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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第 2 次甄審剩餘名額 
A 高中組甄審 

運動種類 學校名稱 學系名稱 系科代碼 性別 名額 年制別 備註 
A001 籃球 國立政治大學 外交學系 001001 男 1 四年制 

入學後須符合本校運動成績績優學生
認定標準，始得適用學則中運動績優

生相關之規定。 

A001 籃球 國立政治大學 社會學系 001002 男 1 四年制 
A001 籃球 國立政治大學 政治學系 001003 不拘 1 四年制 
A001 籃球 國立政治大學 教育學系 001004 男 2 四年制 
A001 籃球 國立政治大學 會計學系 001005 不拘 1 四年制 
A001 籃球 國立政治大學 經濟學系 001006 不拘 1 四年制 
A001 籃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光電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001007 不拘 1 四年制  

A001 籃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球科學系 001008 不拘 1 四年制 

本系旨在培養熱愛自然、具永續發展、
系統性思維、跨領域思考及解決問題

能力之專業人才，並提供地科教學知
能與教育專業知識，培育健全之地球
科學師資。 

A001 籃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東亞學系 001009 不拘 1 四年制  
A001 籃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 001010 不拘 1 四年制  

A001 籃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系 
應用華語文學組 001011 不拘 1 四年制  

A001 籃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001012 不拘 1 四年制  

A001 籃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運動競技學系 001013 男 1 四年制 
以取得 UBA 冠軍及亞運及世大運奪
牌為目標。訓練地點：本校各室內籃

球場、重量訓練室。訓練時段：每週
一、二、四、五下午 4 時至 7 時。中
華電信自 99 年開始與本校籃球隊合

作。男子教練：張容軒。女子教練：梁
嘉音。 

A001 籃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運動競技學系 001014 女 1 四年制 

A001 籃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臺灣語文學系 001015 不拘 1 四年制  
A001 籃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機電工程學系 001016 不拘 1 四年制  
A001 籃球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001017 男 1 四年制  
A001 籃球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經濟系 001018 男 1 四年制  
A001 籃球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經濟系 001019 女 1 四年制  

A001 籃球 國立中央大學 生命科學系 001020 不拘 1 四年制 

本系最低畢業學分為 128，詳細規定
請參見本校教務章則。本校備有資源、
教練、體育專長項目、培育計畫等，可

參酌本校運動代表隊專長，或洽詢體
育室。 

A001 籃球 國立中央大學 物理學系 001021 不拘 1 四年制 

本系最低畢業學分為 128，詳細規定

請參見本校教務章則。本校備有資源、
教練、體育專長項目、培育計畫等，可
參酌本校運動代表隊專長，或洽詢體

育室。 

A001 籃球 國立中央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 001022 男 1 四年制 
1.本系最低畢業學分為 128 學分，相

關修業規定請參酌本校教務章則。2.
本系教研特⾊，詳⾒網⾴： 
http://english.ncu.edu.tw/。 

A001 籃球 國立中央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001023 不拘 1 四年制 

1.本系最低畢業學分為 128，其中必修
課程 89 學分，且必須修習通過系上選
修科⽬15 學分。2.本校訂有英文能⼒
畢業⾨檻及「學⽣服務學習施⾏辦
法」。 

A001 籃球 國立中央大學 經濟學系 001024 不拘 1 四年制 

1.本系最低畢業學分為 128，其中必修
課程 80 學分，且必須修習且通過系上
選修課或產經所課程 23 個學分。2.本
校訂有英文能力畢業門檻及「學生服
務學習施行辦法」。 

A001 籃球 國立中央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001025 不拘 1 四年制 

由於本系課程著重數理能力，部分課

程採英語授課，建議考生學測數學 A、
自然、英文成績達均標，後續入學較
易適應，請於選填志願時審慎考量，

相關修業規定請參酌本校教務章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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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1 籃球 國立中山大學 政治經濟學系 001026 男 1 四年制 

1.本校訂有課業輔導機制，輔導
學生順利完成學位。2.需依規定

通過本校「英語文能力標準」(含
英文檢定標準及補救措施等相關
規定)方得畢業。3.以上各項說明

若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
及相關規定辦理。 

A001 籃球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001027 不拘 1 四年制 
1.設有體育績優獎學金及服務學

習助學金。2.設有室內木板地籃
球場及設備完善之健身房，可提
供完整訓練空間及環境。3.學生

需修習服務學習、至少一學期游
泳課程，具免修條件者得申請之；
有英文畢業門檻。 

A001 籃球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 001028 不拘 1 四年制 

A001 籃球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001029 不拘 2 四年制 

1.上課地點：燕巢校區。2.本系為
非師資培育學系，新生入學後可

依本校『學生修習教育學程辦法』
考試錄取後，修習教育學程。3.本
系為培養產品設計專長之科系。 

A001 籃球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事業經營學系 001030 不拘 1 四年制 

1.上課地點：和平校區。2.本系為
非師資培育學系。3.本系目標在
培育具有經營管理知能、專業倫

理與創新、創意、創業家精神之
事業經營人才，重視學生生涯規
劃與輔導。 

A001 籃球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001031 不拘 1 四年制 
1.上課地點：燕巢校區。2.本系為
非師資培育學系，新生入學後可

依本校『學生修習教育學程辦法』
考試錄取後，修習教育學程。 

A001 籃球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數學系 
數學組 001032 不拘 2 四年制 

1.上課地點：燕巢校區。2.數學組

為師資培育系組(中學教師並非
本組畢業生唯一出路)。 

A001 籃球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數學系 
應用數學組 001033 不拘 2 四年制 

1.上課地點：燕巢校區。2.應數組
為非師資培育系組，新生入學後
可依本校『學生修習教育學程辦

法』經考試錄取後修習教育學程。 

A001 籃球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001034 男 4 四年制 

1.上課地點：和平校區。2.師培與
非師培並行學系，可依規定申請

為師培生或依相關辦法考試錄取
後修習教育學程。3.校隊有游泳、
籃球(男)、桌球、排球(女)、網球、

田徑等六個校代表隊。 

A001 籃球 國立臺北大學 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001035 男 1 四年制 可轉系 

A001 籃球 國立臺北大學 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001036 女 1 四年制 可轉系 

A001 籃球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001037 不拘 1 四年制  

A001 籃球 國立高雄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001038 不拘 2 四年制 

本系擁有運動健康與休閒三領域
之完善課程規劃、優秀師資、完
備之儀器設備與運動設施，歡迎

有志往本領域發展之學生報考。 
https://dkhl.nuk.edu.tw/ 

A001 籃球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不分系學士班 001039 男 3 四年制 

1.培訓目標：籃球聯賽公開一級

四強、入選國家代表。2.訓練時
間：星期一、四、六晚間、一至五
晨間。3.獎學金：代表本校參加大

專院校運動聯賽、代表國家參加
國際比賽，前 12 名均可獲獎學
金、本校餐廳提供獎學金 

A001 籃球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不分系學士班 001040 女 5 四年制 

1.培訓目標：籃球聯賽公開一級
四強、入選國家代表。2.訓練時

間：星期一晚間、一至五晨間。3.
獎學金：代表本校參加大專院校
運動聯賽、代表國家參加國際比

賽，前 10 名均可獲獎學金、本校
餐廳提供獎學金。 

A001 籃球 國立臺東大學 體育學系 001041 不拘 2 四年制  
A001 籃球 國立宜蘭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001042 男 2 四年制  
A001 籃球 國立宜蘭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001043 女 2 四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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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1 籃球 國立臺南大學 體育學系 001044 女 5 四年制 

具優秀運動團隊與國手級教練，寒
暑訓，可報考國小教育學程，英檢須

檢定通過。可申請體育相關獎學金
等。學系網址： 
http://www.phyedu.nutn.edu.tw/ 

A001 籃球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冷凍空調與 
能源系能源應用組 001045 不拘 2 四年制 

1.本校有韻律、桌球、視聽、撞球、
合氣道、重量訓練等教室，並有游泳

池、羽球、田徑、排球、網球、籃球、
手球、足球、高爾夫球練習等場地。
2.提供 1 年級體育績優新生每學期

5,000 元獎助學金。 

A001 籃球 國立體育大學 球類運動技術學系 001046 男 4 四年制  

A001 籃球 國立體育大學 適應體育學系 001047 不拘 2 四年制  

A001 籃球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運動保健系 001048 女 2 四年制  

A001 籃球 國立屏東大學 體育學系 001049 男 5 四年制 
本校電話代表號：08-7663800。體育

學系分機：33601。體育室分機：
10512。 

A001 籃球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球類運動學系 001050 男 2 四年制  

A001 籃球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球類運動學系 001051 女 1 四年制  

A001 籃球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企業管理系 001052 女 1 四年制 
入學後須參加校隊訓練，由專長教

練組訓；競賽成績優良者得申請體
育獎學金。 

A001 籃球 輔仁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001053 不拘 1 四年制 

本校將英文與資訊等二項基本能力
列入學士班之畢業條件。 

A001 籃球 輔仁大學 生命科學系 001054 不拘 1 四年制 
A001 籃球 輔仁大學 哲學系 001055 不拘 2 四年制 
A001 籃球 輔仁大學 歷史學系 001056 男 1 四年制 
A001 籃球 輔仁大學 歷史學系 001057 女 1 四年制 

A001 籃球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 
運動競技組 001058 不拘 8 四年制 

1.「運動績優甄審學生就讀獎學金辦
法」學生二年級起接受前一學年學
習或參賽績效審核。2.應參加學校運

動代表隊，參賽成績優異可申請「運
動績優獎勵金」。3.資訊能力列入畢
業條件，英文能力需通過本系修業

規則。 

A001 籃球 東吳大學 中國文學系 001059 不拘 1 四年制  
A001 籃球 東吳大學 政治學系 001060 不拘 1 四年制  
A001 籃球 東吳大學 哲學系 001061 不拘 1 四年制  
A001 籃球 東吳大學 會計學系 001062 不拘 1 四年制  

A001 籃球 淡江大學 人工智慧學系 001063 不拘 1 四年制 1.每學期提供運動代表隊體育獎學
金 23 名。2.體育處優先提供運動代
表隊工讀時數和機會。3.設有 17 種

項目共29支運動代表隊提供展現運
動成就。4.本校訂有運動績優學生輔
導作業要點及優秀運動員獎勵要

點。 

A001 籃球 淡江大學 西班牙語文學系 001064 不拘 1 四年制 

A001 籃球 淡江大學 建築學系 001065 不拘 1 五年制 

A001 籃球 淡江大學 統計學系 001066 不拘 1 四年制 

A001 籃球 中國文化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金融行銷組 001067 不拘 1 四年制 

本校體育館總計 14 層樓，提供運動
訓練比賽與體育教學空間。並設有
多用途訓練室、男女 spa 水療池、室

內球場(籃球、網球、羽球、排球)、
重訓室、運動傷害防護室等設施。並
提供優秀運動員獎助學金。 

A001 籃球 中國文化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財務金融組 001068 不拘 1 四年制 

A001 籃球 中國文化大學 體育學系 001069 男 8 四年制 
A001 籃球 中國文化大學 體育學系 001070 女 8 四年制 
A001 籃球 靜宜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001071 男 1 四年制 

依比賽成績提供傑出運動員 150 萬
元、運動績優⽣50 萬元，個⼈最⾼
獎勵可續獲四學年學雜費同額獎助

學⾦。本校重視運動專⻑培⼒，推動
411 出國遊留學⽅案，創造多元學習
環境，提升語⾔、國際移動⼒及就業

⼒。 

A001 籃球 靜宜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001072 女 1 四年制 

A001 籃球 靜宜大學 社會工作與 
兒童少年福利學系 001073 男 1 四年制 

A001 籃球 靜宜大學 社會工作與 
兒童少年福利學系 001074 女 1 四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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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1 籃球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001075 男 1 四年制 
依比賽成績提供傑出運動員 150 萬
元、運動績優⽣50 萬元，個⼈最⾼獎

勵可續獲四學年學雜費同額獎助學
⾦。本校重視運動專⻑培⼒，推動 411
出國遊留學⽅案，創造多元學習環境，

提升語⾔、國際移動⼒及就業⼒。 
A001 籃球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001076 女 1 四年制 

A001 籃球 長庚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001077 不拘 1 四年制 

本系藉由基礎醫學和物理治療專業學
習，拓展多元化物理治療與復健相關

專業學術研究為目標，設有運動傷害
防護學程，配合運動競技、休閒活動
與健康維護等產業發展，培育運動傷

害預防、照護、治療與復健技能之專
業人才。 

A001 籃球 元智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001078 不拘 1 四年制  
A001 籃球 世新大學 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 001079 男 1 四年制 

1.為提昇本校運動績優生學業成績，

訂有課業輔導機制，輔導並鼓勵其順
利完成學位。2.學生除須於修業年限
內修畢所屬學系(組)規定之應修學分

外，尚須依規定通過校訂基本能力檢
定及學系畢業門檻，方可畢業。 

A001 籃球 世新大學 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 001080 女 1 四年制 

A001 籃球 世新大學 廣播電視電影學系 
電視組 001081 女 1 四年制 

A001 籃球 世新大學 廣播電視電影學系 
廣播組 001082 男 1 四年制 

A001 籃球 實踐大學 休閒產業管理學系 001083 不拘 1 四年制 

1.入學後編列運動代表隊，依「運動代
表隊管理辦法」之相關規定參加訓練

及比賽。2.適用運動績優學生學業輔
導辦法。 

A001 籃球 實踐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001084 不拘 1 四年制 
A001 籃球 實踐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001085 不拘 1 四年制 
A001 籃球 實踐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001086 不拘 1 四年制 
A001 籃球 實踐大學 會計暨稅務學系 001087 不拘 1 四年制 
A001 籃球 實踐大學 資訊科技與通訊學系 001088 不拘 2 四年制 
A001 籃球 實踐大學 資訊模擬與設計學系 001089 不拘 1 四年制 

A001 籃球 高雄醫學大學 運動醫學系 001090 不拘 1 四年制 

1.本系宗旨目標，強調以培育「運動醫
學專業」人才為主，非培養體育科班
及教練人才。2.除了修畢規定畢業學

分外，並需逹畢英文畢業門檻標準：
全民英檢中級初試。 

A001 籃球 慈濟大學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001091 不拘 1 四年制 1.學生須完成慈濟大學外語課程修業
規定（請詳見「慈濟外語課程修習辦
法」），始得畢業。2.本校聘請專業教練

指導，須擔任本校運動代表隊隊員，
至少三年，並參加比賽。3.運動成績優
異者，提供運動績優獎勵金。 

A001 籃球 慈濟大學 國際服務產業管理 
學士學位學程 001092 不拘 1 四年制 

A001 籃球 慈濟大學 傳播學系 001093 不拘 1 四年制 

A001 籃球 臺北醫學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001094 不拘 2 四年制 
畢業條件：1.修習完本學系畢業學分
數。2.通過全民英檢中級複試或其他
同等英文檢定考試。 

A001 籃球 臺北醫學大學 護理學系 001095 不拘 1 四年制 
畢業條件：修習完本學系畢業學分數。
(含通過全民英檢中級複試或其他同

等英文檢定考試。) 

A001 籃球 中山醫學大學 生物醫學科學學系 001096 不拘 1 四年制  

A001 籃球 中山醫學大學 營養學系 001097 不拘 1 四年制  

A001 籃球 明新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與 
環境資源管理系 001098 不拘 2 四年制 

1.本校現有 11 種類運動代表隊，均有
專業教練負責指導，運動場館設施完

善，有綜合體育館、棒壘球場等場館。
2.設有運動菁英入學獎學金、對外運
動競賽獎勵及校內、外各項獎學金，

供優秀選手申請並提供工讀機會。 
A001 籃球 明新科技大學 運動事業管理系 001099 不拘 4 四年制 

A001 籃球 大仁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系 001100 不拘 1 四年制  
A001 籃球 大仁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001101 不拘 1 四年制  
A001 籃球 大仁科技大學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001102 不拘 1 四年制  
A001 籃球 大仁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001103 不拘 1 四年制  
A001 籃球 大仁科技大學 觀光事業系 001104 不拘 1 四年制  
A001 籃球 亞洲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001105 女 2 四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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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1 籃球 亞洲大學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001106 男 2 四年制  

A001 籃球 景文科技大學 行動商務與多媒體應用系 001107 不拘 1 四年制 
本系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畢業

前應取得之專業點數、通過語文能力
測驗依本系相關規定辦理。 

A001 籃球 景文科技大學 理財與稅務規劃系 001108 不拘 1 四年制 
1.本系實習課程無需繳交額外費用，
大部分與本系建教合作單位實習完畢
後會核發工讀金給同學。2.本系畢業

條件依本系相關辦法辦理。 

A001 籃球 景文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日文組 001109 不拘 1 四年制 

1.本系畢業修件依本校學則規範。2.與
日本別府大學、尾道大學、東北文教

大學等簽訂短期留學合約並互訂學分
抵免辦法。3.積極輔導學生赴日海外
實習。 

A001 籃球 景文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英文組 001110 不拘 1 四年制 

1.本系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2.畢
業前應取得「教育部獎補助私校技專

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
手冊之英文檢定且成績需等同 CEF 
B1 級之成績。 

A001 籃球 南開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先進車輛組 001111 不拘 2 四年制 

1.招生部別：日間部。2.錄取本校且就
讀者頒發二十萬元入學獎學金(分八
學期發放)。3.連續 5 年獲教育部高教

深耕計畫、連續十二年榮獲教育部教
學卓越大學獎勵，中部科大第一。 

A001 籃球 美和科技大學 運動與休閒管理系 001112 女 5 四年制 
聘請 2017 前世大運籃球國手擔任教
練並具有教練證照。教學設備：籃球
室內場館及重訓設備。 

A001 籃球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001117 不拘 1 四年制 設有優秀新生入學、運動績優生及運
動代表隊競賽成績優秀獎學金，並為
鼓勵本校運動員於受訓參賽為國為校

爭光之餘能兼顧課業，特提供運動代
表隊選手學業成績加分辦法及課業輔
導機制，以彌補因選訓與參賽影響課

業學習。 

A001 籃球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001118 不拘 1 四年制 

A001 籃球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001119 不拘 1 四年制 

A001 籃球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食品健康科系 
（士林校區） 001120 不拘 2 四年制  

A001 籃球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海空物流與行銷管理系 
（淡水校區） 001121 不拘 5 二技  

A001 籃球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海空物流與行銷管理系 
（淡水校區） 001122 不拘 5 四年制  

A001 籃球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淡水校區） 001123 不拘 3 四年制  

A001 籃球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演藝時尚事業管理系 
（淡水校區） 001124 不拘 2 四年制  

A001 籃球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士林校區） 001125 不拘 3 四年制  

A001 籃球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觀光旅遊事業管理系 
（淡水校區） 001126 不拘 2 四年制  

A001 籃球 亞東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001127 不拘 1 四年制 

1.安排鄧碧珍、鄧碧雲及黃振華老師
培訓選手，提供運動場館訓練。 2.提
供學雜費減免、急難慰問、工讀及獎

助學金。3.實施基本能力指標強化就
業力。4.交通便捷，捷運板南線「亞東
醫院」站步行 3 分鐘可達本校。 

A001 籃球 亞東科技大學 
材料與纖維系 
材料應用科技組 001128 不拘 1 四年制 

A001 籃球 亞東科技大學 通訊工程系 001129 不拘 1 四年制 
A001 籃球 亞東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001130 不拘 1 四年制 
A001 籃球 亞東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001131 不拘 1 四年制 
A001 籃球 亞東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001132 不拘 1 四年制 
A001 籃球 亞東科技大學 醫務管理系 001133 不拘 1 四年制 

A001 籃球 黎明技術學院 觀光休閒系 001134 不拘 8 四年制 

經教育部運動成績優良甄審入學管道

進入本校就讀者，每名頒發獎學金 8
萬元、持續參加代表隊訓練並參加比
賽者，每學期頒發體育獎學金 5 千元。

若有訓練住宿需求者學校提供免費住
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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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種類 學校名稱 學系名稱 系科代碼 性別 名額 年制別 備註 
A001 籃球 臺北市立大學 體育學系 001135 女 5 四年制  

A002 排球 國立政治大學 中國文學系 002001 女 1 四年制 入學後須符合本校運動成績績優學生
認定標準，始得適用學則中運動績優
生相關之規定。 A002 排球 國立政治大學 哲學系 002002 不拘 1 四年制 

A002 排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球科學系 002005 不拘 1 四年制 

本系旨在培養熱愛自然、具永續發展、

系統性思維、跨領域思考及解決問題
能力之專業人才，並提供地科教學知
能與教育專業知識，培育健全之地球

科學師資。 
A002 排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002006 不拘 1 四年制  
A002 排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臺灣語文學系 002007 不拘 1 四年制  
A002 排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機電工程學系 002008 不拘 1 四年制  
A002 排球 國立成功大學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 002009 女 1 四年制  
A002 排球 國立成功大學 全校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 002010 女 1 四年制  
A002 排球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002011 男 1 四年制  
A002 排球 國立中興大學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002012 不拘 1 四年制  
A002 排球 國立中興大學 歷史學系 002013 不拘 1 四年制  
A002 排球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經濟系 002015 女 1 四年制  

A002 排球 國立中央大學 生命科學系 002016 不拘 1 四年制 

本系最低畢業學分為 128，詳細規定請
參見本校教務章則。本校備有資源、
教練、體育專長項目、培育計畫等，可

參酌本校運動代表隊專長，或洽詢體
育室。 

A002 排球 國立中央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 002017 不拘 1 四年制 
1.本系最低畢業學分為 128 學分，相
關修業規定請參酌本校教務章則。2.
本 系 教 研 特 ⾊ ， 詳 ⾒ 網 ⾴ ：

http://english.ncu.edu.tw/。 

A002 排球 國立中央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002018 不拘 1 四年制 

1.本系最低畢業學分為 128，其中必修
課程 89 學分，且必須修習通過系上選

修科⽬15 學分。 2.本校訂有英文能⼒
畢業⾨檻及「學⽣服務學習施⾏辦
法」。 

A002 排球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先進材料與精密製造組 002019 不拘 1 四年制 

本系最低畢業學分為 134，詳細規定請
參見本校教務章則。本校備有資源、
體育專長項目、培育計畫等，可參酌

本校運動代表隊專長或洽詢體育室。 

A002 排球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光機電工程組 002020 不拘 1 四年制 

A002 排球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設計與分析組 002021 不拘 1 四年制 

A002 排球 國立中山大學 中國文學系 002022 女 1 四年制 
1.本校訂有課業輔導機制，輔導學生
順利完成學位。2.需依規定通過本校

「英語文能力標準」(含英文檢定標準
及補救措施等相關規定)方得畢業。3.
以上各項說明若有未盡事宜，悉依本

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理。 

A002 排球 國立中山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002023 不拘 2 四年制 
A002 排球 國立中山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002024 女 1 四年制 
A002 排球 國立中山大學 社會學系 002025 不拘 1 四年制 
A002 排球 國立中山大學 政治經濟學系 002026 男 1 四年制 
A002 排球 國立中山大學 政治經濟學系 002027 女 1 四年制 
A002 排球 國立中正大學 心理學系 002028 不拘 1 四年制 1.就學期間必須參加校隊訓練並代表

本校出賽。2.相關資訊請上網查詢。教
務處網址：https://oaa.ccu.edu.tw/及體

育中心網址：https://reurl.cc/gzlxx7 
A002 排球 國立中正大學 地球與環境科學系 002029 不拘 1 四年制 
A002 排球 國立中正大學 運動競技學系 002030 不拘 2 四年制 

A002 排球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事業經營學系 002031 不拘 1 四年制 

1.上課地點：和平校區。2.本系為非師
資培育學系。3.本系目標在培育具有
經營管理知能、專業倫理與創新、創

意、創業家精神之事業經營人才，重
視學生生涯規劃與輔導。 

A002 排球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002032 不拘 3 四年制 

1.上課地點：和平校區。2.師培與非師

培並行學系，可依規定申請為師培生
或依相關辦法考試錄取後修習教育學
程。3.校隊有游泳、籃球(男)、桌球、

排球(女)、網球、田徑等六個校代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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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2 排球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運動學系 002033 不拘 6 四年制  

A002 排球 國立臺北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002034 不拘 1 四年制 
1.日間部。2.就讀期間不得申請轉系。

3. 就 讀 期 間 相 關 資 訊 詳 見 本 系
https://www.sw.ntpu.edu.tw/系網查詢。 

A002 排球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002035 不拘 2 四年制  
A002 排球 國立臺東大學 體育學系 002036 不拘 2 四年制  
A002 排球 國立宜蘭大學 園藝學系 002037 男 1 四年制  
A002 排球 國立聯合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002038 男 1 四年制 

