國立中正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2214 40 V

會計與資訊科技學系                                          國立中正大學            會計與資訊科技學系        2215 19 V

法律學系法學組                                              國立中正大學            法律學系法學組            2216 14 V

法律學系法制組                                              國立中正大學            法律學系法制組            2217 15 V

財經法律學系                                                國立中正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              2220 12 V

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國立中正大學            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2221 11 V

犯罪防治學系                                                國立中正大學            犯罪防治學系              2222 20 V

數學系                                                      國立中正大學            數學系                    2223 17 V

物理學系                                                    國立中正大學            物理學系                  2224 13 V

化學暨生物化學系                                            國立中正大學            化學暨生物化學系          2225 12 V

地球與環境科學系                                            國立中正大學            地球與環境科學系          2226 20 V

資訊工程學系                                                國立中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2227 24 V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國立中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2230 3 V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國立中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2231 19 V

機械工程學系                                                國立中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2232 27 V

化學工程學系                                                國立中正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2233 18 V

通訊工程學系                                                國立中正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2234 13 V

資訊管理學系                                                國立中正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2235 17 V

心理學系                                                    國立中正大學            心理學系                  2236 21 V

生物醫學科學系                                              國立中正大學            生物醫學科學系            2237 16 V

運動競技學系                                                國立中正大學            運動競技學系              2240 1 V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大葉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2241 6

電機工程學系                                                大葉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2242 16 V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大葉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2243 3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大葉大學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2244 6

資訊工程學系                                                大葉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2245 5 V

環境工程學系                                                大葉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2246 1 V

企業管理學系(經營管理組)                                    大葉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經營管理組)  2247 4 V

企業管理學系(數位行銷組)                                    大葉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數位行銷組)  2250 4 V

資訊管理學系                                                大葉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2251 2 V

會計資訊學系                                                大葉大學                會計資訊學系              2252 4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大葉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2253 6 V

財務金融學系(銀行專業組)                                    大葉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銀行專業組)  2254 2 V

財務金融學系(投資管理組)                                    大葉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投資管理組)  2255 1 V

工業設計學系                                                大葉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2256 2 V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視覺設計組)                                大葉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視覺設計組)2257 6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動態媒體組)                                大葉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動態媒體組)226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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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大葉大學                傳播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2261 2

多媒體數位內容學士學位學程                                  大葉大學                多媒體數位內容學士學位學程2262 8

空間設計學系(建築組)                                        大葉大學                空間設計學系(建築組)      2263 6 V

空間設計學系(室內設計組)                                    大葉大學                空間設計學系(室內設計組)  2264 7 V

造形藝術學系                                                大葉大學                造形藝術學系              2265 6 V

英語學系                                                    大葉大學                英語學系                  2266 7

應用日語學系                                                大葉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2267 12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食品科學組)                          大葉大學                食品應用生技系(食品科學組)2270 3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健康生技組)                          大葉大學                食品應用生技系(健康生技組)2271 3

生物醫學系(檢驗醫學組)                                      大葉大學                生物醫學系(檢驗醫學組)    2272 3

生物醫學系(生物醫藥組)                                      大葉大學                生物醫學系(生物醫藥組)    2273 3

生物資源學系(生態經營與生物多樣性組)                        大葉大學                生物資源系(生態經營生物組)2274 3

生物資源學系(醫藥微生物組)                                  大葉大學                生物資源學系(醫藥微生物組)2275 2

藥用植物與保健學系(中藥保健組)                              大葉大學                藥用植物保健系(中藥保健組)2276 6

藥用植物與保健學系(藥粧經絡組)                              大葉大學                藥用植物保健系(藥粧經絡組)2277 3

觀光旅遊學系                                                大葉大學                觀光旅遊學系              2300 2

餐旅管理學系                                                大葉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2301 5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休閒企劃組)                                大葉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休閒企劃組)2302 1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創新經營組)                                大葉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創新經營組)2303 1

烘焙暨飲料調製學士學位學程                                  大葉大學                烘焙暨飲料調製學士學位學程2304 1

護理學系                                                    大葉大學                護理學系                  2305 7

運動健康管理學系                                            大葉大學                運動健康管理學系          2306 2

視光學系                                                    大葉大學                視光學系                  2307 10

醫學工程學系                                                大葉大學                醫學工程學系              2310 4

醫學工程學系(智慧醫療組)                                    大葉大學                醫學工程學系(智慧醫療組)  2311 2

醫療器材設計與材料學士學位學程                              大葉大學                醫療器材設計與材料學位學程2312 2

醫療器材設計與材料學士學位學程(醫學應用組)                大葉大學                醫材設計與材料學程(應用組)2313 2

電機工程學系                                                中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2314 26 V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工程組                                      中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工程組    2315 3 V

資訊工程學系智慧軟體設計組                                  中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智慧軟體設計組2316 3 V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應用組                                      中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應用組    2317 3 V

資訊工程學系人工智慧組                                      中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人工智慧組    2320 3 V

機械工程學系智慧自動化組                                    中華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智慧自動化組  2321 9

機械工程學系智慧機械組                                      中華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智慧機械組    2322 9

機械工程學系航空技術組                                      中華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航空技術組    2323 7

光電與材料工程學系(綠能光電組)                              中華大學                光電材料工程系(綠能光電組)2324 9

光電與材料工程學系(生醫光電組)                              中華大學                光電材料工程系(生醫光電組)2325 9

光電與材料工程學系(材料應用組)                              中華大學                光電材料工程系(材料應用組)2326 8

工業管理學系(甲組)                                          中華大學                工業管理學系(甲組)        2327 8

工業管理學系(乙組)                                          中華大學                工業管理學系(乙組)        233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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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系統設計與智慧製造組)                      中華大學                資管系(系統設計與製造組)2331 4 V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管理應用組)                                中華大學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應用組)2332 3 V

資訊管理學系(手機軟體設計組)                                中華大學                資訊管理系(手機軟體設計組)2333 4 V

資訊管理學系(巨量資料應用組)                                中華大學                資訊管理系(巨量資料應用組)2334 3 V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                                      中華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    2335 7 V

企業管理學系智慧運輸與物流組                                中華大學                企業管理系智慧運輸與物流組2336 7

財務管理學系金融資訊管理組                                  中華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金融資訊管理組2337 3 V

財務管理學系財務金融管理組                                  中華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財務金融管理組2340 3 V

財務管理學系會計資訊與稅務組                                中華大學                財務管理系會計資訊與稅務組2341 3 V

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第一類組)                                中華大學                建築與都市計畫系(第一類組)2342 6

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第二類組)                                中華大學                建築與都市計畫系(第二類組)2343 6

景觀建築學系景觀設計組                                      中華大學                景觀建築學系景觀設計組    2344 6

景觀建築學系產品設計組                                      中華大學                景觀建築學系產品設計組    2345 8

土木工程學系                                                中華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2346 5

行政管理學系                                                中華大學                行政管理學系              2347 7 V

應用日語學系                                                中華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2350 8

餐旅管理學系                                                中華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2351 12

觀光與會展活動學系會展與活動管理組                          中華大學                觀光會展系會展與活動管理組2352 3

觀光與會展活動學系旅遊與休閒管理組                          中華大學                觀光會展系旅遊與休閒管理組2353 8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義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2354 9 V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義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2355 4 V

電子工程學系光電組                                          義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光電組        2356 3 V

電子工程學系微電腦應用組                                    義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微電腦應用組  2357 3 V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工程組                                      義守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工程組    2360 4 V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應用組                                      義守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應用組    2361 5 V

通訊工程學系智慧軟體應用組                                  義守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智慧軟體應用組2362 4 V

通訊工程學系智慧網通科技組                                  義守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智慧網通科技組2363 2 V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義守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2364 6

化學工程學系甲組                                            義守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甲組          2365 4

化學工程學系乙組                                            義守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乙組          2366 2

土木與生態工程學系                                          義守大學                土木與生態工程學系        2367 6 V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甲組                                      義守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甲組    2370 4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乙組                                      義守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乙組    2371 2

財務與計算數學系甲組                                        義守大學                財務與計算數學系甲組      2372 2

財務與計算數學系乙組                                        義守大學                財務與計算數學系乙組      2373 4

智慧化自動控制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義守大學                智慧化自動控制英語學位學程2374 1

工業管理學系                                                義守大學                工業管理學系              2375 7 V

資訊管理學系人工智慧與電子商務組                            義守大學                資管系人工智慧與電子商務組2376 4 V

資訊管理學系大數據與雲端運算服務組                          義守大學                資管系大數據與雲端運算組2377 5 V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經營組                                      義守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經營組    2400 5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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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理學系行銷管理組                                      義守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行銷管理組    2401 5 V

財務金融管理學系財務管理組                                  義守大學                財務金融管理學系財務管理組2402 7

財務金融管理學系金融科技組                                  義守大學                財務金融管理學系金融科技組2403 7

會計學系財稅規劃組                                          義守大學                會計學系財稅規劃組        2404 5 V

會計學系管理應用組                                          義守大學                會計學系管理應用組        2405 4 V

國際商務學系                                                義守大學                國際商務學系              2406 10

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                                          義守大學                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        2407 6 V

醫務管理學系                                                義守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2410 21 V

健康管理學系                                                義守大學                健康管理學系              2411 11 V

餐旅管理學系餐飲管理組                                      義守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餐飲管理組    2412 3

餐旅管理學系旅館管理組                                      義守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旅館管理組    2413 3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活動企劃與行銷組                            義守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企劃與行銷組2414 3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休閒產業經營組                              義守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休閒產經組2415 3

觀光學系                                                    義守大學                觀光學系                  2416 6

廚藝學系中西廚藝組                                          義守大學                廚藝學系中西廚藝組        2417 3

廚藝學系烘焙廚藝組                                          義守大學                廚藝學系烘焙廚藝組        2420 3

國際企業經營學系(國際學院)                                  義守大學                國際企業經營學系(國際學院)2421 2 V

國際財務金融學系國際貿易組(國際學院)                        義守大學                國際財務金融學系國際貿易組2422 1 V

國際財務金融學系財務投資組(國際學院)                        義守大學                國際財務金融學系財務投資組2423 1 V

國際觀光餐旅學系(國際學院)                                  義守大學                國際觀光餐旅學系(國際學院)2424 2

娛樂事業管理學系影視娛樂組(國際學院)                        義守大學                娛樂事業管理學系影視娛樂組2425 1

娛樂事業管理學系活動策展組(國際學院)                        義守大學                娛樂事業管理學系活動策展組2426 1

