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學年度總榜單

編號 大學校院名稱 人數 比例
1 國立臺灣大學 53 7.2%
2 國立成功大學 51 6.9%
3 國立政治大學 55 7.4%
4 國立清華大學 37 5.0%
5 國立交通大學 20 2.7%
6 國立中山大學 7 0.9%
7 國立中央大學 24 3.2%
8 國立中正大學 17 2.3%
9 國立中興大學 33 4.5%
10 國立宜蘭大學 1 0.1%
11 國立東華大學 8 1.1%
12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2 0.3%
13 國立金門大學 3 0.4%
14 國立屏東大學 1 0.1%
15 國立高雄大學 5 0.7%
16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4 0.5%
17 國立陽明大學 4 0.5%
18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1 0.1%
19 國立嘉義大學 3 0.4%
20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2 0.3%
21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5 0.7%
22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2 0.3%
23 國立臺北大學 34 4.6%
24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6 0.8%
25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1 0.1%
26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3 1.8%
27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2 0.3%
28 國立臺南大學 3 0.4%
29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16 2.2%
3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42 5.7%
3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3 1.8%
32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6 0.8%
33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1 0.1%
34 國立聯合大學 1 0.1%
35 國立體育大學 3 0.4%
36 國防醫學院 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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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大學校院名稱 人數 比例
37 馬偕醫學院 5 0.7%
38 高雄醫學大學 16 2.2%
39 中山醫學大學 10 1.4%
40 中國醫藥大學 4 0.5%
41 臺北醫學大學 15 2.0%
42 臺北市立大學 20 2.7%
43 輔仁大學 53 7.2%
44 銘傳大學 4 0.5%
45 大同大學 7 0.9%
46 中原大學 9 1.2%
47 中國文化大學 3 0.4%
48 元智大學 6 0.8%
49 世新大學 8 1.1%
50 東吳大學 35 4.7%
51 東海大學 7 0.9%
52 長庚大學 14 1.9%
53 淡江大學 24 3.2%
54 逢甲大學 3 0.4%
55 華梵大學 1 0.1%
56 開南大學 1 0.1%
57 慈濟大學 3 0.4%
58 聖約翰科技大學 1 0.1%
59 實踐大學 3 0.4%
60 明新科技大學 1 0.1%
61 香港中文大學 1 0.1%
62 中國傳媒大學公共關係學系 1 0.1%
63 早稻田大學 2 0.3%
64 UniversityofAmsterdam商學院 1 0.1%
65 SIM-UniversityofLondon 1 0.1%
66 JacobUniversity 1 0.1%

合計 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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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號 升學管道 大學校院名稱 大學科系名稱

10027825 四技申請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護理系

10025625 四技申請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不分系學士班

10026427 四技申請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資學士班

10026027 四技申請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10062120 四技申請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電學士班

10027701 四技申請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資學士班

10027403 四技申請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10025403 四技申請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工程學士班

10025825 四技申請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10027329 四技申請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10025805 四技申請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電學士班

10026903 四技申請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資學士班

10025841 四技申請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系

10026317 四技申請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工程學士班

10027315 四技申請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資學士班

10024739 四技申請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護理系

10076434 四技申請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資學士班

10038940 四技申請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資學士班

10037023 四技申請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工程學士班

10103408 四技申請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文化資產維護系

10038142 四技申請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管理學士班

10091110 四技申請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10037135 四技申請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10025205 軍事院校 國防醫學院 牙醫學系（軍費生）

10026139 個人申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10025325 個人申請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運動健康科學學系

10025929 個人申請 國立東華大學 臺灣文化學系

10025203 個人申請 國立中央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10027837 個人申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10025229 個人申請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藝術組

10062112 個人申請 高雄醫學大學 香粧品學系

10026215 個人申請 世新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10090912 個人申請 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學系服飾設計組

10027603 個人申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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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號 升學管道 大學校院名稱 大學科系名稱

10024915 個人申請 臺北市立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

10026213 個人申請 國立政治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19111106 個人申請 世新大學 口語傳播學系

10024605 個人申請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10027537 個人申請 國立交通大學 人文社會學系

10091036 個人申請 東海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10091124 個人申請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10062124 個人申請 國立臺灣大學 會計學系

19111601 個人申請 國立臺南大學 體育學系

10028439 個人申請 國立政治大學 社會學系

10062234 個人申請 國立成功大學 都市計劃學系

10026301 個人申請 逢甲大學
澳洲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商學與創新雙學

