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鍾 元

民國七十八年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成立後，邀約了數以千人次的專家學者、大學校長、高中校長以及老師，針對行之
三十多年的聯考制度，進行檢測，探究其優點、缺失，經過三年提出「大學多元入學方案」；其中包括了三個入學
管道，１推薦甄選制，２改良式聯招制，３預修甄試制等。該方案經陳送教育部核示，決定以漸進方式逐步推行；
八十三年先推出推薦甄選制，試辦四年頗獲各界好評，準備八十八年再推出改良式聯招制，適各大學校長組成「大
學招生策進會」，目的在商訂大學入學招生策略，並協調各大學校院年度招生事宜；因此成立專案小組，對改良式
聯招制重行評估。專案小組經過一年研究決定在考招分立的前提下，整合原方案及現行的各種招生方式，研擬成
「大學多元入學新方案」，經招策會於八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認可，並決定於九十一學年度起全面實施；目前已奉
教育部同意。

大學多元入學新方案雖然是將現行各種招生方式整合而成，不過在實施的過程中，對於方案管道與指定考科的選
取，考科的檢定標準及加權、參酌方式等都必須先要瞭解，因此大學招生策進會及教育部都希望本中心能夠協助分
赴各地向大學及高中甚至學生家長說個明白，使該方案得以順利推行。本中心接到是項任務後，乃立即成立推動小
組，積極展開方案之推廣工作。經數度集會研討，決定進程如下：

（一） 八十八年九月底進行大學校系採用新方案之初步調查。編制「新方案說明小冊」及「新方案簡報」。
（二） 八十八年十月整理初步調查表，以明瞭大學各校系對方案內容的認識程度，以及採用何種方案。（三） 八
十八年十一月分區舉辦大學各校系座談會，介紹大學多元入學新方案及選用方案的舉證。（四） 八十八年十二月
分區舉辦第一梯次高中師生及家長座談會，介紹大學多元入學新方案，並解答相關問題。（五） 八十九年元月依
據大學各校系及各高中座談會相關問題，編印「新方案Q&A」。（六） 八十九年二月分區舉辦梯二次高中師生及
家長座談會，介紹大學多元入學新方案，並解答相關問題。（七） 八十九年三月藉網路正式進行大學各校系採用
方案調查，並彙整送招策會備查。（八） 八十九年六月公布大學各校系採用之方案、指定之考科、及各管道招生
之比例等。

以上之進程，即將展開，務請各校系、各高中相關人員依時出席座談會，將新方案之內容及作法，確實明瞭；也能
按預定期限提出相關資料；期能在明年六月前由招策會公布各校系採用之方案與考科，使目前高中一年級的學生，
有所遵循。更希望各高中相關教職同仁，熟識新方案，俾能輔導學生按其性向，選擇適當的校系應試。新制度之施
行，都有困難；招策會既已決定施行，我們唯有克服一切障礙，使新方案順利實施。

﹝本文作者為本中心副主任﹞



【本中心十二月九日訊】本中心學科能力測驗，隨著近年來多元入學與考招分離的蓬勃發展，以及大學與技術校院
的申請入學、單招及保送等多重管道採用此項成績資料，以致報名學科能力測驗的考生十分踴躍，而據截稿前的資
料顯示，八十九學年度計有集體報名103,868人、個別報名7,300人，共計111,168人，正式突破十萬人大關，這對恰
巧成立十年的考試中心來說，意義特別重大。

由於預計採用89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成績的大學招生單位，計包括27所大學的申請入學招生、5所大學的進修學士
班，以及大學推薦甄選、山地離島生保送甄試及藝能類科資優保送等3項聯合作業的招生管道、國立藝術學院與警
察大學的單招、南臺與大仁等2所科技大學校院、軍校軍費生以及日本立命館亞洲太平洋大學的申請入學等四十餘
個，所以特別引起高中職校及已經畢業考生的重視。

但要提醒考生須特別注意的是，在考招分離的情形下，對前述採用學科能力測驗成績的大學招生來說，考生除了報
名參加學科能力測驗外，務必記得還要依照各大學招生簡章的規定向大學完成報名手續，否則缺一將會失去參加該
項大學招生的資格。