應用英語學系                                                義守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              2427 15

應用日語學系                                                義守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2430 8

大眾傳播學系                                                義守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2431 7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義守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2432 7 V

電影與電視學系編導製片組                                    義守大學                電影與電視學系編導製片組  2433 3

電影與電視學系影視技術組                                    義守大學                電影與電視學系影視技術組  2434 4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                                          義守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        2435 6

傳播產製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義守大學                傳播產製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2436 2

營養學系臨床營養組                                          義守大學                營養學系臨床營養組        2437 7

營養學系食品營養組                                          義守大學                營養學系食品營養組        2440 6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智慧醫療應用組                              義守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智慧醫療組2441 6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生醫技術應用組                              義守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生醫技術組2442 8

生物科技學系生物醫藥組                                      義守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生物醫藥組    2443 7

生物科技學系食品生技組                                      義守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食品生技組    2444 6

護理學系                                                    義守大學                護理學系                  2445 20 V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義守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2446 17

物理治療學系                                                義守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2447 13 V

職能治療學系                                                義守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2450 14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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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檢驗技術學系                                            義守大學                醫學檢驗技術學系          2451 17

醫學系(公費生)                                              義守大學                醫學系(公費生)            2452 3

企業管理學系品牌行銷組(台北校區)                            銘傳大學                企業管理系品牌行銷組(台北)2453 2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台北校區)                            銘傳大學                企業管理系企業管理組(台北)2454 3

企業管理學系數位經營組(台北校區)                            銘傳大學                企業管理系數位經營組(台北)2455 2

會計學系會計審計組(台北校區)                                銘傳大學                會計學系會計審計組(台北)2456 5

會計學系稅務規劃組(台北校區)                                銘傳大學                會計學系稅務規劃組(台北)2457 4

財務金融學系國際金融管理組(台北校區)                        銘傳大學                財務金融系國際金管組(台北)2460 4

財務金融學系財務金融組(台北校區)                            銘傳大學                財務金融系財務金融組(台北)2461 5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保險金融與行銷組(台北校區)            銘傳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系保險行銷組2462 3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風險管理組(台北校區)                      銘傳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系風險管理組2463 3

國際企業學系跨境電商經營組(台北校區)                        銘傳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跨境電商經營組2464 1

國際企業學系外貿行銷管理組(台北校區)                        銘傳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外貿行銷管理組2465 9

國際企業學系全球運籌營運組(台北校區)                        銘傳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全球運籌營運組2466 4

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台北校區)                              銘傳大學                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台北)2467 6

廣播電視學系(台北校區)                                      銘傳大學                廣播電視學系(台北校區)    2470 6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台北校區)                                銘傳大學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台北)2471 6

新聞學系(台北校區)                                          銘傳大學                新聞學系(台北校區)        2472 6

法律學系(台北校區)                                          銘傳大學                法律學系(台北校區)        2473 19

財金法律學系(台北校區)                                      銘傳大學                財金法律學系(台北校區)    2474 11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士學位學程(全英語授課．台北校區)     銘傳大學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士學位學程2475 2

新聞與大眾傳播學士學位學程(全英語授課．台北校區)     銘傳大學                新聞與大眾傳播學士學位學程2476 2

時尚與創新管理學士學位學程(全英語授課．台北校區)     銘傳大學                時尚與創新管理學士學位學程2477 1

國際事務與外交學士學位學程(全英語授課．桃園校區)     銘傳大學                國際事務與外交學士學位學程2500 3

資訊科技應用與管理學士學位學程(全英語授課．桃園校區銘傳大學                資訊科技應用與管理學位學程2501 2

應用中國文學系文教組(桃園校區)                              銘傳大學                應用中國文學系文教組(桃園)2502 11

應用中國文學系文創組(桃園校區)                              銘傳大學                應用中國文學系文創組(桃園)2503 11

應用英語學系英語教學與文化溝通組(桃園校區)                銘傳大學                應用英語系教學與文化溝通組2504 12

應用英語學系英語商務與觀光組(桃園校區)                      銘傳大學                應用英語系英語商務與觀光組2505 23

應用日語學系(桃園校區)                                      銘傳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桃園校區)    2506 15

華語文教學學系應用語言組(桃園校區)                          銘傳大學                華語文教學學系應用語言組2507 9

華語文教學學系創新教學組(桃園校區)                          銘傳大學                華語文教學學系創新教學組2510 9

商業設計學系(桃園校區)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桃園校區)    2511 20

商品設計學系(桃園校區)                                      銘傳大學                商品設計學系(桃園校區)    2512 14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多媒體遊戲組(桃園校區)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多媒體遊戲組2513 8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動畫影視組(桃園校區)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動畫影視組2514 9

建築學系(桃園校區)                                          銘傳大學                建築學系(桃園校區)        2515 13

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桃園校區)                                銘傳大學                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桃園)2516 15

動漫文創設計學士學位學程(桃園校區)                          銘傳大學                動漫文創設計學士學位學程2517 8

觀光事業學系(桃園校區)                                      銘傳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桃園校區)    252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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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遊憩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銘傳大學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桃園校區)2521 4

餐旅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銘傳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2522 3

犯罪防治學系(桃園校區)                                      銘傳大學                犯罪防治學系(桃園校區)    2523 20

公共事務學系公共管理組(桃園校區)                            銘傳大學                公共事務系公共管理組(桃園)2524 5

公共事務學系專案管理組(桃園校區)                            銘傳大學                公共事務系專案管理組(桃園)2525 6

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桃園校區)                                銘傳大學                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桃園)2526 15

應用統計與資料科學學系應用統計組(桃園校區)                銘傳大學                應統與資料科學系應用統計組2527 11

應用統計與資料科學學系大數據管理組(桃園校區)            銘傳大學                應統與資料科學系大數據組2530 12

經濟與金融學系金融理財組(桃園校區)                          銘傳大學                經濟與金融學系金融理財組2531 10

經濟與金融學系應用經濟組(桃園校區)                          銘傳大學                經濟與金融學系應用經濟組2532 9

金融科技應用學士學位學程(桃園校區)                          銘傳大學                金融科技應用學士學位學程2533 6

資訊管理學系雲端技術管理組(桃園校區)                        銘傳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雲端技術管理組2534 11

資訊管理學系巨量資料管理組(桃園校區)                        銘傳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巨量資料管理組2535 12

資訊管理學系電子商務管理組(桃園校區)                        銘傳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電子商務管理組2536 11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銘傳大學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桃園校區)2537 12

資訊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銘傳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2540 6

電子工程學系半導體光電組(桃園校區)                          銘傳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半導體光電組2541 2

電子工程學系計算機應用組(桃園校區)                          銘傳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計算機應用組2542 4

電腦與通訊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銘傳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學系(桃園)2543 6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銘傳大學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桃園)2544 10

生物科技學系(桃園校區)                                      銘傳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桃園校區)    2545 14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專利醫材組(桃園校區)                        銘傳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專利醫材組2546 3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智慧醫療組(桃園校區)                        銘傳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智慧醫療組2547 3

新聞學系                                                    世新大學                新聞學系                  2550 45

廣播電視電影學系廣播組                                      世新大學                廣播電視電影學系廣播組    2551 14

廣播電視電影學系電視組                                      世新大學                廣播電視電影學系電視組    2552 27

廣播電視電影學系電影組                                      世新大學                廣播電視電影學系電影組    2553 15

圖文傳播暨數位出版學系                                      世新大學                圖文傳播暨數位出版學系    2554 27

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                                          世新大學                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        2555 40

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學系                                      世新大學                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學系    2556 27

資訊傳播學系                                                世新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2557 14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動畫設計組                                世新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動畫設計組2560 17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遊戲設計組                                世新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遊戲設計組2561 21

傳播管理學系                                                世新大學                傳播管理學系              2562 44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管理組                                      世新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管理組    2563 35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科技組                                      世新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科技組    2564 22

資訊管理學系網路科技組                                      世新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網路科技組    2565 23

財務金融學系                                                世新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2566 56

行政管理學系                                                世新大學                行政管理學系              2567 32

觀光學系餐旅經營管理組                                      世新大學                觀光學系餐旅經營管理組    257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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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學系旅遊暨休閒事業管理組                                世新大學                觀光系旅遊暨休閒事業管理組2571 21

觀光學系觀光規劃暨資源管理組                                世新大學                觀光系觀光規劃暨資源管理組2572 16

經濟學系                                                    世新大學                經濟學系                  2573 45

企業管理學系                                                世新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2574 22

社會心理學系                                                世新大學                社會心理學系              2575 45

英語學系                                                    世新大學                英語學系                  2576 51

中國文學系                                                  世新大學                中國文學系                2577 21

日本語文學系                                                世新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2600 41

法律學系                                                    世新大學                法律學系                  2601 37

智慧服務管理英語學士學位學程(臺北校區)                      實踐大學                智慧服務管理英語學位學程2602 11

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臺北校區)                            實踐大學                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系(臺北)2603 24

社會工作學系(臺北校區)                                      實踐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臺北校區)    2604 34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臺北校區)                            實踐大學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系(臺北)2605 12

餐飲管理學系(臺北校區)                                      實踐大學                餐飲管理學系(臺北校區)    2606 11

音樂學系(臺北校區)-鋼琴                                     實踐大學                音樂學系(臺北校區)-鋼琴   2607 2 V

音樂學系(臺北校區)-長笛                                     實踐大學                音樂學系(臺北校區)-長笛   2610 2 V

音樂學系(臺北校區)-綜合樂器                                 實踐大學                音樂學系(臺北)-綜合樂器2611 1 V

服裝設計學系(臺北校區)                                      實踐大學                服裝設計學系(臺北校區)    2612 8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臺北校區)                                  實踐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臺北校區)2613 11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數位3D動畫設計組(臺北校區)               實踐大學                媒體傳達設計系數位3D動畫組2614 9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創意媒體設計組(臺北校區)                   實踐大學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創意媒體組2615 9

建築設計學系(臺北校區)                                      實踐大學                建築設計學系(臺北校區)    2616 15

會計學系(臺北校區)                                          實踐大學                會計學系(臺北校區)        2617 23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臺北校區)                                實踐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臺北)2620 22

企業管理學系(臺北校區)                                      實踐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臺北校區)    2621 15

國際企業英語學士學位學程(臺北校區)                          實踐大學                國際企業英語學士學位學程2622 10

財務金融學系(臺北校區)                                      實踐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臺北校區)    2623 18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臺北校區)                                實踐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臺北)2624 20

