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學年度大學考試入學分發
檢定學科能力測驗或高中英語聽力測驗之校系列表

學校代碼 校名 系組名 學測檢定 英聽檢定
001 國立臺灣大學            歷史學系 數學(均標) --
001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系(自費) 國文(前標) --
001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系(公費) 國文(前標) --
001 國立臺灣大學            牙醫學系 國文(前標) --
001 國立臺灣大學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國文(均標) --
00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 A
003 國立中興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 A
003 國立中興大學            行銷學系 -- B
003 國立中興大學            園藝學系 -- B
003 國立中興大學            動物科學系 -- B
003 國立中興大學            國際農企業學士學位學程 -- A
003 國立中興大學            獸醫學系 -- B

004 國立成功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國文(前標)
英文(頂標)

--

004 國立成功大學            台灣文學系 英文(均標) --
004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普渡雙聯組) 英文(頂標) A
004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系(自費) 國文(頂標) --
004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系(公費) 國文(頂標) --
004 國立成功大學            牙醫學系 國文(頂標) --

004 國立成功大學            政治學系
國文(均標)
英文(均標)

--

004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普渡雙聯組) -- A
004 國立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數學(前標) --

004 國立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普渡雙聯組)
英文(前標)
數學(前標)

A

004 國立成功大學            生命科學系 國文(均標) --

004 國立成功大學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
國文(前標)
英文(前標)

--

005 東吳大學                心理學系 自然(後標) --
006 國立政治大學            中國文學系 國文(頂標) --
006 國立政治大學            教育學系 -- B

006 國立政治大學            民族學系
數學(均標)
社會(前標)

B

006 國立政治大學            外交學系
國文(均標)
英文(前標)

A

006 國立政治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社會(均標) --
006 國立政治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社會組 社會(前標) --
006 國立政治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自然組 自然(前標) --

006 國立政治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
英文(均標)
數學(均標)

--

006 國立政治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社會(均標) --

006 國立政治大學            心理學系
數學(均標)
自然(均標)

A

007 高雄醫學大學            醫務管理暨醫療資訊學系
英文(後標)
數學(後標)

--

011 國立清華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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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 國立清華大學            英語教學系 -- A
011 國立清華大學            經濟學系第1組 -- B
011 國立清華大學            經濟學系第2組 -- B
011 國立清華大學            物理學系物理組(甲組一般組) 數學(前標) --
011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甲組 英文(前標) --
013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 數學(均標) --
014 淡江大學                管理科學學系(行銷與流通管理組) 數學(後標) --
014 淡江大學                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全英語學士班 -- B
018 靜宜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 -- B
018 靜宜大學                寰宇外語教育學士學位學程 -- B
020 輔仁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 -- A
02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 B
023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 B
023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 B
023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 B
023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會計學系 -- B
023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公民教育組 -- B
023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公共事務組 -- B
025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自費) 國文(頂標) --
025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公費) 國文(頂標) --
025 國立陽明大學            牙醫學系 國文(前標) A
025 國立陽明大學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英文(均標) B
025 國立陽明大學            藥學系 國文(均標) A
026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系 國文(頂標) --
026 中山醫學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 C
026 中山醫學大學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語言治療組 -- B
026 中山醫學大學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聽力組 -- C
030 長庚大學                醫學系(自費) 國文(前標) --
030 長庚大學                醫學系(公費) 國文(前標) --
031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英語學系 -- A

03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國文(均標)
英文(前標)

--

03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 C
034 國立東華大學            管理學院管理科學與財金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英文(均標) --
035 臺北市立大學            英語教學系 -- A
035 臺北市立大學            視覺藝術學系 國文(均標) --
035 臺北市立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 B
035 臺北市立大學            城市發展學系 -- B
036 國立屏東大學            英語學系 -- B
036 國立屏東大學            社會發展學系 -- C
038 國立臺東大學            教育學系 國文(均標) --
038 國立臺東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國文(均標) --
038 國立臺東大學            體育學系 國文(均標) --

041 國立中正大學            社會福利學系
英文(後標)
數學(後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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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 國立中正大學            會計與資訊科技學系
英文(均標)
數學(均標)

--

041 國立中正大學            犯罪防治學系 社會(前標) --

041 國立中正大學            生物醫學科學系
英文(均標)
自然(均標)

--

046 銘傳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半導體光電組(桃園校區) 數學(底標) --
046 銘傳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專利醫材組(桃園校區) 國文(後標) --

050 實踐大學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數位3D動畫設計組(臺北
校區)

英文(底標) --

050 實踐大學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創意媒體設計組(臺北校
區)

英文(底標) --

050 實踐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臺北校區) 英文(後標) --
056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 C
056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工藝設計學系 -- B
056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圖文傳播藝術學系 -- B
056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廣播電視學系 -- B
056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戲劇學系 -- B
099 國立臺北大學            經濟學系 -- C

099 國立臺北大學            社會學系
英文(均標)
數學(均標)

--

099 國立臺北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國文(均標)
英文(均標)

--

099 國立臺北大學            應用外語學系 數學(均標) A
100 國立嘉義大學            獸醫學系 -- B
101 國立高雄大學            西洋語文學系 -- A

101 國立高雄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英文(均標)
數學(均標)

--

134 亞洲大學                生物資訊與醫學工程學系(生醫資訊組) 數學(底標) --
134 亞洲大學                生物資訊與醫學工程學系(醫學工程組) 自然(底標) --
150 國立宜蘭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英文(均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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