士學位學程

10025713 個人申請 臺北市立大學 城市發展學系

10062122 個人申請 臺北市立大學 城市發展學系

10028341 個人申請 國立政治大學 傳播學院大一大二不分系

10027303 個人申請 東海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10027739 個人申請 國立體育大學 體育推廣學系(一般組)

10027137 個人申請 國立臺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10028501 個人申請 輔仁大學 廣告傳播學系

10026225 個人申請 國立臺北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10028005 個人申請 國立臺灣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10024639 個人申請 國立清華大學 中國文學系乙組(華語文教學組)

10024841 個人申請 國立政治大學 地政學系土地管理組

10026727 個人申請 實踐大學 建築設計學系(臺北校區)

10076508 個人申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社會教育學系

10028301 個人申請 國立臺北大學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10027601 個人申請 輔仁大學 廣告傳播學系

10026003 個人申請 實踐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臺北校區)

10027313 個人申請 實踐大學 服裝設計學系(臺北校區)

10027729 個人申請 國立成功大學 中國文學系

10026913 個人申請 東吳大學 會計學系

10026205 個人申請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運輸科學系A組

10025539 個人申請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

10027713 個人申請 國立清華大學 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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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號 升學管道 大學校院名稱 大學科系名稱

10025327 個人申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歷史學系

10028037 個人申請 國立政治大學 財政學系

10103324 個人申請 國立政治大學 社會學系

10026117 個人申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10025839 個人申請 國立政治大學 教育學系

10025903 個人申請 淡江大學 建築學系

10027215 個人申請 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學系織品服飾行銷組

10025927 個人申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社會教育學系

10024712 個人申請 輔仁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10025925 個人申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歷史學系

19110606 個人申請 輔仁大學 宗教學系

10026617 個人申請 國立政治大學 地政學系土地測量與資訊組

10026839 個人申請 國立臺灣大學 歷史學系

10038006 個人申請 東吳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10026917 個人申請 國立清華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10026417 個人申請 國立中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10026905 個人申請 國立成功大學 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

10025727 個人申請 東吳大學 英文學系

10025941 個人申請 國立成功大學 建築學系

10025701 個人申請 臺北市立大學 數學系

10026103 個人申請 國立交通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10026005 個人申請 淡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電機通訊組

10027541 個人申請 淡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電機資訊組

10027105 個人申請 國立成功大學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10026015 個人申請 國立東華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10025405 個人申請 大同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10027317 個人申請 國立臺灣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10027227 個人申請 大同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10027717 個人申請 國立交通大學 人文社會學系

10026513 個人申請 國立清華大學 工程與系統科學系甲組

10027437 個人申請 國立東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學士班國際組

10026501 個人申請 淡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電機通訊組

10026539 個人申請 臺北市立大學 歷史與地理學系

10025617 個人申請 臺北市立大學 資訊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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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號 升學管道 大學校院名稱 大學科系名稱

10026703 個人申請 國立體育大學 運動保健學系

10024713 個人申請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10027937 個人申請 淡江大學
資訊創新與科技學系軟體工程全英語組(蘭

陽校園)

10027727 個人申請 輔仁大學 德語語文學系

10027029 個人申請 逢甲大學
美國聖荷西州立大學商學大數據分析雙學

士學位學程

10027703 個人申請 國立臺灣大學 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

10027515 個人申請 國立體育大學 運動保健學系

10027237 個人申請 東吳大學 微生物學系生物科技組

10025815 個人申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物理學系

10027201 個人申請 國立政治大學 哲學系

10027239 個人申請 中原大學 景觀學系

10027939 個人申請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10091034 個人申請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10028427 個人申請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運輸科學系A組

10076608 個人申請 銘傳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桃園校區）

10027015 個人申請 國立中山大學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10026503 個人申請 元智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科技組

10025039 個人申請 淡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10028417 個人申請 國立中山大學 物理學系

10026901 個人申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物理學系

10026325 個人申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10028029 個人申請 國立清華大學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10026437 個人申請 東吳大學 化學系

10025115 個人申請 元智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科學學系

10027115 個人申請 大同大學 材料工程學系

10026413 個人申請 國立交通大學 奈米科學及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10024725 個人申請 大同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電子與通訊組

10024615 個人申請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10025315 個人申請 國立清華大學 生命科學院學士班

10027241 個人申請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10025901 個人申請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

10025329 個人申請 中國文化大學 景觀學系

10027927 個人申請 國立宜蘭大學 食品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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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號 升學管道 大學校院名稱 大學科系名稱

