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告
Announcement

國立清華大學
108 學年度轉系、所申請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pplication for Changing Major in Academic Year 2019

一、 申請時間：108 年 5 月 14 至 6 月 11 截止
Time: From 2019/05/14 to 2019/06/11

二、 申請流程 Process：
（一） 申請表請至「校務資訊系統」填寫後將紙本印出
https://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
Please go to the Academic Information Systems
(https://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 to fill in the application form and
print it out.

105 學年度(含)前入學之南大校區學生請至下列網址下載申
請表：
Students on Nanda campus who were enrolled before Nov.1, 2016 shall go to the
following website to download the application form:
http://registra.web.nthu.edu.tw/files/13-1086-156673.php?Lang=zh-tw

（二） 學士班：送請原就讀學系、院學士班主任及導師簽註意見。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Bring the application form to your original department.
The application form should be duly signed by the Chair and the tutor.

（三） 研究生：送請原就讀系、所、學位學程指導教授及主管簽章。
For graduate students: Bring the application form to your original department. The
application form should be duly signed by the Chair and the advising professor.

（四） 學士班學生申請轉系須繳交各學系、院學士班之審查資料
說明，請參照備註 6.所列之各系網址。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please refer to Note 6 to prepare the required
application packets.

（五） 請於 6 月 11 日前將轉系所申請表送達註冊組辦公室
（南大校區學生請將申請表送至南大校區註冊組辦公室）
，
學士班審查資料送達欲申請的各學系、院學士班辦公室，逾
期不受理。

The application forms shall be sent to the Division of Registration before June 11,
2019, while the students on Nanda campus shall send their application forms to the
Division of Registration on Nanda campus.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the required
application packets shall be sent to the intended department’s office before June 11,
2019. Late application will not be accepted.

備註：Note:
1、自 103 學年度取消各學系(院學士班)轉系(組、院學士班)審查標準。
2、不得申請轉系之身份：
(1)依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學生轉校規定核准轉入本校就讀者，不得申請轉系、組、院學士班。
(2)依離島生資格入學者，依據「離島地區學生保送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辦法」第十條規定，不得申
請轉校（系、科）。但有特殊情況報經原保送之地方政府同意者，不在此限。
(3)依申請入學管道入學之公費生。
(4)依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學位學程規定入學者。
3、陸生轉系(所)以入學至申請轉系(所)期間，各學年度曾經教育部核定本校得招收陸生之院系所、學
位學程為限。
4、轉系(所)核准名單將於 8 月下旬於本校註冊組網頁公告，因轉系(所)前後學雜費(基數)可能不同，
請先暫緩繳納下學期學雜費(基數)，待核准名單公告及註冊組通知後再行繳費。
5、學士班轉系(組、院學士班)相關規定及注意事項請見註冊組網頁：
http://registra.web.nthu.edu.tw/files/13-1086-5133.php
6、學士班學生申請轉系須繳交各學系、院學士班之審查資料說明，請參照註冊組網頁：
Undergraduate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hand in an application packet for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Please refer to the websites (Division of Registration : http://registra.web.nthu.edu.tw) to look for the
required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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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5 月 1 日

國立清華大學
108 學年度各學系(院學士班）轉系(組、院學士班) 審查資料說明網址
學系(院學士班)

審查資料說明網址

工程與系統科學系

http://www.ess.nthu.edu.tw/files/13-1163-71012.php?Lang=zh-tw

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

http://www.bmes.nthu.edu.tw/files/14-1942-155296,r11-1.php?Lang=zh-tw

原子科學院學士班

http://ipns.web.nthu.edu.tw/files/14-1228-155378,r3699-1.php?Lang=zh-tw

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數學系數學組
物理學系物理組
物理學系光電物理組

https://ftt.tw/fUlZx

http://phys.web.nthu.edu.tw/files/14-1275-155425,r5891-1.php?Lang=zh-tw

化學系

http://www.chem.nthu.edu.tw/files/14-1078-87857,r2028-1.php

理學院學士班

http://scidm.web.nthu.edu.tw/files/11-1168-9384.php?Lang=zh-tw

生命科學系

http://www.life.nthu.edu.tw/admission/recruit.php?Sn=50

醫學科學系

http://dms.life.nthu.edu.tw/files/13-1085-66780.php

生命科學院學士班

http://up.life.nthu.edu.tw/admission/recruit.php?Sn=69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http://www.mse.nthu.edu.tw/news-detail.php?sid=15996

化學工程學系

https://www.che.nthu.edu.tw/admiss/recruit.php?Sn=152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http://www.pme.nthu.edu.tw/files/13-1265-102821.php?Lang=zh-tw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70934,r2714-1.php
工學院學士班

http://ipe.web.nthu.edu.tw/files/90-1095-1.php

電機工程學系

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136964,r58-1.php?Lang=zh-tw

資訊工程學系

http://web.cs.nthu.edu.tw/files/13-1015-70953.php

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

http://u-eecs.web.nthu.edu.tw/files/13-1190-102206.php?Lang=zh-tw

中國文學系

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87756,r3141-1.php

外國語文學系

http://my.nthu.edu.tw/~flld/files/regForms/undergradTransfer.pdf

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

http://www.dhss.nthu.edu.tw/files/11-1147-13286.php

經濟學系

http://www.econ.nthu.edu.tw/files/14-1172-155898,r1860-1.php?Lang=zh-tw

計量財務金融學系

http://www.qf.nthu.edu.tw/files/11-1173-3776.php

科技管理學院學士班

http://www.dspmt.nthu.edu.tw/files/13-1180-155400.php?Lang=zh-tw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

http://delt.web.nthu.edu.tw/files/14-1990-156246,r1-1.php?Lang=zh-tw

特殊教育學系

http://www.dse.nthu.edu.tw/enroll/news.php?Sn=1266

體育學系

http://dpe.web.nthu.edu.tw/bin/home.php

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無須繳交審查資料

幼兒教育學系

https://ftt.tw/XZS4x

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http://psy.web.nthu.edu.tw/ezfiles/999/1999/img/225/Switching.pdf

英語教學系

http://doei.web.nthu.edu.tw/files/15-1975-131805,c41-1.php?Lang=zh-tw

竹師教育學院學士班

http://ipedu.web.nthu.edu.tw/files/14-2013-155299,r6489-1.php?Lang=zh-tw

音樂學系

http://music.web.nthu.edu.tw/files/11-1974-14964.php?Lang=zh-tw

藝術與設計學系

http://artdesign.web.nthu.edu.tw/files/11-1966-12572.php?Lang=zh-tw

藝術學院學士班

http://ipta.nthu.edu.tw/

清華學院國際學生班

http://ibp.web.nthu.edu.tw/files/13-1963-156390.php?Lang=z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