1.獎學金：每學期一萬元(學期成績平
均 60 分以上且仍為校隊)。2.畢業門

檻：基礎游泳、健康體適能、英文能
力。3.工讀機會：體育運動場館夜間管
理…等。 

A002 排球 國立聯合大學 文化創意與 
數位行銷學系 002039 男 1 四年制 

A002 排球 國立聯合大學 文化觀光產業學系 002040 男 1 四年制 
A002 排球 國立聯合大學 華語文學系 002041 男 1 四年制 

A002 排球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002042 女 1 四年制 

本校設有英語能力畢業門檻；設有運
動專長課程，運優生可免修一般體育

課程，課後訓練時間依不同項目調整，
每週安排一次課輔，在學期間需參加
該項運動代表隊及課輔；一、二年級

生得申請優先住宿及校外體育競賽獎
學金。 

A002 排球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 002043 男 2 四年制  

A002 排球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 
環境控制組 002044 不拘 2 四年制 

1.本校有韻律、桌球、視聽、撞球、合
氣道、重量訓練等教室，並有游泳池、

羽球、田徑、排球、網球、籃球、手球、
足球、高爾夫球練習等場地。2.提供 1
年級體育績優新生每學期 5,000 元獎

助學金。 

A002 排球 國立體育大學 球類運動技術學系 002045 女 3 四年制  
A002 排球 國立體育大學 適應體育學系 002046 女 5 四年制  
A002 排球 國立體育大學 適應體育學系 002047 男 2 四年制  

A002 排球 國立屏東大學 體育學系 002048 女 3 四年制 本校電話代表號：08-7663800。體育學

系分機：33601。體育室分機：10512。 

A002 排球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人力資源發展系 002049 不拘 2 四年制 

1.本校置各專項設備及訓練比賽器

材，另聘專業教練擔任師資，完備年
度訓練計畫及整合申請訓練資源，以
指導訓練及參賽。2.設有運動績優獎

學金實施辦法、參與校外競賽獎助學
金實施要點與課業輔導要點等措施。 

A002 排球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球類運動學系 002050 不拘 2 四年制  
A002 排球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體育學系 002051 不拘 2 四年制  
A002 排球 輔仁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002053 不拘 1 四年制 

本校將英文與資訊等二項基本能力列
入學士班之畢業條件。 

A002 排球 輔仁大學 兒童與家庭學系 002054 不拘 1 四年制 
A002 排球 輔仁大學 哲學系 002055 不拘 1 四年制 
A002 排球 輔仁大學 歷史學系 002056 男 1 四年制 
A002 排球 東吳大學 中國文學系 002057 不拘 1 四年制  
A002 排球 東吳大學 社會學系 002058 不拘 1 四年制  

A002 排球 東吳大學 會計學系 002059 不拘 1 四年制  

A002 排球 中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服務業管理組 002060 不拘 1 四年制  

A002 排球 中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高科技業管理組 002061 不拘 1 四年制  

A002 排球 中原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

系 002062 不拘 2 四年制  



- 8 - 

111 學年度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第 2 次甄審剩餘名額 
A 高中組甄審 

運動種類 學校名稱 學系名稱 系科代碼 性別 名額 年制別 備註 

A002 排球 淡江大學 英文學系 002063 不拘 1 四年制 

1.每學期提供運動代表隊體育獎學金
23 名。2.體育處優先提供運動代表隊

工讀時數和機會。3.設有 17 種項目共
29 支運動代表隊提供展現運動成就。
4.本校訂有運動績優學生輔導作業要

點及優秀運動員獎勵要點。 
A002 排球 中國文化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002064 不拘 1 四年制 本校體育館總計 14 層樓，提供運動訓

練比賽與體育教學空間。並設有多用

途訓練室、男女 spa 水療池、室內球
場(籃球、網球、羽球、排球)、重訓室、
運動傷害防護室等設施。並提供優秀

運動員獎助學金。 

A002 排球 中國文化大學 體育學系 002065 男 4 四年制 

A002 排球 中國文化大學 體育學系 002066 女 4 四年制 

A002 排球 靜宜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002067 男 1 四年制 
依比賽成績提供傑出運動員 150 萬
元、運動績優⽣50 萬元，個⼈最⾼獎

勵可續獲四學年學雜費同額獎助學
⾦。本校重視運動專⻑培⼒，推動 411
出國遊留學⽅案，創造多元學習環境，

提升語⾔、國際移動⼒及就業⼒。 

A002 排球 靜宜大學 社會工作與 
兒童少年福利學系 002068 男 1 四年制 

A002 排球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002069 男 1 四年制 
A002 排球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002070 女 1 四年制 
A002 排球 實踐大學 休閒產業管理學系 002071 不拘 2 四年制 

1.入學後編列運動代表隊，依「運動代
表隊管理辦法」之相關規定參加訓練

及比賽。2.適用運動績優學生學業輔
導辦法。 

A002 排球 實踐大學 行銷管理學系 002072 不拘 2 四年制 
A002 排球 實踐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002073 不拘 1 四年制 
A002 排球 實踐大學 時尚設計學系 002074 不拘 2 四年制 
A002 排球 實踐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002075 不拘 1 四年制 
A002 排球 實踐大學 應用中文學系 002076 不拘 1 四年制 

A002 排球 樹德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002078 不拘 2 四年制 

本校具排球代表隊、專業教練及專業
排球教室、本校排球 105 學年度大專

排球聯賽甲一級殿軍、中華民國排球
協會 106 年全國沙灘排球錦標賽公
開男子組第三名。 

A002 排球 慈濟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002079 不拘 1 四年制 
1.學生須完成慈濟大學外語課程修業
規定（請詳見「慈濟外語課程修習辦

法」），始得畢業。2.本校聘請專業教練
指導，須擔任本校運動代表隊隊員，
至少三年，並參加比賽。3.運動成績優

異者，提供運動績優獎勵金。 
A002 排球 慈濟大學 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 002080 不拘 1 四年制 

A002 排球 臺北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002081 不拘 1 四年制 
畢業條件：1.修習完本學系畢業學分
數。2.通過全民英檢中級複試或其他

同等英文檢定考試。 
A002 排球 臺北醫學大學 呼吸治療學系 002082 不拘 1 四年制 
A002 排球 臺北醫學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002083 不拘 2 四年制 
A002 排球 中山醫學大學 生物醫學科學學系 002084 不拘 1 四年制  
A002 排球 中山醫學大學 醫療產業科技管理學系 002085 不拘 1 四年制  
A002 排球 大仁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系 002086 不拘 1 四年制  
A002 排球 大仁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002087 不拘 1 四年制  
A002 排球 大仁科技大學 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系 002088 不拘 1 四年制  
A002 排球 大仁科技大學 護理系 002089 不拘 1 四年制  
A002 排球 亞洲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002090 女 2 四年制  

A002 排球 南開科技大學 多媒體動畫應用系 002091 不拘 1 四年制 

1.招生部別：日間部。2.錄取本校且就

讀者頒發二十萬元入學獎學金(分八
學期發放)。3.連續 5 年獲教育部高教
深耕計畫、連續十二年榮獲教育部教

學卓越大學獎勵，中部科大第一。 

A002 排球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食品健康科系 
（士林校區） 002092 不拘 2 四年制  

A002 排球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寵物業經營管理系 
（淡水校區） 002093 不拘 1 四年制  

A002 排球 臺北市立大學 球類運動學系 002094 女 4 四年制  

A003 網球 國立政治大學 土耳其語文學系 003001 不拘 1 四年制 入學後須符合本校運動成績績優學生
認定標準，始得適用學則中運動績優
生相關之規定。 A003 網球 國立政治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003002 男 1 四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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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3 網球 國立臺灣大學 動物科學技術學系 003004 不拘 1 四年制 每週有專長訓練課程 

A003 網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運動競技學系 003005 不拘 1 四年制 

培訓總目標：1.奪得亞奧運及世大運

等國際成績。2.延續網球選手生涯，邁
向職業化發展。訓練地點：本校公館
校區訓練時段：每週一、二、四、五下

午 4 時至 7 時；每週六上午 9 時至 12
時。教練：林岱樵。 

A003 網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臺灣語文學系 003006 不拘 1 四年制  

A003 網球 國立成功大學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003007 女 1 四年制  

A003 網球 國立中央大學 物理學系 003008 不拘 1 四年制 

本系最低畢業學分為 128，詳細規定請

參見本校教務章則。本校備有資源、
教練、體育專長項目、培育計畫等，可
參酌本校運動代表隊專長，或洽詢體

育室。 

A003 網球 國立中央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003009 不拘 1 四年制 

1.本系最低畢業學分為 128，其中必修

課程 89 學分，且必須修習通過系上選
修科⽬15 學分。2.本校訂有英文能⼒
畢業⾨檻及「學⽣服務學習施⾏辦

法」。 

A003 網球 國立中央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003010 不拘 1 四年制 

由於本系課程著重數理能力，部分課
程採英語授課，建議考生學測數學 A、
自然、英文成績達均標，後續入學較
易適應，請於選填志願時審慎考量，
相關修業規定請參酌本校教務章則。 

A003 網球 國立中山大學 材料與光電學系 003011 不拘 1 四年制 
1.本校訂有課業輔導機制，輔導學生
順利完成學位。2.需依規定通過本校

「英語文能力標準」(含英文檢定標準
及補救措施等相關規定)方得畢業。3.
以上各項說明若有未盡事宜，悉依本

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理。 
A003 網球 國立中山大學 政治經濟學系 003012 不拘 1 四年制 

A003 網球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法政學士學位學程 003013 不拘 1 四年制 1.設有體育績優獎學金及服務學習助
學金。2.設有室內及室外標準網球場
與設備完善之健身房，可提供完整訓

練空間及環境。3.學生需修習服務學
習、至少一學期游泳課程，具免修條
件者得申請之；有英文畢業門檻。 

A003 網球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環境資訊系 003014 不拘 1 四年制 
A003 網球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003015 不拘 1 四年制 

A003 網球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環境生物與 
漁業科學學系 003016 不拘 1 四年制 

A003 網球 國立中正大學 心理學系 003017 不拘 1 四年制 1.就學期間必須參加校隊訓練並代表
本校出賽。2.相關資訊請上網查詢。教
務處網址：https://oaa.ccu.edu.tw/及體

育中心網址：https://reurl.cc/gzlxx7 
A003 網球 國立中正大學 哲學系 003018 不拘 1 四年制 
A003 網球 國立中正大學 運動競技學系 003019 不拘 3 四年制 

A003 網球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化學系 003020 不拘 1 四年制 
1.上課地點：燕巢校區。2.本系為師培
與非師培並行學系，新生入學後可依
本校所訂之相關辦法申請為師培生，

或依本校『學生修習教育學程辦法』
考試錄取後，修習教育學程。 

A003 網球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物理學系 003021 不拘 1 四年制 

A003 網球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003022 不拘 1 四年制 
1.上課地點：燕巢校區。2.本系為非師

資培育學系，新生入學後可依本校『學
生修習教育學程辦法』考試錄取後，
修習教育學程。 

A003 網球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003023 不拘 4 四年制 

1.上課地點：和平校區。2.師培與非師
培並行學系，可依規定申請為師培生

或依相關辦法考試錄取後修習教育學
程。3.校隊有游泳、籃球(男)、桌球、
排球(女)、網球、田徑等六個校代表隊。 

A003 網球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運動學系 003024 不拘 3 四年制  

A003 網球 國立高雄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003025 不拘 2 四年制 

本系擁有運動健康與休閒三領域之完
善課程規劃、優秀師資、完備之儀器

設備與運動設施，歡迎有志往本領域
發展之學生報考。 
https://dkhl.nuk.edu.tw/ 

A003 網球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不分系學士班 003026 不拘 2 四年制 

1.培訓目標：大專校院運動會網球公
開組個人賽前四名。2.訓練地點：本校

網球場、重訓室。3.訓練時間：星期一、
四晚上。4.獎學金：代表本校參加大專
院校運動會及代表國家參加國際比

賽，前 8 名均可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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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3 網球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系 003027 不拘 1 四年制 
本校設有英語能力畢業門檻；設有
運動專長課程，運優生可免修一般

體育課程，課後訓練時間依不同項
目調整，每週安排一次課輔，在學期
間需參加該項運動代表隊及課輔；

一、二年級生得申請優先住宿及校
外體育競賽獎學金。 

A003 網球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003028 不拘 1 四年制 

A003 網球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 003029 不拘 2 四年制  
A003 網球 國立體育大學 球類運動技術學系 003030 不拘 7 四年制  
A003 網球 國立體育大學 適應體育學系 003031 不拘 2 四年制  

A003 網球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003032 不拘 1 四年制 

1.本校置各專項設備及訓練比賽器
材，另聘專業教練擔任師資，完備年
度訓練計畫及整合申請訓練資源，

以指導訓練及參賽。2.設有運動績
優獎學金實施辦法、參與校外競賽
獎助學金實施要點與課業輔導要點

等措施。 
A003 網球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休閒運動學系 003033 不拘 2 四年制  
A003 網球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體育學系 003034 不拘 2 四年制  

A003 網球 東海大學 高齡健康與 
運動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003035 不拘 1 四年制 

 
A003 網球 輔仁大學 生命科學系 003036 不拘 1 四年制 本校將英文與資訊等二項基本能力

列入學士班之畢業條件。 

A003 網球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 
體育學組 003037 不拘 3 四年制 

1.「運動績優甄審學生就讀獎學金
辦法」學生二年級起接受前一學年

學習或參賽績效審核 2.應參加學校
運動代表隊，參賽成績優異可申請
「運動績優獎勵金」3.資訊能力列

入畢業條件，英文能力需通過本系
修業規則 

A003 網球 中國文化大學 體育學系 003038 男 4 四年制 本校體育館總計 14 層樓，提供運動

訓練比賽與體育教學空間。並設有
多用途訓練室、男女 spa 水療池、室
內球場(籃球、網球、羽球、排球)、
重訓室、運動傷害防護室等設施。並
提供優秀運動員獎助學金。 

A003 網球 中國文化大學 體育學系 003039 女 4 四年制 

A003 網球 實踐大學 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 003040 不拘 1 四年制 

1.入學後編列運動代表隊，依「運動
代表隊管理辦法」之相關規定參加
訓練及比賽。 
2.適用運動績優學生學業輔導辦
法。 

A003 網球 朝陽科技大學 飛行與民航人員技術系 003041 不拘 1 四年制 1.與美國、墨西哥、德國、丹麥、比

利時、捷克、荷蘭、西班牙、韓國、
日本等姊妹校簽訂交換學生協定，
學生可至海外參加海外研習。2.畢
業門檻請參考該系課程規劃。3.代
表對外參賽獲得獎項者，頒發獎助
學金。 

A003 網球 朝陽科技大學 銀髮產業管理系 003042 不拘 1 四年制 

A003 網球 朝陽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003043 不拘 1 四年制 

A003 網球 高雄醫學大學 運動醫學系 003044 不拘 1 四年制 

1.本系宗旨目標，強調以培育「運動
醫學專業」人才為主，非培養體育科

班及教練人才。2.除了修畢規定畢
業學分外，並需逹畢英文畢業門檻
標準：全民英檢中級初試。 

A003 網球 臺北醫學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003045 不拘 2 四年制 
畢業條件：1.修習完本學系畢業學
分數。2.通過全民英檢中級複試或
其他同等英文檢定考試。 

A003 網球 中山醫學大學 應用外國語言學系 003046 不拘 1 四年制  

A003 網球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應用化學系 003047 不拘 1 四年制  

A003 網球 中國醫藥大學 公共衛生學院 
大一不分系 003048 不拘 1 四年制 聘任具教練資格之教練與指導老

師，提供輔導與協助。每週訓練至少
兩次，需參加指定賽事。入學獎助學
金每名 1-3 萬元、體育績優獎學金

與各類獎學金，符合者得提出申請。
運優生具優先工讀機會。可依規定
申請校內轉系。 

A003 網球 中國醫藥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003049 不拘 1 四年制 

A003 網球 中國醫藥大學 運動醫學系 003050 不拘 1 四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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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3 網球 南開科技大學 電機與資訊技術系 003051 不拘 1 四年制 

1.招生部別：日間部。2.錄取本校
且就讀者頒發二十萬元入學獎

學金(分八學期發放)。3.連續 5 年
獲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連續十
二年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大學

獎勵，中部科大第一。 

A003 網球 臺北市立大學 球類運動學系 003052 不拘 4 四年制  

A004 軟式網球 國立中正大學 運動競技學系 004001 不拘 2 四年制 

1.就學期間必須參加校隊訓練並
代表本校出賽。2.相關資訊請上
網 查 詢 。 教 務 處 網 址 ：

https://oaa.ccu.edu.tw/ 及體育中
心網址：https://reurl.cc/gzlxx7 

A004 軟式網球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不分系學士班 004002 男 2 四年制 

1.培訓目標：大專校院運動會公

開組男子雙打、單打、混雙前四。
2.訓練地點：網球場、重訓室。3.
訓練時間：每星期三、五晚上。

4.獎學金：代表本校參加大專院
校運動會及代表國家參加國際
比賽，前 8 名均可獲獎。 

A004 軟式網球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不分系學士班 004003 女 2 四年制 

1.培訓目標：大專校院運動會公
開組女子雙打、單打、混雙前四。

2.訓練地點：網球場、重訓室。3.
訓練時間：每星期三、五晚上。
4.獎學金：代表本校參加大專院

校運動會及代表國家參加國際
比賽，前 8 名均可獲獎。 

A004 軟式網球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 004004 不拘 2 四年制  

A004 軟式網球 國立屏東大學 體育學系 004005 不拘 3 四年制 
本校電話代表號：08-7663800。
體育學系分機：33601。體育室分
機：10512。 

A004 軟式網球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球類運動學系 004006 不拘 2 四年制  

A004 軟式網球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體育學系 004007 不拘 2 四年制  

A004 軟式網球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財政稅務系 004008 男 1 四年制 
入學後須參加校隊訓練，由專長
教練組訓；競賽成績優良者得申
請體育獎學金。 

A004 軟式網球 臺北市立大學 球類運動學系 004009 不拘 4 四年制  
A005 羽球 國立政治大學 法律學系 005002 不拘 1 四年制 

入學後須符合本校運動成績績
優學生認定標準，始得適用學則
中運動績優生相關之規定。 

A005 羽球 國立政治大學 哲學系 005003 不拘 1 四年制 
A005 羽球 國立政治大學 統計學系 005004 不拘 2 四年制 
A005 羽球 國立政治大學 創新國際學院學士班 005005 不拘 1 四年制 
A005 羽球 國立政治大學 會計學系 005006 不拘 1 四年制 
A005 羽球 國立政治大學 資訊科學系 005007 不拘 2 四年制 
A005 羽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光電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005010 不拘 1 四年制  

A005 羽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球科學系 005011 不拘 1 四年制 

本系旨在培養熱愛自然、具永續

發展、系統性思維、跨領域思考
及解決問題能力之專業人才，並
提供地科教學知能與教育專業

知識，培育健全之地球科學師
資。 

A005 羽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東亞學系 005012 不拘 1 四年制  

A005 羽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 005013 不拘 1 四年制  

A005 羽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005014 不拘 1 四年制  

A005 羽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運動競技學系 005015 不拘 2 四年制 

目標：1.奪得亞奧運及世大運等
國際成績。2.延續羽球選手生涯。
訓練地點：本分部羽球場、重量

訓練室。訓練時段：每週一、三、
五晚上 7 時至 10 時。教練：蔡
虔祿、潘光敏。 

A005 羽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臺灣語文學系 005016 不拘 1 四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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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5 羽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005017 不拘 2 四年制 

培訓總目標：1 奪得國際成績。2 延續羽
球選手生涯。訓練地點：本部綜合球場。

訓練時段：每週一、三、五晚上 7 時至
10 時。教練：蔡虔祿、潘光敏。知名運
動選手：鄭韶婕、簡毓瑾、陳宏麟、王

沛蓉、謝沛蓁、姜凱心。 

A005 羽球 國立中興大學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005019 不拘 1 四年制  
A005 羽球 國立中興大學 歷史學系 005020 不拘 1 四年制  

A005 羽球 國立中央大學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005021 不拘 1 四年制 
1.本校設有室內羽球場 6⾯，⽻球專⻑教
師兼教練 1 名。2.本系最低畢業學分為

128 學分，必修 70 學分。詳細規定請參
照本校教務章則。 

A005 羽球 國立中央大學 物理學系 005022 不拘 1 四年制 
本系最低畢業學分為 128，詳細規定請

參見本校教務章則。本校備有資源、教
練、體育專長項目、培育計畫等，可參
酌本校運動代表隊專長，或洽詢體育室。 

A005 羽球 國立中央大學 經濟學系 005024 不拘 1 四年制 

1.本系最低畢業學分為 128，其中必修課
程 80 學分，且必須修習且通過系上選修

課或產經所課程 23 個學分。2.本校訂有
英文能力畢業門檻及「學生服務學習施
行辦法」。 

A005 羽球 國立中央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005025 不拘 1 四年制 

由於本系課程著重數理能力，部分課程
採英語授課，建議考生學測數學 A、自
然、英文成績達均標，後續入學較易適

應，請於選填志願時審慎考量，相關修
業規定請參酌本校教務章則。 

A005 羽球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光機電工程組 005026 不拘 1 四年制 

本系最低畢業學分為 134，詳細規定請
參見本校教務章則。本校備有資源、體
育專長項目、培育計畫等，可參酌本校

運動代表隊專長或洽詢體育室。 

A005 羽球 國立中山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005027 不拘 1 四年制 
1.本校訂有課業輔導機制，輔導學生順
利完成學位。2.需依規定通過本校「英語

文能力標準」(含英文檢定標準及補救措
施等相關規定)方得畢業。3.以上各項說
明若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

相關規定辦理。 
A005 羽球 國立中山大學 劇場藝術學系 005028 不拘 1 四年制 

A005 羽球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 005029 不拘 1 四年制 
1.設有體育績優獎學金及服務學習助學

金。2.設有 8 座標準羽球場及設備完善
之健身房，可提供完整訓練空間及環境。
3.學生需修習服務學習、至少一學期游

泳課程，具免修條件者得申請之；有英
文畢業門檻。 

A005 羽球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經營管理 
學士學位學程 005030 不拘 1 四年制 

A005 羽球 國立中正大學 心理學系 005031 不拘 1 四年制 

1.就學期間必須參加校隊訓練並代表本

校出賽。2.相關資訊請上網查詢。教務處

網址：https://oaa.ccu.edu.tw/及體育中心

網址：https://reurl.cc/gzlxx7 

A005 羽球 國立中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005032 不拘 1 四年制 
A005 羽球 國立中正大學 生物醫學科學系 005033 不拘 1 四年制 
A005 羽球 國立中正大學 哲學系 005034 不拘 1 四年制 
A005 羽球 國立中正大學 會計與資訊科技學系 005035 不拘 1 四年制 
A005 羽球 國立中正大學 經濟學系 005036 不拘 1 四年制 
A005 羽球 國立中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005037 不拘 1 四年制 
A005 羽球 國立中正大學 運動競技學系 005038 不拘 2 四年制 
A005 羽球 國立中正大學 歷史學系 005039 不拘 1 四年制 

A005 羽球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事業經營學系 005040 不拘 1 四年制 

1.上課地點：和平校區。2.本系為非師資

培育學系。3.本系目標在培育具有經營
管理知能、專業倫理與創新、創意、創
業家精神之事業經營人才，重視學生生

涯規劃與輔導。 

A005 羽球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 005041 不拘 2 四年制 1.上課地點：和平校區。2.本系為師資培
育學系，新生入學後皆為師資培育學生。 

A005 羽球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軟體工程與管理學系 005042 不拘 1 四年制 
1.上課地點：燕巢校區。2.本系為非師資

培育學系，新生入學後可依本校『學生
修習教育學程辦法』考試錄取後，修習
教育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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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5 羽球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005043 不拘 4 四年制 

1.上課地點：和平校區。2.師培與非
師培並行學系，可依規定申請為師

培生或依相關辦法考試錄取後修習
教育學程。3.校隊有游泳、籃球(男)、
桌球、排球(女)、網球、田徑等六個

校代表隊。 

A005 羽球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運動學系 005044 不拘 6 四年制  

A005 羽球 國立高雄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005045 不拘 2 四年制 

本系擁有運動健康與休閒三領域之
完善課程規劃、優秀師資、完備之儀
器設備與運動設施，歡迎有志往本

領 域 發 展 之 學 生 報 考 。
https://dkhl.nuk.edu.tw/ 

A005 羽球 國立高雄大學 運動競技學系 005046 不拘 2 四年制 

本系為高屏地區國立大學唯一運動

競技學系，目前設有棒球、羽球、桌
球、游泳及木球，五個專長項目，竭
誠歡迎報考本系。詳細簡介請參考

本系網頁，http://dap.nuk.edu.tw。 

A005 羽球 國立高雄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005047 不拘 1 四年制 

本系強調理論與實務的結合，培養

學生敏銳的經濟分析能力與嚴謹的
分析方法，使學生養成對社會、經濟
與管理問題的關懷。相關規定請參

考本系網頁 https://econ.nuk.edu.tw/ 

A005 羽球 國立臺東大學 身心整合與 
運動休閒產業學系 005049 不拘 3 四年制  

A005 羽球 國立宜蘭大學 園藝學系 005050 男 1 四年制  

A005 羽球 國立聯合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 005051 男 1 四年制 1.獎學金：每學期一萬元(學期成績

