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務處註冊課務組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11月 4日 

                                                   海教註內字第 0047號 

 

主旨：公告本校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日間學制學士班轉系申請相關事項。 

說明： 

ㄧ、申請期間：考量申請書須獲監護人簽名同意，故系統提早開放，自 108 

   年 11 月 8 日（星期五）起至 11 月 22 日（星期五）止。後續作業期程緊

湊，逾期恕不予受理。 

二、申請資格： 

    應合於本校學生轉系辦法第四條及第六條規定，詳如附件一（可至教務

處→法令規章→註冊課務組→一般法規→學生轉系辦法下載：    

三、申請方式： 

  （一）線上申請：請從本校首頁「教學務系統」登入「教務系統」中之  

     「轉系作業」，點選「申請轉系」填寫資料，列印轉系申請書，並 

     依附件二中之「書面審查資料」規定，備妥相關資料。 

  （二）繳交費用：須繳交申請費用 500 元，請先至出納組繳費。 

  （三）請將「轉系申請書」及「繳費收據」，於申請期間送就讀學系及申 

     請轉入學系簽准後，送教務處註冊課務組複核。 

四、審查方式： 

  （一）採書面審查方式，由各系所進行實質審核，必須進行面談，且以 

          面談結果作為評核之主要標準；詳情請參考各學系轉系申請相關 

          事宜一覽表，詳如附件二。 

（二）各學系審查結果，經本校轉系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告核定名單。 

五、如有任何疑問，請洽教務處註冊課務組，分機 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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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學生轉系辦法 

 

中華民國 86 年 6 月 2 日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0 年 12 月 13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0 年 12 月 19 日發布  

中華民國 93 年 11 月 18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3 年 12 月 17 日海教註字第 0930011173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96 年 9 月 20 日 9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7、8、9 條 

中華民國 96 年 12 月 18 日 9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4、5、6、15 條 

中華民國 97 年 3 月 27 日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6、7、9、15 條 

中華民國 97 年 8 月 19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70161413 號函同意備查  

中華民國 97 年 8 月 25 日海教註字第 0970009015F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99 年 10 月 28 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6、7、15 條 

中華民國 99 年 12 月 15 日教育部臺高（二）字第 0990212853 號函同意備查 同意備查第 7、15 條 

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27 日教育部臺高（二）字第 1000009506 號函同意備查 同意備查第 6 條 

中華民國 100 年 2 月 21 日海教註字第 1000001938B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2 年 3 月 21 日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3 條、第 5 條、

第 8 條及第 13 條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6 日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6 條及第 7 條 

中華民國 102 年 7 月 16 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20107131 號函同意備查 同意備查第 3 條、第 5

條至第 8 條，修正第 13

條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7 日海教註字第 1020013147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17 日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2 條、第 6 條及

第 11 條 

中華民國 103 年 1 月 24 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30009675 號函同意備查 同意備查第 2 條、第 6

條及第 11 條 

中華民國 103 年 1 月 28 海教註字第 1030001523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30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8 條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16 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40032515 號函同意備查 修正第 8 條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14 日海教註字第 1040004424 號令發布 修正第 8 條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22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4 條 

中華民國 106 年 1 月 16 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60004535 號函同意備查 同意備查第 4 條 

中華民國 106 年 1 月 19 日海教註字第 1060001119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27 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4 條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13 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80016164 號函同意備查 同意備查第 4 條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26 日海教註字第 1080005533 號令發布  

 

 

第一條    本辦法依本校學則第十四條訂定之，本校學生轉系，除教育法令別有規定外，悉 

依本辦法辦理之。 

第二條    本校學生如認為所讀學系與其興趣不合時，得申請轉系，以二次為限。 

第三條    學生依學校公告期限提出轉系申請。 

第四條    申請轉系學生，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操行成績必須在七十分以上。 

二、修業滿一年之在學學生(延畢生除外)得轉各學系相當或降低之年級。 

三、轉入學系要求條件。 

第五條    學生轉系，須受下列規定人數之限制： 

一、轉出人數以不超過各該班原有人數二分之一為原則。 

二、轉入人數在不影響教學原則下，以不超過原核定招收新生名額加二成為度。

轉入人數如超過本款規定，則以學業成績擇優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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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下列學生，不得申請轉系： 