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臺北校區)                                實踐大學                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臺北)2625 20

應用外語學系(臺北校區)                                      實踐大學                應用外語學系(臺北校區)    2626 21

國際貿易學系(高雄校區)                                      實踐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高雄校區)    2627 20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高雄校區)                                  實踐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高雄校區)2630 6 V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日韓商務組(高雄校區)                        實踐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日韓商務組2631 5 V

行銷管理學系百貨服務業管理組(高雄校區)                      實踐大學                行銷管理系百貨服務業管理組2632 18

行銷管理學系創客企劃組(高雄校區)                            實踐大學                行銷管理系創客企劃組(高雄)2633 18

行銷管理學系數位行銷與市調組(高雄校區)                      實踐大學                行銷管理系數位行銷與市調組2634 18

會計暨稅務學系財富管理組(高雄校區)                          實踐大學                會計暨稅務學系財富管理組2635 8 V

會計暨稅務學系科技應用組(高雄校區)                          實踐大學                會計暨稅務學系科技應用組2636 8 V

金融管理學系投資操作組(高雄校區)                            實踐大學                金融管理系投資操作組(高雄)2637 5 V

金融管理學系金融科技組(高雄校區)                            實踐大學                金融管理系金融科技組(高雄)2640 5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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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管理學系數位行銷組(高雄校區)                            實踐大學                金融管理系數位行銷組(高雄)2641 4 V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應用組(高雄校區)                            實踐大學                資訊管理系資訊應用組(高雄)2642 12 V

資訊管理學系數位金融組(高雄校區)                            實踐大學                資訊管理系數位金融組(高雄)2643 11 V

資訊科技與通訊學系App設計組(高雄校區)                       實踐大學                資訊科技與通訊系App設計組2644 9 V

資訊科技與通訊學系人工智慧應用設計組(高雄校區)         實踐大學                資訊科技與通訊系人工智慧組2645 9 V

資訊科技與通訊學系智慧機器人與無人機組(高雄校區)     實踐大學                資科通訊系機器人與無人機組2646 8 V

資訊模擬與設計學系電腦動畫設計組(高雄校區)                實踐大學                資訊模擬與設計系電腦動畫組2647 7

資訊模擬與設計學系互動遊戲設計組(高雄校區)                實踐大學                資訊模擬與設計系互動遊戲組2650 6

資訊模擬與設計學系AR/VR體感科技組(高雄校區)            實踐大學                資訊模擬設計系AR/VR科技組2651 6

電腦動畫學士學位學程(高雄校區)                              實踐大學                電腦動畫學士學位學程(高雄)2652 3

電腦動畫學士學位學程角色組(高雄校區)                        實踐大學                電腦動畫學士學位學程角色組2653 3

電腦動畫學士學位學程電影特效組(高雄校區)                   實踐大學                電腦動畫學位學程電影特效組2654 2

觀光管理學系航空旅運組(高雄校區)                            實踐大學                觀光管理系航空旅運組(高雄)2655 5

觀光管理學系境外日本實務組(高雄校區)                        實踐大學                觀光管理學系境外日本實務組2656 5

觀光管理學系民宿暨特色餐飲組(高雄校區)                      實踐大學                觀光管理系民宿暨特色餐飲組2657 5

觀光管理學系國際飯店暨會展管理組(高雄校區)                實踐大學                觀光管理系國際飯店暨會展組2660 5

觀光管理學系智慧旅遊暨多媒體組(高雄校區)                   實踐大學                觀光管理系智慧旅遊多媒體組2661 5

觀光管理學系國際領隊與導遊組(高雄校區)                      實踐大學                觀光管理系國際領隊與導遊組2662 5

休閒產業管理學系休閒文創規劃組(高雄校區)                   實踐大學                休閒產業管理學系休閒文創組2663 5

休閒產業管理學系遊憩運動企劃組(高雄校區)                   實踐大學                休閒產業管理學系遊憩運動組2664 5

應用中文學系文創設計組(高雄校區)                            實踐大學                應用中文系文創設計組(高雄)2665 5

應用中文學系劇本創作組(高雄校區)                            實踐大學                應用中文系劇本創作組(高雄)2666 5

應用中文學系文化傳播組(高雄校區)                            實踐大學                應用中文系文化傳播組(高雄)2667 4

應用英語學系(高雄校區)                                      實踐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高雄校區)    2670 17

應用日文學系(高雄校區)                                      實踐大學                應用日文學系(高雄校區)    2671 17

服飾設計與經營學系(高雄校區)                                實踐大學                服飾設計與經營學系(高雄)2672 30 V

時尚設計學系(高雄校區)                                      實踐大學                時尚設計學系(高雄校區)    2673 27 V

企業管理學系                                                長榮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2674 10

國際企業學系                                                長榮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2675 12

會計資訊學系                                                長榮大學                會計資訊學系              2676 12

航運管理學系                                                長榮大學                航運管理學系              2677 24

土地管理與開發學系                                          長榮大學                土地管理與開發學系        2700 13

財務金融學系                                                長榮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2701 11

創新應用管理學系                                            長榮大學                創新應用管理學系          2702 6

觀光與餐飲管理學系                                          長榮大學                觀光與餐飲管理學系        2703 27

醫務管理學系(醫院經營管理組)                                長榮大學                醫務管理系(醫院經營管理組)2704 4

醫務管理學系(長照機構管理組)                                長榮大學                醫務管理系(長照機構管理組)2705 4

醫務管理學系(健康資訊服務組)                                長榮大學                醫務管理系(健康資訊服務組)2706 4

生物科技學系                                                長榮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2707 13

健康心理學系                                                長榮大學                健康心理學系              271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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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營養學系                                                長榮大學                保健營養學系              2711 12

護理學系                                                    長榮大學                護理學系                  2712 34

醫藥科學產業學系                                            長榮大學                醫藥科學產業學系          2713 13

醫學社會暨健康照護學士學位學程(健康照護組)                長榮大學                醫社暨康照學程(健康照護組)2714 6

醫學社會暨健康照護學士學位學程(醫學社會組)                長榮大學                醫社暨康照學程(醫學社會組)2715 6

蘭花產業應用學士學位學程(蘭花國際行銷組)                   長榮大學                蘭花產業應用學程(行銷組)2716 2

蘭花產業應用學士學位學程(蘭花生技組)                        長榮大學                蘭花產業應用學程(生技組)2717 1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自然組)                                  長榮大學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自然組)2720 7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社會組)                                  長榮大學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社會組)2721 6

環境與食品安全檢驗學士學位學程(食品安全管理組)         長榮大學                環境與食安檢驗學程(安管組)2722 3

環境與食品安全檢驗學士學位學程(環境檢驗組)                長榮大學                環境與食安檢驗學程(環檢組)2723 4

環境與食品安全檢驗學士學位學程(食品檢驗組)                長榮大學                環境與食安檢驗學程(食檢組)2724 4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自然組)                                長榮大學                消防安全學位學程(自然組)2725 5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社會組)                                長榮大學                消防安全學位學程(社會組)2726 4

綠能與環境資源學系(自然組)                                  長榮大學                綠能與環境資源學系(自然組)2727 5

綠能與環境資源學系(社會組)                                  長榮大學                綠能與環境資源學系(社會組)2730 5

無人機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長榮大學                無人機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2731 6

大眾傳播學系                                                長榮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2732 23

翻譯學系                                                    長榮大學                翻譯學系                  2733 7

社會工作學系(A組)                                           長榮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A組)         2734 4

社會工作學系(B組)                                           長榮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B組)         2735 3

社會工作學系(C組)                                           長榮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C組)         2736 3

應用日語學系                                                長榮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2737 12

應用哲學系(公共參與組)                                      長榮大學                應用哲學系(公共參與組)    2740 4

應用哲學系(社會關懷組)                                      長榮大學                應用哲學系(社會關懷組)    2741 4

東南亞文化與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長榮大學                東南亞文化產業學士學位學程2742 8

運動競技學系                                                長榮大學                運動競技學系              2743 3

美術學系                                                    長榮大學                美術學系                  2744 8

書畫藝術學系(甲組)                                          長榮大學                書畫藝術學系(甲組)        2745 3

書畫藝術學系(乙組)                                          長榮大學                書畫藝術學系(乙組)        2746 3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長榮大學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學位學程2747 9

資訊暨設計學院學士班(不分系)                                長榮大學                資訊設計學院學士班(不分系)2750 5

資訊暨設計學院學士班媒體設計組                              長榮大學                資訊暨設計學院媒體設計組2751 9

資訊暨設計學院學士班數位內容設計組                          長榮大學                資訊暨設計學院數位設計組2752 7

資訊暨設計學院學士班互動設計組                              長榮大學                資訊暨設計學院互動設計組2753 7

資訊暨設計學院學士班資訊管理組                              長榮大學                資訊暨設計學院資訊管理組2754 7

資訊暨設計學院學士班資訊工程組                              長榮大學                資訊暨設計學院資訊工程組2755 15

美術學系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美術學系                  2756 15

書畫藝術學系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書畫藝術學系              2757 10

雕塑學系(男)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雕塑學系(男)              276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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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學系(女)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雕塑學系(女)              2761 8

古蹟藝術修護學系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古蹟藝術修護學系          2762 15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2763 15

工藝設計學系(男)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工藝設計學系(男)          2764 7

工藝設計學系(女)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工藝設計學系(女)          2765 6

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        2766 12

圖文傳播藝術學系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圖文傳播藝術學系          2767 19

廣播電視學系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廣播電視學系              2770 20

電影學系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電影學系                  2771 22

戲劇學系(男)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戲劇學系(男)              2772 7 V

戲劇學系(女)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戲劇學系(女)              2773 6 V

音樂學系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音樂學系         2774 1 V

中國語文學系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2775 11

外國語文學系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2776 21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    2777 11

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3000 13 V

歷史學系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歷史學系                  3001 24

東南亞學系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東南亞學系                3002 18 V

國際企業學系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3003 15 V

經濟學系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經濟學系                  3004 16

資訊管理學系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3005 17 V

財務金融學系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3006 17 V

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學系觀光休閒組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系觀光組3007 6

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學系餐旅管理組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系餐旅組3010 6

管理學院學士班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            3011 7 V

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    3012 11

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        3013 11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諮商心理組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諮商心理與人資發展系諮商組3014 6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終身學習與人力資源發展組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諮商與人資發展系人資發展組3015 6

教育學院學士班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教育學院學士班            3016 5

