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碼 學校名稱 系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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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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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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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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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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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 高雄醫學大學            生命科學院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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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6 國立中央大學            文學院學士班                                                

017 中國文化大學            法律學系企業金融法制組                                      

017 中國文化大學            體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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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9 大同大學                媒體設計學系互動媒體設計組(自然組)                          

019 大同大學                媒體設計學系數位遊戲設計組(自然組)                          

027 國立中山大學            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                                

030 長庚大學                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042 大葉大學                醫學工程學系                                                

042 大葉大學                醫學工程學系(智慧醫療組)                                    

046 銘傳大學                新聞與大眾傳播學士學位學程(全英語授課．台北校區)            

046 銘傳大學                時尚與創新管理學士學位學程(全英語授課．台北校區)            

046 銘傳大學                資訊科技應用與管理學士學位學程(全英語授課．桃園校區)        

050 實踐大學                智慧服務管理英語學士學位學程(臺北校區)                      

050 實踐大學                電腦動畫學士學位學程角色組(高雄校區)                        

050 實踐大學                電腦動畫學士學位學程電影特效組(高雄校區)                    

051 長榮大學                無人機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058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教育學院學士班                                              

058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科技學院學士班                                              

059 南華大學                管理學院國際企業學士學位學程                                

108 慈濟大學                國際服務產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130 佛光大學                健康與創意蔬食產業學系                                      

134 亞洲大學                室內設計學系(智慧空間組)                                    

109學年度考試分發招生_新增系組



校碼 學校名稱 系組名稱

008 中原大學 商學院不分系                                                

042 大葉大學                人力資源暨公共關係學系                                      

042 大葉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產學合作組)                                    

042 大葉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042 大葉大學                婚禮企劃暨節慶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043 中華大學                生物資訊學系(基因科技組)                                    

043 中華大學                生物資訊學系(生醫大數據組)                                  

043 中華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創意生活設計組)                            

043 中華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工業設計組)                                

043 中華大學                旅遊與休閒學系                                              

051 長榮大學                國際會展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051 長榮大學                不動產財務金融學士學位學程                                  

059 南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智慧產業樂齡樂活組                              

134 亞洲大學                創意設計學院不分系國際設計學士班                            

109學年度_不參與考試分發系組



校碼 校名 109招生系組名稱 108學年度原系組名稱

00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繪畫組 美術學系西畫組

00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水墨畫組 美術學系國畫組

009 東海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人工智慧組) 資訊工程學系數位創意組

009 東海大學                國際學院國際經營管理學位學程 國際經營管理學位學程(英語專班)

011 國立清華大學          運動科學系 體育學系

011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甲組 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

011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乙組 --

016 國立中央大學          大氣科學學系 大氣科學學系大氣組

016 國立中央大學          太空科學與工程學系 大氣科學學系太空組

018 靜宜大學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人工智慧產學實作

組)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網路與多媒體應用

組)

018 靜宜大學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虛擬實境多媒體應

用組)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遊戲開發組)

018 靜宜大學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互動科技整合設計

組)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動畫設計組)

02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光電與通訊工程學系

033 國立臺南大學          數位學習科技學系(自然組) 數位學習科技學系

033 國立臺南大學          數位學習科技學系(社會組) --

036 國立屏東大學          智慧機器人學系 電腦與智慧型機器人學士學位學程

042 大葉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環境工程學系(社會組)

042 大葉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視覺設計組)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042 大葉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動態媒體組) --

042 大葉大學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健康生技

組)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應用生技組)

042 大葉大學                生物醫學系(檢驗醫學組) 生物醫學系(醫藥檢驗與管理組)

042 大葉大學                運動健康管理學系 運動健康管理學系(運動健康指導組)

-- -- -- 運動健康管理學系(運動治療組)

043 中華大學                光電與材料工程學系(綠能光電組) 光電與材料工程學系

043 中華大學                光電與材料工程學系(生醫光電組) --

043 中華大學                光電與材料工程學系(材料應用組) --

043 中華大學                工業管理學系(甲組) 工業管理學系

043 中華大學                工業管理學系(乙組) 科技管理學系

043 中華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 企業管理學系

043 中華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智慧運輸與物流組 運輸科技與物流管理學系

043 中華大學                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第一類組) 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建築設計組)

043 中華大學                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第二類組) 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建築科技組)

-- -- -- 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都市計畫組)

043 中華大學                景觀建築學系景觀設計組 景觀建築學系

043 中華大學                景觀建築學系產品設計組 --

043 中華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應用日語學系(商務組)

-- -- -- 應用日語學系(語文組)

-- -- -- 應用日語學系(觀光組)

043 中華大學                
觀光與會展活動學系會展與活動管理

組
觀光與會展活動學系

043 中華大學                
觀光與會展活動學系旅遊與休閒管理

組
--

045 義守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智慧軟體應用組 通訊工程學系軟體應用服務組

045 義守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智慧網通科技組 通訊工程學系電機資訊組

109學年度考試分發招生_更名、分組或整併系組



校碼 校名 109招生系組名稱 108學年度原系組名稱

109學年度考試分發招生_更名、分組或整併系組

045 義守大學                土木與生態工程學系 土木與生態工程學系環境永續組

-- -- -- 土木與生態工程學系創新規劃組

045 義守大學                工業管理學系 工業管理學系甲組

-- -- -- 工業管理學系乙組

045 義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人工智慧與電子商務組 資訊管理學系行動商務組

045 義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大數據與雲端運算服務

組
資訊管理學系雲端服務組

045 義守大學                財務金融管理學系金融科技組 財務金融管理學系金融管理組

045 義守大學                國際商務學系 國際商務學系國際企業與行銷組

-- -- -- 國際商務學系國際貿易與金融組

045 義守大學                健康管理學系 健康管理學系甲組

-- -- -- 健康管理學系乙組

045 義守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活動企劃與行銷組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甲組