一、修業未滿一學年者。 

二、經保送者（不含個人申請入學者）。 

三、延長修業年限者。 

第七條    轉系學生應至教學務系統填妥轉系申請書，如發現重複申請者，取消其轉系申請。

申請表填妥後送交註冊課務組（進修推廣組）彙辦。 

第八條    轉系以書面審查為之，書面審查內容由各學系訂定，註冊課務組（進修推廣組）

公告周知。 

轉系事宜由本校轉系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辦理。本委員會由校長、教務

長、有關學院院長、學系主任、註冊課務組長、進修推廣組組長組成之，並由校

長擔任主任委員。 

第九條    轉系經審查通過或不通過者，均由註冊課務組（進修推廣組）公告周知。未經通 

過者，仍回原系級肄業。 

第十條    凡經核准轉系學生，不得再行請求回原系肄業。 

第十一條  轉入學生，須修畢轉入學系應修之科目及學分，方准畢業。 

降級轉系者，其應修之科目及學分，依轉入年級學生的入學學年度之規範為之。

其重複修習之年限，不計入轉入學系之最高修業年限。 

第十二條  轉系學生應補修之科目學分，由各學系指定專人輔導其選課。 

第十三條  參加轉系考試學生，應繳交審查費，審查費另公告之。 

第十四條  日間部、進修推廣部學生不得互轉。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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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本校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各學系轉系相關事宜一覽表 

招生學系 
招生

年級 

擬招

收轉

系生

名額 

轉系學系要求特別條件 書面審查資料 面談細節 備註 

商船學系 

二 1 

一、欲上船實習者，需四肢及視聽力等需符合交

通部航港局船員體格(健康)檢查證明書之「航行

員」規定。詳細規定請以關鍵字「船員體格」於

航港局網站查詢。 

二、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一、歷年成績單(含班排名)。 

二、讀書計畫(含自傳與轉系動機)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2月 6日 13時 30分 

三、面談地點：商船大樓 208會議室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請於 12月 4日中午 12時逕至本

系網頁查看面試時程表及相關配合事項。 

一年級上下學期無微積分或

普通物理學分者，請審慎考

量再行申請。 
三 9 

一、欲上船實習者，需四肢及視聽力等需符合交

通部航港局船員體格(健康)檢查證明書之「航行

員」規定。詳細規定請以關鍵字「船員體格」於

航港局網站查詢。 

二、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一、歷年成績單(含班排名)。 

二、讀書計畫(含自傳與轉系動機)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2月 6日 13時 30分 

三、面談地點：商船大樓 208會議室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請於 12月 4日中午 12時逕至本

系網頁查看面試時程表及相關配合事項。 

四 10 

一、欲上船實習者，需四肢及視聽力等需符合交

通部航港局船員體格(健康)檢查證明書之「航行

員」規定。詳細規定請以關鍵字「船員體格」於

航港局網站查詢。 

二、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一、歷年成績單(含班排名)。 

二、讀書計畫(含自傳與轉系動機)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2月 6日 13時 30分 

三、面談地點：商船大樓 208會議室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請於 12月 4日中午 12時逕至本

系網頁查看面試時程表及相關配合事項。 

航運管理學

系 

二 2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一、高中(職)及大學歷年成績單(含排

名)； 

二、自傳及讀書計畫； 

三、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英文檢定或

其他證照)。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1月 29日 9時 30分 

三、面談地點：航管大樓一樓 102會議室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留意服裝儀容整潔 