本中心學科能力測驗准考證將於12月31日前寄發，考生如於明年1月6日前仍未收到准考證，可向就讀學校（補習
班）或試務單位查詢，電話：02-23661416轉6。



資訊科技的神速發展衝擊了你我的工作和生活，老一輩的長者在年輕時可能很難想像用一張卡片可以讓機器吐出鈔
票，買東西簽個名字可以不用付現金，拿一支不用接線的電話可以無遠弗屆傳音訊，而這些科技的產物如今已是我
們生活中的一部分。近幾年網際網路非但以排山倒海之勢成為本世紀末的浪潮，它勢必也是千禧年的當紅炸子雞，
上網購物、訂票、報稅，甚或就醫、教學、開會，不論你我是否願意，工作和生活都已然數位化了；便捷且能整合
資源即是它被接納的特性，而我們的試務服務不就是應該整合資源，好讓高中和大學之間資訊的往來更迅速確實且
不重複浪費嗎？

一直以來，考季是等於烤季的，因為天氣的燠熱參雜著一試定終身的壓力，七月的聯考才是升大學唯一的路；然而
隨著推薦甄選及學科能力測驗的成熟穩定，多元管道和自主選才逐漸被重視，而一試多用則彰顯了考招分離的精
神。在制度的改革中，考試中心是任重而道遠的，我們向來期許自己成為專責的測驗機構，也願意為高中大學搭起
橋樑提供服務，因而除了繼續命題研究之外，也致力試務興革，並有感於資源整合之迫切需要，於是在三年前提出
報名試務電腦網路化的計畫，並獲得教育部補助得以順利推展。

我們其實是被時代的潮流推湧不得不前進的。在推展之初，我們一方面建置考試中心的網路系統並發展作業軟體，
一方面舉辦網路報名作業研習會並推動高中積極申請電子郵件帳號；當時對尚未建立電腦資料檔的學校來說確實辛
苦，但卻也同時促使其學籍成績等校務管理電腦化。及至作業模式熟悉後，為了因應日益擴大的業務量和網路安全
的需求，我們除了擴充硬體設備外，也適時修正作業方式，也許有些方面差強人意，但我們確實努力排除萬難，無
非是希望試務資料確實而安全，試務工作迅速而有效率。

推行至今，最大的成效應該是，考生不用枯等郵差送來成績單，可立即由網路得知考試結果；高中若須全校學生成
績或資料統計，只要按幾個鍵便能一目瞭然；而大學則不用耗費大量人力登錄新生資料，使用已有的檔案即可建立
學籍資料。這不但減少社會資源的浪費，更讓資源發揮最大效用。高中和大學對E時代的變革應當也能感同身受，
網路上註冊選課、遠距教學、視訊會議，還有國中升高中的基礎學力測驗也將採電腦檔案作業等都是明證。時代的
洪流持續推進，教育領域中跨世紀的話題是多元入學、考招分離，如果試務資源不能整合，一試多用在執行上必定
會擾民，更遑論一年二試或多試了。

我們期待試務的千禧願景，諸如：直接從戶政單位轉來考生基本資料或是考生直接從網路報名、電匯報名費；您隨
即可從網路上印出准考證；每位考生的試卷各有不同的排版，教授們能足不出戶直接於電腦上批改試卷，當然分數
合計自然水到渠成，教授一批改完試卷，學生的成績立即知曉；繳志願卡時不用擔心刮風下雨舟車勞頓，也無庸顧
慮繳卡時間不能配合，事實上只要在電腦螢幕上按上幾個鍵就完成選填志願了，截止時間一到，立即放榜；甚至所
有的試務會議均可藉視訊設備立即處理爭取時效，不必像目前考生，除了暑氣逼人，各項信息的等待，更使得青春
活潑的青少年們受盡煎熬之苦。這樣的願景並非遙不可及，只要各項客觀環境稍加配合，只要我們合力同心整合資
源，超炫的試務作業也可以令人咋舌，而所有煎烤之苦均可冰釋，所有試務瓶頸均可迎刃而解，期盼試務快樂迎千
禧！

（考試業務處 王琇麗）



【本中心十二月四日訊】針對921集集大地震災區受災學校的應屆畢業生所辦理的專案推薦甄選，其補充規定及招
生名額等有關作業事宜，已經教育部12月1日同意備查，計有政治大學等43校458系組，提供841個名額專案辦理
【詳見四版】。至於受災學校則經教育部認定後，計有明道、大明、宜寧、青年、立人、弘文、明德、東暉、僑
泰、南投、埔里、竹山、中興及協志等14所設於臺中縣市、南投縣及嘉義縣的中學。