平均 60 分以上且仍為校隊)。2.畢業
門檻：基礎游泳、健康體適能、英文
能力。3.工讀機會：體育運動場館夜

間管理…等。 
A005 羽球 國立聯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005052 男 1 四年制 

A005 羽球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005053 不拘 1 四年制 本校設有英語能力畢業門檻；設有

運動專長課程，運優生可免修一般
體育課程，課後訓練時間依不同項
目調整，每週安排一次課輔，在學期

間需參加該項運動代表隊及課輔；
一、二年級生得申請優先住宿及校
外體育競賽獎學金。 

A005 羽球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 
航空電子組 005054 不拘 1 四年制 

A005 羽球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 
機械組 005055 不拘 1 四年制 

A005 羽球 國立體育大學 球類運動技術學系 005056 不拘 5 四年制  
A005 羽球 國立體育大學 適應體育學系 005057 不拘 2 四年制  
A005 羽球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運動保健系 005058 女 1 四年制  

A005 羽球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航運技術系 005059 不拘 2 四年制 

1.本校置各專項設備及訓練比賽器
材，另聘專業教練擔任師資，完備年

度訓練計畫及整合申請訓練資源，
以指導訓練及參賽。2.設有運動績優
獎學金實施辦法、參與校外競賽獎

助學金實施要點與課業輔導要點等
措施。 

A005 羽球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體育學系 005061 不拘 2 四年制  

A005 羽球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中餐廚藝系 005062 不拘 1 四年制  

A005 羽球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會計資訊系 005063 不拘 1 四年制 
入學後須參加校隊訓練，由專長教

練組訓；競賽成績優良者得申請體
育獎學金。 

A005 羽球 東海大學 法律學系 005064 不拘 1 四年制  
A005 羽球 東海大學 政治學系 005065 不拘 1 四年制  
A005 羽球 東海大學 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 005066 不拘 1 四年制  

A005 羽球 東海大學 高齡健康與 
運動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005067 不拘 1 四年制  

A005 羽球 輔仁大學 生命科學系 005068 不拘 1 四年制 本校將英文與資訊等二項基本能力
列入學士班之畢業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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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5 羽球 輔仁大學 圖書資訊學系 005069 不拘 1 四年制 

英文與資訊等二項列入畢業條件。
課程涵蓋圖書資訊學與電腦、網路

及多媒體等領域，可從事圖書館及
資訊領域相關專業工作(如知識管
理、程式暨多媒體設計、網路管理、

圖書資訊服務、文教出版及工商企
業資料管理等職)。 

A005 羽球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 
體育學組 005070 男 2 四年制 

1.「運動績優甄審學生就讀獎學金辦

法」學生二年級起接受前一學年學
習或參賽績效審核 2.應參加學校運
動代表隊，參賽成績優異可申請「運

動績優獎勵金」3.資訊能力列入畢業
條件，英文能力需通過本系修業規
則 

A005 羽球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 
體育學組 005071 女 2 四年制 

A005 羽球 東吳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005072 不拘 1 四年制  
A005 羽球 東吳大學 社會學系 005073 不拘 1 四年制  
A005 羽球 東吳大學 會計學系 005074 不拘 1 四年制  
A005 羽球 中原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005075 不拘 2 四年制  
A005 羽球 中原大學 會計學系 005076 不拘 2 四年制  
A005 羽球 中原大學 應用外國語文學系 005077 不拘 2 四年制  

A005 羽球 淡江大學 人工智慧學系 005078 不拘 1 四年制 
1.每學期提供運動代表隊體育獎學

金 23 名。2.體育處優先提供運動代
表隊工讀時數和機會。3.設有 17 種
項目共 29支運動代表隊提供展現運

動成就。4.本校訂有運動績優學生輔
導作業要點及優秀運動員獎勵要
點。 

A005 羽球 淡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005079 不拘 1 四年制 

A005 羽球 中國文化大學 體育學系 005080 不拘 6 四年制 

本校體育館總計 14 層樓，提供運動
訓練比賽與體育教學空間。並設有

多用途訓練室、男女 spa 水療池、室
內球場(籃球、網球、羽球、排球)、
重訓室、運動傷害防護室等設施。並

提供優秀運動員獎助學金。 

A005 羽球 元智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005081 不拘 1 四年制  

A005 羽球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 
(主修：國際企業) 005082 不拘 1 四年制  

A005 羽球 朝陽科技大學 飛行與民航人員技術系 005083 不拘 2 四年制 1.與美國、墨西哥、德國、丹麥、比
利時、捷克、荷蘭、西班牙、韓國、
日本等姊妹校簽訂交換學生協定，

學生可至海外參加海外研習。2.畢業
門檻請參考該系課程規劃。3.代表對
外參賽獲得獎項者，頒發獎助學金。 

A005 羽球 朝陽科技大學 銀髮產業管理系 005084 不拘 1 四年制 

A005 羽球 朝陽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005085 不拘 1 四年制 

A005 羽球 高雄醫學大學 運動醫學系 005086 不拘 1 四年制 

1.本系宗旨目標，強調以培育「運動
醫學專業」人才為主，非培養體育科
班及教練人才。2.除了修畢規定畢業

學分外，並需逹畢英文畢業門檻標
準：全民英檢中級初試。 

A005 羽球 慈濟大學 生命科學系 005087 不拘 1 四年制 1.學生須完成慈濟大學外語課程修
業規定（請詳見「慈濟外語課程修習
辦法」），始得畢業。2.本校聘請專業

教練指導，須擔任本校運動代表隊
隊員，至少三年，並參加比賽。3.運
動成績優異者，提供運動績優獎勵

金。 

A005 羽球 慈濟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005088 不拘 1 四年制 

A005 羽球 慈濟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 005089 不拘 1 四年制 

A005 羽球 臺北醫學大學 口腔衛生學系 005090 不拘 2 四年制 
畢業條件：修習完本學系畢業學分
數，並符合學校畢業條件。 A005 羽球 臺北醫學大學 保健營養學系 005091 不拘 1 四年制 

A005 羽球 臺北醫學大學 食品安全學系 005092 不拘 1 四年制 
A005 羽球 臺北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005093 不拘 1 四年制 畢業條件：1.修習完本學系畢業學分

數。2.通過全民英檢中級複試或其他
同等英文檢定考試。 A005 羽球 臺北醫學大學 呼吸治療學系 005094 不拘 1 四年制 

A005 羽球 臺北醫學大學 護理學系 005095 不拘 1 四年制 
畢業條件：修習完本學系畢業學分
數。(含通過全民英檢中級複試或其

他同等英文檢定考試。) 

A005 羽球 中山醫學大學 應用外國語言學系 005096 不拘 1 四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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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5 羽球 中山醫學大學 醫療產業科技管理學系 005097 不拘 1 四年制  

A005 羽球 中國醫藥大學 
公共衛生學院 
大一不分系 005098 不拘 1 四年制 

聘任具教練資格之教練與指導老師，

提供輔導與協助。每週訓練至少兩次，
需參加指定賽事。入學獎助學金每名
1-3 萬元、體育績優獎學金與各類獎學

金，符合者得提出申請。運優生具優
先工讀機會。可依規定申請校內轉系。 

A005 羽球 中國醫藥大學 運動醫學系 005099 不拘 1 四年制 

A005 羽球 景文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005100 不拘 1 四年制 本系畢業條件依本校及本系相關辦法
辦理。 

A005 羽球 南開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005101 不拘 2 四年制 

1.招生部別：日間部。2.錄取本校且就

讀者頒發二十萬元入學獎學金(分八
學期發放)。3.連續 5 年獲教育部高教
深耕計畫、連續十二年榮獲教育部教

學卓越大學獎勵，中部科大第一。 

A005 羽球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食品健康科系 
（士林校區） 005102 不拘 2 四年制  

A005 羽球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海空物流與行銷管理系 
（淡水校區） 005103 不拘 2 二技  

A005 羽球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海空物流與行銷管理系 
（淡水校區） 005104 不拘 2 四年制  

A005 羽球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淡水校區） 005105 不拘 2 四年制  

A005 羽球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演藝時尚事業管理系 
（淡水校區） 005106 不拘 2 四年制  

A005 羽球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士林校區） 005107 不拘 2 四年制  

A005 羽球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寵物業經營管理系 
（淡水校區） 005108 不拘 1 四年制  

A005 羽球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觀光旅遊事業管理系 
（淡水校區） 005109 不拘 2 四年制  

A005 羽球 臺北市立大學 球類運動學系 005110 不拘 9 四年制  
A005 羽球 臺北市立大學 體育學系 005111 女 3 四年制  
A005 羽球 臺北市立大學 體育學系 005112 男 3 四年制  

A006 棒球 國立政治大學 政治學系 006001 不拘 1 四年制 
入學後須符合本校運動成績績優學生

認定標準，始得適用學則中運動績優
生相關之規定。 

A006 棒球 國立嘉義大學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006002 男 2 四年制  

A006 棒球 國立高雄大學 運動競技學系 006003 男 2 四年制 

本系為高屏地區國立大學唯一運動競
技學系，目前設有棒球、羽球、桌球、
游泳及木球，五個專長項目，竭誠歡

迎報考本系。詳細簡介請參考本系網
頁 
http://dap.nuk.edu.tw。 

A006 棒球 國立臺東大學 運動競技學士學位學程 006004 男 2 四年制 

以游泳、輕艇、鐵人三項、田徑、棒球、
柔道、射擊、舉重、桌球、足球、龍舟、

體操錄取本校，獲下列賽事前三名獎
勵：亞奧運國際錦標賽十萬元；全國
運動會比賽五萬元；全中運比賽二萬

元；全國高中聯賽最優級組二萬元。 

A006 棒球 國立體育大學 球類運動技術學系 006005 男 9 四年制  
A006 棒球 國立體育大學 適應體育學系 006006 男 2 四年制  

A006 棒球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006007 不拘 1 四年制 

1.本校置各專項設備及訓練比賽器
材，另聘專業教練擔任師資，完備年

度訓練計畫及整合申請訓練資源，以
指導訓練及參賽。2.設有運動績優獎
學金實施辦法、參與校外競賽獎助學

金實施要點與課業輔導要點等措施。 

A006 棒球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球類運動學系 006008 男 2 四年制  

A006 棒球 輔仁大學 生命科學系 006009 不拘 1 四年制 本校將英文與資訊等二項基本能力列
入學士班之畢業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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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6 棒球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 
運動競技組 006010 男 8 四年制 

1.「運動績優甄審學生就讀獎學金辦
法」學生二年級起接受前一學年學習

或參賽績效審核。2.應參加學校運動
代表隊，參賽成績優異可申請「運動
績優獎勵金」。3.資訊能力列入畢業條

件，英文能力需通過本系修業規則。 

A006 棒球 中國文化大學 體育學系 006011 男 10 四年制 

本校體育館總計 14 層樓，提供運動
訓練比賽與體育教學空間。並設有多

用途訓練室、男女 spa 水療池、室內
球場(籃球、網球、羽球、排球)、重訓
室、運動傷害防護室等設施。並提供

優秀運動員獎助學金。 

A006 棒球 嘉南藥理大學 運動管理系 006012 男 2 四年制  

A006 棒球 明新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與 
環境資源管理系 006013 不拘 1 四年制 

1.本校現有 11 種類運動代表隊，均有
專業教練負責指導，運動場館設施完
善，有綜合體育館、棒壘球場等場館。

2.設有運動菁英入學獎學金、對外運
動競賽獎勵及校內、外各項獎學金，
供優秀選手申請並提供工讀機會。 

A006 棒球 明新科技大學 運動事業管理系 006014 不拘 2 四年制 

A006 棒球 高苑科技大學 觀光事業管理系 006015 不拘 5 四年制 
1.日間部。2.運動績優學生入學本校
者依本校運動績優入學獎勵辦法，可

獲得學雜費及住宿費減免之獎勵，最
高可獲得四年學雜費及住宿費全免。 

A006 棒球 美和科技大學 運動與休閒管理系 006016 男 5 四年制 
聘請前職棒選手擔任教練團且有 A、

B 級以上國家證照。教學設備:專屬棒
球場、室內打擊練習場及重訓設備。 

A006 棒球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海洋運動休閒系 
（士林校區） 006017 不拘 5 四年制 

 

A006 棒球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觀光旅遊事業管理系 
（淡水校區） 006018 不拘 2 四年制 

 
A006 棒球 臺北市立大學 球類運動學系 006019 男 8 四年制  

A007 壘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運動競技學系 007001 女 4 四年制 

1.以亞運、世錦賽、世大錦等國際賽

事奪牌為目標。2.延續壘球選手生涯，
朝向專任教練發展。訓練地點：本校
公館校區操場、重量訓練室。訓練時

段：每週一、二、四、五下午 4 時至
7 時。教練：林德隆、陳妙怡。 

A007 壘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臺灣語文學系 007002 女 1 四年制  

A007 壘球 國立中央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007003 不拘 1 四年制 

由於本系課程著重數理能力，部分課
程採英語授課，建議考生學測數學

A、自然、英文成績達均標，後續入
學較易適應，請於選填志願時審慎考
量，相關修業規定請參酌本校教務章

則。 

A007 壘球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學系 007004 不拘 1 四年制 

1.設有體育績優獎學金及服務學習助

學金。2.設有室外人工草皮操場、紅
土練習場及健身房，可提供完整訓練
空間及環境。3.學生需修習服務學習、

至少一學期游泳課程，具免修條件者
得申請之；有英文畢業門檻。 

A007 壘球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007005 女 3 四年制 

1.上課地點：和平校區。2.師培與非師

培並行學系，可依規定申請為師培生
或依相關辦法考試錄取後修習教育
學程。3.校隊有游泳、籃球(男)、桌球、

排球(女)、網球、田徑等六個校代表
隊。 

A007 壘球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007006 不拘 7 四年制 

有關本校備有之資源、教練、培訓計
畫及其他特別說明，請至本校通識教
育中心體育組網頁查詢。網址： 
https://www.ncnu.edu.tw/ncnuweb/ho
me.aspx?unitId=U200 

A007 壘球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海空物流與行銷管理系 
（淡水校區） 007007 不拘 2 二技  

A007 壘球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海空物流與行銷管理系 
（淡水校區） 007008 不拘 2 四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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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7 壘球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寵物業經營管理系 
（淡水校區） 007009 不拘 1 四年制  

A007 壘球 臺北市立大學 球類運動學系 007010 女 8 四年制  

A008 桌球 國立政治大學 法律學系 008001 不拘 1 四年制 
入學後須符合本校運動成績績優學生認
定標準，始得適用學則中運動績優生相關

之規定。 

A008 桌球 國立政治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008002 女 1 四年制 
A008 桌球 國立政治大學 統計學系 008003 不拘 2 四年制 
A008 桌球 國立政治大學 歷史學系 008004 女 1 四年制 

A008 桌球 國立臺灣大學 國際體育運動事務 
學士學位學程 008005 女 1 四年制 每週有專長訓練課程 

A008 桌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光電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008006 不拘 1 四年制  

A008 桌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球科學系 008007 不拘 1 四年制 
本系旨在培養熱愛自然、具永續發展、系
統性思維、跨領域思考及解決問題能力之
專業人才，並提供地科教學知能與教育專

業知識，培育健全之地球科學師資。 

A008 桌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東亞學系 008008 不拘 1 四年制  

A008 桌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008009 不拘 1 四年制 
本系學士班系學會下設有桌球系隊，並有
教師桌球聯誼會。本校設有桌球室及重量
訓練室等場地。 

A008 桌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 008010 不拘 1 四年制  

A008 桌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臺灣語文學系 008011 不拘 1 四年制  

A008 桌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008012 不拘 4 四年制 

培訓總目標：1.奪得國際成績 2.培育選手

專業知能，朝向專任教練發展。訓練地點：
本校桌球室。訓練時段：每週一、三、五
晚上 7 時至 10 時。教練：林靜萍、林慶

宏、張舜涵。知名選手：莊哲偉、熊乃儀、
黃彥誠。 

A008 桌球 國立成功大學 統計學系 008013 男 1 四年制  

A008 桌球 國立中興大學 水土保持學系 008014 不拘 1 四年制  

A008 桌球 國立中央大學 大氣科學學系 008015 不拘 1 四年制 
1.本系最低畢業學分為 128 學分，相關修
業規定請參酌本校教務章則。2.本系教研

特⾊，詳⾒網⾴： 
http://www.atm.ncu.edu.tw/。 

A008 桌球 國立中央大學 物理學系 008016 不拘 1 四年制 
本系最低畢業學分為 128，詳細規定請參

見本校教務章則。本校備有資源、教練、
體育專長項目、培育計畫等，可參酌本校
運動代表隊專長，或洽詢體育室。 

A008 桌球 國立中央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008017 不拘 1 四年制 
1.本系最低畢業學分為 128，其中必修課
程 89 學分，且必須修習通過系上選修科

⽬15 學分。2.本校訂有英文能⼒畢業⾨檻
及「學⽣服務學習施⾏辦法」。 

A008 桌球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設計與分析組 008019 不拘 1 四年制 

本系最低畢業學分為 134，詳細規定請參

見本校教務章則。本校備有資源、體育專
長項目、培育計畫等，可參酌本校運動代
表隊專長或洽詢體育室。 

A008 桌球 國立中山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008020 不拘 1 四年制 

1.本校訂有課業輔導機制，輔導學生順利
完成學位。2.需依規定通過本校「英語文

能力標準」(含英文檢定標準及補救措施
等相關規定)方得畢業。3.以上各項說明
若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

規定辦理。 

A008 桌球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航運管理學系 008021 不拘 1 四年制 

1.設有體育績優獎學金及服務學習助學
金。2.設有專用桌球訓練場地及設備完善

之健身房，可提供完整訓練空間及環境。
3.學生需修習服務學習、至少一學期游泳
課程，具免修條件者得申請之；有英文畢

業門檻。 
A008 桌球 國立中正大學 心理學系 008022 不拘 1 四年制 

1.就學期間必須參加校隊訓練並代表本
校出賽。2.相關資訊請上網查詢。教務處
網址：https://oaa.ccu.edu.tw/及體育中心

網址：https://reurl.cc/gzlxx7 

A008 桌球 國立中正大學 地球與環境科學系 008023 不拘 1 四年制 

A008 桌球 國立中正大學 法律學系 
法制組 008024 不拘 1 四年制 

A008 桌球 國立中正大學 經濟學系 008025 不拘 1 四年制 



- 18 - 

111 學年度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第 2 次甄審剩餘名額 
A 高中組甄審 

運動種類 學校名稱 學系名稱 系科代碼 性別 名額 年制別 備註 

A008 桌球 國立中正大學 運動競技學系 008026 不拘 2 四年制 
1.就學期間必須參加校隊訓練並代表
本校出賽。2.相關資訊請上網查詢。教
務處網址：https://oaa.ccu.edu.tw/及體

育中心網址：https://reurl.cc/gzlxx7 

A008 桌球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軟體工程與管理學系 008027 不拘 1 四年制 1.上課地點：燕巢校區。2.本系為非師

資培育學系，新生入學後可依本校『學
生修習教育學程辦法』考試錄取後，修
習教育學程。 A008 桌球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008028 不拘 1 四年制 

A008 桌球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008029 不拘 4 四年制 

1.上課地點：和平校區。2.師培與非師
培並行學系，可依規定申請為師培生
或依相關辦法考試錄取後修習教育學

程。3.校隊有游泳、籃球(男)、桌球、
排球(女)、網球、田徑等六個校代表隊。 

A008 桌球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運動學系 008030 不拘 5 四年制  

A008 桌球 國立高雄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008031 不拘 2 四年制 
本系擁有運動健康與休閒三領域之完
善課程規劃、優秀師資、完備之儀器設
備與運動設施，歡迎有志往本領域發

展之學生報考。https://dkhl.nuk.edu.tw/ 

A008 桌球 國立高雄大學 運動競技學系 008032 不拘 2 四年制 

本系為高屏地區國立大學唯一運動競

技學系，目前設有棒球、羽球、桌球、
游泳及木球，五個專長項目，竭誠歡迎
報考本系。詳細簡介請參考本系網頁 
http://dap.nuk.edu.tw。 

A008 桌球 國立高雄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008033 不拘 1 四年制 

本系強調理論與實務的結合，培養學
生敏銳的經濟分析能力與嚴謹的分析

方法，使學生養成對社會、經濟與管理
問題的關懷。相關規定請參考本系網
頁 
https://econ.nuk.edu.tw/ 

A008 桌球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008034 不拘 2 四年制 

1.日間部。2.本校學生於畢業前，應取

得具公信力之語言測驗機構舉辦之外
語能力測驗，其通過之標準請參閱本
校外語實務課程實施要點。3.須至業界

實習一學期，且部份課程將安排於暑
期授課。 

A008 桌球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008035 不拘 1 四年制 
1.日間部。2.本校學生於畢業前，應取

得具公信力之語言測驗機構舉辦之外
語能力測驗，其通過之標準請參閱本
校外語實務課程實施要點。3.須至業界

實習一學期，且部份課程將安排於暑
期授課。 

A008 桌球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園生產系 008036 不拘 1 四年制 

A008 桌球 國立臺東大學 身心整合與 
運動休閒產業學系 008037 不拘 2 四年制 

以游泳、輕艇、鐵人三項、田徑、棒球、
柔道、射擊、舉重、桌球、足球、龍舟、
體操錄取本校，獲下列賽事前三名獎

勵：亞奧運國際錦標賽十萬元；全國運
動會比賽五萬元；全中運比賽二萬元；
全國高中聯賽最優級組二萬元。 

A008 桌球 國立臺東大學 運動競技學士學位學程 008038 不拘 2 四年制 

A008 桌球 國立臺東大學 體育學系 008039 不拘 2 四年制 

A008 桌球 國立宜蘭大學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 008040 男 1 四年制  

A008 桌球 國立宜蘭大學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 008041 女 1 四年制  

A008 桌球 國立聯合大學 文化觀光產業學系 008042 不拘 1 四年制 1.獎學金：每學期一萬元(學期成績平
均 60 分以上且仍為校隊)。2.畢業門

檻：基礎游泳、健康體適能、英文能力。
3.工讀機會：體育運動場館夜間管理…
等。 

A008 桌球 國立聯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008043 不拘 1 四年制 

A008 桌球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008044 不拘 1 四年制 

本校設有英語能力畢業門檻；設有運

動專長課程，運優生可免修一般體育
課程，課後訓練時間依不同項目調整，
每週安排一次課輔，在學期間需參加

該項運動代表隊及課輔；一、二年級生
得申請優先住宿及校外體育競賽獎學
金。 

A008 桌球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 
航空電子組 008045 不拘 1 四年制 

A008 桌球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 
機械組 008046 不拘 1 四年制 

A008 桌球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008047 不拘 1 四年制 
A008 桌球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008048 不拘 1 四年制 
A008 桌球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008049 不拘 1 四年制 
A008 桌球 國立體育大學 球類運動技術學系 008050 不拘 6 四年制  

A008 桌球 國立體育大學 適應體育學系 008051 不拘 2 四年制  

A008 桌球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系 008052 不拘 1 四年制  



- 19 - 

111 學年度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第 2 次甄審剩餘名額 
A 高中組甄審 

運動種類 學校名稱 學系名稱 系科代碼 性別 名額 年制別 備註 

A008 桌球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航運技術系 008053 不拘 2 四年制 
1.本校置各專項設備及訓練比賽器
材，另聘專業教練擔任師資，完備年
度訓練計畫及整合申請訓練資源，以

指導訓練及參賽。2.設有運動績優獎
學金實施辦法、參與校外競賽獎助學
金實施要點與課業輔導要點等措施。 

A008 桌球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008054 不拘 1 四年制 

A008 桌球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球類運動學系 008055 不拘 2 四年制  

A008 桌球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體育學系 008056 不拘 2 四年制  

A008 桌球 東海大學 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008057 不拘 1 四年制  

A008 桌球 東海大學 
高齡健康與 
運動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008058 不拘 1 四年制  

A008 桌球 輔仁大學 圖書資訊學系 008059 不拘 1 四年制 

英文與資訊等二項列入畢業條件。課

程涵蓋圖書資訊學與電腦、網路及多
媒體等領域，可從事圖書館及資訊領
域相關專業工作(如知識管理、程式

暨多媒體設計、網路管理、圖書資訊
服務、文教出版及工商企業資料管理
等職)。 

A008 桌球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 
體育學組 008060 男 3 四年制 

