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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工程學系

一、平轉標準：前一學期成績在班上前二分之一以內，經系務會議審核通過。
二、降轉標準：經系務會議審核通過。

電子工程學系

一、平轉標準：前一學期成績在班上前二分之一以內，經系務會議審核通過。
二、降轉標準：任一學期成績需達六十分以上，經系務會議審核通過。

一、平轉：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名次在全班前二分之一(含)以內，由系所課程委員會
審核，並報系務會議通過。
資訊工程學系
二、降轉：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名次在全班前四分之三(含)以內，由系所課程委員會
審核，並報系務會議通過。
機械與自動化 一、平轉標準：經系務會議審核通過。
工程學系 二、降轉標準：經系務會議審核通過。
化學工程學系

一、平轉標準：經系務會議審核通過。
二、降轉標準：經系務會議審核通過。

土木與生態 一、平轉標準：經系務會議審核通過。
工程學系 二、降轉標準：經系務會議審核通過。
材料科學與 一、平轉標準：經系務會議審核通過。
工程學系 二、降轉標準：經系務會議審核通過。
通訊工程學系

一、平轉標準：前一學期成績達全班前50%，經系務會議審查通過，擇優錄取。
二、降轉標準：經系務會議通過，擇優錄取。

應用英語學系

一、平轉標準：經英文口試通過後，擇優錄取。
二、降轉標準：經英文口試通過後，擇優錄取。

一、學業成績申請：
1、平轉標準：各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在全班前三分之一(含)以內，經系務會議
審核通過。
2、降轉標準：各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在全班前二分之一(含)以內，經系務會議審
核通過。
大眾傳播學系
二、寫作能力：不論平轉或降轉，申請人均需附個人自傳及對未來在大眾傳播系
之學習目標計畫。
三、本系專任教師進行面試，書面資料未繳交齊全者，不得參加面試。
四、審核項目：歷年成績(30％)、自傳(20％)、學習目標計畫(20％)、面試(30％)，
並經本系系務會議審核通過。
一、平轉標準：
(一)1、轉二年級者，須修畢本系所開之「初級日語」課程上下學期共8學分；
轉三年級者，須修畢本系所開之「初級日語」課程上下學期共8學分、
及「中級日語」課程上下學期共8學分、且成績皆為及格。
應用日語學系
2、具有「日本語能力試驗」合格證明書。
(※上列兩項條件須擇一提交本系。)
(二)每學期學業成績必須及格，操行成績在70分(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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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交個人自傳或學習計畫。
(四)必須經本系面試委員會面試。
(※書面資料未繳交期全者，不得參加面試。)
(五)必須經本系系務會議審核通過。
二、降轉標準：
(一)每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必須及格，操行成績在70分(含)以上。
(二)必須經本系系務會議審核通過。

一、平轉標準：前一學期之學業成績平均值，在全班百分之五十(含)以內，操行成
績在八十分(含)以上，且未有重大懲處紀錄者，經系務會議審核通
數位多媒體
過，擇優錄取。
設計學系
二、降轉標準：前一學期之操行成績在八十分(含)以上，且未有重大懲處紀錄者，
經系務會議審核通過，擇優錄取。
一、轉系標準
(一)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為全班前50%(含)。
創意商品設計
(二)每學期操行成績75分(含)以上。
學系
二、申請學生須備妥下列資料：簡歷、歷年在校成績單正本、社團、作品集或特殊
才能相關資料影本。
三、上述申請者，須經本系面試及術科測驗，並經系務會議審核通過。
一、學業成績申請：
1、平轉標準：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在全班前二分之一(含)以內，經系務會議
審核通過。
2、降轉標準：各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在全班前二分之一(含)以內，經系務會議審
電影與電視
核通過。
學系
二、寫作能力：不論平轉或降轉，申請人均需附個人自傳及對未來在本系之學習目
標計畫。(請附作品及相關得獎紀錄。)
三、本系專任教師進行面試。
四、審核項目：歷年成績(30％)、創作能力(30％)、面試(40％)，並經本系系務會議
審核通過。
工業管理學系

一、平轉標準：經本系招生委員會議審核通過。
二、降轉標準：經本系招生委員會議審核通過。

企業管理學系

一、平轉標準：各學期成績平均 60 分(含)以上，並經系務會議審核通過。
二、降轉標準：提出前一學期成績，經系務會議審核通過。

資訊管理學系

一、平轉標準：每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須六十分(含)以上，經系務會議審核通過。
二、降轉標準：每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須六十分(含)以上，經系務會議審核通過。

-2-

義守大學各學系轉系條件與審查標準
資料日期：102/03/12

系

別

轉 系 條 件 與 審 查 標 準

一、平轉標準：
1、每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需在全班前二分之一以內，操行在七十五分(含)以上。
2、上述申請者，需經系務會議通過。
財務金融學系 二、降轉標準：
1、每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需在全班前75％以內，操行在七十五分(含)以上。
2、上述申請者，需經系務會議通過。
※ 自 101 學年度起申請適用。
會計學系

