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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01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
1011002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
1011003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正取
1021001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備取2
1021002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
1021003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
1021004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
1021005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正取
1021006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創意生活設計系 正取
1021007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
1021008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
103100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 備取1
1031002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備取2
1031003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系 正取
1031004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企業管理系 正取
1031005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健康系 正取
1041001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
1041002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 --
1041003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正取
1041004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正取
1041005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正取
1041006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
1041007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
1041008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分子科學與工程系 --
1041009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系 正取
1041010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
1041011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材料及資源工程系資源組 --
1041012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
1041013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經營管理系 --
1041014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產品設計組 正取
1041015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家具與室內設計組 --
1041016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建築系 --
1041017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文化事業發展系 --
1041018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互動設計系視覺傳達設計組 正取
1041019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應用英文系 備取1
1051001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備取1
1051002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創新設計工程系 備取1
1051003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備取2
1051004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系 正取
1061001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財富與稅務管理系財富管理組 正取
1061002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正取
1061003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觀光管理系 --
1061004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系 備取5
1061005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資訊組 正取
1061006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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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01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設計工程系 備取1
1071002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正取
1071003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自動化工程系 正取
1071004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
1071005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備取1
1071006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正取
1071007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 --
1071008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備取1
1071009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備取2
1081001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航運技術系 正取
1081002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正取
1081003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海洋休閒管理系 備取1
1081004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水產食品科學系 --
1081005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漁業生產與管理系 --
1081006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造船及海洋工程系 正取
1081007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電訊工程系 正取
1091001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水產養殖系 正取
1091002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 備取1
1091003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海洋遊憩系 正取
1091004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航運管理系 備取1
1101001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正取
1101002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流通管理系 備取1
1111001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護理系 正取
1111002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高齡健康照護系 正取
1111003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資訊管理系 --
1111004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 正取
1111005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嬰幼兒保育系 --
1111006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運動保健系 正取
1111007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系 正取
1111008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健康事業管理系 正取
1121001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休閒暨遊憩管理系 --
1121002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中餐廚藝系 正取
1121003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西餐廚藝系 正取
1121004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應用英語系 正取
1131001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備取1
1131002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備取2
1131003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正取
1131004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應用統計系 --
1131005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應用中文系 --
1141001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會計資訊系(臺北校區) --
1141002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國際商務系(臺北校區) --
1141003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資訊管理系(臺北校區) --
1141004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商品創意經營系(桃園校區) --
1141005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商業設計管理系(桃園校區) --
2021001 南臺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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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02 南臺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
2021003 南臺科技大學 創新產品設計系 --
2031001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正取
2111001 正修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正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