據知，專案推薦甄選補充規定的重要內容包括：

1.受災學校可視各學生本身條件，就原方案及專案中擇一辦理推薦。

2.參加原方案之受災學校學生，其推薦校系如同時為專案校系者，可同時與其他之專案考生參加該專案之篩選及甄
選程序。

3.受災學校對專案之校系可不限推薦名額，但學生仍只得被推薦至單一校系。

4.參加專案者使用專案報名表及資料袋，其學科能力測驗篩選倍率放寬為原方案倍率之二倍。

5.除非專案學生之成績低於原方案最低錄取分數25%以上，否則各大學應足額錄取。



兩測驗間的區別

命題廣度上的比較

李濟國

自九十一學年度起將施行的大學多元入學新方案，部分採取了兩階段考試，即先通過本中心學科能力測驗再參加指
定科目考試。兩種考試的差異如何，是許多人關心的焦點。本文擬利用考試中心現階段的研究，將二者在本質上作
一區分外，並利用學科能力測驗自然考科中的物理試題，以及正在發展的指定考科物理的幾個參考試題，以實例的
方式將二者作一較具體的區隔。（考試方式參考圖一）

顧名思義，學科能力測驗設立的最主要目標是為了評鑑考生在學習過高中五大學科國文、英文、數學、社會與自然
（含史、地、主義，理、化、生物、地科）後，是否已具備該學科的基本「能力」；而指定科目考試的目的則主要
在於評量考生八大學科（初期為國文、英文、數學甲乙、地理、歷史、物理、化學、生物，另有術科）的專業素
養。故相對於學科能力測驗，指定科目考試的高低分應較能明確呈現考生在各學科學習成果的差異。如現行學科能
力測驗即以十五級分的方式，並配合頂、前、均、後、底五種標準來區分考生的能力層次；而未來指定科目除了要
盡可能鑑別出考生間的程度差異外，同時亦為了便於各校系的加權計算，故將採取原始總分的方式。

除了這些可見的差異外，尚有很多命題理念上的重要差別以及測驗層次的不同。以下筆者將幾個學科能力測驗自然
科中的物理試題以及目前指定科目物理科發展的幾個參考試題作一比較，以助讀者瞭解學科能力測驗與指定科目考
試在本質上的差異。

A.兩個並排而且深度相同的水池，一個裝水，另一個未裝水，在兩池的中央各豎立著一支長度相同而且比池深略長
的標桿，陽光斜照會將標桿投影在池底。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86學力測驗第46題）



命題深度的比較

(A)裝水池中桿影較長

(B)兩池中桿影長度相同

(C)未裝水的池中桿影較長

(D)裝水池中的桿影是否較長，視陽光斜照的角度而定

B.以附圖所示之底部透明的容器盛水，器壁甚薄，且不反光，容器底部與水面平行。已知光線以相同入射角，由空
氣進入水中，且紫光的折射率大於紅光的折射率，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88指定物理預試題）

(A)紫光的折射角大於紅光的折射角

(B)紅光可能發生全反射，但紫光不會

(C)紫光可能發生全反射，但紅光不會

(D)光線由水底透射出來，紫光透射線側移的距離大於紅光透射線側移的距離

(E)紅光與紫光的折射現象，無法以光的波動說解釋

【說明】這兩題同樣是測驗光的折射概念，A的題目是單純測驗考生是否瞭解透射線的作圖，故較適合學科能力測
驗；而B的題目則還需要考慮不同色光的折射率以及全反射的情況。像這樣涵蓋內容較廣的題目，宜列在指定科目
中。

A.圖9係描述汽車在一直線上運動的速度與時間圖，則汽車在6秒內，總共行走的距離為多少公尺？（87學力測驗
第45題）



單一概念及綜合概念的比較

(A)6

(B)12

(C)18

(D)24

(E)36

B.一汽車由靜止出發，沿一直線車道行駛，先以8公尺/秒2的等加速度前進，然後以等速度前行10秒，最後再
以-4公尺/秒2的等加速度前進，直到停止(車速對時間的變化如下圖)。若此車全程所走距離為700公尺，則全程所花
時間為幾秒？(88指定物理預試題)