資訊工程學系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3017 18 V

土木工程學系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3020 15 V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3021 10 V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3022 9 V

電機工程學系丙組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丙組          3023 9 V

應用化學系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應用化學系                3024 19 V

應用材料及光電工程學系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應用材料及光電工程學系    3025 16

科技學院學士班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科技學院學士班            3026 6

財務金融學系                                                南華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3027 2

企業管理學系經營管理組                                      南華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經營管理組    303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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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理學系行銷與創業組                                    南華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行銷與創業組  3031 1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                                        南華大學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      3032 2

旅遊管理學系                                                南華大學                旅遊管理學系              3033 2

生死學系社會工作組                                          南華大學                生死學系社會工作組        3034 2

生死學系殯葬服務組                                          南華大學                生死學系殯葬服務組        3035 2

生死學系諮商組                                              南華大學                生死學系諮商組            3036 2

幼兒教育學系                                                南華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3037 2

文學系                                                      南華大學                文學系                    3040 2

外國語文學系                                                南華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3041 2

應用社會學系社會學組                                        南華大學                應用社會學系社會學組      3042 2

應用社會學系社會工作組                                      南華大學                應用社會學系社會工作組    3043 2

傳播學系                                                    南華大學                傳播學系                  3044 4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                                          南華大學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        3045 2

建築與景觀學系社會組                                        南華大學                建築與景觀學系社會組      3046 1

建築與景觀學系自然組                                        南華大學                建築與景觀學系自然組      3047 1

資訊工程學系社會組                                          南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社會組        3050 1

資訊工程學系自然組                                          南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自然組        3051 1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                                            南華大學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          3052 1

資訊管理學系                                                南華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3053 1

管理學院國際企業學士學位學程                                南華大學                管理學院國際企業學位學程3054 1

體育學系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體育學系                  3055 5 V

休閒運動學系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休閒運動學系              3056 5

運動事業管理學系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運動事業管理學系          3057 17 V

運動健康科學系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運動健康科學系            3060 16 V

運動資訊與傳播學系(傳播組)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運動資訊與傳播學系(傳播組)3061 3

運動資訊與傳播學系(資訊組)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運動資訊與傳播學系(資訊組)3062 5

藝術史學系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藝術史學系                3063 13 V

應用音樂學系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應用音樂學系              3064 11 V

材質創作與設計系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材質創作與設計系          3065 14

社會工作學系                                                玄奘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3066 8

應用心理學系                                                玄奘大學                應用心理學系              3067 10

法律學系                                                    玄奘大學                法律學系                  3070 8

大眾傳播學系                                                玄奘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3071 6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玄奘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3072 5

時尚設計學系                                                玄奘大學                時尚設計學系              3073 3

應用日語學系                                                玄奘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3074 5

餐旅管理學系                                                玄奘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3075 5

工業管理與經營資訊學系                                      真理大學                工業管理與經營資訊學系    3076 27 V

企業管理學系                                                真理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3077 19 V

資訊管理學系資管應用組                                      真理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資管應用組    3100 10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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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管理學系創新服務組                                      真理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創新服務組    3101 5 V

資訊管理學系智慧商務組                                      真理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智慧商務組    3102 5 V

資訊管理學系電商行銷組                                      真理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電商行銷組    3103 7 V

法律學系                                                    真理大學                法律學系                  3104 46 V

會計資訊學系                                                真理大學                會計資訊學系              3105 27 V

財務金融學系                                                真理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3106 25 V

國際貿易學系                                                真理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              3107 19

理財與稅務規劃學系                                          真理大學                理財與稅務規劃學系        3110 16

經濟學系                                                    真理大學                經濟學系                  3111 33

觀光事業學系                                                真理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3112 21

觀光數位知識學系                                            真理大學                觀光數位知識學系          3113 20

人文與資訊學系                                              真理大學                人文與資訊學系            3114 8

英美語文學系                                                真理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              3115 28

應用日語學系                                                真理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3116 17

台灣文學系                                                  真理大學                台灣文學系                3117 11

音樂應用學系-演奏教學A組                                    真理大學                音樂應用學系-演奏教學A組3120 2

音樂應用學系-演奏教學B組                                    真理大學                音樂應用學系-演奏教學B組  3121 2

音樂應用學系-行政管理組                                     真理大學                音樂應用學系-行政管理組   3122 6

統計資訊與精算學系                                          真理大學                統計資訊與精算學系        3123 19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                                            真理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          3124 10 V

資訊工程學系甲組                                            真理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甲組          3125 13 V

運動管理學系                                                真理大學                運動管理學系              3126 17

運動資訊傳播學系                                            真理大學                運動資訊傳播學系          3127 16

航空事業學系                                                真理大學                航空事業學系              3130 13 V

法律學系法學組                                              國立臺北大學            法律學系法學組            3131 24 V

法律學系司法組                                              國立臺北大學            法律學系司法組            3132 24 V

法律學系財經法組                                            國立臺北大學            法律學系財經法組          3133 24 V

企業管理學系                                                國立臺北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3134 22 V

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國立臺北大學            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3135 10 V

會計學系                                                    國立臺北大學            會計學系                  3136 33 V

統計學系                                                    國立臺北大學            統計學系                  3137 31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國立臺北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3140 9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國立臺北大學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3141 32 V

財政學系                                                    國立臺北大學            財政學系                  3142 18 V

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國立臺北大學            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3143 22 V

經濟學系                                                    國立臺北大學            經濟學系                  3144 38

社會學系                                                    國立臺北大學            社會學系                  3145 13 V

社會工作學系                                                國立臺北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3146 19

中國文學系                                                  國立臺北大學            中國文學系                3147 14 V

應用外語學系                                                國立臺北大學            應用外語學系              315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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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系                                                    國立臺北大學            歷史學系                  3151 10 V

資訊工程學系                                                國立臺北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3152 15 V

通訊工程學系                                                國立臺北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3153 8 V

電機工程學系                                                國立臺北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3154 8 V

教育學系(自費)                                              國立嘉義大學            教育學系(自費)            3155 18

教育學系(公費)-高雄市                                       國立嘉義大學            教育學系(公費)-高雄市     3156 2

輔導與諮商學系(自費)                                        國立嘉義大學            輔導與諮商學系(自費)      3157 18

輔導與諮商學系(公費)-高雄市                                 國立嘉義大學            輔導與諮商學系(公費)-高雄3160 1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自費)                                    國立嘉義大學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自費)  3161 7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公費)-高雄市                             國立嘉義大學            體育與健康休閒系(公費)高雄3162 1

特殊教育學系                                                國立嘉義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3163 14

幼兒教育學系                                                國立嘉義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3164 18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社會組)                              國立嘉義大學            數位學習設計管理系(社會組)3165 8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自然組)                              國立嘉義大學            數位學習設計管理系(自然組)3166 7

中國文學系                                                  國立嘉義大學            中國文學系                3167 19

視覺藝術學系                                                國立嘉義大學            視覺藝術學系              3170 20

應用歷史學系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歷史學系              3171 18

外國語言學系英語教學組(自費)                                國立嘉義大學            外國語言系英語教學組(自費)3172 20

外國語言學系英語教學組(公費)-雲林縣                         國立嘉義大學            外語系英語教學組(公費)雲林3173 1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國立嘉義大學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3174 20

音樂學系                                                    國立嘉義大學            音樂學系3175 15 V

企業管理學系                                                國立嘉義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3176 20 V

應用經濟學系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3177 19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國立嘉義大學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3200 18 V

資訊管理學系(自然組)                                        國立嘉義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自然組)      3201 9 V

資訊管理學系(社會組)                                        國立嘉義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社會組)      3202 9 V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國立嘉義大學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3203 17

財務金融學系                                                國立嘉義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3204 16 V

農藝學系                                                    國立嘉義大學            農藝學系                  3205 17 V

園藝學系                                                    國立嘉義大學            園藝學系                  3206 12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國立嘉義大學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3207 16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國立嘉義大學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3210 18

動物科學系                                                  國立嘉義大學            動物科學系                3211 18 V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國立嘉義大學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3212 16 V

景觀學系(社會組)                                            國立嘉義大學            景觀學系(社會組)          3213 8 V

景觀學系(自然組)                                            國立嘉義大學            景觀學系(自然組)          3214 7 V

植物醫學系                                                  國立嘉義大學            植物醫學系                3215 14 V

電子物理學系                                                國立嘉義大學            電子物理學系              3216 17

應用化學系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化學系                3217 15 V

應用數學系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數學系                3220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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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工程學系                                                國立嘉義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3221 15 V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國立嘉義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3222 19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國立嘉義大學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3223 20 V

電機工程學系                                                國立嘉義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3224 23 V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國立嘉義大學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3225 17

食品科學系                                                  國立嘉義大學            食品科學系                3226 19

水生生物科學系                                              國立嘉義大學            水生生物科學系            3227 19

生物資源學系                                                國立嘉義大學            生物資源學系              3230 16

生化科技學系                                                國立嘉義大學            生化科技學系              3231 17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國立嘉義大學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3232 19

獸醫學系                                                    國立嘉義大學            獸醫學系                  3233 17

西洋語文學系                                                國立高雄大學            西洋語文學系              3234 14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國立高雄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3235 26

東亞語文學系日語組                                          國立高雄大學            東亞語文學系日語組        3236 6

東亞語文學系韓語組                                          國立高雄大學            東亞語文學系韓語組        3237 6

東亞語文學系越語組                                          國立高雄大學            東亞語文學系越語組        3240 4

工藝與創意設計學系                                          國立高雄大學            工藝與創意設計學系        3241 13 V

建築學系                                                    國立高雄大學            建築學系                  3242 12

法律學系                                                    國立高雄大學            法律學系                  3243 25 V

政治法律學系                                                國立高雄大學            政治法律學系              3244 20 V

財經法律學系                                                國立高雄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              3245 11 V

應用經濟學系                                                國立高雄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3246 22

亞太工商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                                  國立高雄大學            亞太工商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3247 8 V

亞太工商管理學系工業管理組                                  國立高雄大學            亞太工商管理學系工業管理組3250 8 V

資訊管理學系                                                國立高雄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3251 22 V

金融管理學系                                                國立高雄大學            金融管理學系              3252 17 V

應用數學系                                                  國立高雄大學            應用數學系                3253 17

應用化學系                                                  國立高雄大學            應用化學系                3254 15 V

應用物理學系                                                國立高雄大學            應用物理學系              3255 15

生命科學系                                                  國立高雄大學            生命科學系                3256 20