一、本系屬商學體系，請

留意畢業學分數規定，未

能用心向學者，宜有延畢

心理準備。 

二、本系訂有折抵學分數

評定基準，若有疑慮者，

請先向系辦洽詢。 

三 8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一、高中(職)及大學歷年成績單(含排

名)； 

二、自傳及讀書計畫； 

三、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英文檢定或

其他證照)。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1月 29日 9時 30分 

三、面談地點：航管大樓一樓 102會議室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留意服裝儀容整潔 

四 9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一、高中(職)及大學歷年成績單(含排

名)； 

二、自傳及讀書計畫； 

三、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英文檢定或

其他證照)。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1月 29日 9時 30分 

三、面談地點：航管大樓一樓 102會議室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留意服裝儀容整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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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學系 
招生

年級 

擬招

收轉

系生

名額 

轉系學系要求特別條件 書面審查資料 面談細節 備註 

海洋觀光管

理學士學位

學程 

二 1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一、高中及大學歷年成績單(含排名)； 

二、自傳及讀書計畫； 

三、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英文檢定或

其他證照)。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2月 3日 12時整 

三、面談地點：海空大樓 705教室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無 

 

三 2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一、高中及大學歷年成績單(含排名)； 

二、自傳及讀書計畫； 

三、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英文檢定或

其他證照)。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2月 3日 12時整 

三、面談地點：海空大樓 705教室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無 

四 0            無                  無                  無    

運輸科學系 

二 1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一、歷年成績單(含排名)； 

二、自傳及讀書計劃(1000字內)；                

三、其他有利審查資料(英文檢定或專

題報告等)。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2月 5日 12時 10分 

三、面談地點：技術大樓 6樓 610室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無 

轉系生須依本系學分抵免

規定辦理相關事宜 三 8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一、歷年成績單(含排名)； 

二、自傳及讀書計劃(1000字內)；                

三、其他有利審查資料(英文檢定或專

題報告等)。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2月 5日 12時 10分 

三、面談地點：技術大樓 6樓 610室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無 

四 8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一、歷年成績單(含排名)； 

二、自傳及讀書計劃(1000字內)；                

三、其他有利審查資料(英文檢定或專

題報告等)。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2月 5日 12時 10分 

三、面談地點：技術大樓 6樓 610室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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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學系 
招生

年級 

擬招

收轉

系生

名額 

轉系學系要求特別條件 書面審查資料 面談細節 備註 

輪機工程學

系能源應用

組 

二 3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一、歷年成績單； 

二、讀書計畫 （含自傳）； 

三、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證照或專題

成果報告）。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1月 29日 9時 30分 

三、面談地點：延平技術大樓 1樓 107會議室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請注意服裝儀容整潔 

一年級上下學期無微積分或

普通物理學分者，請審慎考

量再行申請。 

三 3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一、歷年成績單； 

二、讀書計畫 （含自傳）； 

三、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證照或專題

成果報告）。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1月 29日 9時 30分 

三、面談地點：延平技術大樓 1樓 107會議室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請注意服裝儀容整潔 

一、一年級上下學期無微積分、

普通物理及二年級無工程數學

學分者，請審慎考量再行申請。 

二、學生若要上船實習或工作，

須補足 STCW相關課程，可能會

延長修業年限，請審慎考慮。 

三、以有強烈上船意願者為佳。 

四 4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一、歷年成績單； 

二、讀書計畫 （含自傳）； 

三、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證照或專題

成果報告）。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1月 29日 9時 30分 

三、面談地點：延平技術大樓 1樓 107會議室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請注意服裝儀容整潔 

一、一年級上下學期無微積分、

普通物理及二年級無工程數學

學分者，請審慎考量再行申請。 

二、學生若要上船實習或工作，

須補足 STCW相關課程，可能會

延長修業年限，請審慎考慮。 

三、以有強烈上船意願者為佳。 

輪機工程學

系動力工程

組 

二 3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一、歷年成績單； 

二、讀書計畫 （含自傳）； 

三、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證照或專題成果

報告）。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1月 29日 9時 30分 

三、面談地點：延平技術大樓 1樓 107會議室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請注意服裝儀容整潔 

