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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20 淡江大學                中國文學學系 國x2.00 歷x1.50 英x1.00 4 124.50 ------- ------- ------- ------- -------

0721 淡江大學                歷史學系 歷x2.00 國x1.50 英x1.00 13 106.50 ------- ------- ------- ------- -------

0722 淡江大學                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英x2.00 國x2.00 公x1.00 17 92.00 ------- ------- ------- ------- -------

0723 淡江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英x1.50 國x1.50 歷x1.00 地x1.00 公x1.00 32 182.00 ------- ------- ------- ------- -------

0724 淡江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國x1.50 英x1.50 數Bx1.50 歷x1.00 地x1.00 27 119.50 ------- ------- ------- ------- -------

0725 淡江大學                教育科技學系 國x2.00 英x2.00 地x1.00 6 116.00 ------- ------- ------- ------- -------

0726 淡江大學                教育與未來設計學系 英x1.00 國x1.00 公x1.00 11 74.00 ------- ------- ------- ------- -------

0727 淡江大學                英文學系 英x2.00 國x1.00 歷x1.00 11 112.00 ------- ------- ------- ------- -------

0730 淡江大學                英文學系全英語學士班 英x2.00 國x1.00 歷x1.00 6 105.00 ------- ------- ------- ------- -------

0731 淡江大學                法國語文學系 英x2.00 國x2.00 歷x1.00 地x1.00 6 130.00 ------- ------- ------- ------- -------

0732 淡江大學                德國語文學系 英x2.00 國x1.50 歷x1.00 地x1.00 2 154.00 ------- ------- ------- ------- -------

0733 淡江大學                西班牙語文學系 英x2.00 國x1.50 歷x1.00 9 99.00 ------- ------- ------- ------- -------

0734 淡江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國x1.50 英x1.50 歷x1.00 52 81.00 ------- ------- ------- ------- -------

0735 淡江大學                俄國語文學系 英x2.00 國x2.00 歷x1.00 2 164.00 ------- ------- ------- ------- -------

0736 淡江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數Bx2.00 英x1.50 國x1.00 公x1.00 64 157.00 ------- ------- ------- ------- -------

0737 淡江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全球財務管理全英語學士

班

數Bx2.00 英x2.00 國x1.00 公x1.00 12 110.00 ------- ------- ------- ------- -------

0740 淡江大學                產業經濟學系 數Bx2.00 英x1.50 國x1.00 公x1.00 11 89.50 ------- ------- ------- ------- -------

0741 淡江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經貿管理組 英x1.50 數Bx2.00 國x1.00 歷x1.00 27 128.50 英文 13 數學B

22

------- ------- ------- ------- -------

0742 淡江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國際商學全英語組 英x2.00 數Bx2.00 國x1.00 歷x1.00 5 116.00 ------- ------- ------- ------- -------

0743 淡江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數Bx2.00 英x1.50 國x1.00 歷x1.00 28 86.00 ------- ------- ------- ------- -------

0744 淡江大學                經濟學系 數Bx2.00 英x1.50 國x1.00 公x1.00 42 77.50 ------- ------- ------- ------- -------

0745 淡江大學                會計學系 英x1.50 數Bx2.00 國x1.00 歷x1.00 56 129.00 134.00 ------- ------- ------- -------

0746 淡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英x2.00 國x1.00 歷x1.00 數Bx1.00 60 109.00 ------- ------- ------- ------- -------

0747 淡江大學                統計學系 數Bx2.00 英x1.50 國x1.00 歷x1.00 12 115.00 ------- ------- ------- ------- -------

0750 淡江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數Bx2.00 英x1.50 國x1.00 歷x1.00 60 80.00 ------- ------- ------- ------- -------

0751 淡江大學                運輸管理學系 數Bx2.00 英x1.50 國x1.00 歷x1.00 12 81.50 ------- ------- ------- ------- -------

0752 淡江大學                公共行政學系 英x2.00 國x1.50 公x1.00 歷x1.00 30 96.50 ------- ------- ------- ------- -------

