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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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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x1.00 英x2.00 數乙x1.50 8 284.20 -- ----- ----- ----- ----- -----

1727 國立東華大學            華文文學系  國x2.00 英x1.00 歷x2.00 25 293.20 -- ----- ----- ----- ----- -----

1730 國立東華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國x2.00 英x1.25 歷x1.25 地x1.00 29 290.93 -- ----- ----- ----- ----- -----

1731 國立東華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  國x1.50 英x1.75 歷x1.00 地x1.00 31 299.30 -- 302.61 ----- ----- ----- -----

1732 國立東華大學            經濟學系  國x1.00 英x1.75 數乙x2.00 33 280.68 -- ----- ----- ----- ----- -----

1733 國立東華大學            社會學系  國x1.50 英x1.25 歷x1.00 公x1.25 23 278.65 -- 314.25 ----- ----- ----- -----

1734 國立東華大學            歷史學系  國x1.50 英x1.50 歷x2.00 地x1.00 29 343.85 -- 401.85 ----- ----- ----- -----

1735 國立東華大學            臺灣文化學系  國x1.00 英x2.00 數乙x1.00 歷x2.00 地x2.00 35 392.40 -- 430.1 ----- ----- ----- -----

1736 國立東華大學            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  國x1.00 英x1.50 數甲x1.50 25 189.70 -- 204.89 ----- ----- ----- -----

1737 國立東華大學            法律學士學位學程  國x1.50 英x1.50 歷x1.00 公x1.25 11 348.65 -- 366.3 ----- ----- ----- -----

1740 國立東華大學            公共行政學系  國x1.50 英x2.00 數乙x1.00 公x1.00 14 302.60 -- 327.36 ----- ----- ----- -----

1741 國立東華大學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國x1.00 英x1.00 數甲x1.00 術x2.00 18 237.90 -- 251 ----- ----- ----- -----

1742 國立東華大學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國x2.00 英x2.00 數乙x1.00 公x2.00 24 348.20 -- 349.62 ----- ----- ----- -----

1743 國立東華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國x2.00 英x2.00 數乙x1.00 歷x1.00 公x2.00 19 408.40 -- ----- ----- ----- ----- -----

1744 國立東華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國x1.25 英x1.25 數乙x1.00 歷x1.00 地x1.00 22 277.78 -- ----- ----- ----- ----- -----

1745 國立東華大學            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  國x2.00 英x2.00 數乙x1.50 歷x1.00 公x1.00 19 389.20 -- 413.32 ----- ----- ----- -----

1746 國立東華大學            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國x2.00 英x1.00 歷x1.50 地x1.00 公x2.00 19 397.90 -- 469.49 ----- ----- ----- -----

1747 國立東華大學            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國x2.00 英x2.00 歷x1.00 地x1.00 公x1.50 13 377.70 -- 463.15 ----- ----- ----- -----

1750 國立東華大學            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  國x1.00 英x1.00 歷x2.00 地x2.00 公x2.00 9 450.60 -- 469.73 ----- ----- ----- -----

1751 國立東華大學            民族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國x1.00 英x1.00 歷x2.00 地x2.00 公x2.00 11 457.90 -- 545.12 ----- ----- ----- -----

1752 國立東華大學            藝術創意產業學系  國x2.00 英x2.00 歷x1.00 地x1.00 16 327.4 -- ----- ----- ----- ----- -----

1753 國立東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  國x2.00 英x1.00 術x2.00 15 264.08 -- ----- ----- ----- ----- -----

1754 國立東華大學            音樂學系-鋼琴、聲樂  國x1.00 英x1.25 術x2.00 1 189.04 -- ----- ----- ----- ----- -----

1755 國立東華大學            音樂學系-綜合樂器  國x1.00 英x1.25 術x2.00 3 196.42 -- ----- ----- ----- ----- -----

1756 臺北市立大學            教育學系  國x2.00 英x2.00 數乙x2.00 歷x1.00 地x1.00 28 518.60 國文66.9 522.31 ----- ----- ----- -----

1757 臺北市立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自費)  國x2.00 英x1.50 數乙x1.50 27 309.70 -- ----- ----- ----- ----- -----

1760 臺北市立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公費)-臺北市  國x2.00 英x1.50 數乙x1.50 1 401.05 -- ----- ----- ----- ----- -----

1761 臺北市立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國x2.00 英x2.00 數乙x1.50 歷x1.00 地x1.00 35 459.70 -- ----- ----- ----- ----- -----

1762 臺北市立大學            心理與諮商學系  國x1.50 英x2.00 數乙x1.50 歷x1.00 地x1.00 24 474.50 -- 482.58 ----- ----- ----- -----

1763 臺北市立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  國x2.00 英x1.50 數乙x2.00 20 366.05 -- ----- ----- ----- ----- -----

1764 臺北市立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國x2.00 英x1.00 數乙x1.00 歷x1.00 地x1.00 33 380.40 -- 388.32 ----- ----- ----- -----

1765 臺北市立大學            英語教學系  國x1.25 英x2.00 數乙x1.00 歷x1.00 地x1.00 26 405.88 -- ----- ----- ----- ----- -----

1766 臺北市立大學            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  國x1.50 英x1.50 數乙x1.00 歷x1.00 公x2.00 17 485.45 -- ----- ----- ----- ----- -----