一年級上下學期無微積分或

普通物理學分者，請審慎考

量再行申請。 

三 4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一、歷年成績單； 

二、讀書計畫 （含自傳）； 

三、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證照或專題成果

報告）。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1月 29日 9時 30分 

三、面談地點：延平技術大樓 1樓 107會議室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請注意服裝儀容整潔 

一、一年級上下學期無微積分、

普通物理及二年級無工程數學

學分者，請審慎考量再行申請。 

二、學生若要上船實習或工作，

須補足 STCW相關課程，可能會

延長修業年限，請審慎考慮。 

三、以有強烈上船意願者為佳。 

四 5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一、歷年成績單； 

二、讀書計畫 （含自傳）； 

三、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證照或專題

成果報告）。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1月 29日 9時 30分 

三、面談地點：延平技術大樓 1樓 107會議室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請注意服裝儀容整潔 

一、一年級上下學期無微積分、

普通物理及二年級無工程數學

學分者，請審慎考量再行申請。 

二、學生若要上船實習或工作，

須補足 STCW相關課程，可能會

延長修業年限，請審慎考慮。 

三、以有強烈上船意願者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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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學系 
招生

年級 

擬招

收轉

系生

名額 

轉系學系要求特別條件 書面審查資料 面談細節 備註 

食品科學系

食品科學組 

二 1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一、歷年成績單（含排名）； 

二、讀書計畫（含自傳）。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2月 4日 12時 10分 

三、面談地點：食科系會客室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無 

1.轉系後若可抵免學分數不

足，將可能會延後畢業年

限，請特別注意。 

2.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

常，不宜化學相關實驗者宜

慎重考慮。 三 1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一、歷年成績單（含排名）； 

二、讀書計畫（含自傳）。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2月 4日 12時 10分 

三、面談地點：食科系會客室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無 

四 2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一、歷年成績單（含排名）； 

二、讀書計畫（含自傳）。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2月 4日 12時 10分 

三、面談地點：食科系會客室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無 

 

食品科學系

生物科技組 

二 1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一、歷年成績單（含排名）； 

二、讀書計畫（含自傳）。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2月 4日 12時 10分 

三、面談地點：食科系會客室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無 
1.轉系後若可抵免學分數不

足，將可能會延後畢業年

限，請特別注意。 

2.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

常，不宜化學相關實驗者宜

慎重考慮。 
三 2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一、歷年成績單（含排名）； 

二、讀書計畫（含自傳）。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2月 4日 12時 10分 

三、面談地點：食科系會客室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無 

四 2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一、歷年成績單（含排名）； 

二、讀書計畫（含自傳）。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2月 4日 12時 10分 

三、面談地點：食科系會客室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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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學系 
招生

年級 

擬招

收轉

系生

名額 

轉系學系要求特別條件 書面審查資料 面談細節 備註 

水產養殖學

系 

二 3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一、歷年成績單（含排名）； 

二、讀書計畫（含自傳）。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2月 4日 12時 10分 

三、面談地點：生科院館 201室(養殖系辦公室)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無 轉系後若可抵免學分數不

足，將可能會延後畢業年

限，請特別注意。 

三 6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一、歷年成績單（含排名）； 

二、讀書計畫（含自傳）。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2月 4日 12時 10分 

三、面談地點：生科院館 201室(養殖系辦公室)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無 

四 8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一、歷年成績單（含排名）； 

二、讀書計畫（含自傳）。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2月 4日 12時 10分 

三、面談地點：生科院館 201室(養殖系辦公室)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無 

 