1.「運動績優甄審學生就讀獎學金辦
法」學生二年級起接受前一學年學習

或參賽績效審核。2.應參加學校運動
代表隊，參賽成績優異可申請「運動
績優獎勵金」。3.資訊能力列入畢業條

件，英文能力需通過本系修業規則。 
A008 桌球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 

體育學組 008061 女 3 四年制 

A008 桌球 中原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008062 不拘 2 四年制  

A008 桌球 中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008063 不拘 2 四年制  

A008 桌球 中原大學 應用華語文學系 008064 不拘 2 四年制  

A008 桌球 淡江大學 人工智慧學系 008065 不拘 1 四年制 

1.每學期提供運動代表隊體育獎學金
23 名。2.體育處優先提供運動代表隊
工讀時數和機會。3.設有 17 種項目共

29 支運動代表隊提供展現運動成就。
4.本校訂有運動績優學生輔導作業要
點及優秀運動員獎勵要點。 

A008 桌球 中國文化大學 體育學系 008066 不拘 5 四年制 

本校體育館總計 14 層樓，提供運動
訓練比賽與體育教學空間。並設有多
用途訓練室、男女 spa 水療池、室內

球場(籃球、網球、羽球、排球)、重
訓室、運動傷害防護室等設施。並提
供優秀運動員獎助學金。 

A008 桌球 長庚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008067 不拘 1 四年制 

本系藉由基礎醫學和物理治療專業
學習，拓展多元化物理治療與復健相

關專業學術研究為目標，設有運動傷
害防護學程，配合運動競技、休閒活
動與健康維護等產業發展，培育運動

傷害預防、照護、治療與復健技能之
專業人才。 

A008 桌球 實踐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008068 不拘 1 四年制 1.入學後編列運動代表隊，依「運動

代表隊管理辦法」之相關規定參加訓
練及比賽。2.適用運動績優學生學業
輔導辦法。 

A008 桌球 實踐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008069 不拘 1 四年制 

A008 桌球 朝陽科技大學 飛行與民航人員技術系 008070 不拘 1 四年制 1.與美國、墨西哥、德國、丹麥、比
利時、捷克、荷蘭、西班牙、韓國、

日本等姊妹校簽訂交換學生協定，學
生可至海外參加海外研習。2.畢業門
檻請參考該系課程規劃。3.代表對外

參賽獲得獎項者，頒發獎助學金。 

A008 桌球 朝陽科技大學 銀髮產業管理系 008071 不拘 1 四年制 

A008 桌球 朝陽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008072 不拘 1 四年制 

A008 桌球 高雄醫學大學 運動醫學系 008073 不拘 1 四年制 

1.本系宗旨目標，強調以培育「運動
醫學專業」人才為主，非培養體育科

班及教練人才。2.除了修畢規定畢業
學分外，並需逹畢英文畢業門檻標
準：全民英檢中級初試。 

A008 桌球 慈濟大學 人類發展與心理學系 008074 不拘 1 四年制 1.學生須完成慈濟大學外語課程修業

規定（請詳見「慈濟外語課程修習辦
法」），始得畢業。2.本校聘請專業教
練指導，須擔任本校運動代表隊隊

員，至少三年，並參加比賽。3.運動
成績優異者，提供運動績優獎勵金。 

A008 桌球 慈濟大學 東方語文學系 
中文組 008075 不拘 1 四年制 

A008 桌球 慈濟大學 東方語文學系 
日文組 008076 不拘 1 四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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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種類 學校名稱 學系名稱 系科代碼 性別 名額 年制別 備註 

A008 桌球 慈濟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008077 不拘 1 四年制 

1.學生須完成慈濟大學外語課程修
業規定（請詳見「慈濟外語課程修習
辦法」），始得畢業。2.本校聘請專業

教練指導，須擔任本校運動代表隊隊
員，至少三年，並參加比賽。3.運動
成績優異者，提供運動績優獎勵金。 

A008 桌球 臺北醫學大學 保健營養學系 008078 不拘 1 四年制 畢業條件：修習完本學系畢業學分
數，並符合學校畢業條件。 

A008 桌球 中山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008079 不拘 1 四年制  
A008 桌球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應用化學系 008080 不拘 1 四年制  

A008 桌球 南開科技大學 長期照顧與管理系 008081 不拘 1 四年制 

1.招生部別：日間部。2.錄取本校且
就讀者頒發二十萬元入學獎學金(分
八學期發放)。3.連續 5 年獲教育部高
教深耕計畫、連續十二年榮獲教育部
教學卓越大學獎勵，中部科大第一。 

A008 桌球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食品健康科系 
（士林校區） 008082 不拘 2 四年制  

A008 桌球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海空物流與行銷管理系 
（淡水校區） 008083 不拘 2 二技  

A008 桌球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海空物流與行銷管理系 
（淡水校區） 008084 不拘 2 四年制  

A008 桌球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士林校區） 008085 不拘 2 四年制  

A008 桌球 亞東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008086 男 1 四年制 1.安排鄧碧珍、鄧碧雲及黃振華老師
培訓選手，提供運動場館訓練。2.提
供學雜費減免、急難慰問、工讀及獎

助學金。3.實施基本能力指標強化就
業力。4.交通便捷，捷運板南線「亞
東醫院」站步行 3 分鐘可達本校。 

A008 桌球 亞東科技大學 通訊工程系 008087 男 1 四年制 

A008 桌球 亞東科技大學 醫務管理系 008088 男 1 四年制 

A008 桌球 臺北市立大學 球類運動學系 008089 不拘 4 四年制  
A008 桌球 臺北市立大學 體育學系 008090 女 5 四年制  
A008 桌球 臺北市立大學 體育學系 008091 男 4 四年制  

A009 足球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009001 女 6 四年制 

1.上課地點：和平校區。2.師培與非

師培並行學系，可依規定申請為師培
生或依相關辦法考試錄取後修習教
育學程。3.校隊有游泳、籃球(男)、桌

球、排球(女)、網球、田徑等六個校
代表隊。 

A009 足球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園生產系 009002 不拘 1 四年制 

1.日間部。2.本校學生於畢業前，應
取得具公信力之語言測驗機構舉辦
之外語能力測驗，其通過之標準請參

閱本校外語實務課程實施要點。3.須
至業界實習一學期，且部份課程將安
排於暑期授課。 

A009 足球 國立體育大學 休閒產業經營學系 009003 不拘 2 四年制  
A009 足球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球類運動學系 009004 女 3 四年制  
A009 足球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體育學系 009005 不拘 2 四年制  

A009 足球 輔仁大學 生命科學系 009006 不拘 1 四年制 本校將英文與資訊等二項基本能力

列入學士班之畢業條件。 

A009 足球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 
運動競技組 009007 不拘 8 四年制 

1.「運動績優甄審學生就讀獎學金辦
法」學生二年級起接受前一學年學習

或參賽績效審核 2.應參加學校運動
代表隊，參賽成績優異可申請「運動
績優獎勵金」3.資訊能力列入畢業條

件，英文能力需通過本系修業規則 

A009 足球 中國文化大學 體育學系 009008 男 5 四年制 

本校體育館總計 14 層樓，提供運動

訓練比賽與體育教學空間。並設有多
用途訓練室、男女 spa 水療池、室內
球場(籃球、網球、羽球、排球)、重

訓室、運動傷害防護室等設施。並提
供優秀運動員獎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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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種類 學校名稱 學系名稱 系科代碼 性別 名額 年制別 備註 

A009 足球 樹德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009009 不拘 2 四年制 

本校具足球代表隊、專業教練及專
業足球練習場地、108 學年度大專
校院足球聯賽第二級組第一名、109
學年度大專校院足球聯賽第一級組
第二名。 

A009 足球 臺北醫學大學 保健營養學系 009010 不拘 1 四年制 畢業條件：修習完本學系畢業學分
數，並符合學校畢業條件。 

A009 足球 中山醫學大學 健康產業科技管理學系 009011 不拘 1 四年制  

A009 足球 中山醫學大學 職業安全衛生學系 009012 不拘 1 四年制  

A009 足球 吳鳳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009013 不拘 3 四年制 四技夜間部、師資優良、場地設備
完善 

A009 足球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海洋運動休閒系 
（士林校區） 009014 不拘 5 四年制  

A010 橄欖球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文創設計產業 
學士學位學程 010003 男 2 四年制 

1.設有體育績優獎學金及服務學習
助學金。2.設標準人工草皮橄欖球
場及設備完善之健身房，可提供完

整訓練空間及環境。3.學生需修習
服務學習、至少一學期游泳課程，
具免修條件者得申請之；有英文畢

業門檻。 

A010 橄欖球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觀光管理 
學士學位學程 010004 男 1 四年制 

1.設有體育績優獎學金及服務學習
助學金。2.設標準人工草皮橄欖球

場及設備完善之健身房，可提供完
整訓練空間及環境。3.學生需修習
服務學習、至少一學期游泳課程，

具免修條件者得申請之；有英文畢
業門檻。 

A010 橄欖球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航運管理學系 
進修學士班資訊管理組 010006 男 1 四年制 

A010 橄欖球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球類運動學系 010007 男 4 四年制  

A010 橄欖球 中國文化大學 體育學系 010008 男 6 四年制 

本校體育館總計 14 層樓，提供運動
訓練比賽與體育教學空間。並設有

多用途訓練室、男女 spa 水療池、
室內球場(籃球、網球、羽球、排球)、
重訓室、運動傷害防護室等設施。

並提供優秀運動員獎助學金。 

A010 橄欖球 長榮大學 運動競技學系 010011 男 4 四年制 

1.甄審入學四年免學雜費。2.在學期
間有學生體育獎勵金，可供申請。

3.學校備有健身中心、運動傷害防
護室及各種專業教室。4.本校畢業
學分為 128 學分。 

A010 橄欖球 臺北市立大學 球類運動學系 010012 男 7 四年制  

A011 高爾夫 國立清華大學 運動科學系 011001 女 1 四年制  

A011 高爾夫 國立中正大學 運動競技學系 011002 不拘 2 四年制 

1.就學期間必須參加校隊訓練並代
表本校出賽。2.相關資訊請上網查
詢 。 教 務 處 網 址 ：

https://oaa.ccu.edu.tw/及體育中心網
址：https://reurl.cc/gzlxx7 

A011 高爾夫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011003 不拘 4 四年制 

1.上課地點：和平校區。2.師培與非
師培並行學系，可依規定申請為師
培生或依相關辦法考試錄取後修習

教育學程。3.校隊有游泳、籃球(男)、
桌球、排球(女)、網球、田徑等六個
校代表隊。 

A011 高爾夫 國立高雄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011004 不拘 2 四年制 

本系擁有運動健康與休閒三領域之
完善課程規劃、優秀師資、完備之
儀器設備與運動設施，歡迎有志往

本 領 域 發 展 之 學 生 報 考 。
https://dkhl.nuk.edu.tw/ 

A011 高爾夫 國立臺東大學 身心整合與 
運動休閒產業學系 011005 不拘 2 四年制  

A011 高爾夫 國立體育大學 球類運動技術學系 011006 不拘 2 四年制  

A011 高爾夫 國立屏東大學 體育學系 011007 不拘 2 四年制 
本校電話代表號：08-7663800。體育
學系分機：33601。體育室分機：

1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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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種類 學校名稱 學系名稱 系科代碼 性別 名額 年制別 備註 

A011 高爾夫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訊工程系 011008 不拘 2 四年制 

1.本校置各專項設備及訓練比賽
器材，另聘專業教練擔任師資，完

備年度訓練計畫及整合申請訓練
資源，以指導訓練及參賽。 
2.設有運動績優獎學金實施辦法、

參與校外競賽獎助學金實施要點
與課業輔導要點等措施。 

A011 高爾夫 高雄醫學大學 運動醫學系 011009 不拘 1 四年制 

1.本系宗旨目標，強調以培育「運

動醫學專業」人才為主，非培養體
育科班及教練人才。 2.除了修畢
規定畢業學分外，並需逹畢英文

畢業門檻標準：全民英檢中級初
試。 

A011 高爾夫 中山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011010 不拘 1 四年制  

A011 高爾夫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健康休閒管理系 
運動休閒組 011011 不拘 1 四年制 

1.四學年學雜費比照「國立大學收
費」。2.本校具有高爾夫球 B 級教
練證及多年獲得大專校院教職員

高爾夫球錦標賽前六名獎項的專
業教練。3.一年級學生得優先申請
住宿。4.畢業條件依各學系規定。 

A011 高爾夫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視光系 011012 不拘 1 四年制 
1.四學年學雜費比照「國立大學收
費」。2.本校具有高爾夫球 B 級教

練證及多年獲得大專校院教職員
高爾夫球錦標賽前六名獎項的專
業教練。3.一年級學生得優先申請

住宿。4.畢業條件依各學系規定。 
A011 高爾夫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系 011013 不拘 1 四年制 

A011 高爾夫 臺北市立大學 球類運動學系 011014 不拘 1 四年制  

A012 合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臺灣語文學系 012001 不拘 1 四年制  

A012 合球 國立體育大學 休閒產業經營學系 012005 男 3 四年制  

A012 合球 國立體育大學 休閒產業經營學系 012006 女 3 四年制  

A012 合球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運動保健系 012007 不拘 2 四年制  

A012 合球 中國文化大學 體育學系 012008 不拘 5 四年制 

本校體育館總計 14 層樓，提供運

動訓練比賽與體育教學空間。並
設有多用途訓練室、男女 spa 水
療池、室內球場(籃球、網球、羽

球、排球)、重訓室、運動傷害防
護室等設施。並提供優秀運動員
獎助學金。 

A012 合球 實踐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012009 不拘 1 四年制 

1.入學後編列運動代表隊，依「運

動代表隊管理辦法」之相關規定
參加訓練及比賽。2.適用運動績優
學生學業輔導辦法。 

A012 合球 實踐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012010 不拘 1 四年制 
A012 合球 實踐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012011 不拘 1 四年制 
A012 合球 實踐大學 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 012012 不拘 1 四年制 
A012 合球 實踐大學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 012013 不拘 2 四年制 
A012 合球 實踐大學 國際企業英語學位學程 012014 不拘 2 四年制 
A012 合球 實踐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012015 不拘 2 四年制 
A012 合球 實踐大學 會計學系 012016 不拘 1 四年制 
A012 合球 實踐大學 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 012017 不拘 4 四年制 
A012 合球 實踐大學 餐飲管理學系 012018 不拘 1 四年制 
A012 合球 實踐大學 應用外語學系 012019 不拘 1 四年制 

A013 手球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013001 不拘 4 四年制 

1.上課地點：和平校區。2.師培與
非師培並行學系，可依規定申請
為師培生或依相關辦法考試錄取

後修習教育學程。3.校隊有游泳、
籃球(男)、桌球、排球(女)、網球、
田徑等六個校代表隊。 

A013 手球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運動學系 013002 男 4 四年制  

A013 手球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球類運動學系 013003 不拘 4 四年制  

A013 手球 樹德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013004 不拘 2 四年制 
本校具手球代表隊、專業教練及
專業手球練習場地、109 年全國手

球錦標賽公開女甲組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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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3 手球 南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013005 不拘 1 四年制 

1.招生部別：日間部。2.錄取本校
且就讀者頒發二十萬元入學獎學
金(分八學期發放)。3.連續 5 年獲

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連續十二
年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大學獎
勵，中部科大第一。 

A013 手球 臺北市立大學 球類運動學系 013006 不拘 4 四年制  

A014 撞球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物理學系 014001 不拘 1 四年制 

1.上課地點：燕巢校區。2.本系為
師培與非師培並行學系，新生入

學後可依本校所訂之相關辦法申
請為師培生，或依本校『學生修習
教育學程辦法』考試錄取後，修習

教育學程。 
A014 撞球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運動保健系 014002 女 1 四年制  

A014 撞球 中國文化大學 體育學系 014003 不拘 4 四年制 

本校體育館總計 14 層樓，提供運

動訓練比賽與體育教學空間。並
設有多用途訓練室、男女 spa 水
療池、室內球場(籃球、網球、羽

球、排球)、重訓室、運動傷害防
護室等設施。並提供優秀運動員
獎助學金。 

A014 撞球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餐飲廚藝系 014004 不拘 1 四年制 

設有優秀新生入學、運動績優生
及運動代表隊競賽成績優秀獎學
金，並為鼓勵本校運動員於受訓

參賽為國為校爭光之餘能兼顧課
業，特提供運動代表隊選手學業
成績加分辦法及課業輔導機制，

以彌補因選訓與參賽影響課業學
習。 

A014 撞球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海洋運動休閒系 
（士林校區） 014005 不拘 2 四年制  

A014 撞球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演藝時尚事業管理系 
（淡水校區） 014006 不拘 2 四年制  

A014 撞球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士林校區） 014007 不拘 2 四年制  

A014 撞球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寵物業經營管理系 
（淡水校區） 014008 不拘 1 四年制  

A014 撞球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觀光旅遊事業管理系 
（淡水校區） 014009 不拘 2 四年制  

A014 撞球 臺北市立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014010 女 1 四年制  

A015 木球 國立高雄大學 運動競技學系 015001 女 2 四年制 
本系為高屏地區國立大學唯一運
動競技學系，目前設有棒球、羽
球、桌球、游泳及木球，五個專長

項目，竭誠歡迎報考本系。詳細簡
介 請 參 考 本 系 網 頁 ，
http://dap.nuk.edu.tw。 

A015 木球 國立高雄大學 運動競技學系 015002 男 2 四年制 

A015 木球 國立東華大學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015003 不拘 1 四年制 

學生除須修畢畢業應修學分外，
尚需通過英語、程式設計能力及
跨域自主學習認證等畢業標準，

方得畢業。體育相關培訓計畫、教
練、專長及資源，請參考體育中心
及招生學系網頁；獎助學金項目

請至學生事務處網頁查詢。 

A015 木球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不分系學士班 015004 不拘 2 四年制 

1.培訓目標：大專校院運動會公開

男子團體賽前四名、雙人賽、個人
賽前三名。2.訓練時間：星期一下
午、星期四晚上。3.獎學金：代表

本校參加大專院校運動會及代表
國家參加國際比賽，前 8 名均可
獲獎。 

A015 木球 國立體育大學 體育推廣學系 015005 不拘 4 四年制  
A015 木球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運動保健系 015006 不拘 2 四年制  
A015 木球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運動事業管理學系 015007 不拘 6 四年制  
A015 木球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體育學系 015008 不拘 2 四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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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5 木球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 
運動健康管理組 015009 不拘 4 四年制 

1.「運動績優甄審學生就讀獎學金
辦法」學生二年級起接受前一學年
學習或參賽績效審核。2.應參加學

校運動代表隊，參賽成績優異可申
請「運動績優獎勵金」。3.資訊能力
列入畢業條件，英文能力需通過本

系修業規則。 

A015 木球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海洋運動休閒系 
（士林校區） 015010 不拘 5 四年制  

A015 木球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健康促進與銀髮保健系

（淡水校區） 015011 不拘 5 四年制  

A015 木球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健康促進與銀髮保健系

（淡水校區） 015012 不拘 5 四年制 進修部 

A015 木球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淡水校區） 015013 不拘 2 四年制  

A016 曲棍球 亞洲大學 休閒與遊憩學系 
旅遊事業管理組 016001 不拘 2 四年制  

A016 曲棍球 亞洲大學 休閒與遊憩學系 
餐旅事業管理組 016002 不拘 2 四年制  

A016 曲棍球 臺北市立大學 球類運動學系 016003 不拘 2 四年制  

A017 保齡球 國立高雄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017001 不拘 2 四年制 

本系擁有運動健康與休閒三領域

之完善課程規劃、優秀師資、完備
之儀器設備與運動設施，歡迎有志
往本領域發展之學生報考。

https://dkhl.nuk.edu.tw/ 

A017 保齡球 中國文化大學 體育學系 017002 不拘 3 四年制 

本校體育館總計 14 層樓，提供運
動訓練比賽與體育教學空間。並設

有多用途訓練室、男女 spa 水療
池、室內球場(籃球、網球、羽球、
排球)、重訓室、運動傷害防護室等

設施。並提供優秀運動員獎助學
金。 

A019 柔道 國立中正大學 運動競技學系 019001 不拘 2 四年制 

1.就學期間必須參加校隊訓練並
代表本校出賽。2.相關資訊請上網
查 詢 。 教 務 處 網 址 ：

https://oaa.ccu.edu.tw/及體育中心
網址：https://reurl.cc/gzlxx7 

A019 柔道 國立臺東大學 運動競技學士學位學程 019002 不拘 3 四年制 

以游泳、輕艇、鐵人三項、田徑、

棒球、柔道、射擊、舉重、桌球、
足球、龍舟、體操錄取本校，獲下
列賽事前三名獎勵：亞奧運國際錦

標賽十萬元；全國運動會比賽五萬
元；全中運比賽二萬元；全國高中
聯賽最優級組二萬元。 

A019 柔道 國立屏東大學 體育學系 019004 不拘 2 四年制 
本校電話代表號：08-7663800。體
育學系分機：33601。體育室分機：

10512。 
A019 柔道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技擊運動學系 019005 不拘 4 四年制  

A019 柔道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體育學系 019006 不拘 3 四年制  

A019 柔道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 
體育學組 019007 男 4 四年制 

1.「運動績優甄審學生就讀獎學金

辦法」學生二年級起接受前一學年
學習或參賽績效審核。2.應參加學
校運動代表隊，參賽成績優異可申

請「運動績優獎勵金」。3.資訊能力
列入畢業條件，英文能力需通過本
系修業規則。 

A019 柔道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 
體育學組 019008 女 2 四年制 

A019 柔道 中國文化大學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 019009 男 1 四年制 
本校體育館總計 14 層樓，提供運
動訓練比賽與體育教學空間。並設

有多用途訓練室、男女 spa 水療
池、室內球場(籃球、網球、羽球、
排球)、重訓室、運動傷害防護室等

設施。並提供優秀運動員獎助學
金。 

A019 柔道 中國文化大學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 019010 女 1 四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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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9 柔道 景文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019011 不拘 1 四年制 
本系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畢
業前應取得之專業點數、通過語文
能力測驗及應修習學程課程，則依

本系相關規定辦理。 
A019 柔道 吳鳳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019012 不拘 2 四年制 四技日間部、師資優良、場地設備

完善 A019 柔道 吳鳳科技大學 消防系 019013 不拘 2 四年制 

A019 柔道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寵物業經營管理系 
（淡水校區） 019014 不拘 1 四年制  

A019 柔道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觀光旅遊事業管理系 
（淡水校區） 019015 不拘 2 四年制  

A019 柔道 臺北市立大學 技擊運動學系 019016 不拘 2 四年制  
A020 空手道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東亞學系 020001 不拘 1 四年制  

A020 空手道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020002 不拘 2 四年制 

培訓總目標：1 奪得國際成績。2 培
育選手專業知能，朝向專任運動教

練發展。訓練地點：內湖高中、重
量訓練室。訓練時段：每週一、二、
三、四、五下午 4 時至 6 時。教

練：蘇尚志。知名運動選手：文姿
云。 

A020 空手道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運動學系 020003 不拘 3 四年制  

A020 空手道 國立臺東大學 體育學系 020004 不拘 4 四年制  

A020 空手道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 020005 不拘 1 四年制  

A020 空手道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事資訊科技系 020006 不拘 3 四年制 1.本校置各專項設備及訓練比賽
器材，另聘專業教練擔任師資，完

備年度訓練計畫及整合申請訓練
資源，以指導訓練及參賽。 
2.設有運動績優獎學金實施辦法、

參與校外競賽獎助學金實施要點
與課業輔導要點等措施。 

A020 空手道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航運技術系 020007 不拘 2 四年制 

A020 空手道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輪機工程系 020008 不拘 1 四年制 

A020 空手道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技擊運動學系 020009 不拘 4 四年制  

A020 空手道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 
運動健康管理組 020010 不拘 2 四年制 

1.「輔仁大學獎勵運動績優甄審學
生就讀獎學金辦法」學生二年級起
接受前一學年學習或參賽績效審

核 2.參賽成績優異可申請「輔仁大
學運動績優獎勵金」3.資訊能力列
入畢業條件，英文能力需通過本系

修業規則。 

A020 空手道 中國文化大學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 020011 男 1 四年制 
本校體育館總計 14 層樓，提供運
動訓練比賽與體育教學空間。並設

有多用途訓練室、男女 spa水療池、
室內球場(籃球、網球、羽球、排
球)、重訓室、運動傷害防護室等設

施。並提供優秀運動員獎助學金。 
A020 空手道 中國文化大學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 020012 女 1 四年制 

A020 空手道 實踐大學 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 020013 不拘 1 四年制 
1.入學後編列運動代表隊，依「運

動代表隊管理辦法」之相關規定參
加訓練及比賽。2.適用運動績優學
生學業輔導辦法。 

A020 空手道 樹德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020014 不拘 2 四年制 

本校具空手道代表隊、專業教練及
專業空手道練習場地 、中華民國
108 年度全國中正盃空手道錦標

賽大專女組個人對打第二量級第
一名。 

A020 空手道 育達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系 020015 不拘 2 四年制 