10088220 個人申請 東吳大學 會計學系

10026637 個人申請 東海大學 法律學系

10024603 個人申請 臺北市立大學 歷史與地理學系

10062312 個人申請 國立臺北大學 會計學系

10076432 個人申請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10024727 個人申請 國立清華大學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

10027039 個人申請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運輸科學系B組

10025201 個人申請 國立交通大學 應用化學系

10025525 個人申請 國立交通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10091122 個人申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10025817 個人申請 輔仁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10027337 個人申請 國立成功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10088234 個人申請 國立臺灣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10025527 個人申請 國立中正大學 生物醫學科學系

10026037 個人申請 國立臺灣大學 獸醫學系

10025537 個人申請 臺北醫學大學 保健營養學系

10028113 個人申請 國立臺北大學 法律學系司法組

10028403 個人申請 國立中興大學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

10027829 個人申請 國立中興大學 動物科學系

10024703 個人申請 國立清華大學 音樂學系

10026541 個人申請 臺北醫學大學 藥學系藥學組

10025025 個人申請 臺北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10025041 個人申請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

10027539 個人申請 國立臺灣大學 人類學系

10025237 個人申請 淡江大學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10026517 個人申請 東吳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10026741 個人申請 國立臺北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10024805 個人申請 國立政治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10026817 個人申請 國立清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資訊工程組)

10103410 個人申請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商船學系

10027827 個人申請 國立清華大學 工程與系統科學系甲組

10027901 個人申請 國立交通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10026237 個人申請 東吳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10026815 個人申請 中國醫藥大學 藥用化妝品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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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號 升學管道 大學校院名稱 大學科系名稱

10025401 個人申請 高雄醫學大學 口腔衛生學系

10026429 個人申請 國立清華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10025803 個人申請 輔仁大學 護理學系

10027417 個人申請 國立交通大學 管理科學系

10024729 個人申請 國立中央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10025541 個人申請 國立臺灣大學 農業經濟學系

10028437 個人申請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10028303 個人申請 國立清華大學 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

10027001 個人申請 國立政治大學 地政學系土地資源規劃組

10028317 個人申請 國立清華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10026825 個人申請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10027503 個人申請 國立清華大學 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10026137 個人申請 國立成功大學 數學系

10025103 個人申請 淡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電機與系統組

10026227 個人申請 國立清華大學 旭日招生乙組(理工、生科、原科)

10027705 個人申請 國立清華大學 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

10028001 個人申請 國立臺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10026829 個人申請 臺北醫學大學 口腔衛生學系

10038604 個人申請 臺北醫學大學 保健營養學系

10028305 個人申請 臺北醫學大學 保健營養學系

10091120 個人申請 國立中興大學 水土保持學系

10026125 個人申請 國立臺灣大學 園藝暨景觀學系

10028127 個人申請 國立中興大學 植物病理學系

19112305 個人申請 中國文化大學 園藝暨生物技術學系

10028139 個人申請 國立臺灣大學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10038406 個人申請 臺北醫學大學 護理學系

10038928 個人申請 東吳大學 心理學系

10038926 個人申請 東吳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10088120 個人申請 國立臺灣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10036907 個人申請 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學系服飾設計組

10036933 個人申請 國立清華大學 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10036607 個人申請 國立清華大學 化學系

10038916 個人申請 國立中興大學 植物病理學系

10038138 個人申請 淡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電機資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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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6919 個人申請 國立成功大學 統計學系

10038628 個人申請 輔仁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10038606 個人申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生命科學系

10037011 個人申請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10036833 個人申請 國立清華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10038426 個人申請 馬偕醫學院 護理學系(公費生)

10036731 個人申請 中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10038806 個人申請 臺北醫學大學 護理學系

10036707 個人申請 臺北醫學大學 護理學系

10038838 個人申請 臺北醫學大學 護理學系

10038030 個人申請 長庚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10038704 個人申請 長庚大學 生物醫學系

10038542 個人申請 國立中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10038304 個人申請 國立成功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10038126 個人申請 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10038104 個人申請 高雄醫學大學 醫務管理暨醫療資訊學系

10036721 個人申請 國立交通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10038938 個人申請 輔仁大學 西班牙語文學系

10038228 個人申請 國立中央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10036821 個人申請 國立高雄大學 化學工程及材料工程學系

10103334 個人申請 世新大學 新聞學系

10036711 個人申請 國立清華大學 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

10038530 個人申請 國立中興大學 植物病理學系

10038830 個人申請 高雄醫學大學 心理學系

10038538 個人申請 國立政治大學 哲學系

10038638 個人申請 國立清華大學
清華學院學士班戊組

(不分系招生-跨領域教育)