電機工程學系                                                國立高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3257 40 V

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                                          國立高雄大學            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        3260 14 V

化學工程及材料工程學系                                      國立高雄大學            化學工程及材料工程學系    3261 10

資訊工程學系                                                國立高雄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3262 11 V

醫學系(自費)                                                慈濟大學                醫學系(自費)              3263 16

醫學系(公費)                                                慈濟大學                醫學系(公費)              3264 2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慈濟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3265 11

公共衛生學系                                                慈濟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3266 15

護理學系                                                    慈濟大學                護理學系                  3267 13

醫學資訊學系                                                慈濟大學                醫學資訊學系              327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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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治療學系                                                慈濟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3271 7

生命科學系                                                  慈濟大學                生命科學系                3272 15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慈濟大學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3273 12

傳播學系                                                    慈濟大學                傳播學系                  3274 16

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                                      慈濟大學                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    3275 7

社會工作學系                                                慈濟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3276 17

人類發展與心理學系                                          慈濟大學                人類發展與心理學系        3277 12

東方語文學系中文組                                          慈濟大學                東方語文學系中文組        3300 9

東方語文學系日文組                                          慈濟大學                東方語文學系日文組        3301 13

英美語文學系                                                慈濟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              3302 10

國際服務產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慈濟大學                國際服務產業管理學位學程3303 5

醫學系(自費)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自費)              3304 16

醫學系(公費)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公費)              3305 2

牙醫學系                                                    臺北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3306 15

藥學系藥學組                                                臺北醫學大學            藥學系藥學組              3307 42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臺北醫學大學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3310 15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3311 15

護理學系                                                    臺北醫學大學            護理學系                  3312 13

保健營養學系                                                臺北醫學大學            保健營養學系              3313 12

公共衛生學系                                                臺北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3314 13

醫務管理學系                                                臺北醫學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3315 10

呼吸治療學系                                                臺北醫學大學            呼吸治療學系              3316 12

高齡健康管理學系                                            臺北醫學大學            高齡健康管理學系          3317 10

牙體技術學系                                                臺北醫學大學            牙體技術學系              3320 6

口腔衛生學系                                                臺北醫學大學            口腔衛生學系              3321 6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臺北醫學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3322 7

食品安全學系                                                臺北醫學大學            食品安全學系              3323 6

嬰幼兒保育學系(台北校區)                                    康寧大學                嬰幼兒保育學系(台北校區)  3324 14

長期照護學系(台北校區)                                      康寧大學                長期照護學系(台北校區)    3325 16

健康照護管理學系(台南校區)                                  康寧大學                健康照護管理學系(台南校區)3326 0

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文化創意組)                              佛光大學                文化資產創意系(文化創意組)3327 1

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文化觀光組)                              佛光大學                文化資產創意系(文化觀光組)3330 1

傳播學系(數位媒體組)                                        佛光大學                傳播學系(數位媒體組)      3331 2

傳播學系(廣告公關組)                                        佛光大學                傳播學系(廣告公關組)      3332 3

傳播學系(流行音樂傳播組)                                    佛光大學                傳播學系(流行音樂傳播組)  3333 3

資訊應用學系(資訊系統與智慧應用組)                          佛光大學                資訊應用系(系統智慧應用組)3334 1 V

資訊應用學系(網路與多媒體組)                                佛光大學                資訊應用系(網路與多媒體組)3335 1 V

資訊應用學系(動畫與數位內容組)                              佛光大學                資訊應用系(動畫數位內容組)3336 1 V

資訊應用學系(數位遊戲開發組)                                佛光大學                資訊應用系(數位遊戲開發組)3337 2 V

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                                          佛光大學                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        334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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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系(A組)                                               佛光大學                歷史學系(A組)             3341 1

歷史學系(B組)                                               佛光大學                歷史學系(B組)             3342 1

外國語文學系                                                佛光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3343 3

社會學暨社會工作學系                                        佛光大學                社會學暨社會工作學系      3344 3

心理學系                                                    佛光大學                心理學系                  3345 5

公共事務學系(國際與兩岸事務組)                              佛光大學                公共事務系(國際兩岸事務組)3346 2 V

公共事務學系(行政管理組)                                    佛光大學                公共事務學系(行政管理組)  3347 3 V

管理學系(經營管理組)                                        佛光大學                管理學系(經營管理組)      3350 1 V

管理學系(行銷與創業組)                                      佛光大學                管理學系(行銷與創業組)    3351 1 V

管理學系(休閒事業管理組)                                    佛光大學                管理學系(休閒事業管理組)  3352 2 V

應用經濟學系(財務金融組)                                    佛光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財務金融組)  3353 1

應用經濟學系(國際商務組)                                    佛光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國際商務組)  3354 1

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                                          佛光大學                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        3355 3 V

健康與創意蔬食產業學系                                      佛光大學                健康與創意蔬食產業學系    3356 1

時尚美容藝術管理學系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時尚美容藝術管理學系      3357 0

行動科技學系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行動科技學系              3360 0

動畫遊戲設計學系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動畫遊戲設計學系          3361 0

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3362 0

經營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經營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3363 0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3364 0

法律學士學位學程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法律學士學位學程          3365 0

餐飲管理學系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餐飲管理學系              3366 0

幼兒教育學系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幼兒教育學系              3367 0

社會工作學系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社會工作學系              3370 0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健康產業管理組)                            亞洲大學                健康產業管理系(健康產業組)3371 6 V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醫療機構管理組)                            亞洲大學                健康產業管理系(醫療機構組)3372 6 V

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食品營養組)                          亞洲大學                食品營養保健系(食品營養組)3373 6

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保健化妝品組)                        亞洲大學                食品營養保健系(保健妝品組)3374 6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醫事檢驗組)                          亞洲大學                醫檢暨生技學系(醫事檢驗組)3375 3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生物技術組)                          亞洲大學                醫檢暨生技學系(生物技術組)3376 3

心理學系(心理師研修組)                                      亞洲大學                心理學系(心理師研修組)    3377 2

心理學系(諮商與臨床心理組)                                  亞洲大學                心理學系(諮商與臨床心理組)3400 2

心理學系(工商與社會心理組)                                  亞洲大學                心理學系(工商與社會心理組)3401 2

護理學系(國際護理組)                                        亞洲大學                護理學系(國際護理組)      3402 2 V

護理學系(臨床照護組)                                        亞洲大學                護理學系(臨床照護組)      3403 2 V

護理學系(高齡長期照護組)                                    亞洲大學                護理學系(高齡長期照護組)  3404 2 V

視光學系                                                    亞洲大學                視光學系                  3405 6

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                                          亞洲大學                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        3406 6 V

職能治療學系                                                亞洲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3407 6 V

物理治療學系                                                亞洲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3410 6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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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資訊與醫學工程學系(生醫資訊組)                          亞洲大學                生資醫學工程系(生醫資訊組)3411 3

生物資訊與醫學工程學系(醫學工程組)                          亞洲大學                生資醫學工程系(醫學工程組)3412 3

資訊工程學系(人工智慧組)                                    亞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人工智慧組)  3413 2 V

資訊工程學系(數位內容與遊戲設計組)                          亞洲大學                資訊工程系(數位遊戲設計組)3414 2 V

資訊工程學系(智慧電子組)                                    亞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智慧電子組)  3415 2 V

行動商務與多媒體應用學系(多媒體應用組)                      亞洲大學                行動商務多媒體系(多媒體組)3416 3 V

行動商務與多媒體應用學系(行動商務組)                        亞洲大學                行動商務多媒體系(商務組)3417 3 V

資訊傳播學系(智慧傳播應用組)                                亞洲大學                資訊傳播系(智慧傳播應用組)3420 3

資訊傳播學系(新媒體傳播內容組)                              亞洲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新媒體傳播組)3421 3

經營管理學系(企業創新管理組)                                亞洲大學                經營管理系(企業創新管理組)3422 6 V

經營管理學系(行銷管理組)                                    亞洲大學                經營管理學系(行銷管理組)  3423 6 V

經營管理學系(國際企業管理組)                                亞洲大學                經營管理系(國際企業管理組)3424 6 V

休閒與遊憩管理學系(餐旅事業管理組)                          亞洲大學                休閒遊憩管理系(餐旅事業組)3425 6

休閒與遊憩管理學系(旅遊事業管理組)                          亞洲大學                休閒遊憩管理系(旅遊事業組)3426 6

會計與資訊學系(會計稅務組)                                  亞洲大學                會計與資訊學系(會計稅務組)3427 3 V

會計與資訊學系(智慧稽核組)                                  亞洲大學                會計與資訊學系(智慧稽核組)3430 3 V

財務金融學系(投資理財組)                                    亞洲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投資理財組)  3431 3 V

財務金融學系(金融科技組)                                    亞洲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金融科技組)  3432 3 V

財經法律學系(科技法律組)                                    亞洲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科技法律組)  3433 6 V

財經法律學系(財經法律組)                                    亞洲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財經法律組)  3434 6 V

外國語文學系(語文專業組)                                    亞洲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語文專業組)  3435 3

外國語文學系(語文應用組)                                    亞洲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語文應用組)  3436 3

社會工作學系(社工心理雙專業組)                              亞洲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社工心理組)3437 3

社會工作學系(醫務社工與長期照顧雙專業組)                   亞洲大學                社工系(醫務社工與長照組)3440 3

幼兒教育學系                                                亞洲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3441 6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數位動畫設計組)                            亞洲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數位動畫組)3442 3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數位遊戲設計組)                            亞洲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數位遊戲組)3443 3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亞洲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3444 6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亞洲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3445 6 V

時尚設計學系(時尚服裝設計組)                                亞洲大學                時尚設計系(時尚服裝設計組)3446 3 V

時尚設計學系(服飾創意設計組)                                亞洲大學                時尚設計系(服飾創意設計組)3447 3 V

室內設計學系(商業空間組)                                    亞洲大學                室內設計學系(商業空間組)  3450 2 V

室內設計學系(住宅空間組)                                    亞洲大學                室內設計學系(住宅空間組)  3451 2 V

室內設計學系(智慧空間組)                                    亞洲大學                室內設計學系(智慧空間組)  3452 2 V

外國語文學系                                                國立宜蘭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3453 6 V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國立宜蘭大學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3454 21 V

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學系                                      國立宜蘭大學            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學系    3455 8

土木工程學系                                                國立宜蘭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3456 10 V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國立宜蘭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3457 20 V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國立宜蘭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3460 20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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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工程學系                                                國立宜蘭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3461 8 V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國立宜蘭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3462 10 V