1.本校提供新生入學獎助學金，核
發原則詳細內容可至本校招生處
網站查詢。2.本校推動雙聯學制，

與日本、韓國姐妹校合作，學生繳
交台灣學費，4 年可取得本校及合
作姊妹校學位。 

A020 空手道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演藝時尚事業管理系 
（淡水校區） 020016 不拘 2 四年制  

A020 空手道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寵物業經營管理系 
（淡水校區） 020017 不拘 1 四年制  

A020 空手道 臺北市立大學 技擊運動學系 020018 不拘 2 四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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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0 空手道 臺北市立大學 體育學系 020019 女 3 四年制  

A020 空手道 臺北市立大學 體育學系 020020 男 3 四年制  

A021 跆拳道 國立臺灣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021001 不拘 1 四年制 
每週有專長訓練課程 

A021 跆拳道 國立臺灣大學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021002 不拘 1 四年制 

A021 跆拳道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球科學系 021004 不拘 1 四年制 

本系旨在培養熱愛自然、具永續發

展、系統性思維、跨領域思考及解
決問題能力之專業人才，並提供地
科教學知能與教育專業知識，培育

健全之地球科學師資。 
A021 跆拳道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東亞學系 021005 不拘 1 四年制  

A021 跆拳道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運動競技學系 021006 不拘 1 四年制 

目標 1.奪得亞奧運、世大運等國際

成績。2.積極推展跆拳道項目。訓
練地點：公館校區跆拳道場。訓練
時段：每週一、二、四、五下午 4
時至 7 時等。教練：李佳融、柯易
智、黃珮昀 

A021 跆拳道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臺灣語文學系 021007 不拘 1 四年制  

A021 跆拳道 國立中正大學 心理學系 021008 不拘 1 四年制 
1.就學期間必須參加校隊訓練並
代表本校出賽。2.相關資訊請上網

查 詢 。 教 務 處 網 址 ：
https://oaa.ccu.edu.tw/及體育中心
網址：https://reurl.cc/gzlxx7 

A021 跆拳道 國立中正大學 運動競技學系 021009 不拘 2 四年制 

A021 跆拳道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021010 不拘 2 四年制 

1.上課地點：和平校區。2.師培與
非師培並行學系，可依規定申請為
師培生或依相關辦法考試錄取後

修習教育學程。3.校隊有游泳、籃
球(男)、桌球、排球(女)、網球、田
徑等六個校代表隊。 

A021 跆拳道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運動學系 021011 不拘 6 四年制  

A021 跆拳道 國立高雄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021012 不拘 2 四年制 

本系擁有運動健康與休閒三領域
之完善課程規劃、優秀師資、完備

之儀器設備與運動設施，歡迎有志
往本領域發展之學生報考。
https://dkhl.nuk.edu.tw/ 

A021 跆拳道 國立東華大學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021013 不拘 2 四年制 

學生除須修畢畢業應修學分外，尚
需通過英語、程式設計能力及跨域

自主學習認證等畢業標準，方得畢
業。體育相關培訓計畫、教練、專
長及資源，請參考體育中心及招生

學系網頁；獎助學金項目請至學生
事務處網頁查詢。 

A021 跆拳道 國立臺東大學 體育學系 021014 不拘 2 四年制  

A021 跆拳道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 021015 不拘 1 四年制  

A021 跆拳道 國立體育大學 技擊運動技術學系 021016 不拘 5 四年制  

A021 跆拳道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技擊運動學系 021017 不拘 4 四年制  

A021 跆拳道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 
運動競技組 021018 不拘 3 四年制 

1.運動績優甄審學生就讀獎學金
辦,學生二年級起接受前一學年學

習或參賽績效審核。2.對打優先、
品勢次之應參加學校運動代表隊，
成績優異可申請運動績優獎勵金。

3.資訊能力列入畢業條件，英文能
力需通過本系修業規則。 

A021 跆拳道 中原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021019 不拘 2 四年制  

A021 跆拳道 中原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021020 不拘 2 四年制  

A021 跆拳道 中原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021021 不拘 2 四年制  

A021 跆拳道 中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021022 不拘 2 四年制  

A021 跆拳道 中國文化大學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 021023 男 1 四年制 
本校體育館總計 14 層樓，提供運

動訓練比賽與體育教學空間。並設
有多用途訓練室、男女 spa水療池、
室內球場(籃球、網球、羽球、排

球)、重訓室、運動傷害防護室等設
施。並提供優秀運動員獎助學金 

A021 跆拳道 中國文化大學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 021024 女 1 四年制 

 



- 27 - 

111 學年度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第 2 次甄審剩餘名額 
A 高中組甄審 

運動種類 學校名稱 學系名稱 系科代碼 性別 名額 年制別 備註 

A021 跆拳道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 
(主修：企業管理) 021025 不拘 1 四年制  

A021 跆拳道 高雄醫學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021026 不拘 1 四年制 

1.學生畢業並經國家考試取得物
理治療師執照後，可任職於醫療、

長期照護、社福、各級學校特殊教
育系統等機構任職，亦可從事輔具
科技產品研發、運動訓練與運動防

護等相關工作。2.畢業條件請參考
學系網址。 

A021 跆拳道 高雄醫學大學 運動醫學系 021027 不拘 1 四年制 

1.本系宗旨目標，強調以培育「運

動醫學專業」人才為主，非培養體
育科班及教練人才。 2.除了修畢
規定畢業學分外，並需逹畢英文畢

業門檻標準：全民英檢中級初試。 

A021 跆拳道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寵物業經營管理系 
（淡水校區） 021028 不拘 1 四年制  

A021 跆拳道 臺北市立大學 技擊運動學系 021029 不拘 2 四年制  

A021 跆拳道 臺北市立大學 體育學系 021030 女 3 四年制  

A021 跆拳道 臺北市立大學 體育學系 021031 男 3 四年制  

A022 拳擊 國立清華大學 運動科學系 022001 不拘 1 四年制  

A022 拳擊 國立臺東大學 運動競技學士學位學程 022003 不拘 2 四年制  

A022 拳擊 國立體育大學 技擊運動技術學系 022004 不拘 2 四年制  

A022 拳擊 國立屏東大學 體育學系 022005 不拘 2 四年制 
本校電話代表號：08-7663800。體

育學系分機：33601。體育室分機：
10512。 

A022 拳擊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技擊運動學系 022006 不拘 2 四年制  

A022 拳擊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 
體育學組 022007 男 2 四年制 

1.「運動績優甄審學生就讀獎學金
辦法」學生二年級起接受前一學年
學習或參賽績效審核。2.應參加學

校運動代表隊，參賽成績優異可申
請「運動績優獎勵金」。3.資訊能力
列入畢業條件，英文能力需通過本

系修業規則。 
A022 拳擊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 

體育學組 022008 女 2 四年制 

A022 拳擊 中國文化大學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 022009 男 1 四年制 
本校體育館總計 14 層樓，提供運
動訓練比賽與體育教學空間。並設

有多用途訓練室、男女 spa水療池、
室內球場(籃球、網球、羽球、排
球)、重訓室、運動傷害防護室等設

施。並提供優秀運動員獎助學金。 
A022 拳擊 中國文化大學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 022010 女 1 四年制 

A022 拳擊 樹德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022011 不拘 2 四年制 
本校具拳擊代表隊、專業教練及專

業技擊教室、109 全國大專校院運
動會拳擊公開女生組第一量級第
一名。 

A022 拳擊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演藝時尚事業管理系 
（淡水校區） 022012 不拘 2 四年制  

A022 拳擊 臺北市立大學 技擊運動學系 022013 不拘 1 四年制  

A023 國術 國立高雄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023001 不拘 2 四年制 

本系擁有運動健康與休閒三領域
之完善課程規劃、優秀師資、完備

之儀器設備與運動設施，歡迎有志
往本領域發展之學生報考。
https://dkhl.nuk.edu.tw/ 

A023 國術 國立臺東大學 體育學系 023002 不拘 2 四年制  

A023 國術 中國文化大學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 023003 男 4 四年制 
本校體育館總計 14 層樓，提供運
動訓練比賽與體育教學空間。並設

有多用途訓練室、男女 spa水療池、
室內球場(籃球、網球、羽球、排
球)、重訓室、運動傷害防護室等設

施。並提供優秀運動員獎助學金。 
A023 國術 中國文化大學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 023004 女 4 四年制 

A023 國術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健康促進與銀髮保健系 
（淡水校區） 023005 不拘 5 四年制 進修部 

A023 國術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健康促進與銀髮保健系 
（淡水校區） 023006 不拘 5 四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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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3 國術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淡水校區） 023007 不拘 2 四年制  

A023 國術 臺北市立大學 體育學系 023008 女 2 四年制  
A023 國術 臺北市立大學 體育學系 023009 男 2 四年制  

A024 武術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024002 不拘 4 四年制 

1.上課地點：和平校區。2.師培與
非師培並行學系，可依規定申請

為師培生或依相關辦法考試錄
取後修習教育學程。3.校隊有游
泳、籃球(男)、桌球、排球(女)、
網球、田徑等六個校代表隊。 

A024 武術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運動學系 024003 不拘 3 四年制  

A024 武術 國立高雄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024004 不拘 2 四年制 

本系擁有運動健康與休閒三領

域之完善課程規劃、優秀師資、
完備之儀器設備與運動設施，歡
迎有志往本領域發展之學生報

考。https://dkhl.nuk.edu.tw/ 
A024 武術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體育系(進修學士班) 024006 不拘 1 四年制  

A024 武術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體育學系 024007 不拘 4 四年制  

A024 武術 中國文化大學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 024008 男 1 四年制 
本校體育館總計 14 層樓，提供
運動訓練比賽與體育教學空間。
並設有多用途訓練室、男女 spa
水療池、室內球場(籃球、網球、
羽球、排球)、重訓室、運動傷害
防護室等設施。並提供優秀運動

員獎助學金。 

A024 武術 中國文化大學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 024009 女 1 四年制 

A024 武術 育達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系 024010 不拘 1 四年制 
1.本校提供新生入學獎助學金，
核發原則詳細內容可至本校招

生處網站查詢。2.本校推動雙聯
學制，與日本、韓國姐妹校合作，
學生繳交台灣學費，4 年可取得

本校及合作姊妹校學位。 
A024 武術 育達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管理系 024011 不拘 1 四年制 

A024 武術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健康促進與銀髮保健系 
（淡水校區） 024012 不拘 5 四年制  

A024 武術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健康促進與銀髮保健系 
（淡水校區） 024013 不拘 5 四年制 進修部 

A024 武術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淡水校區） 024014 不拘 2 四年制  

A024 武術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演藝時尚事業管理系 
（淡水校區） 024015 不拘 2 四年制  

A024 武術 臺北市立大學 技擊運動學系 024016 不拘 1 四年制  

A025 太極拳 國立高雄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 025001 不拘 1 四年制 

本系除傳統的基礎法學教育外，

特別著重財經法學教育，畢業生
可參加司法官、律師等國家考試
及擔任法務人員。有關畢業學分

等相關規定請參考本系網頁: 
http://defl.nuk.edu.tw/ 

A025 太極拳 國立臺東大學 
身心整合與 
運動休閒產業學系 025002 不拘 3 四年制  

A025 太極拳 國立臺東大學 體育學系 025003 不拘 2 四年制  

A025 太極拳 國立體育大學 技擊運動技術學系 025004 不拘 1 四年制  

A025 太極拳 國立體育大學 運動保健學系 025005 不拘 1 四年制  

A025 太極拳 中國文化大學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 025006 男 1 四年制 
本校體育館總計 14 層樓，提供
運動訓練比賽與體育教學空間。

並設有多用途訓練室、男女 spa
水療池、室內球場(籃球、網球、
羽球、排球)、重訓室、運動傷害

防護室等設施。並提供優秀運動
員獎助學金。 

A025 太極拳 中國文化大學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 025007 女 1 四年制 

A025 太極拳 臺北醫學大學 高齡健康暨長期照護學系 025008 不拘 1 四年制 
畢業條件：1.修習完本學系畢業

學分數。2.通過全民英檢中級複
試或其他同等英文檢定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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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5 太極拳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健康促進與銀髮保健系

（淡水校區） 025009 不拘 5 四年制  

A025 太極拳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健康促進與銀髮保健系

（淡水校區） 025010 不拘 5 四年制 進修部 

A025 太極拳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淡水校區） 025011 不拘 2 四年制  

A026 角力 國立中正大學 運動競技學系 026001 不拘 3 四年制 

1.就學期間必須參加校隊訓練並
代表本校出賽。2.相關資訊請上
網 查 詢 。 教 務 處 網 址 ：

https://oaa.ccu.edu.tw/ 及體育中
心網址：https://reurl.cc/gzlxx7 

A026 角力 國立臺東大學 體育學系 026002 不拘 2 四年制  

A026 角力 國立體育大學 技擊運動技術學系 026003 不拘 1 四年制  

A026 角力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技擊運動學系 026004 不拘 2 四年制  

A026 角力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 
運動健康管理組 026005 不拘 2 四年制 

1.「輔仁大學獎勵運動績優甄審
學生就讀獎學金辦法」學生二年

級起接受前一學年學習或參賽
績效審核 2.參賽成績優異可申
請「輔仁大學運動績優獎勵金」

3.資訊能力列入畢業條件，英文
能力需通過本系修業規則。 

A026 角力 中國文化大學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 026006 男 1 四年制 
本校體育館總計 14 層樓，提供

運動訓練比賽與體育教學空間。
並設有多用途訓練室、男女 spa
水療池、室內球場(籃球、網球、

羽球、排球)、重訓室、運動傷害
防護室等設施。並提供優秀運動
員獎助學金。 

A026 角力 中國文化大學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 026007 女 1 四年制 

A026 角力 景文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026008 不拘 1 四年制 

1.本系畢業條件：修畢 128 學分，
畢業前取得專業能力對照點數 2
點。2.悉依學校規定提供表現優
異學生獎助學金。3.本系可引薦
校內或至企業工讀及實習機會。 

A026 角力 景文科技大學 行動商務與多媒體應用系 026009 不拘 1 四年制 
本系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畢業前應取得之專業點數、通過
語文能力測驗依本系相關規定

辦理。 

A026 角力 景文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026010 不拘 1 四年制 
本系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畢業前應取得之專業點數、通過
語文能力測驗及應修習學程課
程，則依本系相關規定辦理。 

A026 角力 景文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系 026011 不拘 1 四年制 

1.畢業條件：須取得必選修課程
共 128 學分及專業能力點數。2.
獎學金：有入學獎學金、工讀機

會、證照達人獎金與紓困金可供
申請。 

A026 角力 吳鳳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026012 不拘 3 四年制 四技日間部、師資優良、場地設
備完善 

A026 角力 臺北市立大學 技擊運動學系 026013 不拘 2 四年制  

A027 劍道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體育學系 027001 不拘 2 四年制  

A027 劍道 淡江大學 人工智慧學系 027002 不拘 1 四年制 

1.每學期提供運動代表隊體育獎
學金 23 名。2.體育處優先提供運
動代表隊工讀時數和機會。3.設
有 17 種項目共 29 支運動代表隊
提供展現運動成就。4.本校訂有
運動績優學生輔導作業要點及

優秀運動員獎勵要點。 

A027 劍道 中國文化大學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 027003 男 1 四年制 
本校體育館總計 14 層樓，提供

運動訓練比賽與體育教學空間。
並設有多用途訓練室、男女 spa
水療池、室內球場(籃球、網球、

羽球、排球)、重訓室、運動傷害
防護室等設施。並提供優秀運動
員獎助學金。 

A027 劍道 中國文化大學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 027004 女 1 四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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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8 擊劍 國立高雄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028004 不拘 2 四年制 

本系擁有運動健康與休閒三領域
之完善課程規劃、優秀師資、完備
之儀器設備與運動設施，歡迎有志

往本領域發展之學生報考。 
https://dkhl.nuk.edu.tw/ 

A028 擊劍 國立體育大學 休閒產業經營學系 028005 不拘 1 四年制  

A028 擊劍 國立體育大學 技擊運動技術學系 028006 不拘 1 四年制  

A028 擊劍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運動保健系 028007 不拘 1 四年制  

A028 擊劍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休閒運動學系 028008 不拘 2 四年制  

A028 擊劍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技擊運動學系 028009 不拘 5 四年制  

A028 擊劍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 
運動競技組 028010 不拘 4 四年制 

1.「運動績優甄審學生就讀獎學金

辦法」學生二年級起接受前一學年
學習或參賽績效審核。2.應參加學
校運動代表隊，參賽成績優異可申

請「運動績優獎勵金」。3.資訊能
力列入畢業條件，英文能力需通過
本系修業規則。 

A028 擊劍 中國文化大學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 028011 男 1 四年制 
本校體育館總計 14 層樓，提供運
動訓練比賽與體育教學空間。並設
有多用途訓練室、男女 spa 水療池、

室內球場(籃球、網球、羽球、排球)、
重訓室、運動傷害防護室等設施。
並提供優秀運動員獎助學金。 

A028 擊劍 中國文化大學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 028012 女 1 四年制 

A028 擊劍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海空物流與行銷管理系 
（淡水校區） 028013 不拘 2 二技  

A028 擊劍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海空物流與行銷管理系 
（淡水校區） 028014 不拘 2 四年制  

A028 擊劍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健康促進與銀髮保健系 
（淡水校區） 028015 不拘 5 四年制  

A029 射箭 國立政治大學 韓國語文學系 029001 不拘 1 四年制 
入學後須符合本校運動成績績優

學生認定標準，始得適用學則中運
動績優生相關之規定。 

A029 射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球科學系 029003 不拘 1 四年制 

本系旨在培養熱愛自然、具永續發

展、系統性思維、跨領域思考及解
決問題能力之專業人才，並提供地
科教學知能與教育專業知識，培育

健全之地球科學師資。 

A029 射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運動競技學系 029004 不拘 2 四年制 

培訓總目標：1.奪得亞奧運、世大

運等國際成績。2.培育優質射箭選
手並與企業聯賽接軌。訓練時間：
一、二、四、五 15~17 時。教練：

李濤名。知名選手：彭士誠、魏均
珩、洪晟浩、雷千瑩 

A029 射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臺灣語文學系 029005 不拘 1 四年制  

A029 射箭 國立中山大學 生物科學系 029006 不拘 1 四年制 1.本校訂有課業輔導機制，輔導學
生順利完成學位。2.需依規定通過

本校「英語文能力標準」(含英文檢
定標準及補救措施等相關規定)方
得畢業。3.以上各項說明若有未盡

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
定辦理。 

A029 射箭 國立中山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029007 不拘 1 四年制 

A029 射箭 國立中山大學 劇場藝術學系 029008 不拘 1 四年制 

A029 射箭 國立中正大學 運動競技學系 029009 不拘 2 四年制 

1.就學期間必須參加校隊訓練並代

表本校出賽。2.相關資訊請上網查
詢 。 教 務 處 網 址 ：
https://oaa.ccu.edu.tw/及體育中心

網址：https://reurl.cc/gzlxx7 

A029 射箭 國立高雄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029010 不拘 2 四年制 

本系擁有運動健康與休閒三領域

之完善課程規劃、優秀師資、完備
之儀器設備與運動設施，歡迎有志
往本領域發展之學生報考。 
https://dkhl.nuk.edu.tw/ 

A029 射箭 國立臺東大學 體育學系 029011 不拘 2 四年制  

A029 射箭 國立體育大學 陸上運動技術學系 029012 不拘 2 四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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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9 射箭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技擊運動學系 029013 不拘 2 四年制  

A029 射箭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 
運動競技組 029014 不拘 4 四年制 

1.「運動績優甄審學生就讀獎學金
辦法」學生二年級起接受前一學年

學習或參賽績效審核。2.應參加學
校運動代表隊，參賽成績優異可申
請「運動績優獎勵金」。3.資訊能

力列入畢業條件，英文能力需通過
本系修業規則。 

A029 射箭 中國文化大學 體育學系 029015 不拘 5 四年制 

本校體育館總計 14 層樓，提供運

動訓練比賽與體育教學空間。並設
有多用途訓練室、男女 spa 水療池、
室內球場(籃球、網球、羽球、排球)、
重訓室、運動傷害防護室等設施。
並提供優秀運動員獎助學金。 

A029 射箭 實踐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029016 不拘 2 四年制 
1.入學後編列運動代表隊，依「運
動代表隊管理辦法」之相關規定參

加訓練及比賽。2.適用運動績優學
生學業輔導辦法。 

A029 射箭 實踐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 029017 不拘 1 四年制 
A029 射箭 實踐大學 資訊科技與通訊學系 029018 不拘 1 四年制 
A029 射箭 實踐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 029019 不拘 1 四年制 

A029 射箭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029020 不拘 1 四年制 
1.四學年學雜費比照「國立大學收

費」。2.本校有戶外射箭練習場地，
具有國家級射箭教練證的專業教
練。3.一年級學生得優先申請住宿。

4.畢業條件依各學系規定。 
A029 射箭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029021 不拘 1 四年制 

A029 射箭 臺北市立大學 陸上運動學系 029022 不拘 1 四年制  

A030 射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運動競技學系 030001 女 1 四年制 
以奧、亞運及世大運等國際賽事奪

牌為目標並培育優質射擊選手為
發展重點。知名選手：余艾玟、林
穎欣、吳佳穎 

A030 射擊 國立中正大學 運動競技學系 030002 不拘 3 四年制 

1.就學期間必須參加校隊訓練並代
表本校出賽。2.相關資訊請上網查
詢 。 教 務 處 網 址 ：

https://oaa.ccu.edu.tw/及體育中心
網址：https://reurl.cc/gzlxx7 

A030 射擊 國立高雄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030003 不拘 2 四年制 

本系擁有運動健康與休閒三領域
之完善課程規劃、優秀師資、完備
之儀器設備與運動設施，歡迎有志

往本領域發展之學生報考。 
https://dkhl.nuk.edu.tw/ 

A030 射擊 國立臺東大學 運動競技學士學位學程 030004 不拘 2 四年制 

以游泳、輕艇、鐵人三項、田徑、

棒球、柔道、射擊、舉重、桌球、
足球、龍舟、體操錄取本校，獲下
列賽事前三名獎勵：亞奧運國際錦

標賽十萬元；全國運動會比賽五萬
元；全中運比賽二萬元；全國高中
聯賽最優級組二萬元。 

A030 射擊 國立臺東大學 體育學系 030005 不拘 2 四年制 

以游泳、輕艇、鐵人三項、田徑、
棒球、柔道、射擊、舉重、桌球、

足球、龍舟、體操錄取本校，獲下
列賽事前三名獎勵：亞奧運國際錦
標賽十萬元；全國運動會比賽五萬

元；全中運比賽二萬元；全國高中
聯賽最優級組二萬元。 

A030 射擊 國立體育大學 技擊運動技術學系 030006 不拘 1 四年制  

A030 射擊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體育系(進修學士班) 030007 不拘 2 四年制  

A030 射擊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 
運動健康管理組 030008 不拘 2 四年制 

1.「輔仁大學獎勵運動績優甄審學
生就讀獎學金辦法」學生二年級起
接受前一學年學習或參賽績效審

核。2.參賽成績優異可申請「輔仁
大學運動績優獎勵金」3.資訊能力
列入畢業條件，英文能力需通過本

系修業規則。 
A030 射擊 臺北市立大學 運動健康科學系 030009 不拘 2 四年制  

A031 游泳 國立清華大學 清華學院學士班 031001 男 1 四年制  

A031 游泳 國立清華大學 清華學院學士班 031002 女 1 四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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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1 游泳 國立臺灣大學 人類學系 031003 不拘 1 四年制 

每週有專長訓練課程 
A031 游泳 國立臺灣大學 國際體育運動事務 

學士學位學程 031005 不拘 1 四年制 

A031 游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球科學系 031006 不拘 1 四年制 

本系旨在培養熱愛自然、具永續發
展、系統性思維、跨領域思考及解決

問題能力之專業人才，並提供地科教
學知能與教育專業知識，培育健全之
地球科學師資。 

A031 游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東亞學系 031007 不拘 1 四年制  

A031 游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運動競技學系 031008 不拘 2 四年制 

1.入選國家代表隊，為國爭光。2.延續
游泳選手生涯。訓練地點：本校室內

溫水游泳池、重量訓練室。訓練時段：
每週一、二、四、五晚上 6 時至 10 時。
教練：鄭國輝。 

A031 游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臺灣語文學系 031009 不拘 1 四年制  

A031 游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031010 不拘 2 四年制 

培訓總目標：奪取國際成績。訓練地

點：本校室內溫水游泳池。訓練時段：
每週一、二、四、五晚上 5 時至 9 時。
教練：鄭國輝、黃智勇。知名運動選

手：林謙如、王甯、江信宏、林昱安、
聶品潔、張國基、吳浚鋒、王冠閎。 

A031 游泳 國立中興大學 國際農企業學士學位學程 031011 不拘 1 四年制 

本學程為全英語授課，為四年制學士
學位，招收全世界各國學生，需檢附
英聽定標準 A，英語畢業門檻須達

TOEIC 750 分，系所相關資訊，詳見
http://web.nchu.edu.tw/~impa/ 

A031 游泳 國立中央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031012 不拘 3 四年制 
相關修業規定請參酌本校教務章則。