10038718 個人申請 高雄醫學大學 呼吸治療學系

10103412 個人申請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10038942 個人申請 元智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10076532 個人申請 長庚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10038016 個人申請 國立清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資訊工程組)

10088232 個人申請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10038302 個人申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化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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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8116 個人申請 國立清華大學 數學系數學組

10037031 個人申請 國立中央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10038214 個人申請 世新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科技組

10037019 個人申請 國立成功大學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10036631 個人申請 國立交通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

10076536 個人申請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10037109 個人申請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先進材料與精密製造組

10036719 個人申請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10036735 個人申請 逢甲大學
澳洲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商學與創新雙學

士學位學程

10038402 個人申請 國立成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10038416 個人申請 國立金門大學 建築學系

10038716 個人申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10036835 個人申請 國立中央大學 數學系

10103420 個人申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幼兒發展與教育組

10039030 個人申請 國立陽明大學 護理學系

10038504 個人申請 中國醫藥大學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系

10038404 個人申請 臺北醫學大學 保健營養學系

10037123 個人申請 輔仁大學 影像傳播學系

10038230 個人申請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10038028 個人申請 臺北市立大學 英語教學系

10038706 個人申請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

10038014 個人申請 國立中央大學 地球科學學系

10038316 個人申請 國立臺灣大學 昆蟲學系

10038318 個人申請 長庚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10038514 個人申請 明新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10027801 登記分發 國立政治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

10024903 登記分發 國立政治大學 法律學系

10076512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大學 法律學系司法組

10090920 登記分發 國立政治大學 歐洲語文學系德文組

10025515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大學 圖書資訊學系

10027627 登記分發 國立政治大學 會計學系

10024901 登記分發 國立高雄大學 西洋語文學系

10076534 登記分發 東吳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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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5813 登記分發 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學系服飾設計組

10025703 登記分發 國立臺北大學 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10062324 登記分發 輔仁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10025137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理學系

10024941 登記分發 輔仁大學 護理學系

10024629 登記分發 銘傳大學 犯罪防治學系(桃園校區)

10076520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10091032 登記分發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10028429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法政學士學位學程

10024937 登記分發 輔仁大學 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

10026439 登記分發 輔仁大學 西班牙語文學系

10028441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10026639 登記分發 國立臺北大學 經濟學系

10028327 登記分發 國立政治大學 歐洲語文學系西班牙文組

10026927 登記分發 國立臺北大學 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10024837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大學 政治學系政治理論組

10025529 登記分發 國立政治大學 歷史學系

10028015 登記分發 國立成功大學 中國文學系

10062110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大學 歷史學系

10028137 登記分發 銘傳大學 犯罪防治學系(桃園校區)

10091134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大學 經濟學系

10088208 登記分發 輔仁大學 圖書資訊學系

10090932 登記分發 國立政治大學 金融學系

10026425 登記分發 國立政治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

10027217 登記分發 國立清華大學 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10062412 登記分發 國立清華大學 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10027913 登記分發 國立交通大學 人文社會學系

10026217 登記分發 國立政治大學 公共行政學系

10028415 登記分發 國立中興大學 會計學系

10026201 登記分發 國立政治大學 法律學系

10027517 登記分發 東吳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10103336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臺灣語文學系

10026601 登記分發 輔仁大學 社會學系

10027439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大學 地理環境資源學系B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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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4917 登記分發 淡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10028039 登記分發 國立政治大學 傳播學院大一大二不分系

10062222 登記分發 輔仁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10025729 登記分發 輔仁大學 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

10025415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大學 中國文學系

10026803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理學系

10062308 登記分發 國立中正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10091008 登記分發 國立臺北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10088127 登記分發 國立臺北大學 法律學系司法組

10025303 登記分發 淡江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經貿管理組

10091012 登記分發 國立政治大學 中國文學系

10025717 登記分發 輔仁大學 會計學系

10024813 登記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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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4929 登記分發 華梵大學 建築學系建築設計組

10024617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電影學系

10026603 登記分發 國立政治大學 經濟學系

10026403 登記分發 國立嘉義大學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025505 登記分發 臺北市立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

10027605 登記分發 國立政治大學 斯拉夫語文學系

10025829 登記分發 國立政治大學 財政學系

10026715 登記分發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學系

10027639 登記分發 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學系織品服飾行銷組

10027125 登記分發 國立交通大學 管理科學系

10088212 登記分發 國立政治大學 傳播學院大一大二不分系

10025313 登記分發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10027805 登記分發 國立成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10027903 登記分發 國立成功大學 法律學系