(A)15

(B)25

(C)35

(D)4 5

(E)50

【說明】這兩題同樣是利用速度－時間關係圖，A的題目是單純利用「速度－時間關係圖所夾之面積即為這段時間
的位移」觀念即可求解；而B的題目則加深到需要自行判斷加速過程的末速度，及整個過程的歷時，像這樣深度加
強的題目，宜在指定科目中。

A.一塊小石頭被斜向拋到空中，然後落地。對於此過程之敘述，以下何者正確？（84學力測驗第46題）

(A)石塊在最高點時，位能最大

(B)石塊上升時，力學能持續增加

(C)石塊在落地瞬間，力學能最大

(D)石塊落地時，加速度最大



Untitled Document

直覺及推論的比較

B.如下圖，一質量為m、以細繩懸吊的靜止物體，由離其最低點為H的高度開始落下，在最低點處撞到另一質量
為4m、以細繩懸吊的靜止物體。若兩物體在碰撞後，黏合為一體，則碰撞後兩物體的高度，最高可上升多
少？(88指定物理預試題)

(A) H/25

(B) H/5

(C) H/4

(D) H/2

(E) H

【說明】A的題目可說是單考力學能守恆的概念；而B則需綜合完全非彈性碰撞、重力位能、力學能守恆等多重概
念並使之量化，考生必須要能綜合這些概念以及多步驟的計算，才能完整回答此題。這種同時在深度與廣度上加強
的題目也可作為指定科目的命題方向。

A.小明做了一個保溫設計：「要把保溫的東西放入小塑膠桶加蓋，再用棉被覆蓋住。」關於此一設計，下列哪一項
評語正確？（83學力測驗第41題）

(A)此設計對於「冰」等冷凍的東西無效，蓋棉被反而熔得更快

(B)加棉被會使溫度上昇，故只適用於想使物體溫度提昇的情況

(C)不管要保溫的東西比室溫冷或熱，棉被可使溫度的變化減小

(D)蓋不蓋棉被都一樣，因為只要塑膠桶一加蓋，熱量就傳不出來

B[題組]：（88指定物理預試題）

B1.利用量熱器測量金屬的比熱，需先測定量熱器系統的水當量，步驟中需以天平量出量熱器系統總質量M以便決
定水當量。設m1為不含外蓋之量熱器本身的質量，m2為量熱器的外蓋質量，m3為溫度計質量，m4為攪拌器質
量，m5為待測物的質量，則M應為下列何者?

(A) M=m1+m2

(B)M=m1+m2+m3

(C)M=m1+m2+m4

(D)M=m1+m2+m3+m4

(E)M=m1+m2+m3+m4+m5

B2.測量金屬比熱時，若考慮熱散失的因素，則金屬的實際比熱應比測量值大或小？主要熱散失的方式為何？

(A)大，主要因對流散失

(B)大，主要因輻射散失



結語

(C)大，主要因傳導散失

(D)小，主要因對流散失

(E)小，主要因輻射散失

【說明】A、B兩題的測驗目標都是要評量考生熱散失的觀念，A題考生僅需按照常理判斷如何避免此熱散失，而
不需確實了解此熱散失的產生方式；而B2題考生除了需要了解熱三種傳播方式(傳導、對流及輻射)的個別差異以
外，並需自行推論由B1所提示之「金屬比熱測定實驗」中熱散失的主因最可能為何者。此種必須經由推論始可作
答的題目也可作為指定科目的命題方向。

「大學多元入學新方案」中兩段式考試概念的推出，可謂近年來國內教育相當重大的一個變革。我們確信，未來各
大學校系若能逐漸認同此教育理念，並加入這種以兩段考試來選才的行列，或可改善目前教育普遍不重視各種基本
知識，也未能有效評量較高層次推理綜合能力的現象。

（作者為本中心研究發展處研究員）



文/蕭次融 姚霞玲

「大學多元入學新方案」(新方案)已由大學招生策進會公布，自九十一學年度實施，而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本中
心)已受命對新方案舉行說明會。本通訊已於十一月十日為此先刊載說明會資料中的「大學篇」，以示例的方式提
供大學校系參考。

本篇擬從現行的大學聯招來看大學多元入學新方案中的「考試分發入學制」，亦即從另一角度來看看甲、乙、丙
案(三案)的外表，以供大學校系比較三案與現行聯招的異同。無可諱言，各界人士對於現行的大學聯招制度最為了
解，因此本篇企圖從現行聯招的各類組與「鬆綁」的觀點來說明三案。