生命科學暨

生物科技學

系 

二 1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一、歷年成績單（含排名）； 

二、讀書計畫（含自傳）。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2月 2日 13時 30分 

三、面談地點：生科院館 312室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服裝整齊 

本系有開設化學實驗課

程，若有色盲者，請審慎

考慮後再行申請。 
三 4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一、歷年成績單（含排名）； 

二、讀書計畫（含自傳）。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2月 2日 13時 30分 

三、面談地點：生科院館 312室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服裝整齊 

四 4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一、歷年成績單（含排名）； 

二、讀書計畫（含自傳）。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2月 2日 13時 30分 

三、面談地點：生科院館 312室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服裝整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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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學系 
招生

年級 

擬招

收轉

系生

名額 

轉系學系要求特別條件 書面審查資料 面談細節 備註 

環境生物與

漁業科學學

系 

二 4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一、歷年成績單（含排名）； 

二、讀書計畫（含自傳）。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2月 2日 12時 20分 

三、面談地點：中正漁學館 108室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無 

轉系後若可抵免學分數不

足，將可能會延後畢業年

限，請特別注意 
三 4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一、歷年成績單（含排名）； 

二、讀書計畫（含自傳）。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2月 2日 12時 20分 

三、面談地點：中正漁學館 108室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無 

四 4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一、歷年成績單（含排名）； 

二、讀書計畫（含自傳）。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2月 2日 12時 20分 

三、面談地點：中正漁學館 108室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無 

海洋環境資

訊系 

二 5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一、歷年成績單； 

二、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2月 4日 12點 10分 

三、面談地點：海洋系館 205會議室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無 

轉系後若可抵免學分數不

足，將可能會延後畢業年

限，請特別注意。 

三 5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一、歷年成績單； 

二、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2月 4日 12點 10分 

三、面談地點：海洋系館 205會議室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無 

四 5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一、歷年成績單； 

二、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2月 4日 12點 10分 

三、面談地點：海洋系館 205會議室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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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學系 
招生

年級 

擬招

收轉

系生

名額 

轉系學系要求特別條件 書面審查資料 面談細節 備註 

機械與機電

工程學系 

二 2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歷年成績單（含排名）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2月 4日 12時整 

三、面談地點：機械 B館 221室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無 

未選修過微積分者，請審

慎考量再行申請。 

三 8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歷年成績單（含排名）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2月 4日 12時整 

三、面談地點：機械 B館 221室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無 

未選修過微積分與普通物

理者，請審慎考量再行申

請。 

四 9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歷年成績單（含排名）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2月 4日 12時整 

三、面談地點：機械 B館 221室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無 

請先行查閱本系必修科目

表後，請審慎考量再行申

請。 

系統工程暨

造船學系 

二 4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歷年成績單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1月 29日 12時 10分 

三、面談地點：造船系館 502會議室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無 

無微積分學分者，請審慎

考量再行申請。 

三 5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歷年成績單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1月 29日 12時 10分 

三、面談地點：造船系館 502會議室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無 

四 5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歷年成績單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1月 29日 12時 10分 

三、面談地點：造船系館 502會議室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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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學系 
招生

年級 

擬招

收轉

系生

名額 

轉系學系要求特別條件 書面審查資料 面談細節 備註 

河海工程學

系 

二 5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歷年成績單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2月 05日 12時 10分 

三、面談地點：河工一館 106會議室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無 

 三 8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歷年成績單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2月 05日 12時 10分 

三、面談地點：河工一館 106會議室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無 

四 8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歷年成績單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2月 05日 12時 10分 

三、面談地點：河工一館 106會議室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無 

電機工程學

系 

二 1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一、電機系轉系生書審資料表（請用本系自訂表

格，請至電機系公告網頁下載）。 

二、大學歷年成績單（須請註冊課務組加註全系

名次證明、「微積分」與「物理」各科成績班排

百分比）； 

三、自傳與讀書計畫（請以 A4直式橫書，共不

超過一千字）； 

四、其他有助於審查佐證資料。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2月 2日（星期一）    

    中午 12時 10分 

三、面談地點：電機一館 104室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請勿穿脫鞋 

 