10062336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廣播電視學系

10026925 登記分發 國立政治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

10028227 登記分發 國立政治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10062224 登記分發 國立交通大學 人文社會學系

10026025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10025613 登記分發 國立中山大學 社會學系

10026625 登記分發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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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7617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10024817 登記分發 東吳大學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學士學位學程

10026141 登記分發 國立成功大學 政治學系

10026405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10027405 登記分發 東吳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10027005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10028405 登記分發 國立臺北大學 中國文學系

10025741 登記分發 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學系織品服飾行銷組

10028329 登記分發 國立臺北大學 經濟學系

10076524 登記分發 東吳大學 經濟學系

10025413 登記分發 淡江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國際商學全英語組

10026339 登記分發 國立東華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10025337 登記分發 國立臺北大學 中國文學系

10025113 登記分發 國立政治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

10027127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10024705 登記分發 東吳大學 英文學系

10026939 登記分發 世新大學 行政管理學系

10027637 登記分發 國立政治大學 經濟學系

10026001 登記分發 輔仁大學 廣告傳播學系

10027941 登記分發 國立清華大學 經濟學系第1組

10028213 登記分發 東吳大學 會計學系

10025503 登記分發 國立臺北大學 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10027225 登記分發 輔仁大學 統計資訊學系

10025627 登記分發 國立成功大學 政治學系

10024625 登記分發 國立政治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

10091010 登記分發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10025437 登記分發 國立清華大學 經濟學系第1組

10027815 登記分發 國立臺北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10026613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大學 人類學系

10027429 登記分發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語文與創作學系語文師資組

10027401 登記分發 國立中正大學 中國文學系

10024827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10026337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自費)

10028115 登記分發 國立清華大學 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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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7803 登記分發 國立政治大學 民族學系

10027513 登記分發 國立臺南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10026101 登記分發 輔仁大學 影像傳播學系

10076510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大學 政治學系政治理論組

10027441 登記分發 輔仁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10026629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10027113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大學 會計學系

10026041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幼兒發展與教育組

10027915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大學 法律學系司法組

10025905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大學 人類學系

10026013 登記分發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教育學系(自費)

10062212 登記分發 國立政治大學 社會學系

10025317 登記分發 國立清華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自費)

10026537 登記分發 東吳大學 會計學系

10026615 登記分發 國立政治大學 傳播學院大一大二不分系

10028413 登記分發 淡江大學 法國語文學系

10025937 登記分發 東吳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10025641 登記分發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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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5501 登記分發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10027129 登記分發 國立交通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10026529 登記分發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10024717 登記分發 國立臺北大學 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10026129 登記分發 東吳大學 政治學系

10025005 登記分發 東海大學 法律學系

10025517 登記分發 東吳大學 法律學系

10025917 登記分發 國立政治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10024913 登記分發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10025739 登記分發 國立政治大學 傳播學院大一大二不分系

10028229 登記分發 國立中正大學 哲學系

10062320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大學 會計學系

10027813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廣播電視學系

10024801 登記分發 國立清華大學 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

10028105 登記分發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10028017 登記分發 臺北市立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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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5129 登記分發 國立臺北大學 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10025117 登記分發 開南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

10026329 登記分發 東吳大學 社會學系

10026725 登記分發 國立政治大學 地政學系土地管理組

10027625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理學系

10028337 登記分發 國立臺北大學 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10026127 登記分發 國立政治大學 金融學系

10025127 登記分發 臺北市立大學 心理與諮商學系

10026401 登記分發 國立臺南大學 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

10025605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10024925 登記分發 輔仁大學 醫學資訊與創新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10027013 登記分發 國立中央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10103332 登記分發 國立成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10027725 登記分發 國立清華大學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自費)

10028201 登記分發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10026315 登記分發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10026341 登記分發 國立臺北大學 統計學系

10026713 登記分發 國立中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10090936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10027229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輪機工程學系能源應用組

10027841 登記分發 國立高雄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10028041 登記分發 東吳大學 化學系

10026729 登記分發 國立成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10028125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大學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10028339 登記分發 國立成功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10037033 登記分發 國立中興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10027615 登記分發 國立成功大學 統計學系

10027929 登記分發 國立政治大學 應用數學系

10027327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大學 農業經濟學系

10028315 登記分發 淡江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10025215 登記分發 國立金門大學 護理學系

10026739 登記分發 元智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10026039 登記分發 國立成功大學 物理學系

10024613 登記分發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資訊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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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5001 登記分發 大同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電機與系統組