1767 臺北市立大學            歷史與地理學系  國x1.50 英x1.00 數乙x1.00 歷x1.50 地x1.50 15 437.35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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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0 臺北市立大學            音樂學系  國x1.00 英x1.00 術x2.00 13 261.14 -- ----- ----- ----- ----- -----

1771 臺北市立大學            視覺藝術學系  國x1.50 英x1.50 數乙x1.00 術x2.00 30 332.25 -- ----- ----- ----- ----- -----

1772 臺北市立大學            數學系  國x1.25 英x1.00 數甲x2.00 物x1.00 18 279.95 -- ----- ----- ----- ----- -----

1773 臺北市立大學            資訊科學系  國x1.25 英x2.00 數甲x2.00 物x1.00 25 347.33 -- ----- ----- ----- ----- -----

1774 臺北市立大學            應用物理暨化學系電子物理組  國x1.25 英x1.00 數甲x1.00 物x1.50 化x1.50 8 363.10 -- ----- ----- ----- ----- -----

1775 臺北市立大學            應用物理暨化學系應用化學組  國x1.25 英x1.00 數甲x1.00 物x1.50 化x1.50 8 367.63 -- ----- ----- ----- ----- -----

1776 臺北市立大學            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  國x1.50 英x1.50 數甲x1.00 物x1.00 化x1.50 15 345.75 -- ----- ----- ----- ----- -----

1777 臺北市立大學            體育學系  國x1.00 英x1.00 數甲x1.00 生x1.00 術x1.00 2 231.30 -- ----- ----- ----- ----- -----

2000 臺北市立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國x1.00 英x1.00 生x1.00 術x2.00 7 279.10 -- 291.07 ----- ----- ----- -----

2001 臺北市立大學            運動健康科學系  國x1.50 英x2.00 數甲x1.00 生x1.00 5 308.75 -- ----- ----- ----- ----- -----

2002 臺北市立大學            城市發展學系  國x1.00 英x2.00 數乙x1.00 地x2.00 9 405.30 -- ----- ----- ----- ----- -----

2003 臺北市立大學            都會產業經營與行銷學系  國x1.00 英x2.00 數乙x2.00 14 365.60 -- ----- ----- ----- ----- -----

2004 臺北市立大學            衛生福利學系  國x1.00 英x1.00 數甲x2.00 生x2.00 12 343.30 -- ----- ----- ----- ----- -----

2005 國立屏東大學            教育學系  國x1.50 英x1.50 數乙x1.25 歷x1.00 41 267.65 -- 283.25 ----- ----- ----- -----

2006 國立屏東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國x1.50 英x1.50 數乙x1.00 歷x1.00 地x1.00 40 293.85 -- 297.12 ----- ----- ----- -----

2007 國立屏東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國x1.50 英x1.25 數乙x1.25 歷x1.00 地x1.00 25 304.28 -- 311.57 ----- ----- ----- -----

2010 國立屏東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國x1.50 英x1.50 數乙x1.25 歷x1.00 25 295.85 -- 323.27 ----- ----- ----- -----

2011 國立屏東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國x2.00 英x1.25 歷x1.50 27 258.15 -- 278.59 ----- ----- ----- -----

2012 國立屏東大學            英語學系  國x1.00 英x2.00 歷x1.00 19 229.50 -- ----- ----- ----- ----- -----

2013 國立屏東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國x2.00 英x1.00 歷x1.00 20 217.90 -- 224.17 ----- ----- ----- -----

2014 國立屏東大學            社會發展學系  國x1.00 英x1.00 歷x1.00 地x1.00 公x1.00 23 282.20 -- 287.96 ----- ----- ----- -----

2015 國立屏東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  國x2.00 英x2.00 公x1.00 1 292.40 -- ----- ----- ----- ----- -----

2016 國立屏東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國x2.00 英x2.00 公x1.00 2 318.20 -- ----- ----- ----- ----- -----

2017 國立屏東大學            商業自動化與管理學系  國x1.00 英x1.00 數乙x1.00 1 186.20 -- ----- ----- ----- ----- -----

2020 國立屏東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學系  國x1.00 英x2.00 數乙x2.00 1 317.30 -- ----- ----- ----- ----- -----

2021 國立屏東大學            休閒事業經營學系  國x1.50 英x1.50 數乙x1.00 2 229.25 -- ----- ----- ----- ----- -----

2022 國立屏東大學            不動產經營學系  國x1.50 英x1.25 數乙x1.50 2 256.30 -- ----- ----- ----- ----- -----

2023 國立屏東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國x1.00 英x1.00 數乙x1.00 1 206.30 -- ----- ----- ----- ----- -----

2024 國立屏東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  國x1.00 英x2.00 數乙x2.00 3 323.40 -- ----- ----- ----- ----- -----

2025 國立屏東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國x1.00 英x2.00 數乙x2.00 2 332.90 -- ----- ----- ----- ----- -----

2026 國立屏東大學            會計學系  國x1.50 英x2.00 數乙x1.00 4 276.65 -- ----- ----- ----- ----- -----

2027 國立屏東大學            應用化學系  英x1.00 數甲x1.00 化x1.50 25 143.30 -- ----- ----- ----- ----- -----

2030 國立屏東大學            應用數學系  國x1.00 英x1.00 數甲x2.00 18 163.50 -- ----- ----- ----- ----- -----

2031 國立屏東大學            應用物理系物理組  國x1.00 英x1.00 數甲x2.00 物x2.00 化x1.50 16 274.90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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