食品科學系                                                  國立宜蘭大學            食品科學系                3463 7 V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                                        國立宜蘭大學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      3464 6 V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國立宜蘭大學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3465 4 V

園藝學系                                                    國立宜蘭大學            園藝學系                  3466 3 V

電機工程學系                                                國立宜蘭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3467 13 V

電子工程學系                                                國立宜蘭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3470 14 V

資訊工程學系                                                國立宜蘭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3471 7 V

機械工程學系                                                國立聯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3472 2 V

化學工程學系                                                國立聯合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3473 1 V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國立聯合大學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3474 1 V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                                      國立聯合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    3475 1 V

土木與防災工程學系                                          國立聯合大學            土木與防災工程學系        3476 5 V

能源工程學系                                                國立聯合大學            能源工程學系              3477 2 V

建築學系                                                    國立聯合大學            建築學系                  3500 1 V

工業設計學系(自然組)                                        國立聯合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自然組)      3501 1 V

工業設計學系(社會組)                                        國立聯合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社會組)      3502 1 V

電機工程學系                                                國立聯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3503 10 V

電子工程學系(甲組)                                          國立聯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甲組)        3504 5 V

電子工程學系(乙組)                                          國立聯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乙組)        3505 5 V

光電工程學系                                                國立聯合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              3506 11 V

資訊工程學系(A組)                                           國立聯合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A組)         3507 6 V

資訊工程學系(B組)                                           國立聯合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B組)         3510 6 V

經營管理學系                                                國立聯合大學            經營管理學系              3511 11 V

財務金融學系                                                國立聯合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3512 20 V

資訊管理學系                                                國立聯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3513 8 V

臺灣語文與傳播學系                                          國立聯合大學            臺灣語文與傳播學系        3514 6

華語文學系                                                  國立聯合大學            華語文學系                3515 19 V

文化觀光產業學系                                            國立聯合大學            文化觀光產業學系          3516 11

文化創意與數位行銷學系                                      國立聯合大學            文化創意與數位行銷學系    3517 1 V

醫學系                                                      馬偕醫學院              醫學系                    3520 8

護理學系                                                    馬偕醫學院              護理學系                  3521 20

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聽力組                                    馬偕醫學院              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聽力組  3522 6

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語言組                                    馬偕醫學院              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語言組  3523 6

應用英語學系                                                國立金門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              3524 6 V

運動與休閒學系                                              國立金門大學            運動與休閒學系            3525 8

企業管理學系                                                國立金門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3526 6 V

電子工程學系                                                國立金門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3527 6 V

食品科學系                                                  國立金門大學            食品科學系                3530 6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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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國立金門大學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3531 6 V

觀光管理學系                                                國立金門大學            觀光管理學系              3532 7

資訊工程學系                                                國立金門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3533 8 V

建築學系                                                    國立金門大學            建築學系                  3534 8 V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國立金門大學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3535 8 V

華語文學系                                                  國立金門大學            華語文學系                3536 7 V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國立金門大學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3537 6 V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國立金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3540 8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國立金門大學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3541 6 V

社會工作學系                                                國立金門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3542 6 V

長期照護學系                                                國立金門大學            長期照護學系              3543 6 V

護理學系                                                    國立金門大學            護理學系                  3544 6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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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登記分發志願系統 
操作說明 

 
 
 

  考分會網站（http://www. uac.edu.tw）將於 109 年 4 月 9 日開放下載 

「109 學年度登記分發志願單機版」，方便考生了解並練習操作系統。 

登記分發志願前可參考系統操作說明，登記分發志願系統於 109 年 

7 月 24 日上午 9:00 起開放至 109 年 7 月 28 日下午 4:30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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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分發志願系統操作說明 

一、系統需求： 

項 目 說           明 

作業系統 Windows 8 以上版本。 

記憶體 建議 2G 以上 

瀏覽器 請使用 Edge、Chrome 或 Firefox 

其 他 
1. 請務必使用桌上型或筆記型電腦 
2. 分發志願表必須安裝有 Adobe Reader 中文版程式才能開

啟，該程式可於登記分發志願系統登入頁下載 

 

二、登記分發志願作業說明： 

1. 登記分發志願系統開放期間為 7 月 24 日上午 9:00 至 7 月 28 日下午 4:30 止。 
2. 登入登記分發志願系統前須先完成繳費，繳費方式請參閱繳費單說明（第 67 頁）。 
3. 登記分發志願須使用「登記分發志願系統」方可完成。系統開放前，可先於考分會網站

下載單機版練習操作。 
4. 考生共可登記 100 個志願，最遲須於 7 月 28 日下午 4:30 前完成所有確認作業，完成後

不得更改或取消志願。有任何問題請立刻與考分會聯絡（TEL:06-2362755）。 
5. 考生成績或相關條件若不符合所選系組之招生條件時，系統會以「紅色字體」顯示該系

組名稱，紅字系組即使登記亦不予分發。但採計術科音樂系組的「主副修樂器」規定，

不在紅色字體篩選範圍內，考生須自行留意。 

三、系統操作流程： 

「單機版」僅供考生選填志願操作練習，並提供「產生志願碼」功能以便轉貼排好的志願

碼使用，操作方式可參考 part2~part3。送出志願則須使用「登記分發志願系統」方可完成。

系統操作說明分四部分： 
 
   Part 1         Part 2       Part 3        Part 4 

 進入登記分發志願系統     新增志願     調整志願序       完成登記 
 第 54～55 頁 第 55～59 頁 第 59～60 頁  第 61～62 頁 
                4.9~7.28 提供單機版：可離線試用熟悉登記方式，並產生志願碼備用 
                7.17 起可更新單機版：增加「最低登記標準」篩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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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進入登記分發志願系統 

  登記分發志願系統網址：http://www.uac.edu.tw 
  開放時間 7 月 24 日上午 9:00 起至 7 月 28 日下午 4:30 止 

1. 請先詳閱注意事項後，點選「進行網路登記分發志願」。 
2. 請輸入身分資料以登入系統。 
3. 首次進入請輸入 Email 信箱、手機號碼並設定通行碼（通行碼須妥善保存避免被

他人取得）。完成設定後再次登入時，則須輸入已設定之通行碼始得登入本系統。 
4. 確認各項基本資料：頁面上方應顯示紅色「您尚未完成登記分發志願」字樣，核

對所屬身分類別及各項考試成績是否正確。 

 
 

 
 

○1 詳閱注意事項後，點選 

進行網路登記分發志願 

○2 輸入身分資料登入系統 
 

http://www.ua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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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 2.新增志願：共可登記 100 個志願 

2.1 依校系選志願 

1. 點選「志願選填」下方之「依校系選志願」按鈕。 
2. 於小視窗中選擇學校，會出現該校招生系組列表。 
3. 將滑鼠移到所欲選填之系組，點擊滑鼠左鍵即可依次加入志願。 

 
 

○2 選擇學校 

○3  

首次登入訊息： 
  輸入 Email 信箱、手機號碼並設定通行碼 

   再次登入訊息： 
  輸入已設定之通行碼 
 

○3 在系組上點擊

滑鼠左鍵，即

可加入志願。 
 

○1 點選 

依校系選志願 

○4 確認登記狀態、 

身分類別及成績 
 

★欲離開時請點選[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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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依條件選志願 

1. 點選「志願選填」下方之「依條件選志願」按鈕。 
2. 設定搜尋條件後點選「開始篩選」：考生可依「學校、學群類、採計科目組合」等

條件篩選系組。採計組合列表中僅列出考生報考科目之組合。 
(1) 科目過濾：可將採計「限定科目」之組合全部勾選。 
(2) 幫我過濾：若系組出現紅色字體，表示考生不符合該系組招生條件，勾選「幫

我過濾」功能可協助過濾掉紅字系組。但採計術科音樂系組的「主副修樂器」

規定，不在紅色字體篩選範圍內，考生須自行留意。 
3. 勾選系組並點選「加入勾選校系」，可將勾選之所有系組依系組代碼順序加入志

願。加入志願後請參照「Part3 調整志願序」重新排序或刪除志願。 

   
 

                  

          

○1 點選 

依條件選志願 

○2 設定搜尋條件後， 

點選開始篩選 

○3 勾選系組， 

並點選 
加入勾選校系 

(2)幫我過濾 

未過濾會列

出紅字系組 
 
 
過濾後僅列

出可分發的

系組，選填

志願更有效

率喔～ 

過濾功能介紹 
 

(1)科目過濾 

例：若考生生物成績優良，想優先

考慮有採計生物的系組，可使用

「科目過濾」功能將有採計生物之

組合全部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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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直接輸入系組代碼 

1. 點選「志願選填」下方之「直接輸入系組代碼」按鈕。 
2. 輸入系組代碼並點選「加入」：系組代碼為 4 碼，可由相關資訊之系組代碼表查得。 

 

 

2.4 貼上志願碼：須於單機版排序並「產生志願碼」，方可執行貼上功能 

2.4.1 將已排序志願轉存為志願碼 
1. 於單機版點選「產生志願碼」：系統會暫存所選志願，並產生志願碼。 

★考生用畢請自行決定是否刪除暫存檔，若刪除則下次使用時無所選志願資料。 
2. 點選「選取複製」。（視您的電腦安全性設定，可能會出現「您是否要允許這個網

頁存取[剪貼簿] ?」訊息。請點選「允許存取」。） 
3. 於「附屬應用程式」中開啟空白「記事本」。 
4. 貼上志願碼並另存檔案，以便轉移至其他電腦或貼上登記分發志願系統使用。 

 
 
 

  
 

○1 點選直接輸入 

系組代碼 

○2 輸入系組代碼並點選加入 

○1 點選 

 產生志願碼 

  
若未選取任何志願， 

則無法使用「產生志願碼」功能。 

★單機版

用畢請自

行決定是

否刪除暫

存檔 

 

單機版與網路系統頁面差異： 
左上方註明「單機版」字樣，基本資料及各
項成績須自行輸入，且無送出志願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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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使用志願碼貼上志願 

1. 開啟存有志願碼之記事本，複製志願碼。 
2. 點選「志願選填」下方之「貼上志願碼」按鈕。 
3. 將步驟 1 複製之志願碼貼至欄框內，並點選「確定」。提醒您，「貼上志願碼」將

會覆蓋原先已選志願，請先確認志願內容無誤，再繼續操作系統。 

 