10026305 登記分發 國立成功大學 心理學系

10028425 登記分發 中原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10024939 登記分發 國立中興大學 水土保持學系

10025725 登記分發 東吳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10028225 登記分發 淡江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10026737 登記分發 淡江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10028217 登記分發 元智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10025029 登記分發 淡江大學 經濟學系

10088210 登記分發 國立成功大學 都市計劃學系

10026239 登記分發 輔仁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系統與晶片設計組

10028103 登記分發 中原大學 心理學系

10025013 登記分發 淡江大學 化學學系化學與生物化學組

10027003 登記分發 淡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10103422 登記分發 國立成功大學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

10024637 登記分發 國立東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資工組

10027117 登記分發 國立臺北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10028203 登記分發 國立中山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10025637 登記分發 東吳大學 政治學系

10026515 登記分發 國立中央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10027305 登記分發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軟體工程與管理學系

10026525 登記分發 國立中興大學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10103432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10027715 登記分發 臺北市立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10026115 登記分發 輔仁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系統與晶片設計組

10026641 登記分發 國立政治大學 地政學系土地測量與資訊組

10026717 登記分發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系

10025439 登記分發 長庚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10028503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10025513 登記分發 輔仁大學 數學系資訊數學組

10025341 登記分發 大同大學 材料工程學系

10026701 登記分發 國立屏東大學 應用數學系

10025639 登記分發 國立臺北大學 經濟學系

10026229 登記分發 高雄醫學大學 心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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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5915 登記分發 國立成功大學 交通管理科學系

10026241 登記分發 長庚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10026029 登記分發 臺北市立大學 資訊科學系

10025417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大學 地理環境資源學系A組

10027905 登記分發 國立交通大學 應用化學系

10025913 登記分發 國立東華大學 會計學系

10028241 登記分發 東吳大學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

10025629 登記分發 國立臺北大學 經濟學系

10026827 登記分發 輔仁大學 景觀設計學系(自然組)

10027824 登記分發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10026441 登記分發 輔仁大學 經濟學系

10103322 登記分發 高雄醫學大學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醫藥化學組

10027325 登記分發 中山醫學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10025101 登記分發 國立中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10026627 登記分發 國立中興大學 土壤環境科學系

10088222 登記分發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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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5601 登記分發 臺北醫學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10076436 登記分發 國立成功大學 經濟學系

10027339 登記分發 國立中央大學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10027917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10088134 登記分發 高雄醫學大學 醫務管理暨醫療資訊學系

10027427 登記分發 中山醫學大學 視光學系

10026841 登記分發 高雄醫學大學 心理學系

10028205 登記分發 國立中央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10027341 登記分發 國立臺北大學 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10088112 登記分發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男)

10062220 登記分發 國立中正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10088132 登記分發 國立中正大學 數學系

10091024 登記分發 國立高雄大學 化學工程及材料工程學系

10024715 登記分發 高雄醫學大學 香粧品學系

10025939 登記分發 中山醫學大學 心理學系

10024829 登記分發 國立臺北大學 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10028237 登記分發 國立清華大學 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10027101 登記分發 國立政治大學 教育學系(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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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7213 登記分發 國立中興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10025801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營養科學與教育組

10024839 登記分發 國立成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10026303 登記分發 國立成功大學 地球科學系

10062136 登記分發 臺北醫學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10103424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大學 心理學系

10025427 登記分發 國立政治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10027737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10026313 登記分發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

10027641 登記分發 國立高雄大學 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建築組

10025015 登記分發 東海大學 法律學系

10027041 登記分發 國立臺北大學 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10024627 登記分發 國立中正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10027741 登記分發 國立中正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10025037 登記分發 國立中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10026801 登記分發 中山醫學大學 護理學系(女)

10026937 登記分發 長庚大學 護理學系

10025213 登記分發 輔仁大學 營養科學系

10027103 登記分發 輔仁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10027141 登記分發 高雄醫學大學 護理學系

10025737 登記分發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10027017 登記分發 國立臺北大學 統計學系

10025615 登記分發 國立清華大學 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10028325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大學 心理學系

10027925 登記分發 東吳大學 數學系

10026813 登記分發 國立中央大學 物理學系

10027413 登記分發 東吳大學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學士學位學程

10025003 登記分發 國立政治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10026415 登記分發 國立中興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10024741 登記分發 淡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10024601 登記分發 國立中正大學 歷史學系

10062322 登記分發 國立成功大學 經濟學系

10027203 登記分發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10028129 登記分發 國立臺北大學 統計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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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4803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生命科學系