045 義守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休閒產業經營組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乙組

045 義守大學                觀光學系 觀光學系甲組

-- -- -- 觀光學系乙組

045 義守大學                廚藝學系中西廚藝組 廚藝學系甲組

045 義守大學                廚藝學系烘焙廚藝組 廚藝學系乙組

045 義守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文化創意組

-- -- --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生活創意組

045 義守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數位動畫設計組

-- -- --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互動媒體設計組

045 義守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智慧醫療應用組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甲組

045 義守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生醫技術應用組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乙組

046 銘傳大學                
華語文教學學系應用語言組(桃園校

區)
華語文教學學系(桃園校區)

046 銘傳大學                
華語文教學學系創新教學組(桃園校

區)
--

046 銘傳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雲端技術管理組(桃園校

區)

資訊管理學系行動商務管理組(桃園校

區)

046 銘傳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電子商務管理組(桃園校

區)

資訊管理學系電子商務與創新創業組(桃

園校區)

047 世新大學                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學系 口語傳播學系

050 實踐大學                
國際企業英語學士學位學程(臺北校

區)

管理學院國際企業英語學士學位學程(臺

北校區)

050 實踐大學                
行銷管理學系百貨服務業管理組(高雄

校區)
行銷管理學系(高雄校區)

050 實踐大學                行銷管理學系創客企劃組(高雄校區) --

050 實踐大學                
行銷管理學系數位行銷與市調組(高雄

校區)
--

050 實踐大學                
觀光管理學系國際領隊與導遊組(高雄

校區)
觀光管理學系(高雄校區)

050 實踐大學                觀光管理學系航空旅運組(高雄校區) --

050 實踐大學                
觀光管理學系境外日本實務組(高雄校

區)
--

050 實踐大學                
觀光管理學系民宿暨特色餐飲組(高雄

校區)
--



校碼 校名 109招生系組名稱 108學年度原系組名稱

109學年度考試分發招生_更名、分組或整併系組

050 實踐大學                
觀光管理學系國際飯店暨會展管理組

(高雄校區)
--

050 實踐大學                
觀光管理學系智慧旅遊暨多媒體組(高

雄校區)
--

050 實踐大學                
休閒產業管理學系休閒文創規劃組(高

雄校區)
休閒產業管理學系(高雄校區)

050 實踐大學                
休閒產業管理學系遊憩運動企劃組(高

雄校區)
--

051 長榮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健康資訊服務組) 醫務管理學系(健康資訊管理組)

051 長榮大學                
醫學社會暨健康照護學士學位學程(醫

學社會組)

醫學社會暨健康照護學士學位學程(社會

工作組)

051 長榮大學                
蘭花產業應用學士學位學程(蘭花生技

組)

蘭花產業應用學士學位學程(蘭花創意應

用組)

051 長榮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A組) 社會工作學系

051 長榮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B組) 社會工作學系(高齡福利服務組)

051 長榮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C組) 社會工作學系(兒少家庭服務組)

051 長榮大學                資訊暨設計學院學士班(不分系) 資訊暨設計學院學士班

051 長榮大學                資訊暨設計學院學士班媒體設計組 媒體設計科技學系

058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電機工程學系

058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

058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丙組 --

059 南華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管理組

-- -- -- 資訊管理學系多媒體暨行動商務組

065 玄奘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廣告設計組

-- -- --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數位媒體組

079 真理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創新服務組 資訊管理學系創新實務組

079 真理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智慧商務組 資訊管理學系電子商務組

079 真理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電商行銷組 --

079 真理大學                音樂應用學系-演奏教學A組 音樂應用學系-演奏教學組

079 真理大學                音樂應用學系-演奏教學B組 --

079 真理大學                統計資訊與精算學系 統計資訊與精算學系統計與精算組

-- -- -- 統計資訊與精算學系大數據實務組

130 佛光大學                歷史學系(A組) 歷史學系(史學經典與歷史創作組)

130 佛光大學                歷史學系(B組) 歷史學系(圖像史學與數位人文組)

134 亞洲大學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醫事檢驗

組)
生物科技學系(醫藥應用組)

134 亞洲大學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生物技術

組)

生物科技學系(精緻農業暨生技產業管理

組)

134 亞洲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智慧傳播應用組) 資訊傳播學系

134 亞洲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新媒體傳播內容組) --

134 亞洲大學                會計與資訊學系(會計稅務組) 會計與資訊學系(財稅應用組)

134 亞洲大學                會計與資訊學系(智慧稽核組) 會計與資訊學系(管理應用組)

134 亞洲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語文專業組) 外國語文學系

134 亞洲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語文應用組) --

134 亞洲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社工心理雙專業組) 社會工作學系(心理與家庭社工雙專業

134 亞洲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醫務社工與長期照顧雙

專業組)

社會工作學系(醫務與長期照顧社工雙專

業組)

134 亞洲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數位動畫設計組)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校碼 校名 109招生系組名稱 108學年度原系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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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亞洲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數位遊戲設計組) --

134 亞洲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創意商品設計組)

-- -- --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科技商品設計組)

134 亞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智慧電子組) 光電與通訊學系(光電綠能組)

-- -- -- 光電與通訊學系(通訊網路組)

151 國立聯合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甲組)

-- -- --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乙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