○4 貼上志願碼  

並另存檔案 

○2 點選選取複製 

○3 開啟記事本 

○1 開啟存有您志願碼之記事本，

複製志願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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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 3.調整志願序 

 
3.1 查詢系組招生條件 

1. 若需查詢系組招生條件做為調整志願之參考，可將滑鼠移到欲查詢的志願上，點

擊滑鼠左鍵一下即可。以紅字顯示者為不符合招生條件之系組，但採計術科音樂

系組的「主副修樂器」規定，不在紅色字體篩選範圍內，考生須自行留意。 

 

○3 貼上您的志願碼並點選確定。 

★貼上志願後，務必重新

核對志願內容。 

★貼上志願碼將覆蓋原

先已選志願，建議於

尚未新增志願時使

用。 

○1 點擊志願即可查詢

系組招生條件 

○2 點選貼上志願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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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刪除志願 

1. 逐筆刪除：將滑鼠移到欲刪除的志願上，快速點擊滑鼠左鍵兩下即可刪除。 
2. 刪除全部志願：點選「刪除全部志願」，可清除畫面上所有志願。 

     
 

3.3 移動志願順序 

1. 將滑鼠移到要移動順序的志願上，按住滑鼠左鍵不放。 
2. 直接拖曳至目的地後，放開滑鼠左鍵即可。提醒您，移動志願後務必確認系組是

否拖曳至正確順位，其後志願順延一位。 

 
 
 

 

○2 點選刪除

全部志願

，可清除

畫面上所

有志願。 

○2 拖曳至目的地後，放

開滑鼠左鍵即可。 

○1 快速點擊滑

鼠左鍵兩下，

即可刪除該志

願。 

○1 將滑鼠移到志願上，按住滑鼠左鍵不放。 

★已將第 7 志願的國立

成功大土木工程學系

調整為第 5 志願。 
★每次調整後請重新確

認志願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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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 4.完成登記 
 

1. 點選「進入送出志願程序」：系統將進入完成登記分發志願之確認程序。 
2. 請詳閱並逐一勾選注意事項後，點選「同意」。 
3. 輸入您的「身分證號碼」及「通行碼」後，點選「確認完成」。 
4. 輸入「驗證碼」並點選「完成登記分發志願」：驗證碼送出後即完成登記。完成後

不得以任何理由請求更改或取消志願。 
5. 出現「您已完成登記分發志願」訊息！ 
6. 點選「下載志願表」或「傳送志願表」另存您的志願表 PDF 檔，以作為完成登記

分發志願之憑據。（若使用「傳送志願表」功能，請確認信箱是否收件成功。） 

 
 
 

 
 

○2 詳閱並勾選注意事

項後，點選同意。 

★請核對志願無誤再送出

志願，完成所有確認程

序後將不得再作更改。 

○1 點選進入送出志願程序 

○3 輸入身分證號碼及

通行碼後，點選確認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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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完成登記分發志願」訊息 

○4 輸入驗證碼並點選

完成登記分發志願。 

★提醒您此為最後一

個確認程序，送出後

即完成登記，無法再

修改志願！ 

○6 請下載或傳送志願表

備存。 
 

★登記狀態已變更為「完成

登記」 



 

 

 

 
 
 

肆、Ｑ ＆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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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力、特種生及聽覺障礙證明文件審查◆ 
Ｑ１：個別報名考生如何確定自己是否須要繳交學力證明文件進行審查？ 
 Ａ：可於 109 年 4 月起先至考分會網站（http://www.uac.edu.tw）查詢是否已通過「93 至 108

學年度學力證明文件審查」，如已通過則不須繳交。 
 
Ｑ２：什麼是符合「登記資格」？ 

Ａ：滿足下列兩條件：1.通過學力證明文件審查者，2.不具有 109 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入

學、大學個人申請入學、大學特殊選才招生、科技校院繁星計畫甄選、四技二專特殊選

才入學、四技二專甄選入學及技優入學、四技日間部申請入學、身心障礙生甄試、運動

績優甄審甄試、師資保送甄試及醫事人員養成計畫、軍事學校正期班甄選入學」等招生

錄取資格者（即考生不可於前述招生管道重複錄取）。 
 
Ｑ３：「聽覺障礙證明文件審查」是做什麼用的？ 
 Ａ：聽覺障礙中度以上之考生，可繳交證明文件進行審查，審查通過者，若登記之校系設有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成績檢定標準時，該檢定項目一律視為「通過」。（審查時間及應繳文

件請參閱招生簡章第 5~8 頁。） 
 

◆各項分發程序◆ 
Ｑ４：有關特種生優待規定，什麼是以「外加名額」分發？又是怎麼計算呢？ 
 Ａ：a.優待加分後達普通生最低錄取分數之特種考生，得以外加名額分發，不佔各校系原招

生名額。但選填該校系之特種生如超過外加名額限制，則分數較高者優先錄取。 
b.請參考核定名額表中「原民 5%」欄位，有勾選之系組其原住民外加名額以核定名額

5%為限，核定名額 1~20 名可外加 1 人，21~40 名可外加 2 人（以此類推）。 
c.其他類特種生及未勾選「原民 5%」欄位之系組，外加名額以該系組核定名額 2%為限，

核定名額 1~50 名可外加 1 人，51~100 名可外加 2 人（以此類推）。  
 
Ｑ５：沒有報名學科能力測驗的考生可以參加指定科目考試和登記分發嗎？ 
Ａ：可以。但考生不能分發設有學科能力測驗檢定之校系。 

 
Ｑ６：校系指定之考科未報考、缺考或零分時，是否影響分發？ 
Ａ：各校系指定之考科有任一科目（含術科任一採計項目）未報考者，各該校系不予分發。

科目缺考或零分仍可分發，但校系自訂「術科任一採計項目不得零分」者，則零分不予

分發。 
 
Ｑ７：「最低登記標準」及「最低錄取分數」各是什麼意思？ 
 Ａ：a.「最低登記標準」由考分會於 109 年 7 月 17 日公布，考生原始成績須高於該校系所

屬採計組合之最低登記標準，始得分發。 
   b.「最低錄取分數」是考分會於放榜後公告，為各系組錄取考生中最低之加權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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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８：分發時是否完全以分數為錄取依據？會不會志願序排在比較前面，但分數比較低的人優

先錄取呢？ 
Ａ：分發時是依加權總分高低擇優錄取，志願序僅為個人就讀意願之排序，不影響分發。 
 

◆繳交登記費◆ 
Ｑ９：我按照繳費單上的說明去繳費，但是一直無法完成繳費，該怎麼辦？ 

 Ａ：請確認以下步驟： 
1. 請確認您是否在規定時間內繳費（臨櫃至 7 月 27 日下午 3：30 止，ATM 至 7 月 28

日中午 12：00 止）。 
2. 如您使用 ATM 繳費，請確認您所使用的金融卡是否有[非約定帳號]的轉帳功能，關

於此部分請致電該金融卡銀行查詢。 
3. 檢查華南銀行代碼(008)，以及繳款帳號(共 14 碼)、繳費金額(一般生 220 元、中低收

入戶考生 88 元、低收入戶考生免繳費)是否輸入錯誤。若對繳款帳號設定有疑問，可

至考分會網站「繳費單列印及繳費紀錄查詢系統」重新確認繳費資訊。 
4. 一個帳號僅能繳費入帳一次，建議可洽詢您的親友是否已代為繳費。 

 
Ｑ１０：我已完成繳費，為何進入考分會網站卻查詢不到我的繳費紀錄？ 

  Ａ：1.以 ATM 轉帳者，請確定交易明細表是否顯示成功扣款。 
 2.請於繳費 2 小時（ATM 僅需 30 分鐘）後再查詢。 
 3.進入查詢網頁後，請同時按下「Ctrl」+「F5」重新整理網頁。 
 4.若仍查無紀錄，煩請電洽考分會（TEL:06-2362755）。 

 

◆登記分發志願相關規定及服務◆ 

Ｑ１１：若我已登入過登記分發志願系統並完成通行碼設定，但忘記通行碼，該怎麼辦？ 
 Ａ：完成通行碼設定後即不得更改。請依下列方式處理： 

1. 請考生於輸入通行碼頁面點選「忘記通行碼」，將可選擇發送通行碼至手機或 Email，
該手機或 Email 已於首次登入時設定，不得變更。 

2. 如一直無法順利接收通行碼通知，請考生先電話洽詢考分會（TEL:06-2362755）後，

將身分證傳真至考分會（FAX:06-2369689），由考分會協助查詢。 
 

Ｑ１２：完成所有登記程序確認送出後，是否可再申請更改？ 
Ａ：不可。完成所有程序確認送出後即完成登記分發志願，即使尚在登記期間亦不可再更

改志願。請務必仔細核對志願無誤後再確認送出。 
 

Ｑ１３：若登記分發志願時，想與親友討論過再決定，可以印出目前的志願表嗎？ 
  Ａ：登記分發志願系統提供「列印此頁」功能，但此列印畫面非最後之分發志願表，不得

作為複查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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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１４：登記分發志願「單機版、登記分發志願系統」到底有何不同？ 
  Ａ：a.「單機版」於 109 年 4 月 9 日起提供下載，供考生熟悉系統操作。考生另可於 7 月

17 日後更新系統「最低登記標準」篩選功能。 
    b. 登記分發志願系統，於 109 年 7 月 24 日上午 9:00 起開放至 7 月 28 日下午 4:30 止，

考生須至考分會網站登入系統並完成登記分發志願，始得分發。 
 
Ｑ１５：如何確認所填志願已成功送出並完成登記分發志願？ 

Ａ：出現下列任一畫面，皆表示您已完成登記分發志願： 
a.出現「您已完成登記分發志願」等字樣之訊息。 
b.可下載或傳送「109 學年度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志願表」。 
c.重新登入登記分發志願系統，於應試號碼左側已顯示「您已完成登記分發志願」。 

※提醒考生完成登記分發志願後，務必下載或列印「分發志願表」，以作為完成登記之

憑據。 
 
Ｑ１６：使用單機版選填志願後，如何繼續完成登記分發志願？ 

Ａ：考生可使用「產生志願碼」功能，並於登入登記分發志願系統後，貼上志願碼並依序

完成送出志願之步驟，直到看到Ｑ１５所述完成登記分發志願畫面。 
 

◆登記分發志願系統操作◆ 
Ｑ１７：進入登記分發志願系統後，為何畫面右上角（考生基本資料）及下方選填之志願內容

無法顯示？ 
  Ａ：請詢問所使用之網際網路網管人員，確定防火牆的設定是否針對部分關鍵字（如：

sex…）進行阻擋，將此限制條件取消即可。如無法聯繫網管人員，則請更換至其他

電腦登記分發志願。 
 
Ｑ１８：如無法順利登入系統，或登入後無法正常進入下一步，該如何處理？ 

Ａ：1.無法登入時，請參照系統提示訊息，檢查輸入之資料（如生日或通行碼輸入錯誤等）。

如確認資料無誤仍無法登入，可電洽考分會（TEL:06-2362755）協助資料核對。 
2.若仍無法操作，建議更換 Windows 8 以上作業系統之電腦使用，且勿使用平板電腦