10025305 登記分發 東海大學 會計學系

10027613 登記分發 國立中興大學 昆蟲學系

10025705 登記分發 中國醫藥大學 護理學系

10028313 登記分發 國立成功大學 統計學系

10028239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10025301 登記分發 臺北市立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10027839 登記分發 東吳大學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

10027525 登記分發 淡江大學 會計學系

10026017 登記分發 國立中央大學 大氣科學學系大氣組

10028401 登記分發 國立中央大學 生命科學系

10026941 登記分發 國立成功大學 數學系

10028215 登記分發 高雄醫學大學 呼吸治療學系

10025017 登記分發 輔仁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10025125 登記分發 東吳大學 經濟學系

10027027 登記分發 國立成功大學 資源工程學系

10027629 登記分發 國立交通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10026805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機電工程學系

10025715 登記分發 國立臺北大學 會計學系

10027037 登記分發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資訊組(自費)(男)

10026837 登記分發 國立中山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10025139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大學 園藝暨景觀學系

10025827 登記分發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10028027 登記分發 國立成功大學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10027025 登記分發 國立中興大學 生命科學系

10026113 登記分發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10088224 登記分發 國立政治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

10062334 登記分發 高雄醫學大學 護理學系

10026705 登記分發 臺北市立大學 都會產業經營與行銷學系

10036811 登記分發 中原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10028101 登記分發 淡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10025837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營養科學與教育組

10038206 登記分發 輔仁大學 圖書資訊學系

10026505 登記分發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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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7139 登記分發 國立臺北大學 經濟學系

10062236 登記分發 輔仁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電腦與通訊工程組

10036635 登記分發 國立中正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10025425 登記分發 中山醫學大學 營養學系

10038242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運輸科學系A組

10091022 登記分發 長庚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社會組)

10062210 登記分發 國立中興大學 森林學系林學組

10025241 登記分發 臺北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10025239 登記分發 東海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軟體工程組

10036619 登記分發 東吳大學 化學系

10038528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大學 農藝學系

10038438 登記分發 國立中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10038018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10038742 登記分發 國立中興大學 動物科學系

10027527 登記分發 國立嘉義大學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10038306 登記分發 臺北市立大學 資訊科學系

10024641 登記分發 輔仁大學 醫學資訊與創新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10036911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數學系

10028117 登記分發 長庚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10103436 登記分發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10038042 登記分發 國立臺北大學 會計學系

10038240 登記分發 國立中興大學 園藝學系

10036807 登記分發 國立成功大學 心理學系

10090924 登記分發 國立成功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10038902 登記分發 輔仁大學 西班牙語文學系

10062134 登記分發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工程組

10062132 登記分發 國立中興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10037211 登記分發 國立中正大學 生物醫學科學系

10038726 登記分發 國立中興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10036611 登記分發 輔仁大學 物理學系光電物理組

10062232 登記分發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數學系

10062208 登記分發 元智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電機通訊組)

10091112 登記分發 國立臺北大學 統計學系

10037007 登記分發 國立中山大學 劇場藝術學系(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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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9004 登記分發 長庚大學 護理學系

10038202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大學 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

10038102 登記分發 國立中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10038630 登記分發 臺北市立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10038914 登記分發 國立中興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10038930 登記分發 輔仁大學 數學系資訊數學組

10038442 登記分發 長庚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自然組)

10039002 登記分發 輔仁大學 食品科學系

10038414 登記分發 國立中興大學 景觀與遊憩學士學位學程

10036621 登記分發 馬偕醫學院 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語言組

10036709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圖文傳播學系

10039014 登記分發 國立政治大學 心理學系

10038640 登記分發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應用化學系

10088122 登記分發 中原大學 室內設計學系

10038114 登記分發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資訊科學系

10038440 登記分發 長庚大學 化工與材料工程學系

10038802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大學 地理環境資源學系A組

10036921 登記分發 國立東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資工組

10076424 登記分發 國立成功大學 統計學系

10038026 登記分發 馬偕醫學院 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聽力組

10037021 登記分發 輔仁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10088136 登記分發 長庚大學 化工與材料工程學系

10036819 登記分發 國立中興大學 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10038516 登記分發 馬偕醫學院 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語言組

10038826 登記分發 國立中興大學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

10038616 登記分發 國立政治大學 地政學系土地測量與資訊組

10038204 登記分發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系

10038804 登記分發 慈濟大學 護理學系

10037035 登記分發 長庚大學 化工與材料工程學系

10038342 登記分發 輔仁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10039018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大學 動物科學技術學系