現行的聯招有許多優點，但也有些缺點，而最為各界所擔憂的缺點莫過於聯考給學生的考試壓力大，而且大學校系
在招生的方法上自主性不大，因為聯考只用一把尺測量所有的考生，並按四類組考科的加權總分統一予以分發，因
此大學校系不但對考科評量的性質無法選擇，同時也只能被動地接受統一分發過來的考生。新方案的訂定有其深遠
的考量，不僅將用以考評考生高中的學科能力，分為基礎考科(係指學科能力測驗)與比較專精的考科(指定考科)的
兩段考試，以分散或減輕學生的考試壓力，而且提高了大學校系招生的自主性。如在前述，本篇要從「鬆綁」的觀
點來看新方案，但新方案中並沒有鬆綁一詞，因此擬先解釋本篇所指的鬆綁，然後說明三案的考科數與術科。

鬆綁..

鬆綁係指在現行的聯招各類組考科(亦即新方案的指定考科)中，可以設定加權的權重為零，亦即不採計該科的成績
於加權總分內，以作為錄取考生的依據，如此便可視同該校系減少了考科數，減低了或分散了考生的考試壓力，並
提高了大學自主招生的自由度，以達更合適的招生方式。圖一說明大學校系若從現行聯招四類組的考科，來思考
「指定考科」的科目數，例如第一類組的校系，本來要從國、英、數、史、地，五考科的加權總分來選取新生。在
新方案大學校系可以自主訂定，只要以指定的少數幾科成績來錄取新生，亦即該校系認為如此比較可以甄選到合適
的學生，例如指定以國史地三科的成績選才。若是這樣，則可視為該校系鬆綁了考科，認為選才不宜受主修該系相
關性較小的考科影響，所以訂定了英文與數學加權的權重為零，亦即無需要採計英數兩科的成績，只採計志願該校
系考生的國文、歷史、地理三科的加權總分即可錄取到合適的新生。以上說明了考科的鬆綁，一則大學校系可以自
主選擇考科，以彰顯其招生的理念，再者可減輕考生在同一次的考試日程中，負荷過重的壓力。

丙案..

從圖一的現行聯考各類組出發，思考招生的方法。若大學校系認為現行聯招的考科頗符合其招生理念，不需要更動
考科，亦即不需要鬆綁考科，則其招生方式為丙案。丙案與現行的聯招幾乎相同，唯一不同的是在同分超額時，現
行聯招是以國文成績的高低為錄取的優先序，而丙案則由校系在事先訂定錄取學生的優先參酌序，明載於招生簡
章。

乙案..

若校系認為現行聯招的考科不盡理想，有些考科不宜採計其成績於選才的考量上，則可予鬆綁，只指定三考科，亦
即要以「三科取才」的理念，以錄取最合適的學生，則為乙案。在乙案，考生要先通過「學科能力測驗」(學測)的
一般檢定(類似現行聯招的繳交志願卡的最低門檻)。如此大學校系以學測的一般檢定來初步篩選，以期學生至少也
具有通識的一般要求，而以與該系最相關的指定考科的三科取才。雖然新方案的原文標明乙案的指定考科數
為2~3科，但原文另有「指定考科數與學科能力測驗檢定科目數之和不得少於三」的規範，因此實際上乙案的指定
考科數必定為3。

甲案..

若大學校系認為「學科能力測驗」(學測)可以檢定該校系所重視的通識背景，則可加重使用學測的份量，用學測來
訂定檢定標準(亦即校系檢定)，並且採用志願序以及學測來作為訂定同分超額時的優先錄取考生的參酌序。如此一
來，不需要太依賴指定考科的考核，也可以篩選合適的學生。因此指定考科至多兩科即足夠取才，甚至不需要指定
考科(亦即零考科)，只要靈活運用考生志願序與學測的成績，訂定最合適的參酌序，就可甄選到合適的學生。

術科..



指定考科初次實施時，其考科與現行的聯招相同。因此新方案中的指定考科，除了學科的9考科外，尚包括術科。
如此新方案可以銜接現行聯招，並且也考慮到重考生。在九十一學年的招生，即使各項術科考試的方式有所更動，
主辦術科的單位也會在事先公布，明載於招生簡章。

結語..