或手機。 
 
Ｑ１９：登入登記分發志願系統後一段時間沒有動作，但要登記分發志願時，系統卻自動將我

的畫面登出？ 
  Ａ：如果閒置過久，系統會出現閒置過久的訊息，並於 3 分鐘後自動將您最後選填的志願

暫時存檔並登出，請重新登入系統繼續完成登記分發志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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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２０：要登入登記分發志願系統時，為何會出現「該帳號已在線上，目前無法重複登入。」

的訊息？ 
  Ａ：考生已於另一視窗或另一台電腦中登入系統，或曾經不正常登出。請關閉所有瀏覽器

並等待 25分鐘後重新登入，若 25分鐘後仍無法登入，請電洽考分會（TEL:06-2362755）
處理。 

 
Ｑ２１：進入網頁後，為什麼有些功能選項被遮住？或是畫面排列有些混亂？ 
  Ａ：1.建議使用 Edge、Chrome 或 Firefox 瀏覽器。 
    2.螢幕解析度建議設定為 1024 × 768。 
    3.將瀏覽器中網頁字型設定為「適中」。 
 

◆分發結果複查◆ 
Ｑ２２：如申請複查指定科目考試成績，於登記分發志願時還未收到成績複查結果，是否仍須

如期完成登記分發志願？ 
Ａ： 109 學年度成績複查結果將於 7 月 23 日公告，請考生自行至大考中心網站

（http://www.ceec.edu.tw）查詢，登記志願系統亦將同步更新考生成績，請考生務必

於規定時間內（7 月 28 日下午 4:30 前）完成志願登記。 
 
Ｑ２３：如果對分發結果有疑問，有什麼方法可以核對、查詢？ 

Ａ：考生於分發放榜後至 109 年 8 月 13 日下午 5:00 止，皆可至考分會網站

（http://www.uac.edu.tw）以身分證號碼、指考應試號碼及通行碼進行「分發結果說明」

查詢，如仍有質疑可依分發結果複查規定申請複查。 
 
Ｑ２４：分發結果何時可申請複查？如何複查？ 

Ａ：申請分發結果複查時間為 109 年 8 月 7 日上午 8:00 起至 8 月 13 日下午 5:00 止，請至

考分會網站「分發結果複查申請系統」辦理，詳細申請複查之程序請參閱招生簡章第

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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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大學考試入學分發登記繳費單 
第一聯：考生收執聯 

姓  名  聯絡電話  收款行蓋章 

繳款帳號 9 2 0            

繳費金額 
 □一般考生繳費 

 新臺幣 貳佰貳拾元 整 
 □中低收入戶考生繳費 

 新臺幣 捌拾捌元 整 
戶  名 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 

◎繳費期限：109 年 7 月 17 日上午 9:00 起至 7 月 27 日下午 3:30 止。 
  ※7 月 27 日下午 3:30 後僅受理 ATM 繳費，ATM 繳費至 7 月 28 日中午 12:00 止。 
◎請依報名指定科目考試時審驗通過之身分繳費（繳費金額錯誤將導致無法入帳）：一般生 220 元，中低收入戶生

88 元，低收入戶生不須繳費，請於登記期間直接進行登記分發志願。 
◎完成繳費後，請務必於 109 年 7 月 24 日上午 9:00 至 7 月 28 日下午 4:30 至考分會網站完成登記分發志願。 
註：經銀行收款蓋章視同正式收據，請妥善保存以備查核。 

………………………………………………………………………………………………………... 

109 學年度大學考試入學分發登記繳費單 
第二聯：收款行留存聯 

姓    名  
聯絡電話  收款行蓋章 

 
 
 
主  認   記  收 
管  證   帳  款 

行動電話  

繳款帳號 9 2 0            

繳費金額 
 □一般考生繳費 

 新臺幣 貳佰貳拾元 整 
 □中低收入戶考生繳費 

 新臺幣 捌拾捌元 整 
繳費期限：109 年 7 月 17 日上午 9:00 起至 7 月 27 日下午 3:30 止(ATM 至 7/28 中午 12:00 止) 
戶    名：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 
繳費地點：華南銀行各地分行    主辦行：臺大分行 [ TEL:02-23631478 ] 
萬家代號：920    <存入上列繳款帳號> 

銀行認證欄 

※繳費方式 (請儘量利用 ATM 及網路 ATM 轉帳繳費) 
1. 華南銀行臨櫃辦理：持本登記繳費單，至華南銀行各分行辦理繳費。【7 月 27 日下午 3:30 後不受理臨櫃繳費】 
2. 自動櫃員機(ATM)轉帳繳費(手續費自付)： 

持「具非約定帳戶轉帳功能」之金融卡至任一金融機構 ATM，選擇「轉帳」功能後輸入華南銀行代號「008」、
繳款帳號（請參閱下方說明）及繳費金額，完成交易後確認「交易明細表」上顯示交易成功。 

3. 網路 ATM 轉帳繳費(手續費自付)： 
持讀卡機及「具非約定帳戶轉帳功能」之金融卡，連線至華南銀行網路 ATM 系統選擇「繳稅、繳費」，或連線
至其他金融機構網路 ATM 選擇「轉帳」，輸入相關資料後，完成交易並列印交易結果。 

4. 郵局或其他金融機關臨櫃匯款(手續費自付)：【7 月 27 日下午 3:30 後不受理臨櫃繳費】 
填寫該行之「跨行匯款單」，「收款行」為華南銀行臺大分行(銀行代碼：008-1544)，收款人戶名為「大學招生
委員會聯合會-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繳款帳號請參閱下方說明。填妥後持該表單臨櫃辦理匯款。 

※繳款帳號設定：繳款帳號共 14 碼，前 3 碼一律為「920」，第 4 碼起設定方式如下: 
1. 以身分證號碼報名之考生，設定方式為 920+「身分證號碼」，其中英文字母依下列代碼表轉換。 

A=01 B=02 C=03 D=04 E=05 F=06 G=07 H=08 I=09 J=10 K=11 L=12 M=13 
N=14 O=15 P=16 Q=17 R=18 S=19 T=20 U=21 V=22 W=23 X=24 Y=25 Z=26 

2. 以居留證號碼或護照號碼報名之考生，設定方式為 920+「9…」+「居留證或護照號碼」，其中英文字母直接以「9
」代換，並在居留證或護照號碼之前以「9」補足 14 碼。 

3. 繳費期間考分會網站亦提供繳費單下載，繳費後可至考分會網站或下載「登記查榜」APP 查詢繳費紀錄。 
範例 身分證號/居留證號/護照號碼 繳款帳號 
身分證號碼 C102345678 92003102345678 
護照號碼 A 765AC4321 92099765994321 

※考分會聯絡方式  聯絡電話：06-2362755   傳真：06-2369689    網址：http://www.uac.edu.tw 



 
 

109 學年度大學考試入學登記分發相關資訊發售辦法 
（一）工本費：每份 60 元。(團體訂購免運費，個別訂購另加掛號郵資 45 元。) 

（二）發售方式： 
1.團體及個別訂購：請逕至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網站，依說明填寫訂購單

並列印繳費資料轉帳繳費，團體訂購依規定時程分批寄送，個別訂購於繳費

後 3~5 工作天內寄達（訂購網址: http://www.uac.edu.tw）。 
2.現場購買：請逕向下列現場代售單位購買。 

代售單位 地址(電話) 代售單位 地址(電話)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 2 號行政大
樓 警衛室 (1F)、招生組 (3F) 
(TEL:02-24622192-1025~1032)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 123 號
(TEL:05-5342601-2216) 

國立交通大學台北
校區 

臺北市忠孝西路一段 118號 1樓
警衛室(TEL:02-23494910) 

國立嘉義大學 
嘉義市學府路 300號蘭潭校區警
衛室(TEL:05-2717040)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臺 北 市 舟 山 路 237 號
(TEL:02-23661416) 

國立成功大學 
臺南市大學路 1 號光復校區警
衛室(TEL:06-2757575-54000) 

輔仁大學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510號警衛
室(TEL:02-29052265)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高雄市和平一路 116 號警衛室 
(TEL:07-7172930-1111~1115) 

中原大學 
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 200 號警
衛室(TEL:03-2652014) 

國立屏東大學 
屏東市民生路 4-18 號民生校區
警衛室(TEL:08-7663800-13710) 

國立清華大學 
新 竹 市 光 復 路 二 段 101 號
(TEL:03-5731300) 

國立宜蘭大學 
宜蘭市神農路一段 1 號警衛室
(TEL:03-9317097) 

國立苗栗高中 
苗栗縣苗栗市至公路 183 號
(TEL:037-320072) 

國立東華大學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路二
段 1號(TEL:03-8906142) 

逢甲大學 
臺中市西屯區文華路 100號警衛
室(TEL:04-24517250-1234) 

國立臺東高中 
臺東市中華路一段 721 號警衛室
(TEL:089-322070-9)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彰化市進德路 1 號進德校區警
衛室(TEL:04-7232105-5635)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澎湖縣馬公市六合路 300號教務
處 (TEL:06-9264115-1125)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南投縣埔里鎮大學路1號大門警
衛室(TEL:049-2918305) 

國立金門大學 
金門縣金寧鄉大學路 1 號
(TEL:082-312346) 

（三）發售日期及地點：（依表訂日期或售完為止） 

 
 

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 

地址：70101 臺南市大學路 1 號  國立成功大學 
電話：06-2362755     傳真：06-2369689 
網址：http://www.uac.edu.tw  

 

發 售 方 式 日              期 地                點 

學校、補習班團體訂購 109 年 4 月 9 日～5 月 7 日 考分會網站（http://www.uac.edu.tw） 

個別網路訂購 109 年 4 月 9 日～7 月 9 日 考分會網站（http://www.uac.edu.tw） 

現場購買 109 年 4 月 9 日～7 月 28 日 見現場代售單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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