本校備有資源、體育專⻑項⽬、培育
計畫等。可參酌本校運動代表隊專
⻑，或洽體育室。 

A031 游泳 國立中央大學 物理學系 031013 不拘 1 四年制 

本系最低畢業學分為 128，詳細規定
請參見本校教務章則。本校備有資

源、教練、體育專長項目、培育計畫
等，可參酌本校運動代表隊專長，或
洽詢體育室。 

A031 游泳 國立中央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031014 不拘 1 四年制 

1.本系最低畢業學分為 128，其中必修
課程 89 學分，且必須修習通過系上
選修科⽬15 學分。2.本校訂有英文能

⼒畢業⾨檻及「學⽣服務學習施⾏辦
法」。 

A031 游泳 國立中央大學 經濟學系 031015 不拘 1 四年制 

1.本系最低畢業學分為 128，其中必修
課程 80 學分，且必須修習且通過系
上選修課或產經所課程 23 個學分。2. 
本校訂有英文能力畢業門檻及「學生
服務學習施行辦法」。 

A031 游泳 國立中央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031016 不拘 1 四年制 

由於本系課程著重數理能力，部分課

程採英語授課，建議考生學測數學 A、
自然、英文成績達均標，後續入學較
易適應，請於選填志願時審慎考量，

相關修業規定請參酌本校教務章則。 

A031 游泳 國立中山大學 人文暨科技跨領域 
學士學位學程 031017 不拘 1 四年制 

1.本校訂有課業輔導機制，輔導學生

順利完成學位。2.需依規定通過本校
「英語文能力標準」(含英文檢定標準
及補救措施等相關規定)方得畢業。3.
以上各項說明若有未盡事宜，悉依本
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理。 

A031 游泳 國立中山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 031018 不拘 1 四年制 1.本校訂有課業輔導機制，輔導學生

順利完成學位。2.需依規定通過本校
「英語文能力標準」(含英文檢定標準
及補救措施等相關規定)方得畢業。3.
以上各項說明若有未盡事宜，悉依本
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理。 

A031 游泳 國立中山大學 物理學系 031019 不拘 1 四年制 

A031 游泳 國立中山大學 政治經濟學系 031020 不拘 1 四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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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1 游泳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學系 031021 不拘 1 四年制 

1.設有體育績優獎學金及服務學習助
學金。2.設有標準游泳池與室內溫水
游泳池及健身房，可提供完整訓練空

間及環境。3.學生需修習服務學習、至
少一學期游泳課程，具免修條件者得
申請之；有英文畢業門檻。 

A031 游泳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進修學士班 031022 不拘 1 四年制 
A031 游泳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法政學士學位學程 031023 不拘 1 四年制 
A031 游泳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環境資訊系 031024 不拘 1 四年制 

A031 游泳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觀光管理 
學士學位學程 031025 不拘 1 四年制 

A031 游泳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031026 不拘 1 四年制 
A031 游泳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031027 不拘 1 四年制 

A031 游泳 國立中正大學 運動競技學系 031028 不拘 2 四年制 
1.就學期間必須參加校隊訓練並代表
本校出賽。2.相關資訊請上網查詢。教
務處網址：https://oaa.ccu.edu.tw/及體

育中心網址：https://reurl.cc/gzlxx7 

A031 游泳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031029 不拘 1 四年制 
1.上課地點：和平校區。2.本系為師資

培育學系，新生入學後皆為師資培育
學生。 

A031 游泳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031030 不拘 4 四年制 

1.上課地點：和平校區。2.師培與非師

培並行學系，可依規定申請為師培生
或依相關辦法考試錄取後修習教育
學程。3.校隊有游泳、籃球(男)、桌球、

排球(女)、網球、田徑等六個校代表
隊。 

A031 游泳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運動學系 031031 不拘 5 四年制  

A031 游泳 國立臺北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031032 不拘 1 四年制 
1.日間部。2.就讀期間不得申請轉系。
3. 就 讀 期 間 相 關 資 訊 詳 見 本 系
https://www.sw.ntpu.edu.tw/ 系 網 查

詢。 
A031 游泳 國立嘉義大學 水生生物科學系 031033 不拘 2 四年制  

A031 游泳 國立高雄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031034 不拘 2 四年制 

本系擁有運動健康與休閒三領域之

完善課程規劃、優秀師資、完備之儀
器設備與運動設施，歡迎有志往本領
域發展之學生報考。 
https://dkhl.nuk.edu.tw/ 

A031 游泳 國立高雄大學 運動競技學系 031035 不拘 2 四年制 

本系為高屏地區國立大學唯一運動

競技學系，目前設有棒球、羽球、桌
球、游泳及木球，五個專長項目，竭
誠歡迎報考本系。詳細簡介請參考本

系網頁，http://dap.nuk.edu.tw。 

A031 游泳 國立高雄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031036 不拘 1 四年制 

本系強調理論與實務的結合，培養學
生敏銳的經濟分析能力與嚴謹的分

析方法，使學生養成對社會、經濟與
管理問題的關懷。相關規定請參考本
系網頁 https://econ.nuk.edu.tw/ 

A031 游泳 國立東華大學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031037 不拘 1 四年制 

學生除須修畢畢業應修學分外，尚需
通過英語、程式設計能力及跨域自主

學習認證等畢業標準，方得畢業。體
育相關培訓計畫、教練、專長及資源，
請參考體育中心及招生學系網頁；獎

助學金項目請至學生事務處網頁查
詢。 

A031 游泳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031038 不拘 2 四年制 

有關本校備有之資源、教練、培訓計

畫及其他特別說明，請至本校通識教
育中心體育組網頁查詢。網址： 
https://www.ncnu.edu.tw/ncnuweb/ho
me.aspx?unitId=U200 

A031 游泳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不分系學士班 031039 不拘 4 四年制 

1.培訓目標：大專校院運動會公開組
個人、團體前三名。2.訓練地點：本校
游泳池及重訓室。3.訓練時間：星期二
至五早上。4.獎學金：代表本校參加大
專院校運動會及代表國家參加國際
比賽，前 8 名均可獲獎。 

A031 游泳 國立臺東大學 
身心整合與 
運動休閒產業學系 031040 不拘 3 四年制 

以游泳、輕艇、鐵人三項、田徑、棒
球、柔道、射擊、舉重、桌球、足球、
龍舟、體操錄取本校，獲下列賽事前
三名獎勵：亞奧運國際錦標賽十萬
元；全國運動會比賽五萬元；全中運
比賽二萬元；全國高中聯賽最優級組
二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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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1 游泳 國立臺東大學 體育學系 031041 不拘 2 四年制 

以游泳、輕艇、鐵人三項、田徑、棒
球、柔道、射擊、舉重、桌球、足球、
龍舟、體操錄取本校，獲下列賽事前

三名獎勵：亞奧運國際錦標賽十萬
元；全國運動會比賽五萬元；全中運
比賽二萬元；全國高中聯賽最優級組

二萬元。 

A031 游泳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系 031042 不拘 1 四年制 本校設有英語能力畢業門檻；設有運
動專長課程，運優生可免修一般體育
課程，課後訓練時間依不同項目調

整，每週安排一次課輔，在學期間需
參加該項運動代表隊及課輔；一、二
年級生得申請優先住宿及校外體育

競賽獎學金。 

A031 游泳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 
機械組 031043 不拘 1 四年制 

A031 游泳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031044 不拘 1 四年制 

A031 游泳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 031045 不拘 2 四年制  

A031 游泳 國立體育大學 休閒產業經營學系 031046 不拘 1 四年制  

A031 游泳 國立體育大學 陸上運動技術學系 031047 不拘 2 四年制  

A031 游泳 國立體育大學 運動保健學系 031048 不拘 1 四年制  

A031 游泳 國立體育大學 適應體育學系 031049 不拘 2 四年制  

A031 游泳 國立屏東大學 體育學系 031050 不拘 3 四年制 
本校電話代表號：08-7663800。體育
學系分機：33601。體育室分機：
10512。 

A031 游泳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航運技術系 031051 不拘 2 四年制 
1.本校置各專項設備及訓練比賽器
材，另聘專業教練擔任師資，完備年

度訓練計畫及整合申請訓練資源，以
指導訓練及參賽。2.設有運動績優獎
學金實施辦法、參與校外競賽獎助學

金實施要點與課業輔導要點等措施。 
A031 游泳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應用德語系 031052 不拘 1 四年制 

A031 游泳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競技運動學系 031053 不拘 3 四年制  

A031 游泳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體育學系 031054 不拘 2 四年制  

A031 游泳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國際商務系 031055 不拘 1 四年制 
入學後須參加校隊訓練，由專長教練

組訓；競賽成績優良者得申請體育獎
學金。 

A031 游泳 東海大學 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031056 不拘 1 四年制  

A031 游泳 東海大學 高齡健康與運動科學 
學士學位學程 031057 不拘 1 四年制  

A031 游泳 輔仁大學 生命科學系 031058 不拘 1 四年制 本校將英文與資訊等二項基本能力
列入學士班之畢業條件。 

A031 游泳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 
運動競技組 031059 不拘 2 四年制 

1.「運動績優甄審學生就讀獎學金辦
法」學生二年級起接受前一學年學習
或參賽績效審核。2.應參加學校運動

代表隊，參賽成績優異可申請「運動
績優獎勵金」。3.資訊能力列入畢業條
件，英文能力需通過本系修業規則。 

A031 游泳 淡江大學 人工智慧學系 031060 不拘 1 四年制 

1.每學期提供運動代表隊體育獎學金
23 名。2.體育處優先提供運動代表隊
工讀時數和機會。3.設有 17 種項目共

29 支運動代表隊提供展現運動成就。
4.本校訂有運動績優學生輔導作業要
點及優秀運動員獎勵要點。 

A031 游泳 中國文化大學 體育學系 031061 男 2 四年制 
本校體育館總計 14 層樓，提供運動
訓練比賽與體育教學空間。並設有多

用途訓練室、男女 spa 水療池、室內
球場(籃球、網球、羽球、排球)、重訓
室、運動傷害防護室等設施。並提供

優秀運動員獎助學金。 
A031 游泳 中國文化大學 體育學系 031062 女 2 四年制 

A031 游泳 元智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031063 不拘 1 四年制  

A031 游泳 實踐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031064 不拘 1 四年制 
1.入學後編列運動代表隊，依「運動代
表隊管理辦法」之相關規定參加訓練
及比賽。2.適用運動績優學生學業輔

導辦法。 

A031 游泳 實踐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031065 不拘 1 四年制 

A031 游泳 實踐大學 食品營養與 
保健生技學系 031066 不拘 2 四年制 

A031 游泳 實踐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031067 不拘 1 四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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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1 游泳 高雄醫學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031068 不拘 1 四年制 

1.學生畢業並經國家考試取得物理治
療師執照後，可任職於醫療、長期照
護、社福、各級學校特殊教育系統等

機構任職，亦可從事輔具科技產品研
發、運動訓練與運動防護等相關工
作。2.畢業條件請參考學系網址。 

A031 游泳 高雄醫學大學 運動醫學系 031069 不拘 1 四年制 

1.本系宗旨目標，強調以培育「運動醫
學專業」人才為主，非培養體育科班

及教練人才。2.除了修畢規定畢業學
分外，並需逹畢英文畢業門檻標準：
全民英檢中級初試。 

A031 游泳 臺北醫學大學 口腔衛生學系 031070 不拘 1 四年制 畢業條件：修習完本學系畢業學分
數，並符合學校畢業條件。 

A031 游泳 中山醫學大學 營養學系 031071 不拘 1 四年制  

A031 游泳 中山醫學大學 職業安全衛生學系 031072 不拘 1 四年制  

A031 游泳 中國醫藥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031073 不拘 2 四年制 
聘任具教練資格之教練與指導老師，
提供輔導與協助。每週訓練至少兩

次，需參加指定賽事。入學獎助學金
每名 1-3 萬元、體育績優獎學金與各
類獎學金，符合者得提出申請。運優

生具優先工讀機會。可依規定申請校
內轉系。 

A031 游泳 中國醫藥大學 運動醫學系 031074 不拘 1 四年制 

A031 游泳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食品健康科系 
（士林校區） 031075 不拘 2 四年制  

A031 游泳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海洋休閒觀光管理系 
（士林校區） 031076 不拘 3 四年制  

A031 游泳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淡水校區） 031077 不拘 3 四年制  

A031 游泳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士林校區） 031078 不拘 2 四年制  

A031 游泳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寵物業經營管理系 
（淡水校區） 031079 不拘 1 四年制  

A031 游泳 臺北市立大學 水上運動學系 031080 不拘 2 四年制  

A031 游泳 臺北市立大學 運動健康科學系 031081 不拘 2 四年制  

A031 游泳 臺北市立大學 體育學系 031082 女 3 四年制  

A031 游泳 臺北市立大學 體育學系 031083 男 3 四年制  

A035 划船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035001 不拘 1 四年制 
1.風帆項目尤佳。2.上課地點：和平校
區。3.師培與非師培並行學系，可依規

定申請為師培生或依相關辦法考試
錄取後修習教育學程。 

A035 划船 國立體育大學 適應體育學系 035002 不拘 2 四年制  

A035 划船 國立體育大學 體育推廣學系 035003 不拘 4 四年制  

A035 划船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競技運動學系 035004 不拘 2 四年制  

A035 划船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 
運動競技組 035005 男 5 四年制 

1.「運動績優甄審學生就讀獎學金辦
法」學生二年級起接受前一學年學習

或參賽績效審核。2.應參加學校運動
代表隊，參賽成績優異可申請「運動
績優獎勵金」。3.資訊能力列入畢業條

件，英文能力需通過本系修業規則。 
A035 划船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 

運動競技組 035006 女 5 四年制 

A035 划船 中國文化大學 體育學系 035007 不拘 6 四年制 

本校體育館總計 14 層樓，提供運動
訓練比賽與體育教學空間。並設有多

用途訓練室、男女 spa 水療池、室內
球場(籃球、網球、羽球、排球)、重訓
室、運動傷害防護室等設施。並提供

優秀運動員獎助學金。 

A035 划船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海洋休閒觀光管理系 
（士林校區） 035008 不拘 3 四年制  

A035 划船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海洋運動休閒系 
（士林校區） 035009 不拘 3 四年制  

A036 輕艇 國立中興大學 歷史學系 036001 不拘 1 四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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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6 輕艇 國立臺東大學 運動競技 
學士學位學程 036002 不拘 2 四年制 

以游泳、輕艇、鐵人三項、田徑、棒
球、柔道、射擊、舉重、桌球、足球、
龍舟、體操錄取本校，獲下列賽事前

三名獎勵：亞奧運國際錦標賽十萬
元；全國運動會比賽五萬元；全中運
比賽二萬元；全國高中聯賽最優級組

二萬元。 
A036 輕艇 國立臺東大學 體育學系 036003 不拘 2 四年制 

A036 輕艇 國立體育大學 休閒產業經營學系 036004 不拘 1 四年制  

A036 輕艇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競技運動學系 036005 不拘 2 四年制  

A036 輕艇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海洋休閒觀光管理系 
（士林校區） 036006 不拘 3 四年制  

A037 帆船 國立中山大學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037001 不拘 1 四年制 

1.本校訂有課業輔導機制，輔導學生
順利完成學位。2.需依規定通過本校
「英語文能力標準」(含英文檢定標準

及補救措施等相關規定)方得畢業。3.
以上各項說明若有未盡事宜，悉依本
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理。 

A037 帆船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觀光管理 
學士學位學程 037002 不拘 1 四年制 1.設有體育績優獎學金及服務學習助

學金。2.訓練地點為本校小艇碼頭及
其他周邊碼頭水域，可提供完整訓練
空間及環境。3.學生需修習服務學習、

至少一學期游泳課程，具免修條件者
得申請之；有英文畢業門檻。 

A037 帆船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航運管理學系 
進修學士班 
航運管理組 

037003 不拘 1 四年制 

A037 帆船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運輸科學系 037004 不拘 1 四年制 

A037 帆船 國立高雄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037005 不拘 2 四年制 

本系擁有運動健康與休閒三領域之

完善課程規劃、優秀師資、完備之儀
器設備與運動設施，歡迎有志往本領
域發展之學生報考。 
https://dkhl.nuk.edu.tw/ 

A037 帆船 國立體育大學 休閒產業經營學系 037006 不拘 2 四年制  

A037 帆船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海洋休閒觀光管理系 
（士林校區） 037007 不拘 3 四年制  

A038 龍舟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運動學系 038001 不拘 6 四年制  

A038 龍舟 國立東華大學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038002 不拘 2 四年制 

學生除須修畢畢業應修學分外，尚需

通過英語、程式設計能力及跨域自主
學習認證等畢業標準，方得畢業。體
育相關培訓計畫、教練、專長及資源，

請參考體育中心及招生學系網頁；獎
助學金項目請至學生事務處網頁查
詢。 

A038 龍舟 國立臺東大學 運動競技 
學士學位學程 038003 不拘 2 四年制 

以游泳、輕艇、鐵人三項、田徑、棒
球、柔道、射擊、舉重、桌球、足球、
龍舟、體操錄取本校，獲下列賽事前

三名獎勵：亞奧運國際錦標賽十萬
元；全國運動會比賽五萬元；全中運
比賽二萬元；全國高中聯賽最優級組

二萬元。 
A038 龍舟 國立臺東大學 體育學系 038004 不拘 5 四年制 

A038 龍舟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體育系(進修學士班) 038005 不拘 1 四年制  

A038 龍舟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海洋休閒觀光管理系

（士林校區） 038006 不拘 3 四年制  

A038 龍舟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海洋運動休閒系 
（士林校區） 038007 不拘 5 四年制  

A039 田徑 國立政治大學 法律學系 039001 不拘 1 四年制 
入學後須符合本校運動成績績優學

生認定標準，始得適用學則中運動績
優生相關之規定。 

A039 田徑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學系 039002 不拘 1 四年制  

A039 田徑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理學系 039003 不拘 1 四年制  

A039 田徑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東亞學系 039004 不拘 1 四年制  

A039 田徑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臺灣語文學系 039005 不拘 1 四年制  

A039 田徑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機電工程學系 039006 不拘 1 四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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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9 田徑 國立中央大學 物理學系 039009 不拘 1 四年制 

本系最低畢業學分為 128，詳細規定請
參見本校教務章則。本校備有資源、
教練、體育專長項目、培育計畫等，可

參酌本校運動代表隊專長，或洽詢體
育室。 

A039 田徑 國立中央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039010 不拘 1 四年制 

1.本系最低畢業學分為 128，其中必修
課程 89 學分，且必須修習通過系上選
修科⽬15 學分。2.本校訂有英文能⼒
畢業⾨檻及「學⽣服務學習施⾏辦
法」。 

A039 田徑 國立中央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039011 不拘 1 四年制 

由於本系課程著重數理能力，部分課

程採英語授課，建議考生學測數學 A、
自然、英文成績達均標，後續入學較
易適應，請於選填志願時審慎考量，

相關修業規定請參酌本校教務章則。 

A039 田徑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先進材料與精密製造組 039012 不拘 1 四年制 

本系最低畢業學分為 134，詳細規定請
參見本校教務章則。本校備有資源、

體育專長項目、培育計畫等，可參酌
本校運動代表隊專長或洽詢體育室。 

A039 田徑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光機電工程組 039013 不拘 1 四年制 

A039 田徑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設計與分析組 039014 不拘 1 四年制 

A039 田徑 國立中正大學 運動競技學系 039016 不拘 2 四年制 
1.就學期間必須參加校隊訓練並代表

本校出賽。2.相關資訊請上網查詢。教
務處網址：https://oaa.ccu.edu.tw/及體
育中心網址：https://reurl.cc/gzlxx7 

A039 田徑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039017 不拘 4 四年制 

1.上課地點：和平校區。2.師培與非師
培並行學系，可依規定申請為師培生

或依相關辦法考試錄取後修習教育學
程。3.校隊有游泳、籃球(男)、桌球、
排球(女)、網球、田徑等六個校代表隊。 

A039 田徑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運動學系 039018 不拘 4 四年制  

A039 田徑 國立高雄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039019 不拘 2 四年制 

本系擁有運動健康與休閒三領域之完
善課程規劃、優秀師資、完備之儀器

設備與運動設施，歡迎有志往本領域
發展之學生報考。 
https://dkhl.nuk.edu.tw/ 

A039 田徑 國立聯合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039020 不拘 1 四年制 1.獎學金：每學期一萬元(學期成績平
均 60 分以上且仍為校隊)。2.畢業門
檻：基礎游泳、健康體適能、英文能

力。3.工讀機會：體育運動場館夜間管
理…等。 

A039 田徑 國立聯合大學 文化觀光產業學系 039021 不拘 1 四年制 

A039 田徑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語文與創作學系 
師資組 039022 不拘 1 四年制 田賽項目尤佳 

A039 田徑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 039023 不拘 1 四年制 田賽項目尤佳 

A039 田徑 國立體育大學 陸上運動技術學系 039024 不拘 4 四年制  

A039 田徑 國立屏東大學 體育學系 039025 不拘 5 四年制 本校電話代表號：08-7663800。體育學
系分機：33601。體育室分機：10512。 

A039 田徑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競技運動學系 039026 不拘 7 四年制  
A039 田徑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體育學系 039027 不拘 2 四年制  
A039 田徑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休閒暨遊憩管理系 039028 不拘 2 四年制  
A039 田徑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旅運管理系 039029 不拘 2 四年制  

A039 田徑 東海大學 
高齡健康與運動科學 
學士學位學程 039030 不拘 1 四年制  

A039 田徑 輔仁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039031 不拘 1 四年制 本校將英文與資訊等二項基本能力列
入學士班之畢業條件。 A039 田徑 輔仁大學 兒童與家庭學系 039032 不拘 1 四年制 

A039 田徑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 
運動競技組 039033 不拘 4 四年制 

1.「運動績優甄審學生就讀獎學金辦
法」學生二年級起接受前一學年學習
或參賽績效審核。2.應參加學校運動

代表隊，參賽成績優異可申請「運動
績優獎勵金」。3.資訊能力列入畢業條
件，英文能力需通過本系修業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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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9 田徑 中國文化大學 體育學系 039034 男 8 四年制 
本校體育館總計 14 層樓，提供運動訓
練比賽與體育教學空間。並設有多用
途訓練室、男女 spa 水療池、室內球

場(籃球、網球、羽球、排球)、重訓室、
運動傷害防護室等設施。並提供優秀
運動員獎助學金。 

A039 田徑 中國文化大學 體育學系 039035 女 8 四年制 

A039 田徑 元智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039036 不拘 1 四年制  
A039 田徑 實踐大學 服飾設計與經營學系 039037 不拘 2 四年制 

1.入學後編列運動代表隊，依「運動代

表隊管理辦法」之相關規定參加訓練
及比賽。2.適用運動績優學生學業輔
導辦法。 

A039 田徑 實踐大學 時尚設計學系 039038 不拘 1 四年制 
A039 田徑 實踐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039039 不拘 2 四年制 
A039 田徑 實踐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 039040 不拘 1 四年制 
A039 田徑 實踐大學 觀光管理學系 039041 不拘 1 四年制 

A039 田徑 慈濟大學 醫學資訊學系 039042 不拘 1 四年制 

1.學生須完成慈濟大學外語課程修業
規定（請詳見「慈濟外語課程修習辦

法」），始得畢業。2.本校聘請專業教
練指導，須擔任本校運動代表隊隊員，
至少三年，並參加比賽。3.運動成績優

異者，提供運動績優獎勵金。 

A039 田徑 南開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039043 不拘 2 四年制 

1.招生部別：日間部。2.錄取本校且就

讀者頒發二十萬元入學獎學金(分八
學期發放)。3.連續 5 年獲教育部高教
深耕計畫、連續十二年榮獲教育部教

學卓越大學獎勵，中部科大第一。 

A039 田徑 育達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系 039044 不拘 2 四年制 

1.本校提供新生入學獎助學金，核發
原則詳細內容可至本校招生處網站查

詢。2.本校推動雙聯學制，與日本、韓
國姐妹校合作，學生繳交台灣學費，4
年可取得本校及合作姊妹校學位。 

A039 田徑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食品健康科系 
（士林校區） 039045 不拘 2 四年制  

A039 田徑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海空物流與行銷管理系 
（淡水校區） 039046 不拘 2 二技  

A039 田徑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海空物流與行銷管理系 
（淡水校區） 039047 不拘 2 四年制  

A039 田徑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淡水校區） 039048 不拘 3 四年制  

A039 田徑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淡水校區） 039049 不拘 2 四年制  