對大學校系而言考科的選擇，可先從丙案的四類組出發，用套餐的方式思考，選擇其中之一，若學系認為考科太
多，可在指定考科中思考其中的二或三科加權的權重為零，並搭配點心－學科能力測驗來取才，因此甲案則好比點
餐，學科能力測驗與指定考科可較靈活搭配運用。

甲、乙、丙三案的整體特色可說在於多元評量方式，校系自主、考招分離。丙案承襲現行的聯招，為大家所最熟
悉，而具安定作用；甲、乙案則針對現行的聯招考科，在選才上難以滿足的校系，提供較具彈性的選才方式。因此
這三案的選才方式可說是在安定中求變化。深信大學校系應可在此多元自主的「考試分發入學制」中，建構出最適
合各自選才所需最適當的招生方式。

＊1 鬆綁係指考科數的減少，請見文中說明。

＊2 權重不為零的考科就成為各大學校系的指定考科，採納其成績，供作分發之用。

＊3 學科能力測驗為二段考試的第一段，其成績以級分（共15級）呈現。

＊4 「一般檢定」係指由招策會統一規定的最低成績，類似現行聯招的繳交志願卡的最低分數。

＊5 「校系檢定」係指由各校系自訂的最低標準，類似現行聯招的各校系所訂定的高標或低標。

＊6 「同分參酌」係指同分超額時評比的次序，由各校系自訂。

（本文作者為本中心研究發展處處長、研究員）



大學多元入學新方案說明會系列 高中說明會場次

大學多元入學新方案 高中說明會場次
日期

時間

第一場 第二場 第三場 第四場 第五場 第六場 第七場 第八場

會議

地點

12月21日（二）

下午9:00~11:30
12月21日（二）

下午2:00~4:30
12月22日（三）

下午2:00~4:30
12月23日（四）

上午9:00~11:30
12月23日(四)
下午2:00~4:30

12月27日(一)
下午2:00~4:30

12月28日（二）

下午9:00~11:30
12月30日（四）

下午2:00~4:30
參加

地區

大同大學

尚志教育研究館

台北市立師範學

院國際會議廳

清華大學綜二樓

國際會議廳

靜宜大學綜合大

樓國際會議廳

彰化師大行政

大樓5樓國際

會議廳

嘉義師院空

大3樓視聽教

室

高醫大學濟世大

樓201教室

花蓮師院五守

樓5樓會議室

參加

地區

台北市 北縣、基隆、離

島

桃園、新竹、苗

栗

台中、南投 彰化、雲林 嘉義、台南 高雄、屏東 花蓮、台東、宜

蘭



921 推甄專案招生名額一覽表
校碼 校名 參加專案系數 原招生名額 專案名額之總計

2 國立政治大學 28 204 28
3 國立清華大學 15 239 15
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2 181 17
5 國立交通大學 7 256 14
6 國立中央大學 11 200 24
7 國立成功大學 14 284 14
9 國立中山大學 10 181 20

10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4 107 6
11 國立中正大學 10 140 11
12 國立陽明大學 6 76 6
13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4 58 4
14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6 79 9
17 國立臺中師範學院 3 82 5
19 國立臺南師範學院 1 60 4
20 國立屏東師範學院 6 36 7
21 國立臺東師範學院 9 84 10
22 國立花蓮師範學院 8 79 11
24 國立臺灣藝術學院 4 41 9
25 國立體育學院 3 29 4
26 國立東華大學 13 161 13
28 東海大學 16 200 32
29 輔仁大學 20 182 27
30 東吳大學 9 188 15
31 中原大學 16 255 30
32 淡江大學 17 464 43
33 逢甲大學 20 394 35
34 中國文化大學 28 377 46
35 靜宜大學 23 446 89
36 高雄醫學大學 10 113 12
38 臺北醫學院 2 46 2
39 中山醫學院 10 112 13
40 大同大學 9 135 22
43 大葉大學 13 397 27
44 元智大學 11 159 14
45 華梵大學 2 105 3
46 銘傳大學 9 564 34
47 義守大學 16 331 34
48 實踐大學 4 549 30
49 慈濟醫學暨人文社會學院 1 20 2
50 世新大學 22 231 31
51 長榮管理學院 13 258 56
53 南華大學 3 21 3
54 玄奘人文社會學院 10 105 10

合計 458 9374 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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