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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4 國立東華大學            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2.00 25 478.80 **** 485.85 ----- -----

1735 國立東華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2.00 25 480.50 **** 564.58 ----- -----

1736 國立東華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國文x1.25 英文x1.25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26 314.73 **** 393.60 ----- -----

1737 國立東華大學            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5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22 452.50 **** ----- ----- -----

1740 國立東華大學            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公民與社會x2.00 12 485.30 **** 534.98 ----- -----

1741 國立東華大學            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公民與社會x1.50 13 448.90 **** 517.09 ----- -----

1742 國立東華大學            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公民與社會x2.00 9 534.70 **** 567.86 ----- -----

1743 國立東華大學            民族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國文x1.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2.00 公民與社會x2.00 13 536.20 **** 561.01 ----- -----

1744 國立東華大學            藝術創意產業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19 379.60 **** ----- ----- -----

1745 國立東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1.00 術科x2.00 18 278.82 **** ----- ----- -----

1746 國立東華大學            音樂學系-鋼琴  國文x1.00 英文x1.25 術科x2.00 2 215.96 **** ----- ----- -----

1747 國立東華大學            音樂學系-聲樂  國文x1.00 英文x1.25 術科x2.00 2 208.87 **** ----- ----- -----

1750 國立東華大學            音樂學系-弦樂  國文x1.00 英文x1.25 術科x2.00 2 237.78 **** ----- ----- -----

1751 國立東華大學            音樂學系-銅管樂、木管樂  國文x1.00 英文x1.25 術科x2.00 2 227.30 **** ----- ----- -----

1752 國立東華大學            音樂學系-擊樂  國文x1.00 英文x1.25 術科x2.00 0 ----- ----- ----- ----- -----

1753 臺北市立大學            教育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23 571.60 **** 594.26 ----- -----

1754 臺北市立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自費)  國文x2.0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28 341.50 **** ----- ----- -----

1755 臺北市立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公費)  國文x2.00 英文x1.50 數學乙x1.50 1 436.40 **** ----- ----- -----

1756 臺北市立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自費)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50 歷史x1.00 地理x1.00 57 504.00 **** ----- ----- -----

1757 臺北市立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公費)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50 歷史x1.00 地理x1.00 5 595.60 **** ----- ----- -----

1760 臺北市立大學            心理與諮商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1.75 數學乙x1.50 歷史x1.00 地理x1.00 32 494.33 **** 513.96 ----- -----

1761 臺北市立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16 404.10 **** ----- ----- -----

1762 臺北市立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33 383.35 **** 403.59 ----- -----

1763 臺北市立大學            英語教學系(自費)  國文x1.25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16 463.53 **** 479.30 ----- -----

1764 臺北市立大學            英語教學系(公費)  國文x1.25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2 528.78 **** ----- ----- -----

1765 臺北市立大學            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公民與社會x2.00 20 535.05 **** 536.43 ----- -----

1766 臺北市立大學            歷史與地理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50 地理x1.50 28 466.20 **** 481.05 ----- -----

1767 臺北市立大學            音樂學系(自費)  國文x1.00 英文x1.00 術科x2.00 11 297.80 **** ----- ----- -----

1770 臺北市立大學            音樂學系(公費)  國文x1.00 英文x1.00 術科x2.00 1 341.52 **** ----- ----- -----

1771 臺北市立大學            視覺藝術學系(自費)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術科x2.00 27 362.80 **** ----- ----- -----

1772 臺北市立大學            視覺藝術學系(公費)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術科x2.00 1 451.55 **** ----- ----- -----

1773 臺北市立大學            數學系  國文x1.25 英文x1.00 數學甲x2.00 物理x1.00 28 284.40 **** ----- ----- -----

1774 臺北市立大學            資訊科學系  國文x1.25 英文x2.00 數學甲x2.00 物理x1.00 29 364.93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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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5 臺北市立大學            應用物理暨化學系  國文x1.25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物理x1.50 化學x1.50 20 366.63 **** ----- ----- -----