0753 淡江大學                管理科學學系(大數據資料分析應用組) 數Bx2.00 英x1.50 國x1.00 歷x1.00 6 104.00 ------- ------- ------- ------- -------

0754 淡江大學                管理科學學系(企業經營與行銷流通組) 數Bx2.00 英x1.50 國x1.00 歷x1.00 8 112.50 ------- ------- ------- ------- -------

0755 淡江大學                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全英語學士班 英x2.00 歷x1.50 國x1.50 4 100.00 ------- ------- ------- ------- -------

0756 淡江大學                國際觀光管理學系全英語學士班(海外實

習組)

英x2.00 國x1.00 地x1.00 1 77.00 ------- ------- ------- ------- -------

0757 淡江大學                國際觀光管理學系全英語學士班(全球跨

域組)

英x2.00 國x1.00 歷x1.00 2 73.00 ------- ------- ------- ------- -------

0760 淡江大學                全球政治經濟學系全英語學士班 英x2.00 國x1.00 歷x1.00 3 77.00 ------- ------- ------- ------- -------

0761 淡江大學                理學院尖端材料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數Ax2.00 物x1.50 化x1.50 英x1.00 國x1.00 2 103.50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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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62 淡江大學                數學學系數學組 數甲x2.00 物x1.50 英x1.00 國x1.50 4 85.50 ------- ------- ------- ------- -------

0763 淡江大學                數學學系資料科學與數理統計組 數甲x2.00 物x1.50 英x1.00 國x1.50 2 73.00 ------- ------- ------- ------- -------

0764 淡江大學                化學學系化學與生物化學組 化x2.00 數Ax2.00 物x2.00 英x1.00 國x1.00 10 103.00 ------- ------- ------- ------- -------

0765 淡江大學                化學學系材料化學組 化x2.00 數Ax2.00 物x2.00 英x1.00 國x1.00 7 143.00 ------- ------- ------- ------- -------

0766 淡江大學                物理學系光電物理組 物x2.00 數Ax1.50 英x1.00 7 45.00 ------- ------- ------- ------- -------

0767 淡江大學                物理學系應用物理組 物x2.00 數Ax1.50 英x1.00 5 56.00 ------- ------- ------- ------- -------

0770 淡江大學                建築學系 英x2.00 國x1.50 物x1.00 25 114.00 ------- ------- ------- ------- -------

0771 淡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物x1.50 數甲x1.00 國x2.00 22 62.00 ------- ------- ------- ------- -------

0772 淡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數甲x2.00 英x1.00 國x2.00 61 123.00 ------- ------- ------- ------- -------

0773 淡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全英語學士班 英x2.00 數Bx2.00 歷x1.00 10 63.00 ------- ------- ------- ------- -------

0774 淡江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光機電整合組 物x2.00 化x1.00 英x1.00 國x1.50 4 101.50 ------- ------- ------- ------- -------

0775 淡江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精密機械組 物x2.00 化x1.00 英x1.00 國x1.50 7 82.50 ------- ------- ------- ------- -------

0776 淡江大學                人工智慧學系 物x1.00 英x1.00 國x1.00 32 46.00 ------- ------- ------- ------- -------

0777 淡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電機資訊組 物x2.00 英x1.00 國x1.00 15 104.00 ------- ------- ------- ------- -------

1000 淡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電機通訊組 物x2.00 英x1.00 國x1.00 12 71.00 ------- ------- ------- ------- -------

1001 淡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電機與系統組 物x2.00 英x1.00 國x1.00 12 88.00 ------- ------- ------- ------- -------

1002 淡江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數甲x1.50 化x2.00 物x1.00 英x1.00 國x2.00 21 99.50 ------- ------- ------- ------- -------

1003 淡江大學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物x2.00 數甲x2.00 英x2.00 化x1.00 國x1.00 24 138.00 物理 18 ------- ------- ------- ------- -------

1004 淡江大學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水資源工程組 數甲x1.50 物x1.00 國x2.00 3 82.00 ------- ------- ------- ------- -------

1005 淡江大學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環境工程組 化x1.50 數甲x1.00 國x2.00 3 92.00 ------- ------- ------- ------- -------

 109學年度最低錄取標準-第2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