10037219 登記分發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設計與分析組

10038430 登記分發 高雄醫學大學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10038918 登記分發 東吳大學 微生物學系應用微生物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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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8130 登記分發 國立成功大學 會計學系

10038738 登記分發 高雄醫學大學 口腔衛生學系

10037223 登記分發 國立中興大學 昆蟲學系

10039016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數學系

10038330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大學 大氣科學系

10038118 登記分發 國立中央大學 生命科學系

10038226 登記分發 高雄醫學大學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醫藥化學組

10036831 登記分發 國立中央大學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10038338 登記分發 國立中山大學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

10038314 登記分發 東吳大學 微生物學系生物科技組

10038626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球科學系

10039026 登記分發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光機電工程組

10038740 登記分發 臺北市立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

10038614 登記分發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財務金融組

10038702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

10039038 登記分發 國立金門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10076610 登記分發 輔仁大學 廣告傳播學系

10037111 登記分發 臺北市立大學 數學系

10038540 登記分發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19111502 登記分發 淡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10062410 登記分發 國立中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10038816 登記分發 國立聯合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社會組)

10090934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環境資訊系

10037209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幼兒發展與教育組

10036633 登記分發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10037133 登記分發 輔仁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10038730 登記分發 大同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電子與通訊組

10038428 登記分發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10037221 登記分發 國立政治大學 地政學系土地測量與資訊組

10037119 登記分發 中山醫學大學 生物醫學科學學系

10036809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10103320 登記分發 國立中興大學 園藝學系

10038642 登記分發 國立臺北大學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10091020 登記分發 馬偕醫學院 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聽力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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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8340 登記分發 國立政治大學 斯拉夫語文學系

10039028 登記分發 國立臺北大學 社會學系

10038904 登記分發 國立政治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自然組

10038518 登記分發 國立政治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自然組

10038602 登記分發 國立中央大學 中國文學系

10076522 登記分發 慈濟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10036935 登記分發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10062408 登記分發 輔仁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10038906 登記分發 國立嘉義大學 園藝學系

10036931 登記分發 國立政治大學 法律學系

10038728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生命科學系

10036609 登記分發 國立中興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10036623 登記分發 國立政治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10091132 登記分發 國立陽明大學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10036723 登記分發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化學系

10038418 登記分發 輔仁大學 化學系

10038216 登記分發 世新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管理組

10026915 繁星推薦 國立成功大學 法律學系

10026527 繁星推薦 國立臺北大學 會計學系

10028013 繁星推薦 國立清華大學 英語教學系

10025225 繁星推薦 國立清華大學 中國文學系甲組(一般組)

10026203 繁星推薦 國立臺灣大學 法律學系司法組

10025105 繁星推薦 國立政治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

10026327 繁星推薦 東吳大學 法律學系

10027505 繁星推薦 臺北醫學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10025429 繁星推薦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網路與多媒體工程組

10091108 繁星推薦 國立陽明大學 護理學系

10026605 繁星推薦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

10036923 繁星推薦 國立中興大學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

10062310 繁星推薦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10038238 繁星推薦 東吳大學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學士學位學程

10038828 繁星推薦 國立臺灣大學 大氣科學系

10039006 繁星推薦 國立成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10038506 體育甄試 淡江大學 中國文學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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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8818 體育甄試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10038218 體育甄試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10038842 體育甄審 國立成功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10038618 體育獨招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10036823 體育獨招 世新大學 廣播電視電影學系電視組

10038128 體育獨招 臺北市立大學 體育學系

10038502 體育獨招 聖約翰科技大學 老人服務事業系

10038840 體育獨招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廣播電台學系

10036909 體育獨招 中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10038040 體育獨招 中國文化大學 體育學系

10037107 體育獨招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不分系

10038714 體育獨招 中原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10036733 體育獨招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經濟學系

10037009 體育獨招 中原大學 會計學系

10038038 體育獨招 世新大學 傳播管理學系

10038814 體育獨招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

10037207 體育獨招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戲劇學系

10024815 其他 慈濟大學 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

10025027 其他 國立臺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19111403 其他 國立臺灣大學 物理學系

10024825 其他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10090922 其他 銘傳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10027415 其他 UniversityofAmsterdam商學院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Arts /commerce

10024927 其他 中國傳媒大學公共關係學系 武漢大學新聞傳播學系

10024737 其他 香港中文大學 社會科學院

10026929 其他 SIM-UniversityofLondon Social Science

10027529 其他 早稻田大學 國際教養部

其他 早稻田大學 政治經濟學系

10038106 其他 JacobUniversity Foundation Year Progr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