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號 原系 原年級 原組別 轉入學系 轉入年級 轉入組別

110401060 企業管理學系 一年級B班 不分組 中國文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110707531 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一年級 不分組 中國文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110707523 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一年級 不分組 英美語文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110101017 中國文學系 一年級 不分組 英美語文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110101504 中國文學系 一年級 不分組 英美語文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108208505 理學院學士班 三年級 不分組 法國語文學系 三年級 不分組

110707532 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一年級 不分組 法國語文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110707503 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一年級 不分組 法國語文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110707004 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一年級 不分組 法國語文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110707522 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一年級 不分組 法國語文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110707538 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一年級 不分組 文學院學士班 二年級 不分組

英美語文學系 計數   共錄取         3         名

國立中央大學第111學年度第1學期轉系錄取名單

工學院學士班 計數   共錄取         0         名

中國文學系 計數   共錄取         2         名

法國語文學系 計數   共錄取         5         名



110201508 數學系 一年級A班 數學科學組 數學系 二年級B班 計算與資料科學組

110201501 數學系 一年級A班 數學科學組 數學系 二年級B班 計算與資料科學組

109401043 企業管理學系 二年級B班 不分組 數學系 二年級A班 數學科學組

109401022 企業管理學系 二年級A班 不分組 數學系 二年級A班 數學科學組

110602011 地球科學學系 一年級 不分組 物理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110302040 土木工程學系 一年級B班 不分組 物理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110201012 數學系 一年級A班 數學科學組 物理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110802509 生醫科學與工程學系 一年級 不分組 化學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110602014 地球科學學系 一年級 不分組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110602013 地球科學學系 一年級 不分組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110302002 土木工程學系 一年級A班 不分組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110602528 地球科學學系 一年級 不分組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109302012 土木工程學系 二年級A班 不分組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文學院學士班 計數   共錄取         1         名

數學系 計數   共錄取         4         名

物理學系 計數   共錄取         3         名

化學學系 計數   共錄取         1         名



109602535 地球科學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110302529 土木工程學系 一年級B班 不分組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110602002 地球科學學系 一年級 不分組 理學院學士班 二年級 不分組

110707008 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一年級 不分組 土木工程學系 二年級B班 不分組

109401007 企業管理學系 二年級A班 不分組 土木工程學系 二年級A班 不分組

109303568 機械工程學系 二年級C班 設計與分析組 機械工程學系 三年級A班 光機電工程組

109303030 機械工程學系 二年級C班 設計與分析組 機械工程學系 三年級A班 光機電工程組

110302014 土木工程學系 一年級A班 不分組 機械工程學系 二年級B班 先進材料與精密製造組

110303043 機械工程學系 一年級C班 設計與分析組 機械工程學系 二年級B班 先進材料與精密製造組

110303578 機械工程學系 一年級C班 設計與分析組 機械工程學系 二年級A班 光機電工程組

110303583 機械工程學系 一年級C班 設計與分析組 機械工程學系 二年級A班 光機電工程組

110303549 機械工程學系 一年級B班 先進材料與精密製造組 機械工程學系 二年級A班 光機電工程組

110303548 機械工程學系 一年級B班 先進材料與精密製造組 機械工程學系 二年級A班 光機電工程組

110303546 機械工程學系 一年級B班 先進材料與精密製造組 機械工程學系 二年級A班 光機電工程組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計數   共錄取         7         名

理學院學士班 計數   共錄取         1         名

土木工程學系 計數   共錄取         2         名



110303547 機械工程學系 一年級B班 先進材料與精密製造組 機械工程學系 二年級A班 光機電工程組

110203504 化學學系 一年級 不分組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110802508 生醫科學與工程學系 一年級 不分組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109302543 土木工程學系 二年級B班 不分組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109401553 企業管理學系 二年級B班 不分組 資訊管理學系 二年級B班 不分組

110409005 經濟學系 一年級 不分組 資訊管理學系 二年級A班 不分組

110401035 企業管理學系 一年級B班 不分組 資訊管理學系 二年級A班 不分組

110401011 企業管理學系 一年級A班 不分組 資訊管理學系 二年級A班 不分組

110401006 企業管理學系 一年級A班 不分組 資訊管理學系 二年級A班 不分組

108707501 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三年級 不分組 財務金融學系 三年級 不分組

108303572 機械工程學系 三年級C班 設計與分析組 財務金融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110401509 企業管理學系 一年級A班 不分組 財務金融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110401511 企業管理學系 一年級A班 不分組 財務金融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110801004 生命科學系 一年級 不分組 財務金融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機械工程學系 計數   共錄取         10         名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計數   共錄取         3         名

資訊管理學系 計數   共錄取         5         名



110401054 企業管理學系 一年級B班 不分組 財務金融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109707003 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經濟學系 三年級 不分組

109707202 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經濟學系 三年級 不分組

109102020 英美語文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經濟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109707526 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經濟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110707519 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一年級 不分組 經濟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110102511 英美語文學系 一年級 不分組 經濟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110305508 工學院學士班 一年級 不分組 電機工程學系 二年級B班 不分組