一、平轉標準：各學期成績平均60分(含)以上，並經系務會議審核通過。
二、降轉標準：提出前一學期成績，經系務會議審核通過。

一、平轉標準：
1、每學期平均學業成績在全班前三分之二(含)以內，操行成績在七十五分(含)
以上。
2、上述申請者，需經系務會議審查通過。
國際商務學系
二、降轉標準：
1、二年級以上之非商管學院學生，但未修習商管學院相關基礎課程及本系專
業課程者，應申請降轉。
2、降轉標準與上述平轉標準同。
一、平轉標準：
1、申請學生需備妥下列資料：大學歷年成績單一份、自傳及轉系說明書、課
公共政策與
外活動及特殊表現書面證明。
管理學系
2、各項審核項目分配為歷年成績20%、自傳及轉系說明書20%、參與課外活動
表現20%、面試40%，並經本系系務會議審核通過。
二、降轉標準：與平轉標準同。
一、平轉標準：須經本系師生事務委員會口試審核通過。
應用數學系
二、降轉標準：須經本系師生事務委員會口試審核通過。
一、平轉標準：
1、每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在原科系班級之前百分之五十以上（含百分之五十）。
2、操行成績必須在八十分以上（含八十分）。
二、降轉標準：
生物科技學系
1、操行成績必須在八十分以上（含八十分）。
三、進入生物科技之學生需於畢業前補修完畢本系所規定之課程，並需同時遵守本
系擋修、畢業學分要求等所有本系學生所需遵守之畢業規則與法條。
四、符合平轉、降轉標準者須再經過面試及系務會議審核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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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轉標準：
1、每學期操行成績皆在八十分(含)以上。
健康管理學系
2、前一學期成績在班上前二分之ㄧ(含)以內。
3、符合前二項後，再經面試及系務會議審核通過。
二、降轉標準：與平轉標準相同。

營養學系

一、平轉標準：
1、每學期操行成績皆在八十分(含)以上者。
2、申請學生需備妥下列資料：簡歷、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社團或特殊才能
相關資料影本。
3、安排面試，並經本系系務會議審核通過。
二、降轉標準：與平轉標準相同。
一、平轉標準：前一學期之學業成績平均值，在全班前百分之七十五(含)，操行成

績在八十分(含)以上，且未有重大懲處紀錄者，經系務會議審核，
擇優錄取。
二、降轉標準：前一學期之操行成績在八十分(含)以上，且未有重大懲處紀錄者，
經系務會議審核，擇優錄取。
一、平轉標準：
1、操行成績八十分（含）以上。
2、前一學期之學業成績平均值，在全班百分之七十五(含)以內。(體保生、
醫務管理學系
僑生、外籍學生除外)
3、若符合上述1、2項申請之總人數超過本系可招收之轉系人數上限時，
則由委員會評分投票後擇優錄取，並經系務會議審查通過。
二、降轉標準：與平轉條件相同。
生物醫學
工程學系

護理學系

一、平轉條件：
1、每學期學業平均成績皆在全班前二分之一(含)以內。
2、操行成績在八十分(含)以上。
二、降轉標準：
1、每學期學業平均成績皆在全班前五分之四(含)以內。
2、操行成績在八十分(含)以上。
三、審查要點：
1、除一年級可平轉外，二年級(含)以上皆需降轉。
2、若申請轉系之新生或轉學生需有本校至少一學期成績才可提出申請。
3、視覺、言語、聽力、行動及精神有嚴重障礙及辨色力異常者，請勿申請。
4、符合以上資格後，再經面試及系務會議審核通過。

一、平轉標準：前一學期之學業成績平均值，在全班百分之五十(含)以內，操性成
醫學影像暨
績在八十分(含)以上，且未有重大懲處紀錄者，經系務會議審核通過，擇優錄
放射科學系
取。
二、降轉標準：前一學期之學業平均值，在全班百分之七十(含)以內，操性成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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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分(含)以上，且未有重大懲處紀錄者，經系務會議審核通過，擇優錄取。
三、視覺、言語、聽力、行動及精神有嚴重障礙及辨色力異常者，請勿申請。

本系接受校內他系學生申請轉至本系就讀，轉系條件除依據學校轉系之相關規定
外，其他規定如下：
一、 申請轉入本系之學生，其成績要求為前學期學業總成績名列原學系全班前五
物理治療學系
分之一，且無重修學分者。
二、 操行成績在八十二分(含)以上。
三、 申請者申請時若為二年級(含)以上，皆須降轉年級就讀。
四、 須經系務會議審核通過，擇優錄取。
一、平轉標準：
1、每學期學業平均成績皆在全班前三分之一(含)以內，且英文科目成績亦需
在全班前三分之一(含)以內。
2、操行成績在八十分(含)以上。
3、符合前二項後，再經面試及系務會議審核通過。
職能治療學系 二、降轉標準：
1、除一年級可平轉外，二年級(含)以上皆需降轉。
2、每學期學業平均成績皆在全班前二分之一(含)以內，且英文科目成績亦需
在全班前三分之一(含)以內。
3、操行成績在八十分(含)以上。
4、符合前三項後，再經面試及系務會議審核通過。
一、