1776 臺北市立大學            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自費)  國文x1.25 英文x1.50 數學甲x1.25 物理x1.00 化學x1.00 21 335.53 **** ----- ----- -----

1777 臺北市立大學            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公費)  國文x1.25 英文x1.50 數學甲x1.25 物理x1.00 化學x1.00 1 485.90 **** ----- ----- -----

2000 臺北市立大學            體育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生物x1.00 術科x2.00 7 309.22 **** 319.62 ----- -----

2001 臺北市立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生物x1.00 術科x2.00 11 286.00 **** 292.05 ----- -----

2002 臺北市立大學            運動健康科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乙x1.00 生物x1.00 11 321.10 **** ----- ----- -----

2003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教育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25 歷史x1.00 42 303.35 **** 358.18 ----- -----

2004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25 歷史x1.00 23 340.60 **** 368.65 ----- -----

2005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1.5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65 333.25 **** 381.01 ----- -----

2006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1.25 數學乙x1.25 歷史x1.00 地理x1.00 25 345.30 **** 365.44 ----- -----

2007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1.25 數學乙x1.00 歷史x1.50 地理x1.00 26 407.63 國文69.1 416.43 ----- -----

2010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社會發展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公民與社會x1.00 32 326.00 **** 384.48 ----- -----

2011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英語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2.00 歷史x1.00 24 277.80 **** 308.53 ----- -----

2012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視覺藝術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1.00 術科x2.00 31 446.10 **** ----- ----- -----

2013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1.00 歷史x2.00 地理x1.00 18 390.50 **** ----- ----- -----

2014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音樂學系-鋼琴  國文x1.50 英文x1.50 術科x2.00 4 254.22 **** ----- ----- -----

2015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音樂學系-弦樂  國文x1.50 英文x1.50 術科x2.00 3 273.40 **** ----- ----- -----

2016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音樂學系-綜合樂器  國文x1.50 英文x1.50 術科x2.00 4 263.77 **** ----- ----- -----

2017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應用化學系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化學x1.50 17 170.40 **** ----- ----- -----

2020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應用數學系  國文x1.00 英文x2.00 數學甲x2.00 21 233.00 **** ----- ----- -----

2021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應用物理系物理組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甲x2.00 物理x2.00 化學x1.50 10 352.00 **** ----- ----- -----

2022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應用物理系光電暨材料組  國文x1.00 英文x1.00 數學甲x2.00 物理x2.00 化學x1.50 17 348.30 **** ----- ----- -----

2023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資訊科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甲x2.00 32 266.05 **** ----- ----- -----

2024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1.75 生物x1.00 術科x2.00 5 321.17 **** ----- ----- -----

2025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科普傳播學系  國文x1.25 英文x1.00 數學甲x1.00 物理x1.00 化學x1.00 9 231.53 **** ----- ----- -----

2026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52 487.00 **** ----- ----- -----

2027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公費生)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2.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1 657.80 國文71.4 ----- ----- -----

2030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國文x1.25 英文x1.00 數學乙x1.00 歷史x1.00 地理x1.00 48 331.88 **** 360.00 ----- -----

2031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公費生)  國文x1.25 英文x1.00 數學乙x1.25 歷史x1.00 地理x1.00 2 446.40 **** ----- ----- -----

2032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國文x2.00 英文x2.00 數學乙x1.25 歷史x1.00 地理x1.00 25 467.20 **** ----- ----- -----

2033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國文x1.50 英文x2.00 數學乙x1.50 17 357.05 **** ----- ----- -----

2034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男)  國文x2.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00 化學x1.00 生物x1.00 術科x1.50 13 317.64 **** ----- ----- -----

2035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女)  國文x2.00 英文x1.50 數學甲x1.00 化學x1.00 生物x1.00 術科x1.50 14 273.45 **** 274.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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