110303581 機械工程學系 一年級C班 設計與分析組 電機工程學系 二年級B班 不分組

110305516 工學院學士班 一年級 不分組 電機工程學系 二年級B班 不分組

110305504 工學院學士班 一年級 不分組 電機工程學系 二年級B班 不分組

110503505 通訊工程學系 一年級 不分組 電機工程學系 二年級B班 不分組

110503525 通訊工程學系 一年級 不分組 電機工程學系 二年級B班 不分組

110802002 生醫科學與工程學系 一年級 不分組 電機工程學系 二年級B班 不分組

110302507 土木工程學系 一年級A班 不分組 電機工程學系 二年級A班 不分組

財務金融學系 計數   共錄取         6         名

經濟學系 計數   共錄取         6         名



110302539 土木工程學系 一年級B班 不分組 電機工程學系 二年級A班 不分組

110303042 機械工程學系 一年級C班 設計與分析組 電機工程學系 二年級A班 不分組

110303538 機械工程學系 一年級B班 先進材料與精密製造組 電機工程學系 二年級A班 不分組

110303505 機械工程學系 一年級A班 光機電工程組 電機工程學系 二年級A班 不分組

110303504 機械工程學系 一年級A班 光機電工程組 電機工程學系 二年級A班 不分組

110303580 機械工程學系 一年級C班 設計與分析組 電機工程學系 二年級A班 不分組

110206503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一年級 不分組 電機工程學系 二年級A班 不分組

110302534 土木工程學系 一年級B班 不分組 電機工程學系 二年級A班 不分組

110208501 理學院學士班 一年級 不分組 電機工程學系 二年級A班 不分組

110206502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一年級 不分組 電機工程學系 二年級A班 不分組

110303503 機械工程學系 一年級A班 光機電工程組 電機工程學系 二年級A班 不分組

110303509 機械工程學系 一年級A班 光機電工程組 電機工程學系 二年級A班 不分組

110303543 機械工程學系 一年級B班 先進材料與精密製造組 電機工程學系 二年級A班 不分組

110403548 資訊管理學系 一年級B班 不分組 資訊工程學系 二年級B班 不分組

110403540 資訊管理學系 一年級B班 不分組 資訊工程學系 二年級B班 不分組

110403518 資訊管理學系 一年級A班 不分組 資訊工程學系 二年級B班 不分組

電機工程學系 計數   共錄取         21         名



110403537 資訊管理學系 一年級B班 不分組 資訊工程學系 二年級B班 不分組

110602016 地球科學學系 一年級 不分組 資訊工程學系 二年級B班 不分組

110602516 地球科學學系 一年級 不分組 資訊工程學系 二年級B班 不分組

110605006 地球科學學院學士班 一年級 不分組 資訊工程學系 二年級B班 不分組

110503011 通訊工程學系 一年級 不分組 資訊工程學系 二年級B班 不分組

110201532 數學系 一年級B班 計算與資料科學組 資訊工程學系 二年級A班 不分組

110302031 土木工程學系 一年級B班 不分組 資訊工程學系 二年級A班 不分組

110403507 資訊管理學系 一年級A班 不分組 資訊工程學系 二年級A班 不分組

110403516 資訊管理學系 一年級A班 不分組 資訊工程學系 二年級A班 不分組

110403512 資訊管理學系 一年級A班 不分組 資訊工程學系 二年級A班 不分組

110802014 生醫科學與工程學系 一年級 不分組 通訊工程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110302509 土木工程學系 一年級A班 不分組 通訊工程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110303030 機械工程學系 一年級B班 先進材料與精密製造組 通訊工程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110303519 機械工程學系 一年級A班 光機電工程組 通訊工程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110302038 土木工程學系 一年級B班 不分組 通訊工程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110802007 生醫科學與工程學系 一年級 不分組 通訊工程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資訊工程學系 計數   共錄取         13         名



110602521 地球科學學系 一年級 不分組 通訊工程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110302503 土木工程學系 一年級A班 不分組 通訊工程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110403041 資訊管理學系 一年級B班 不分組 資訊電機學院學士班 二年級 不分組

110303510 機械工程學系 一年級A班 光機電工程組 大氣科學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110401012 企業管理學系 一年級A班 不分組 大氣科學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109408531 財務金融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地球科學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110602535 地球科學學系 一年級 不分組 太空科學與工程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110602522 地球科學學系 一年級 不分組 太空科學與工程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110802011 生醫科學與工程學系 一年級 不分組 太空科學與工程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109602530 地球科學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太空科學與工程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109602523 地球科學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太空科學與工程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109201540 數學系 二年級B班 計算與資料科學組 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通訊工程學系 計數   共錄取         8         名

資訊電機學院學士班 計數   共錄取         1         名

大氣科學學系 計數   共錄取         2         名

地球科學學系 計數   共錄取         1         名

太空科學與工程學系 計數   共錄取         5         名



110707002 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一年級 不分組 生命科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110602536 地球科學學系 一年級 不分組 生命科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110605003 地球科學學院學士班 一年級 不分組 生命科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110201020 數學系 一年級B班 計算與資料科學組 生醫科學與工程學系 二年級 不分組

生命科學系 計數   共錄取         3         名

生醫科學與工程學系 計數   共錄取         1         名

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計數   共錄取         1         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