觀光學系

平轉備審資料：申請學生須備妥下列書面審查資料，與轉系申請表一併送交
註冊組後，資料再轉至本系。
1.簡歷
2.歷年成績單正本
3.證照、社團或特殊才能相關資料影本。
二、降轉備審資料：與平轉備審資料相同。
三、通過書面審查者，始安排面試，並經本系系務會議審核通過。
四、部分課程及學術活動須著指定服裝並遵守專業服裝儀容標準；另必須配合課程
規劃至業界實習六個月。

休閒事業
管理學系

一、平轉標準
1、每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及格。
2、每學期操行成績皆在75 分(含)以上。
3、申請學生須備妥下列資料：簡歷、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社團或特殊才能
相關資料影本。
二、降轉標準：與平轉標準相同。
三、在學期間，部分課程及學術活動需著指定服裝，並遵守專業服裝儀容標準。
四、上述申請者，須經本系面試及系務會議審核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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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轉標準：
1、每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及格。
2、每學期操行成績皆在75 分(含)以上。
3、申請學生需備妥下列資料：簡歷、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社團、證照或特
殊才能相關資料影本。
餐旅管理學系
4、安排面試，並經本系系務會議審核通過。
5、入學後將依不同操作課程需著指定服裝，並遵守專業服裝儀容標準；另配
合課程規劃需至業界實習六個月。
6、本系設有畢業資格門檻(專業證照、英語能力、資訊能力)。
二、降轉標準：與平轉標準相同。
三、申請學生如有不符合轉系標準者，則不予受理申請。

廚藝學系

一、平轉標準：
1. 每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及格。
2. 每學期操行成績皆在75分(含)以上。
3. 申請學生需備妥下列資料：簡歷、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社團或特殊才能
相關資料影本。
4. 安排面試，並經本系系務會議審核通過。
5. 入學後將依不同操作課程須著指定服裝，並遵守裝業服裝儀容標準；另配
合課程規劃需至業界實習六個月。
二、降轉標準：與平轉標準相同。

Transfer in the Same Grade
1. The credits that students receive from other departments at I-Shou will not be
recognized unless the credits have been approved by the chair of Entertainment
Management Department.
2. Minimum grade of English subject should be at least 70% per semester.
3. Average grade of total subject should be at least 60% per semester.
4. Conduct grade should be at least 75% per semester.
5. An English Essay and Transcript of each semester should be presented.
娛樂事業管理 6. There will be an interview in English if transfer students reach the requirements
學系
mentioned above.
7. Students need to pass the interview.
Transfer in the Lower Grade
1. The credits that students receive from other departments at I-Shou will not be
recognized unless the credits have been approved by the chair of Entertainment
Management Department.
2. An English Essay and Transcript of previous school should be presented.
3. Students need to pass the interview.
4. For other requirements, please refer to the requirements listed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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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er in the Same Grade
1. The credits that students receive from other departments at I-Shou will not be
recognized unless the credits have been approved by the chair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2. Minimum grade of English subjects should be 70 per semester.
3. Average grade of total subject should be 60 at least per semester.
4. Conduct grade should be 75 at least per semester.
國際企業經營 5. An English Essay and Transcript of each semester should be presented.
學系
6. There will be an interview in English if transfer students meet the requirements
mentioned above.
7. The interview needs to be passed.
Transfer in the Lower Grade
1. The credits that students receive from other departments at I-Shou will not be
recognized unless the credits have been approved by the chair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2. Other requirements please refer to the requirments listed above.
Transfer in the Same Grade
1. The credits that students receive from other departments at I-Shou will not be
recognized unless the credits have been approved by the chair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Department.
2. Minimum grade of English subject should be 70 per semester.
3. Average grade of total subject should be 60 at least per semester.
4. Conduct grade should be 75 at least per semester.
國際財務金融 5. An English Essay and Transcript of each semester should be presented.
學系
6. There will be an interview in English if transfer students reach the requirements
mentioned above.
7. Unterview needs to be passed.
Transfer in the Lower Grade
1. The credits that students receive from other departments at I-Shou will not be
recognized unless the credits have been approved by the chair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Department.
2. Other requirements please refer to the requirments listed above.
Transfer in the Same Grade
1. The credits that students receive from other departments at I-Shou will not be
國際觀光餐旅
recognized unless the credits have been approved by the chair of Tourism &
學系
Hospitality Department.
2. Minimum grade of English subject should be at least 70% per semester.
3. Average grade of total subject should be at least 60% per sem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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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onduct grade should be at least 75% per semester.
5. An English Essay and Transcript of each semester should be presented.
6. There will be an interview in English if transfer students reach the requirements
mentioned above.
7. Interview need to be passed.
Transfer in the Lower Grade
1. The credits that students receive from other departments at I-Shou will not be
recognized unless the credits have been approved by the chair of Tourism &
Hospitality Department.
2. Interview needs to be passed.
4. Other requirements please refer to the requirements listed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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