A039 田徑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演藝時尚事業管理系 
（淡水校區） 039050 不拘 2 四年制  

A039 田徑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士林校區） 039051 不拘 2 四年制  

A039 田徑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寵物業經營管理系 
（淡水校區） 039052 不拘 1 四年制  

A039 田徑 臺北市立大學 陸上運動學系 039053 不拘 4 四年制  

A040 攀岩 國立中央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040001 不拘 1 四年制 

1.本系最低畢業學分為 128，其中必修
課程 89 學分，且必須修習通過系上選

修科⽬15 學分。 2.本校訂有英文能⼒
畢業⾨檻及「學⽣服務學習施⾏辦
法」。 

A040 攀岩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先進材料與精密製造組 040002 不拘 1 四年制 

本系最低畢業學分為 134，詳細規定請
參見本校教務章則。本校備有資源、
體育專長項目、培育計畫等，可參酌

本校運動代表隊專長或洽詢體育室。 

A040 攀岩 國立中正大學 運動競技學系 040003 不拘 2 四年制 
1.就學期間必須參加校隊訓練並代表

本校出賽。2.相關資訊請上網查詢。教
務處網址：https://oaa.ccu.edu.tw/及體
育中心網址：https://reurl.cc/gzlxx7 

A040 攀岩 國立臺東大學 身心整合與 
運動休閒產業學系 040004 不拘 3 四年制  

A040 攀岩 國立臺東大學 體育學系 040005 不拘 2 四年制  



- 39 - 

111 學年度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第 2 次甄審剩餘名額 
A 高中組甄審 
運動種類 學校名稱 學系名稱 系科代碼 性別 名額 年制別 備註 

A040 攀岩 國立體育大學 休閒產業經營學系 040006 不拘 1 四年制  
A040 攀岩 國立體育大學 體育推廣學系 040007 不拘 2 四年制  
A040 攀岩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休閒運動學系 040008 不拘 1 四年制  

A040 攀岩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演藝時尚事業管理系 
（淡水校區） 040009 不拘 2 四年制  

A041 自由車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運動學系 041001 不拘 1 四年制  

A041 自由車 國立高雄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041002 不拘 2 四年制 

本系擁有運動健康與休閒三領

域之完善課程規劃、優秀師資、
完備之儀器設備與運動設施，歡
迎有志往本領域發展之學生報

考。https://dkhl.nuk.edu.tw/ 
A041 自由車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競技運動學系 041003 不拘 3 四年制  

A041 自由車 輔仁大學 生命科學系 041004 不拘 1 四年制 本校將英文與資訊等二項基本

能力列入學士班之畢業條件。 

A041 自由車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 
運動健康管理組 041005 不拘 1 四年制 

1.「輔仁大學獎勵運動績優甄審

學生就讀獎學金辦法」學生二年
級起接受前一學年學習或參賽
績效審核 2.參賽成績優異可申

請「輔仁大學運動績優獎勵金」
3.資訊能力列入畢業條件，英文
能力需通過本系修業規則。 

A041 自由車 嘉南藥理大學 運動管理系 041006 不拘 2 四年制  

A041 自由車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淡水校區） 041007 不拘 2 四年制  

A042 滑輪溜冰 國立中山大學 材料與光電學系 042002 不拘 1 四年制 
1.本校訂有課業輔導機制，輔導
學生順利完成學位。2.需依規定

通過本校「英語文能力標準」(含
英文檢定標準及補救措施等相
關規定)方得畢業。3.以上各項說

明若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
則」及相關規定辦理。 

A042 滑輪溜冰 國立中山大學 社會學系 042003 不拘 1 四年制 

A042 滑輪溜冰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042004 不拘 1 四年制 
1.上課地點：和平校區。2.本系為

師資培育學系，新生入學後皆為
師資培育學生。 

A042 滑輪溜冰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042005 不拘 2 四年制 

1.競速滑輪項目尤佳。2.上課地
點：和平校區。3.師培與非師培
並行學系，可依規定申請為師培

生或依相關辦法考試錄取後修
習教育學程。 

A042 滑輪溜冰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運動學系 042006 不拘 5 四年制  
A042 滑輪溜冰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 042007 女 1 四年制  
A042 滑輪溜冰 國立體育大學 休閒產業經營學系 042008 男 1 四年制  
A042 滑輪溜冰 國立體育大學 休閒產業經營學系 042009 女 1 四年制  
A042 滑輪溜冰 國立體育大學 運動保健學系 042010 不拘 1 四年制  
A042 滑輪溜冰 國立體育大學 適應體育學系 042011 不拘 2 四年制  

A042 滑輪溜冰 國立屏東大學 體育學系 042012 不拘 3 四年制 
本校電話代表號：08-7663800。
體育學系分機：33601。體育室分
機：10512。 

A042 滑輪溜冰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休閒運動學系 042013 不拘 1 四年制  
A042 滑輪溜冰 臺北市立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042014 不拘 2 四年制 競速項目尤佳 

A042 滑輪溜冰 臺北市立大學 體育學系 042015 女 3 四年制  
A042 滑輪溜冰 臺北市立大學 體育學系 042016 男 3 四年制  

A043 滑水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寵物業經營管理系 
（淡水校區） 043001 不拘 1 四年制  



- 40 - 

111 學年度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第 2 次甄審剩餘名額 
A 高中組甄審 
運動種類 學校名稱 學系名稱 系科代碼 性別 名額 年制別 備註 

A044 直排輪曲棍球 國立臺南大學 體育學系 044001 男 1 四年制 
具優秀運動團隊，寒暑訓，可
報考國小教育學程，英檢須檢
定通過。可申請體育相關獎學

金等。學系網址： 
http://www.phyedu.nutn.edu.tw 

A044 直排輪曲棍球 國立臺南大學 體育學系 044002 女 1 四年制 

A044 直排輪曲棍球 臺北市立大學 體育學系 044003 不拘 5 四年制  

A045 拔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045002 女 1 四年制  

A045 拔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臺灣語文學系 045003 女 1 四年制  

A045 拔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045004 女 2 四年制 

培訓總目標：奪得國際成績，
培育選手專業知能，朝向專任
教練發展。訓練地點：景美女

中。訓練時段：每週二至週日
晚上 6 時至 9 時。教練：郭昇。
知名運動選手：李洳君、陳姿

蓉、周渝芳。 
A045 拔河 國立體育大學 體育推廣學系 045006 不拘 3 四年制  

A045 拔河 亞洲大學 休閒與遊憩學系 
旅遊事業管理組 045009 不拘 1 四年制  

A045 拔河 亞洲大學 休閒與遊憩學系 
餐旅事業管理組 045010 不拘 1 四年制  

A045 拔河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淡水校區） 045011 不拘 2 四年制  

A046 競技體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家庭生活教育組 046001 不拘 1 四年制 

本組目標為培養學生推展家
庭生活教育知能、尊重及關懷

家庭素養。依相關規定修課可
擔任中學教師、家庭生活教育
專業人員、家庭相關產業企畫

執行人員。 

A046 競技體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東亞學系 046002 不拘 1 四年制  

A046 競技體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046003 不拘 1 四年制 
本校設有體操房及重量訓練
室等場地，並有知名之運動選
手。 

A046 競技體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運動競技學系 046004 不拘 2 四年制 

以奪得全大運冠軍並於亞運、
世大運等國際成績奪牌為目

標。訓練地點：本校體操房、
重量訓練室。訓練時段：每週
一下午 6 時至 8 時；每週二、

三、四、五下午 4 時至 8 時；
每週六上午 9 時至 12 時。教
練：俞智贏、翁士航 

A046 競技體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臺灣語文學系 046005 不拘 1 四年制  

A046 競技體操 國立中央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046006 不拘 1 四年制 

1.本系最低畢業學分為 128，
其中必修課程 89 學分，且必

須修習通過系上選修科⽬15
學分。 2.本校訂有英文能⼒畢
業⾨檻及「學⽣服務學習施⾏
辦法」。 

A046 競技體操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046007 不拘 2 四年制 

1.上課地點：和平校區。2.師培

與非師培並行學系，可依規定
申請為師培生或依相關辦法
考試錄取後修習教育學程。3.
校隊有游泳、籃球(男)、桌球、
排球(女)、網球、田徑等六個
校代表隊。 

A046 競技體操 國立高雄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046008 不拘 2 四年制 

本系擁有運動健康與休閒三
領域之完善課程規劃、優秀師
資、完備之儀器設備與運動設

施，歡迎有志往本領域發展之
學生報考。 
https://dkhl.nuk.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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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6 競技體操 國立臺東大學 
運動競技 
學士學位學程 046009 不拘 1 四年制 

以游泳、輕艇、鐵人三項、
田徑、棒球、柔道、射擊、
舉重、桌球、足球、龍舟、

體操錄取本校，獲下列賽事
前三名獎勵：亞奧運國際錦
標賽十萬元；全國運動會比

賽五萬元；全中運比賽二萬
元；全國高中聯賽最優級組
二萬元。 

A046 競技體操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 046010 不拘 1 四年制  

A046 競技體操 國立體育大學 陸上運動技術學系 046011 不拘 1 四年制  

A046 競技體操 國立屏東大學 體育學系 046012 不拘 2 四年制 
本 校 電 話 代 表 號 ： 08-
7663800。體育學系分機：
33601。體育室分機：10512。 

A046 競技體操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競技運動學系 046013 不拘 2 四年制  

A046 競技體操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體育學系 046014 不拘 2 四年制  

A046 競技體操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 
體育學組 046015 男 1 四年制 

1.「輔仁大學獎勵運動績優
甄審學生就讀獎學金辦法」
學生二年級起接受前一學

年學習或參賽績效審核。2.
參賽成績優異可申請「輔仁
大學運動績優獎勵金」。3.
資訊能力列入畢業條件，英
文能力需通過本系修業規
則。 

A046 競技體操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 
體育學組 046016 女 1 四年制 

A046 競技體操 中國文化大學 體育學系 046017 不拘 4 四年制 

本校體育館總計 14 層樓，
提供運動訓練比賽與體育

教學空間。並設有多用途訓
練室、男女 spa 水療池、室
內球場(籃球、網球、羽球、

排球)、重訓室、運動傷害防
護室等設施。並提供優秀運
動員獎助學金。 

A046 競技體操 臺北醫學大學 高齡健康暨 
長期照護學系 046018 不拘 1 四年制 

畢業條件：1.修習完本學系
畢業學分數。2.通過全民英
檢中級複試或其他同等英

文檢定考試。 

A046 競技體操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演藝時尚事業管理系 
（淡水校區） 046019 不拘 2 四年制  

A046 競技體操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寵物業經營管理系 
（淡水校區） 046020 不拘 1 四年制  

A047 有氧競技體操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運動學系 047001 不拘 2 四年制  

A047 有氧競技體操 國立高雄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047002 不拘 2 四年制 

本系擁有運動健康與休閒

三領域之完善課程規劃、優
秀師資、完備之儀器設備與
運動設施，歡迎有志往本領

域發展之學生報考。 
https://dkhl.nuk.edu.tw/ 

A047 有氧競技體操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體育學系 047003 不拘 2 四年制  

A047 有氧競技體操 實踐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047004 女 1 四年制 
1.入學後編列啦啦舞隊，依
「運動代表隊管理辦法」之
相關規定參加訓練及比賽。

2.適用運動績優學生學業
輔導辦法。 

A047 有氧競技體操 實踐大學 應用外語學系 047005 女 1 四年制 

A047 有氧競技體操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海洋運動休閒系 
（士林校區） 047006 不拘 2 四年制  

A048 運動舞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運動學系 048001 不拘 3 四年制  

A048 運動舞蹈 國立臺東大學 身心整合與 
運動休閒產業學系 048002 不拘 2 四年制  

A048 運動舞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048003 不拘 1 四年制  

A048 運動舞蹈 輔仁大學 臨床心理學系 048005 不拘 2 四年制 
本校將英文與資訊等二項
基本能力列入學士班之畢
業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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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8 運動舞蹈 義守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048006 不拘 5 四年制 

校提供獎勵及輔導運動績優
學生助學金、學生體育優秀助
學金。本系獲國際商管教育
AACSB 認證，課程理論與實
務兼具，專業課程「活動企劃
與行銷」及「休閒產業經營」
為主軸，整合休閒產業資源、
媒合企業有薪實習。 

A048 運動舞蹈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海洋運動休閒系 
（士林校區） 048007 不拘 2 四年制  

A048 運動舞蹈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演藝時尚事業管理系 
（淡水校區） 048008 不拘 2 四年制  

A048 運動舞蹈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寵物業經營管理系 
（淡水校區） 048009 不拘 1 四年制  

A048 運動舞蹈 臺北市立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048010 不拘 1 四年制  

A049 競技啦啦隊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049001 不拘 4 四年制 

1.上課地點：和平校區。2.師培
與非師培並行學系，可依規定
申請為師培生或依相關辦法
考試錄取後修習教育學程。3.
校隊有游泳、籃球(男)、桌球、
排球(女)、網球、田徑等六個
校代表隊。 

A049 競技啦啦隊 國立臺東大學 身心整合與 
運動休閒產業學系 049002 不拘 2 四年制  

A049 競技啦啦隊 國立體育大學 運動保健學系 049003 不拘 1 四年制  

A049 競技啦啦隊 國立體育大學 體育推廣學系 049004 不拘 5 四年制 啦啦舞項目尤佳 

A049 競技啦啦隊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休閒運動學系 049005 不拘 2 四年制  

A049 競技啦啦隊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 
體育學組 049006 不拘 5 四年制 

1.「運動績優甄審學生就讀獎
學金辦法」學生二年級起接受

前一學年學習或參賽績效審
核。2.應參加學校運動代表
隊，參賽成績優異可申請「運

動績優獎勵金」。3.資訊能力
列入畢業條件，英文能力需通
過本系修業規則。 

A049 競技啦啦隊 中華大學 工業管理學系 049007 不拘 2 四年制 
符合低收入、中低收入戶、具
原住民身分生、身心障礙學生
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或特殊

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身分，
學雜費全額減免，學生宿舍免
費住宿，生活助學金每月六千

元。 

A049 競技啦啦隊 中華大學 光電與材料工程學系 049008 不拘 2 四年制 
A049 競技啦啦隊 中華大學 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 049009 不拘 2 四年制 

A049 競技啦啦隊 中華大學 觀光與會展活動學系 
旅遊與休閒管理組 049010 不拘 2 四年制 

A049 競技啦啦隊 中華大學 觀光與會展活動學系 
會展與活動管理組 049011 不拘 2 四年制 

A049 競技啦啦隊 實踐大學 音樂學系 049012 女 1 四年制 
1.入學後編列啦啦舞隊，依

「運動代表隊管理辦法」之相
關規定參加訓練及比賽。2.適
用運動績優學生學業輔導辦

法。 

A049 競技啦啦隊 實踐大學 食品營養與 
保健生技學系 049013 女 1 四年制 

A049 競技啦啦隊 實踐大學 家庭研究與 
兒童發展學系 049014 女 1 四年制 

A049 競技啦啦隊 育達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049015 不拘 1 四年制 1.本校提供新生入學獎助學

金，核發原則詳細內容可至本
校招生處網站查詢。2.本校推
動雙聯學制，與日本、韓國姐

妹校合作，學生繳交台灣學
費，4 年可取得本校及合作姊
妹校學位 

A049 競技啦啦隊 育達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049016 不拘 1 四年制 

A049 競技啦啦隊 育達科技大學 時尚造型設計系 049017 不拘 1 四年制 

A049 競技啦啦隊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演藝時尚事業管理系 
（淡水校區） 049018 不拘 2 四年制  

A049 競技啦啦隊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寵物業經營管理系 
（淡水校區） 049019 不拘 1 四年制  

A050 鐵人三項 國立中央大學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050001 不拘 1 四年制 
本系最低畢業學分為 128 學
分，必修 70 學分。詳細規定
請參照本校教務章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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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50 鐵人三項 國立中央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050002 不拘 1 四年制 

1.本系最低畢業學分為 128，其中必
修課程 89 學分，且必須修習通過
系上選修科⽬15 學分。2.本校訂有

英文能⼒畢業⾨檻及「學⽣服務學
習施⾏辦法」。 

A050 鐵人三項 國立高雄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050003 不拘 2 四年制 

本系擁有運動健康與休閒三領域
之完善課程規劃、優秀師資、完備
之儀器設備與運動設施，歡迎有志

往 本 領 域 發 展 之 學 生 報 考 。
https://dkhl.nuk.edu.tw/ 

A050 鐵人三項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健康系 050004 不拘 2 四年制 
1.日間部。2.本校學生於畢業前，應

取得具公信力之語言測驗機構舉
辦之外語能力測驗，其通過之標準
請參閱本校外語實務課程實施要

點。3.須至業界實習一學期，且部份
課程將安排於暑期授課。 

A050 鐵人三項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園生產系 050005 不拘 1 四年制 

A050 鐵人三項 國立臺東大學 體育學系 050006 不拘 1 四年制 

以游泳、輕艇、鐵人三項、田徑、
棒球、柔道、射擊、舉重、桌球、
足球、龍舟、體操錄取本校，獲下

列賽事前三名獎勵：亞奧運國際錦
標賽十萬元；全國運動會比賽五萬
元；全中運比賽二萬元；全國高中

聯賽最優級組二萬元。 

A050 鐵人三項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系 050007 不拘 1 四年制 

本校設有英語能力畢業門檻；設有
運動專長課程，運優生可免修一般

體育課程，課後訓練時間依不同項
目調整，每週安排一次課輔，在學
期間需參加該項運動代表隊及課

輔；一、二年級生得申請優先住宿
及校外體育競賽獎學金。 

A050 鐵人三項 國立體育大學 休閒產業經營學系 050008 不拘 1 四年制  
A050 鐵人三項 國立體育大學 運動保健學系 050009 不拘 1 四年制  

A050 鐵人三項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寵物業經營管理系 
（淡水校區） 050010 不拘 1 四年制  

A051 現代五項 國立高雄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051001 不拘 2 四年制 

本系擁有運動健康與休閒三領域
之完善課程規劃、優秀師資、完備

之儀器設備與運動設施，歡迎有志
往本領域發展之學生報考。 
https://dkhl.nuk.edu.tw/ 

A052 民俗運動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052001 不拘 1 四年制 
1.上課地點：和平校區。2.本系為師
資培育學系，新生入學後皆為師資
培育學生。 

A052 民俗運動 國立臺東大學 身心整合與 
運動休閒產業學系 052002 不拘 3 四年制  

A052 民俗運動 國立臺南大學 體育學系 052003 不拘 5 四年制 

具優秀運動團隊與專業教練，寒暑
訓，可報考國小教育學程，英檢須

檢定通過。可申請體育相關獎學金
等。學系網址： 
http://www.phyedu.nutn.edu.tw/ 

A052 民俗運動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休閒產業與 
健康促進系 052004 不拘 1 四年制  

A052 民俗運動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 
運動健康管理組 052005 不拘 1 四年制 

1.「輔仁大學獎勵運動績優甄審學
生就讀獎學金辦法」學生二年級起
接受前一學年學習或參賽績效審

核。2.參賽成績優異可申請「輔仁大
學運動績優獎勵金」。3.資訊能力列
入畢業條件，英文能力需通過本系

修業規則。 
A052 民俗運動 實踐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 052006 不拘 1 四年制 1.入學後編列運動代表隊，依「運動

代表隊管理辦法」之相關規定參加

訓練及比賽。 2.適用運動績優學生
學業輔導辦法。 

A052 民俗運動 實踐大學 觀光管理學系 052007 不拘 2 四年制 

A052 民俗運動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海洋運動休閒系 
（士林校區） 052008 不拘 2 四年制  

A052 民俗運動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淡水校區） 052009 不拘 2 四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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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53 舉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運動競技學系 053001 不拘 1 四年制 

培訓總目標：1.奪得亞奧運等
國際成績。2.培育選手專業知
能。訓練地點：本校公館校區
體育館、板橋縣立體育場。訓
練時段：每週一、二、三、四、
五下午 7 時至 9 時。教練：
黃達德、吳子喬。知名運動選
手：陳玟卉 

A053 舉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臺灣語文學系 053002 不拘 1 四年制  

A053 舉重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運動學系 053003 不拘 2 四年制  

A053 舉重 國立高雄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053004 不拘 2 四年制 

本系擁有運動健康與休閒三

領域之完善課程規劃、優秀
師資、完備之儀器設備與運
動設施，歡迎有志往本領域

發展之學生報考。 
https://dkhl.nuk.edu.tw/ 

A053 舉重 國立臺東大學 運動競技 
學士學位學程 053005 不拘 2 四年制 

以游泳、輕艇、鐵人三項、田
徑、棒球、柔道、射擊、舉重、
桌球、足球、龍舟、體操錄取
本校，獲下列賽事前三名獎
勵：亞奧運國際錦標賽十萬
元；全國運動會比賽五萬元；
全中運比賽二萬元；全國高
中聯賽最優級組二萬元。 

A053 舉重 國立體育大學 陸上運動技術學系 053006 不拘 2 四年制  

A053 舉重 國立屏東大學 體育學系 053007 女 2 四年制 
本 校 電 話 代 表 號 ： 08-
7663800。體育學系分機：

33601。體育室分機：10512。 
A053 舉重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競技運動學系 053008 男 1 四年制  

A053 舉重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競技運動學系 053009 女 1 四年制  

A053 舉重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 
體育學組 053010 不拘 3 四年制 

1.「運動績優甄審學生就讀獎

學金辦法」學生二年級起接
受前一學年學習或參賽績效
審核。2.應參加學校運動代表

隊，參賽成績優異可申請「運
動績優獎勵金」。3.資訊能力
列入畢業條件，英文能力需

通過本系修業規則 

A053 舉重 長榮大學 運動競技學系 053011 不拘 2 四年制 

1.甄審入學四年免學雜費。2.
在學期間有學生體育獎勵
金，可供申請。3.學校備有健
身中心、運動傷害防護室及

各種專業教室。4.本校畢業學
分為 128 學分。 

A053 舉重 正修科技大學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053012 不拘 3 四年制 
本校有優秀運動選手就學獎

補助及運動績優學生獎學
金，並提供運動特優學生申
請彈性修讀課程。 

A054 健力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休閒運動學系 054001 不拘 3 四年制  

A055 健美 國立臺東大學 身心整合與 
運動休閒產業學系 055001 不拘 2 四年制  

A055 健美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健康促進與銀髮保健系 
（淡水校區） 055002 不拘 5 四年制  

A055 健美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健康促進與銀髮保健系 
（淡水校區） 055003 不拘 5 四年制 進修部 

A055 健美 臺北市立大學 運動健康科學系 055004 不拘 2 四年制  

A056 合氣道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系 056001 不拘 1 四年制  

A056 合氣道 亞洲大學 
生物資訊與 
醫學工程學系 056002 不拘 3 四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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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57 巧固球 國立東華大學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057001 不拘 1 四年制 

學生除須修畢畢業應修學分
外，尚需通過英語、程式設計
能力及跨域自主學習認證等

畢業標準，方得畢業。體育相
關培訓計畫、教練、專長及資
源，請參考體育中心及招生學

系網頁；獎助學金項目請至學
生事務處網頁查詢。 

A057 巧固球 國立臺東大學 體育學系 057002 不拘 6 四年制  

A057 巧固球 國立臺南大學 體育學系 057003 男 2 四年制 
具優秀運動團隊，寒暑訓，可
報考國小教育學程，英檢須檢
定通過。可申請體育相關獎學

金等。學系網址： 
http://www.phyedu.nutn.edu.tw 

A057 巧固球 國立臺南大學 體育學系 057004 女 1 四年制 

A057 巧固球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 057005 男 5 四年制  

A057 巧固球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 057006 女 5 四年制  

A057 巧固球 國立體育大學 體育推廣學系 057007 男 3 四年制  

A057 巧固球 國立體育大學 體育推廣學系 057008 女 2 四年制  

A058 壁球 國立高雄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058001 不拘 2 四年制 

本系擁有運動健康與休閒三

領域之完善課程規劃、優秀師
資、完備之儀器設備與運動設
施，歡迎有志往本領域發展之

學生報考。 
https://dkhl.nuk.edu.tw/ 

A059 馬術 臺北市立大學 體育學系 059001 女 3 四年制  

A059 馬術 臺北市立大學 體育學系 059002 男 3 四年制  

A060 競速滑冰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經營系 060001 女 2 四年制 

1.實施學生英文能力畢業門
檻，各系標準以新生入學年度
語言中心公告為主。2.各系設

有專業證照畢業門檻詳見各
系網頁公告。3.備有學生宿舍
供遠道學生申請。4.針對體優

生設有運動代表隊獎懲辦法。 
A062 短道滑冰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休閒運動學系 062001 不拘 3 四年制  

A062 短道滑冰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 
運動健康管理組 062002 不拘 2 四年制 