三 8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一、電機系轉系生書審資料表（請用本系自訂表

格，請至電機系公告網頁下載）。 

二、大學歷年成績單（須請註冊課務組加註全系

名次證明、「微積分」與「物理」各科成績班排

百分比）； 

三、自傳與讀書計畫（請以 A4直式橫書，共不

超過一千字）； 

四、其他有助於審查佐證資料。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2月 2日（星期一）    

    中午 12時 10分 

三、面談地點：電機一館 104室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請勿穿脫鞋 

四 9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一、電機系轉系生書審資料表（請用本系自訂表

格，請至電機系公告網頁下載）。 

二、大學歷年成績單（須請註冊課務組加註全系

名次證明、「微積分」與「物理」各科成績班排

百分比）； 

三、自傳與讀書計畫（請以 A4直式橫書，共不

超過一千字）； 

四、其他有助於審查佐證資料。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2月 2日（星期一）    

    中午 12時 10分 

三、面談地點：電機一館 104室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請勿穿脫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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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學系 
招生

年級 

擬招

收轉

系生

名額 

轉系學系要求特別條件 書面審查資料 面談細節 備註 

資訊工程學

系 

二 1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一、歷年成績單（含排名）； 

二、讀書計畫 （含自傳）； 

三、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證照或專題

成果報告）。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2月 12日 13點整 

三、面談地點：資工系館 305室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面試前請參閱本系網頁 

一、修過本系程式設計且及

格者優先錄取。 

二、轉系後若可抵免學分數

不足，將可能會延後畢業年

限，請特別注意。 

三 9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一、歷年成績單（含排名）； 

二、讀書計畫 （含自傳）； 

三、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證照或專題

成果報告）。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2月 12日 13點整 

三、面談地點：資工系館 305室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面試前請參閱本系網頁 

四 9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一、歷年成績單（含排名）； 

二、讀書計畫 （含自傳）； 

三、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證照或專題

成果報告）。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2月 12日 13點整 

三、面談地點：資工系館 305室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面試前請參閱本系網頁 

通訊與導航

工程學系 

二 2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一、歷年成績單； 

二、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1月 29日 12時 10分 

三、面談地點：延平技術大樓 8樓 808室(通訊

系系辦)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無 

 三 4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一、歷年成績單； 

二、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1月 29日 12時 10分 
三、面談地點：延平技術大樓 8樓 808室(通訊
系系辦)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無 

四 4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一、歷年成績單； 

二、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1月 29日 12時 10分 

三、面談地點：延平技術大樓 8樓 808室(通訊

系系辦)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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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學系 
招生

年級 

擬招

收轉

系生

名額 

轉系學系要求特別條件 書面審查資料 面談細節 備註 

海洋法政學士

學位學程 

 

二 1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一、大學歷年成績單（須加註全系名次） 

二、自傳 

三、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英語檢定、

社團活動證明、獎學金證明、大學學測或指

考成績單、高中在學成績單等）。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1月 29日 14時整 

三、面談地點：海空大樓 705教室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無 

 三 3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一、大學歷年成績單（須加註全系名次） 

二、自傳 

三、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英語檢定、

社團活動證明、獎學金證明、大學學測或指

考成績單、高中在學成績單等）。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1月 29日 14時整 

三、面談地點：海空大樓 705教室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無 

四 3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一、大學歷年成績單（須加註全系名次） 

二、自傳 

三、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英語檢定、

社團活動證明、獎學金證明、大學學測或指

考成績單、高中在學成績單等）。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1月 29日 14時整 

三、面談地點：海空大樓 705教室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無 

海洋文創設計 

產業學士學位

學程 

二 2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一、大學歷年成績單（須加註全系名次） 

二、自傳 

三、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英語檢定、

社團活動證明、獎學金證明、大學學測或指

考成績單、高中在學成績單、創作作品等）。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2月 6日 12時 40分 

