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轉系申請公告 
106 年 5 月 15 日            

一、領表時間：106 年 5 月 15 日至 106 年 6 月 8 日止。 

二、領表地點：格致大樓 811 室教務行政組。 

三、繳件截止日期：106 年 6 月 9 日。 

               （繳回轉系申請表至教務行政組） 

四、注意事項： 

(一)依學則規定四年制學生於二年級開始前得申請

轉系。陸生申請轉系限於建築、土木與防災設

計、國際商務、財務金融、會計 5 系。 

※依據教育部 101 年 5 月 29 日臺高通字第 1010069789 號函「陸生校內轉系、

學士及碩士逕讀博士、修習輔系、雙主修、學分學程，以及轉學、跨校院

系所選修課程相關事宜」規定辦理之。 

(二)轉系審查標準如附件，欲申請轉系科之同學請

於繳件截止日前完成繳交「轉系科申請表」，逾

期不予受理。 

           

中國科技大學教務處 

 

           



大學部轉系審查標準 
中華民國 94 年 9 月 19 日教務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97 年 10 月 15 日教務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99 年 3 月 10 日教務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100 年 9 月 30 日教務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101 年 1 月 12 日教務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16 日教務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11 日教務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30 日教務會議修訂 

系別 學業成績 轉系考試項目及成績 備  註 

建築系  1.學業成績 50% 

2.面試成績 50% 

1.以不招收三年級以上轉系生
為原則；大三降轉大二另行審
查 。 

2.面試成績以面試委員評分之
平均分數核計，面試成績未達
七十分者不予同意轉系。 

土木與防災設
計系 

 1.學業成績 50% 

2.面試成績 50﹪ 

面試成績以面試委員評分之平
均分數核計，面試成績未達七十
分者不予同意轉系 

室內設計系 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60

分以上 

1.學業成績 50% 

2.面試成績 50% 

1.以不招收三年級以上轉系生
為原則；大三降轉大二另行審

查 。 

2.轉系考試成績以七十分為及
格。 

視覺傳達設計
系 

各學期學業成績平均在
60 分以上。 

1.學業成績 50％ 

2.書面審查 30％ 

3.面試成績 20％ 

1.以不招收三年級以上之轉系
學生為原則，大三降轉大二則 

  另行審查。 

2.操行成績 75 分以上（未有任
何一學期不及格或留校察看 

  者）。 

3.書面審查繳交資料 

(1)繳交作品集 

(2)當場速寫一件素描作品 

4.面試成績以面試委員評分之
平均分數核計，面試成績未達 

  七十分者不予同意轉系。 

5.該班招收名額需不超出報部 

  總名額。 

數位多媒體設
計系 

 1.學業成績 50％ 

2.書面審查 30％ 

3.面試成績 20％ 

1.以不招收三年級(含)以上轉系

生為原則。 

2.該班招收名額需不超出報部

總名額。  

 



 

系別 學業成績 轉系考試項目及成績 備  註 

影視設計系 各學期學業成績平均在

60 分以上。 

1.學業成績(50％) 

2.書面審查(30％) 

3.面試成績(20％) 

1.以不招收三年級(含)以上轉系

生為原則。 

2.操行成績 75 分以上（未有任

何一學期不及格或留校察看 

  者）。 

3.書面審查繳交資料 

(1)在校表現優異證明影本 

(2)繳交一份電影觀後心得報告

500 字。 

4.面試成績以面試委員評分之

平均分數核計，面試成績未達 

  七十分者不予同意轉系。 

5.該班招收名額需不超出報部 

  總名額。 

國際商務系 

 

入學後學業成績平均在

60 分以上。 

1.歷年學業平均(50%) 

2.面試成績(50%) 

1.以不招收三年級以上轉系生 

  為原則。 

2.面試成績以面試委員評分之 

  平均分數核計，面試成績未達 

  七十分者不予同意轉系。 

3.該班招收名額需不超出報部 

  總名額。 

財政稅務系 入學後每學期學業成績
平均皆在 60 分以上。 

1.歷年學業成績（50﹪） 

2.書面審查（50﹪） 

書面審查繳交資料: 

1.自傳     2.學習計畫 

財務金融系  面試成績(100%) 以不招收三年級以上轉系生為

原則。 

會計系 入學後至少有一學期學

業成績達 60分以上 

1.歷年學業成績(30%) 

2.面試成績(70%) 
如有特殊情況得經本系系務會

議決議，不受審查標準限制 

企業管理系 入學後每學期學業成績
平均皆在 60 分以上。 

1.歷年學業平均(50%) 

2.面試成績(50%) 

1.以不招收三年級以上轉系生
為原則。 

2.面試成績以面試委員評分之
平均分數核計，面試成績未達
七十分者不予同意轉系。 

3.該班招收名額需不超出報部
總名額。 

行銷與流通管
理系 

入學後各學期學業成績

加總後平均在60分(含)

以上。  

1.學業成績（50%） 

2.面試成績（50%） 

面試成績以面試委員評分之平
均分數核計，面試成績未達七 

十分者不予同意轉系。 



觀光與休閒事
業管理系 

各學期學業成績加總後
平均在 60 分(含)以上。 

1.學業成績（50%） 

2.面試成績（50%） 

1.以不招收三年級以上之轉系 

  學生為原則，大三降轉大二則 

  另行審查。 

2.面試成績以面試委員評分之
平均分數核計，面試成績未達 

  七十分者不予同意轉系。 

3.該班招收名額需不超出報部 

  總名額。 

應用英語系 入學後各學期學業成績

加總後平均在 60分(含)

以上。  
 

1.歷年學業成績(50%) 

2.面試成績(50%) 

1.操行成績平均達 70 分以上 

2.以不招收三年級以上轉系生
為原則。 

3.面試成績以審查委員評分之
平均分數核計 

4.面試成績未達七十分者不予
同意轉系。 



 

系別 學業成績 轉系考試項目及成績 備   註 

資訊管理系 入學後每學期學業成績

平均皆在 60 分以上。 

1 學業成績與資料審查
（50%） 

2.面試成績（50%） 

面試成績以面試委員評分之平

均分數核計。 

資訊工程系 入學後每學期學業成績
平均皆在 60 分以上。 

1.學業成績（50%） 

2.面試成績（50%） 

1.以不招收三年級(含)以上轉系 

生為原則。 

2.面試成績以面試委員評分之 

  平均分數核計。 

3 轉系考試項目及成績合計未
達七十分者不予同意轉系。 

電腦與通訊系 入學後每學期學業成績
平均皆在 60 分以上。 

1.學業成績（50%） 

2.面試成績（50%） 

1.以不招收三年級(含)以上轉系 

生為原則。 

2.面試成績以面試委員評分之 

  平均分數核計。 

3 轉系考試項目及成績合計未
達七十分者不予同意轉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