1.「輔仁大學獎勵運動績優甄

審學生就讀獎學金辦法」於二
年級起每學年須接受前一學
年之學習績效審核。2.參賽成

績優異可申請「輔仁大學運動
績優獎勵金」。3.資訊能力列
入畢業條件，英文能力需通過

本系修業規則。 
A067 冰上曲棍球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休閒運動學系 067001 不拘 2 四年制  

A067 冰上曲棍球 臺北市立大學 體育學系 067003 不拘 3 四年制  

A075 沙灘排球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演藝時尚事業管理系 
（淡水校區） 075001 不拘 2 四年制  

A076 韻律體操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運動學系 076001 不拘 4 四年制  

A076 韻律體操 國立體育大學 陸上運動技術學系 076002 女 1 四年制  

A076 韻律體操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體育學系 076003 不拘 2 四年制  

A076 韻律體操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 
運動健康管理組 076004 女 1 四年制 

1.「輔仁大學獎勵運動績優甄
審學生就讀獎學金辦法」學生

二年級起接受前一學年學習
或參賽績效審核 2.參賽成績
優異可申請「輔仁大學運動績

優獎勵金」3.資訊能力列入畢
業條件，英文能力需通過本系
修業規則。 

A076 韻律體操 實踐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076005 女 1 四年制 1.入學後編列啦啦舞隊，依「運
動代表隊管理辦法」之相關規

定參加訓練及比賽。2.適用運
動績優學生學業輔導辦法。 

A076 韻律體操 實踐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076006 女 1 四年制 
A076 韻律體操 實踐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076007 女 1 四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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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79 水上救生 國立臺東大學 身心整合與 
運動休閒產業學系 079001 不拘 3 四年制  

A079 水上救生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 079002 不拘 1 四年制  

A079 水上救生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系 079003 不拘 1 四年制  

A079 水上救生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海洋運動休閒系 
（士林校區） 079004 不拘 3 四年制  

A079 水上救生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健康促進與銀髮保健系 
（淡水校區） 079005 不拘 5 四年制  

A079 水上救生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健康促進與銀髮保健系 
（淡水校區） 079006 不拘 5 四年制 進修部 

A079 水上救生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演藝時尚事業管理系 
（淡水校區） 079007 不拘 2 四年制  

A080 輕艇水球 國立體育大學 體育推廣學系 080001 不拘 1 四年制  

A080 輕艇水球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海洋休閒觀光管理系

（士林校區） 080002 不拘 3 四年制  

A080 輕艇水球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海洋運動休閒系 
（士林校區） 080003 不拘 3 四年制  

A080 輕艇水球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健康促進與銀髮保健系 
（淡水校區） 080004 不拘 5 四年制  

A080 輕艇水球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健康促進與銀髮保健系 
（淡水校區） 080005 不拘 5 四年制 進修部 

A082 滾球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體育學系 082001 不拘 5 四年制  

A082 滾球 中國文化大學 運動與健康促進學系 082003 不拘 2 四年制 

本校體育館總計 14 層樓，提供
運動訓練比賽與體育教學空
間。並設有多用途訓練室、男女
spa 水療池、室內球場(籃球、網
球、羽球、排球)、重訓室、運
動傷害防護室等設施。並提供
優秀運動員獎助學金。 

A083 定向越野 國立中正大學 心理學系 083001 不拘 1 四年制 1.就學期間必須參加校隊訓練

並代表本校出賽。2.相關資訊請
上網查詢。教務處網址：
https://oaa.ccu.edu.tw/及體育中

心網址：https://reurl.cc/gzlxx7 

A083 定向越野 國立中正大學 傳播學系 083002 不拘 1 四年制 

A083 定向越野 國立中正大學 運動競技學系 083003 不拘 2 四年制 

A083 定向越野 國立東華大學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083004 不拘 1 四年制 

學生除須修畢畢業應修學分
外，尚需通過英語、程式設計能
力及跨域自主學習認證等畢業
標準，方得畢業。體育相關培訓
計畫、教練、專長及資源，請參
考體育中心及招生學系網頁；
獎助學金項目請至學生事務處
網頁查詢。 

A083 定向越野 國立臺東大學 身心整合與 
運動休閒產業學系 083005 不拘 3 四年制  

A083 定向越野 亞洲大學 經營管理學系 083006 不拘 6 四年制  

A083 定向越野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海洋運動休閒系 
（士林校區） 083007 不拘 3 四年制  

A083 定向越野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淡水校區） 083008 不拘 2 四年制  

A084 蹼泳 國立中正大學 運動競技學系 084001 不拘 2 四年制 

1.就學期間必須參加校隊訓練
並代表本校出賽。2.相關資訊請
上網查詢。教務處網址：
https://oaa.ccu.edu.tw/及體育中
心網址：https://reurl.cc/gzlxx7 

A084 蹼泳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084002 不拘 4 四年制 

1.上課地點：和平校區。2.師培
與非師培並行學系，可依規定
申請為師培生或依相關辦法考
試錄取後修習教育學程。3.校隊
有游泳、籃球(男)、桌球、排球
(女)、網球、田徑等六個校代表
隊。 

A084 蹼泳 國立體育大學 體育推廣學系 084004 不拘 1 四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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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84 蹼泳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競技運動學系 084005 不拘 2 四年制  

A084 蹼泳 中原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084006 不拘 1 四年制  

A084 蹼泳 中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084007 不拘 1 四年制  

A084 蹼泳 中國醫藥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084008 男 1 四年制 
聘任具教練資格之教練與指導老
師，提供輔導與協助。每週訓練至
少兩次，需參加指定賽事。入學獎
助學金每名 1-3 萬元、體育績優獎
學金與各類獎學金，符合者得提
出申請。運優生具優先工讀機會。
可依規定申請校內轉系。 

A084 蹼泳 中國醫藥大學 運動醫學系 084009 男 1 四年制 

A086 柔術 國立臺東大學 
運動競技 
學士學位學程 086001 不拘 1 四年制  

A086 柔術 中國文化大學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 086002 男 1 四年制 
本校體育館總計 14 層樓，提供運
動訓練比賽與體育教學空間。並
設有多用途訓練室、男女 spa 水療
池、室內球場(籃球、網球、羽球、
排球)、重訓室、運動傷害防護室
等設施。並提供優秀運動員獎助
學金。 

A086 柔術 中國文化大學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 086003 女 1 四年制 

A088 飛盤 國立臺東大學 身心整合與 
運動休閒產業學系 088001 不拘 2 四年制  

A088 飛盤 國立體育大學 運動保健學系 088002 不拘 1 四年制  

A088 飛盤 國立體育大學 適應體育學系 088003 不拘 2 四年制  

A088 飛盤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體育系(進修學士班) 088005 不拘 1 四年制  

A088 飛盤 亞洲大學 休閒與遊憩學系 
旅遊事業管理組 088006 不拘 1 四年制  

A088 飛盤 亞洲大學 休閒與遊憩學系 
餐旅事業管理組 088007 不拘 1 四年制  

A088 飛盤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演藝時尚事業管理系 
（淡水校區） 088008 不拘 2 四年制  

A089 西洋棋 國立中央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 089001 不拘 1 四年制 
1.本系最低畢業學分為 128 學分，
相關修業規定請參酌本校教務章
則。2.本系教研特色，詳見網頁：
http://english.ncu.edu.tw/。 

A090 圍棋 國立中央大學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090001 不拘 1 四年制 
本系最低畢業學分為 128 學分，
必修 70 學分。詳細規定請參照本
校教務章則。 

A090 圍棋 國立中央大學 物理學系 090002 不拘 1 四年制 

本系最低畢業學分為 128，詳細規
定請參見本校教務章則。本校備
有資源、教練、體育專長項目、培
育計畫等，可參酌本校運動代表
隊專長，或洽詢體育室。 

A090 圍棋 國立中央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 090003 不拘 1 四年制 
1.本系最低畢業學分為 128 學分，

相關修業規定請參酌本校教務章
則。2.本系教研特色，詳見網頁： 
http://english.ncu.edu.tw/。 

A090 圍棋 國立中央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090004 不拘 1 四年制 

1.本系最低畢業學分為 128，其中
必修課程 89 學分，且必須修習通

過系上選修科⽬15 學分。2.本校
訂有英文能⼒畢業⾨檻及「學⽣
服務學習施⾏辦法」。 

A090 圍棋 國立中央大學 工學院學士班 090005 不拘 1 四年制 

本班最低畢業學分為 128，其中智
慧機械領域必、選修 62 學分，能
源材料領域必、選修 56 學分，永

續防災領域必、選修 54 學分，綠
⾊科技領域必、選修 60 學分(領域
必、選修依當年度入學之應修科

⽬表為準)。 

A090 圍棋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化學系 090006 不拘 1 四年制 

1.上課地點：燕巢校區。2.本系為

師培與非師培並行學系，新生入
學後可依本校所訂之相關辦法申
請為師培生，或依本校『學生修習

教育學程辦法』考試錄取後，修習
教育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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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90 圍棋 國立高雄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 090007 不拘 1 四年制 

本系除傳統的基礎法學教育外，特別
著重財經法學教育，畢業生可參加司
法官、律師等國家考試及擔任法務人

員。有關畢業學分等相關規定請參考
本系網頁: http://defl.nuk.edu.tw/ 

A090 圍棋 國立東華大學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090008 不拘 2 四年制 

學生除須修畢畢業應修學分外，尚需
通過英語、程式設計能力及跨域自主
學習認證等畢業標準，方得畢業。體育

相關培訓計畫、教練、專長及資源，請
參考體育中心及招生學系網頁；獎助
學金項目請至學生事務處網頁查詢。 

A090 圍棋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090009 不拘 1 四年制  
A090 圍棋 國立體育大學 適應體育學系 090010 不拘 4 四年制  

A090 圍棋 臺北醫學大學 食品安全學系 090011 不拘 1 四年制 畢業條件：修習完本學系畢業學分數，
並符合學校畢業條件。 

A090 圍棋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淡水校區） 090012 不拘 3 四年制  

A090 圍棋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寵物業經營管理系 
（淡水校區） 090013 不拘 1 四年制  

A091 象棋 國立高雄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 091001 不拘 1 四年制 

本系除傳統的基礎法學教育外，特別
著重財經法學教育，畢業生可參加司

法官、律師等國家考試及擔任法務人
員。有關畢業學分等相關規定請參考
本系網頁: http://defl.nuk.edu.tw/ 

A091 象棋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健康促進與銀髮保健

系 
（淡水校區） 

091002 不拘 5 四年制  

A091 象棋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健康促進與銀髮保健

系 
（淡水校區） 

091003 不拘 5 四年制 進修部 

A091 象棋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淡水校區） 091004 不拘 2 四年制  

A092 卡巴迪 國立高雄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092001 不拘 2 四年制 
本系擁有運動健康與休閒三領域之完

善課程規劃、優秀師資、完備之儀器設
備與運動設施，歡迎有志往本領域發
展之學生報考。https://dkhl.nuk.edu.tw/ 

A092 卡巴迪 國立東華大學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092002 不拘 1 四年制 

學生除須修畢畢業應修學分外，尚需
通過英語、程式設計能力及跨域自主

學習認證等畢業標準，方得畢業。體育
相關培訓計畫、教練、專長及資源，請
參考體育中心及招生學系網頁；獎助

學金項目請至學生事務處網頁查詢。 

A092 卡巴迪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 
運動健康管理組 092003 不拘 2 四年制 

1.「輔仁大學獎勵運動績優甄審學生就
讀獎學金辦法」學生二年級起接受前

一學年學習或參賽績效審核。2.參賽成
績優異可申請「輔仁大學運動績優獎
勵金」。3.資訊能力列入畢業條件，英

文能力需通過本系修業規則。 

A092 卡巴迪 亞洲大學 行動商務與 
多媒體應用學系 092004 不拘 4 四年制  

A092 卡巴迪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海洋運動休閒系 
（士林校區） 092005 不拘 3 四年制  

A092 卡巴迪 臺北市立大學 體育學系 092006 女 5 四年制  
A092 卡巴迪 臺北市立大學 體育學系 092007 男 5 四年制  

A093 藤球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 
運動健康管理組 093002 不拘 1 四年制 

1.「輔仁大學獎勵運動績優甄審學生就

讀獎學金辦法」學生二年級起接受前
一學年學習或參賽績效審核。2.參賽成
績優異可申請「輔仁大學運動績優獎

勵金」。3.資訊能力列入畢業條件，英
文能力需通過本系修業規則。 

A094 極限運動 國立臺東大學 身心整合與 
運動休閒產業學系 094001 不拘 2 四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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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94 極限運動 國立體育大學 運動保健學系 094002 不拘 1 四年制  

A095 沙灘手球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 
運動健康管理組 095001 女 1 四年制 

1.「輔仁大學獎勵運動績優甄審
學生就讀獎學金辦法」學生二

年級起接受前一學年學習或參
賽績效審核。2.參賽成績優異可
申請「輔仁大學運動績優獎勵

金」。3.資訊能力列入畢業條件，
英文能力需通過本系修業規
則。 

A095 沙灘手球 臺北市立大學 球類運動學系 095002 不拘 4 四年制  

A096 慢速壘球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海洋運動休閒系 
（士林校區） 096001 不拘 3 四年制  

A097 室內曲棍球 亞洲大學 生物資訊與 
醫學工程學系 097001 不拘 4 四年制  

A099 五人制足球 國立臺東大學 運動競技 
學士學位學程 099001 不拘 4 四年制 

以游泳、輕艇、鐵人三項、田徑、
棒球、柔道、射擊、舉重、桌球、

足球、龍舟、體操錄取本校，獲
下列賽事前三名獎勵：亞奧運
國際錦標賽十萬元；全國運動

會比賽五萬元；全中運比賽二
萬元；全國高中聯賽最優級組
二萬元。 

A099 五人制足球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體育學系 099002 不拘 2 四年制  

A099 五人制足球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海洋運動休閒系 
（士林校區） 099003 不拘 5 四年制  

A099 五人制足球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觀光旅遊事業管理系 
（淡水校區） 099004 不拘 2 四年制  

A100 電子競技 國立中央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100001 不拘 1 四年制 

1.本系最低畢業學分為 128，其
中必修課程 89 學分，且必須修
習通過系上選修科⽬15 學分。 
2.本校訂有英文能⼒畢業⾨檻
及「學⽣服務學習施⾏辦法」。 

A100 電子競技 國立臺東大學 身心整合與 
運動休閒產業學系 100002 不拘 2 四年制  

A100 電子競技 國立體育大學 休閒產業經營學系 100003 不拘 2 四年制  

A100 電子競技 義守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 100004 不拘 5 四年制 

1.本校提供獎勵及輔導運動績
優學生助學金、學生體育優秀
助學金。2.本系師生榮獲國際設

計獎項，設置全國第一｢人工智
慧與 VR 遊戲開發中心｣，榮獲
教育部創新職涯輔導獎，結合

亞洲新灣區創新園區。 

A100 電子競技 臺北醫學大學 食品安全學系 100005 不拘 1 四年制 畢業條件：修習完本學系畢業

學分數，並符合學校畢業條件。 

A100 電子競技 高苑科技大學 智慧科技應用系 100006 不拘 5 四年制 

1.日間部。2.運動績優學生入學
本校者依本校運動績優入學獎

勵辦法，可獲得學雜費及住宿
費減免之獎勵，最高可獲得四
年學雜費及住宿費全免。 

A100 電子競技 亞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100007 不拘 2 四年制  

A100 電子競技 育達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100008 不拘 1 四年制 

1.本校提供新生入學獎助學金，
核發原則詳細內容可至本校招

生處網站查詢。2.本校推動雙聯
學制，與日本、韓國姐妹校合
作，學生繳交台灣學費，4 年可

取得本校及合作姊妹校學位。 

A100 電子競技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淡水校區） 100009 不拘 2 四年制  

A100 電子競技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電競數位遊戲與動畫

設計系（淡水校區） 100010 不拘 5 四年制  

A100 電子競技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電競數位遊戲與動畫

設計系（淡水校區） 100011 不拘 5 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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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1 龍獅運動 國立臺東大學 身心整合與 
運動休閒產業學系 101001 不拘 3 四年制  

A101 龍獅運動 國立臺南大學 體育學系 101002 不拘 5 四年制 

具優秀運動團隊與專業教練，
寒暑訓，可報考國小教育學程，
英檢須檢定通過。可申請體育

相關獎學金等。學系網址： 
http://www.phyedu.nutn.edu.tw/ 

A101 龍獅運動 國立體育大學 技擊運動技術學系 101003 不拘 5 四年制  

A101 龍獅運動 國立體育大學 運動保健學系 101004 不拘 1 四年制  

A101 龍獅運動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體育學系 101005 不拘 10 四年制  

A101 龍獅運動 中國文化大學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 101006 男 1 四年制 
本校體育館總計 14 層樓，提供
運動訓練比賽與體育教學空

間。並設有多用途訓練室、男
女 spa 水療池、室內球場(籃球、
網球、羽球、排球)、重訓室、

運動傷害防護室等設施。並提
供優秀運動員獎助學金。 

A101 龍獅運動 中國文化大學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 101007 女 1 四年制 

A102 橋藝 國立政治大學 統計學系 102001 不拘 2 四年制 
入學後須符合本校運動成績績
優學生認定標準，始得適用學
則中運動績優生相關之規定。 

A102 橋藝 國立中央大學 工學院學士班 102002 不拘 1 四年制 

本班最低畢業學分為 128，其
中智慧機械領域必、選修 62 學
分，能源材料領域必、選修 56
學分，永續防災領域必、選修
54 學分，綠⾊科技領域必、選
修 60 學分(領域必、選修依當

年度入學之應修科⽬表為準)。 

A102 橋藝 國立中山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102003 不拘 2 四年制 1.本校訂有課業輔導機制，輔

導學生順利完成學位。2.需依
規定通過本校「英語文能力標
準」(含英文檢定標準及補救措

施等相關規定)方得畢業。3.以
上各項說明若有未盡事宜，悉
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

理。 

A102 橋藝 國立中山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102004 不拘 1 四年制 

A102 橋藝 國立中山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102005 不拘 1 四年制 

A102 橋藝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102006 不拘 1 四年制 

A103 彈翻床 國立臺東大學 運動競技 
學士學位學程 103001 不拘 1 四年制  

A104 飛鏢 國立臺東大學 身心整合與 
運動休閒產業學系 104001 不拘 2 四年制  

A106 霹靂舞 臺北市立大學 運動藝術學系 106001 男 1 四年制  

A106 霹靂舞 臺北市立大學 運動藝術學系 106002 女 1 四年制  

A999 其他-街舞 國立體育大學 運動保健學系 999001 不拘 1 四年制 街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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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1 籃球 肢障(甲) 國立體育大學 適應體育學系 001001 不拘 1 四年制  

A001 籃球 聽障(丙)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 001002 不拘 1 四年制  

A001 籃球 聽障(丙) 國立中興大學 歷史學系 001003 不拘 1 四年制  

A001 籃球 聽障(丙) 輔仁大學 哲學系 001004 不拘 1 四年制 
本校將英文與資訊等二項
基本能力列入學士班之畢
業條件。 

A003 網球 肢障(甲) 國立體育大學 適應體育學系 003001 不拘 2 四年制  

A003 網球 聽障(丙) 國立體育大學 適應體育學系 003002 不拘 2 四年制  

A005 羽球 聽障(丙)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 005001 不拘 1 四年制  

A005 羽球 聽障(丙) 國立體育大學 球類運動技術學系 005002 不拘 1 四年制  

A005 羽球 聽障(丙) 國立體育大學 適應體育學系 005003 不拘 2 四年制  

A008 桌球 肢障(甲) 國立清華大學 運動科學系 008001 男 1 四年制  

A008 桌球 肢障(甲) 國立中興大學 歷史學系 008003 不拘 1 四年制  

A008 桌球 肢障(甲)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008004 不拘 1 四年制 

1.本系畢業條件需具有一定
程式設計能力，對數理邏

輯、創新之要求較高。2.本系
最低畢業學分為 128 學分，
詳細規定請參照本校教務

章則彙編。 

A008 桌球 肢障(甲) 國立中山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008005 不拘 1 四年制 

1.本校訂有課業輔導機制，
輔導學生順利完成學位。2.
需依規定通過本校「英語文
能力標準」(含英文檢定標準
及補救措施等相關規定)方
得畢業。3.以上各項說明若
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
則」及相關規定辦理。 

A008 桌球 肢障(甲) 國立高雄大學 運動競技學系 008006 不拘 1 四年制 

本系為高屏地區國立大學
唯一運動競技學系，目前設

有棒球、羽球、桌球、游泳
及木球，五個專長項目，竭
誠歡迎報考本系。詳細簡介

請 參 考 本 系 網 頁 ，
http://dap.nuk.edu.tw。 

A008 桌球 肢障(甲) 國立體育大學 適應體育學系 008007 不拘 1 四年制  

A008 桌球 聽障(丙)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 008008 不拘 1 四年制  

A008 桌球 聽障(丙)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體育學組 008010 不拘 2 四年制 

1.「運動績優甄審學生就讀

獎學金辦法」學生二年級起
接受前一學年學習或參賽
績效審核 2.應參加學校運動

代表隊，參賽成績優異可申
請「運動績優獎勵金」3.資訊
能力列入畢業條件，英文能

力需通過本系修業規則 

A017 保齡球 聽障(丙)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健康促進與銀髮保健系

（淡水校區） 017001 不拘 5 四年制  

A019 柔道 視障(乙)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019001 不拘 1 四年制  

A019 柔道 聽障(丙)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健康促進與銀髮保健系

（淡水校區） 019002 不拘 5 四年制  

A021 跆拳道 聽障(丙)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運動競技組 021001 不拘 1 四年制 

1.運動績優甄審學生就讀獎

學金辦,學生二年級起接受
前一學年學習或參賽績效
審核 2.對打優先、品勢次之

應參加學校運動代表隊，成
績優異可申請運動績優獎
勵金 3.資訊能力列入畢業條

件，英文能力需通過本系修
業規則 

A021 跆拳道 聽障(丙) 臺北市立大學 技擊運動學系 021002 不拘 1 四年制  

  



- 52 - 

111 學年度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第 2 次甄審剩餘名額(身心障礙生) 
A 高中組甄審 

運動種類 身障類別 學校名稱 學系名稱 系科代碼 性別 名額 年制別 備註 

A023 國術 聽障(丙)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健康促進與銀髮保健系

（淡水校區） 023001 不拘 5 四年制 
 

A028 擊劍 聽障(丙)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健康促進與銀髮保健系

（淡水校區） 028001 不拘 5 四年制 
 

A030 射擊 聽障(丙)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 
運動健康管理組 030001 不拘 2 四年制 

1.「輔仁大學獎勵運動績優
甄審學生就讀獎學金辦法」

學生二年級起接受前一學
年學習或參賽績效審核 2.參
賽成績優異可申請「輔仁大

學運動績優獎勵金」3.資訊
能力列入畢業條件，英文能
力需通過本系修業規則。 

A031 游泳 聽障(丙)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031001 男 1 四年制 

1.上課地點：和平校區。2.師
培與非師培並行學系，可依
規定申請為師培生或依相

關辦法考試錄取後修習教
育學程。3.校隊有游泳、籃球
(男)、桌球、排球(女)、網球、

田徑等六個校代表隊。 

A031 游泳 聽障(丙)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健康促進與銀髮保健系

（淡水校區） 031002 不拘 5 四年制 
 

A039 田徑 肢障(甲) 國立體育大學 適應體育學系 039001 不拘 1 四年制  

A039 田徑 聽障(丙)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039002 不拘 1 四年制  

A039 田徑 聽障(丙)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039003 不拘 1 四年制 

1.上課地點：和平校區。2.師
培與非師培並行學系，可依

規定申請為師培生或依相
關辦法考試錄取後修習教
育學程。3.校隊有游泳、籃球

(男)、桌球、排球(女)、網球、
田徑等六個校代表隊。 

A039 田徑 聽障(丙) 國立體育大學 適應體育學系 039004 不拘 2 四年制  

A039 田徑 聽障(丙)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 
運動競技組 039005 不拘 2 四年制 

1.「運動績優甄審學生就讀
獎學金辦法」學生二年級起

接受前一學年學習或參賽
績效審核 2.應參加學校運動
代表隊，參賽成績優異可申

請「運動績優獎勵金」3.資訊
能力列入畢業條件，英文能
力需通過本系修業規則 

A039 田徑 聽障(丙) 臺北市立大學 陸上運動學系 039006 不拘 2 四年制  

A054 健力 聽障(丙)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健康促進與銀髮保健系

（淡水校區） 054001 不拘 5 四年制 
 

A082 滾球 肢障(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082001 不拘 1 四年制  

A082 滾球 肢障(甲) 國立體育大學 適應體育學系 082002 不拘 2 四年制  

A082 滾球 聽障(丙)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健康促進與銀髮保健系

（淡水校區） 082003 不拘 5 四年制 
 

A098 門球 聽障(丙)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健康促進與銀髮保健系

（淡水校區） 098001 不拘 5 四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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