三、面談地點：綜合教室(一餐 3樓)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提前 10分鐘報到。 

 三 3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一、大學歷年成績單（須加註全系名次） 

二、自傳 

三、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英語檢定、

社團活動證明、獎學金證明、大學學測或指

考成績單、高中在學成績單、創作作品等）。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2月 6日 12時 40分 

三、面談地點：綜合教室(一餐 3樓)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提前 10分鐘報到。 

四 3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一、大學歷年成績單（須加註全系名次） 

二、自傳 

三、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英語檢定、

社團活動證明、獎學金證明、大學學測或指

考成績單、高中在學成績單、創作作品等）。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2月 6日 12時 40分 

三、面談地點：綜合教室(一餐 3樓)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提前 10分鐘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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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學系 
招生

年級 

擬招

收轉

系生

名額 

轉系學系要求特別條件 書面審查資料 面談細節 備註 

海洋工程科技 

學士學位學程 

二 1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歷年成績單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2月 12日 14時整 
三、面談地點：河工二館 B04討論室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無 

 

三 1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歷年成績單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2月 12日 14時整 
三、面談地點：河工二館 B04討論室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無 

海洋經營管理 

學士學位學程 

二 1 
一、書面審查資料不全恕不通知面談。 

二、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一、高中及大學歷年成績單(含排名)； 

二、自傳及讀書計畫； 

三、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英文檢定或

其他證照)。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2月 9日 12時 10分 

三、面談地點：延平技術大樓 608室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無 

一、本系二年級需於馬祖校

區上課，請特別留意。 

二、本系課程規定須於海洋

產業 4大學群（航運管理、

運輸科學、商船及海洋觀光）

擇一作為主要學群，修滿該

學群必選修 15學分，方滿足

本系修業規定。4大領域課程

皆於「基隆校區」授課，開

課年級為各系開課年級。本

系學生可於大三大四期間修

課。 

三 1 
一、書面審查資料不全恕不通知面談。 

二、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一、高中及大學歷年成績單(含排名)； 

二、自傳及讀書計畫； 

三、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英文檢定或

其他證照)。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2月 9日 12時 10分 

三、面談地點：延平技術大樓 608室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無 

一、本系二年級需於馬祖校

區上課，請特別留意。 

二、本系課程規定須於海洋

產業 4大學群（航運管理、

運輸科學、商船及海洋觀光）

擇一作為主要學群，修滿該

學群必選修 15學分，方滿足

本系修業規定。4大領域課程

皆於「基隆校區」授課，開

課年級為各系開課年級。本

系學生可於大三大四期間修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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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學系 
招生

年級 

擬招

收轉

系生

名額 

轉系學系要求特別條件 書面審查資料 面談細節 備註 

海洋生物科技 

學士學位學程 

二 1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一、歷年成績單（含排名）； 

二、讀書計畫（含自傳）。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2月 3日 14時整 

三、面談地點：生科院館 307室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無 

一.本系二年級需於馬祖校

區上課，請特別留意。 

二、本系有實驗課程，須具

備辨色能力以正確判定實驗

結果。 

三 1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一、歷年成績單（含排名）； 

二、讀書計畫（含自傳）。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2月 3日 14時整 

三、面談地點：生科院館 307室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無 

一、本系有實驗課程，須具

備辨色能力以正確判定實驗

結果。 

二、轉系後若可抵免學分數

不足，將可能會延後畢業年

限，請特別留意。 

光電與材料科

技學系 
二 2 成績不理想時得採不足額錄取。 

一、歷年成績單（含排名）； 

二、讀書計畫（含自傳）。 

一、面談：是   

二、面談時間：108年 12月 4日 12時 20分 

三、面談地點：綜合研究中心 120室 

四、面談應注意事項：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