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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外国语大学教务处文件 

 

 

 

 

 

 

大外教发〔2018〕71号 

                     

 
 
关于印发各院系转专业考核办法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 

为规范本科生转专业考核工作，确保转专业公平、公正、公

开，保证转专业的学生符合各院系相关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质量

要求，根据《大连外国语大学本科生转专业实施细则》（大外校发

〔179〕号）的要求，各院系制定了本科生转入考核办法，经 2018

年第 4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予以公布，请遵照执行。 

 

附件：2017级本科生转专业名额表 

 

                             大连外国语大学教务处 

            2018 年 5 月 28日 

大连外国语大学教务处                       2018年 5月 3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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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转入日本语学院考核办法 

一、组织机构 

学院成立转专业工作小组，负责组织和考评工作。 

1、组织机构构成 

日本语学院本科生转专业工作小组 

组  长：于飞 徐国飞 

成  员：徐文智 薛海民 孟海霞 王猛 一年级教研室主任 二

年级教研室主任 会话教研室主任 一年级辅导员 二年级辅导员 

2、职责 

日本语学院本科生转专业工作小组负责制定转专业考核办法

并监督实施。 

二、转入学生人数 

日本语学院接收其他院系转入的学生人数为： 

名额下限：14 人，名额上限：20人。 

三、考核办法（内容、形式及评分标准） 

（一）申请转入日语专业同年级的： 

笔试和面试均需达到及格线。 

1、笔试：基础日语，满分 100分 

2、面试：日语口语，满分 100分 

（二）申请转入日语专业一年级的： 

1、面试：满分 100 分。 

面试内容为学生自我介绍(介绍内容可为高考情况、原来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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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及学习情况、兴趣与爱好、申请转专业的目的、未来的志向

等)。 

四、附则 

（一）本办法适用于我校 2017级非日语专业学生申请转入日

本语学院日语专业。 

（二）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监督,由日本语学院负责解释、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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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转入英语学院考核办法 

一、组织机构 

1、组织机构构成 

组  长：刘风光  王冬梅 

副组长：吕春媚  夏  洋  贾  哲 

成  员：黄  滔  王  卉  杨诗妍  孙  省 

2、职责 

组长：总体统筹本科生转入英语学院相关工作 

副组长：制定《本科生转入英语学院考核办法》，负责本科生

转入英语学院相关工作的实施。 

组员：负责本科生转入英语学院笔试、面试的具体操作，相

关入学手续办理等工作。 

二、录取名额 

从其他院系转入本学院英语专业的， 

名额下限：9人，名额上限：12人。 

三、考核内容 

1、通识水平考核 

学生转入英语学院学习，均需通过通识水平考核，考核内容

为汉语命题作文。 

2、专业水平考核 

学生申请转入新专业一年级学习，无需进行专业考核；学生

申请转入新专业二年级学习，需进行专业考核，要求所有科目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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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及格线，具体课程名称如下： 

（1） 综合英语（英国文学作品） 

（2） 英语视听说（时讯与英国电影） 

（3） 情景英语交际 

四、考核形式及评分标准 

1、笔试（通识水平考核或专业水平考核） 

2、面试（英语听力、口语水平及综合素质考核） 

说明：笔试成绩与面试成绩各占总成绩的 50% ，按照总成绩

排名录取。 

五、附则 

1、本办法适用于我校 2017级学生转入英语学院。 

2、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监督执行,由英语学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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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转入俄语学院考核办法 

一、组织机构 

1、组织机构构成 

组  长：任雪梅 李艳姝 

副组长：安利红 

组  员：田秀坤 刘华荣 刘鑫 隋国靖 王健 

2、职责 

组长：总体统筹本科生转入俄语学院相关工作 

副组长：制定《本科生转入俄语学院考核办法》，负责本科生

转入俄语学院相关工作的实施。 

组员：负责本科生转入俄语学院笔试、面试的具体操作，相

关入学手续办理等工作。 

二、录取名额 

从其他院系转入本学院俄语专业： 

名额下限：3人，名额上限：5人。 

三、考核内容 

1、通识水平考核 

学生转入俄语学院学习，均需通过通识水平考核，考核内容

为汉语命题作文。 

2、专业水平考核 

学生申请转入新专业一年级学习，无需进行专业考核；学生

申请转入新专业二年级学习，需进行专业考核，要求所有科目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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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及格线，具体课程名称如下： 

⑴ 初级俄语综合课 2 

⑵ 中级俄语实践语法 1 

⑶ 初级俄语视听说 

四、考核形式及评分标准 

1、笔试（通识水平考核或专业水平考核） 

2、面试（俄罗斯国情知识问答、俄语发音考核） 

说明：笔试成绩与面试成绩各占总成绩的 50% ，按照总成绩

排名录取。 

五、附则 

1、本办法适用于我校 2017级学生转入俄语学院。 

2、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监督执行,由俄语学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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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转入韩国语学院考核办法 

一、组织机构 

1、组织机构构成 

组  长：李民 于红丽 

副组长：徐俊 

组  员：金龙 郑杰 徐智 王倩倩 张国良 

2、职责 

组长：总体统筹本科生转入韩国语学院相关工作 

副组长：制定《本科生转入韩国语学院考核办法》，负责本科

生转入韩国语学院相关工作的实施。 

组员：负责本科生转入韩国语学院笔试、面试的具体操作，

相关入学手续办理等工作。 

二、录取名额 

从其他院系转入本学院朝鲜语专业： 

名额下限： 3 人，名额上限： 5 人。 

三、考核内容 

1、通识水平考核 

学生转入韩国语学院学习，均需通过通识水平考核，考核内

容为汉语命题作文。 

2、专业水平考核 

学生申请转入新专业一年级学习，无需进行专业考核；学生

申请转入新专业二年级学习，需进行专业考核，要求所有科目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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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及格线，具体课程名称如下： 

⑴  初级韩国语 2 

⑵  初级韩国语视听说 2 

四、考核形式及评分标准 

1、笔试（通识水平考核或专业水平考核） 

2、面试（朝鲜、韩国国情知识问答、韩国语发音考核） 

说明：笔试成绩与面试成绩各占总成绩的 50% ，按照总成绩排名

录取。 

五、附则 

1、本办法适用于我校 2017级学生转入韩国语学院。 

2、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监督执行,由韩国语学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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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转入高级翻译学院考核办法 

一、组织机构 

1、组织机构构成 

学院成立本科生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和考核小组，负责对该项

工作的领导和具体实施。 

（一）领导小组： 

组  长：李春姬 

副组长：傅琼 

成  员：邹德艳、潘智丹、李华 

（二）考核小组 

组  长：傅琼 

副组长：李华、卢晓娟 

成  员：朱林、龚艺、张立伟 

2、职责 

（1） 高级翻译学院本科生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和考核小组在

学校相关部门领导下开展工作，全面负责学院此项工作的指导、

组织、协调和监督等工作。 

（2） 根据《大连外国语大学本科生转专业实施细则》与《大

连外国语大学本科生转专业考核办法指导性意见》，成立学院本科

生转专业工作的组织机构、统筹录取名额、审定考核内容、确定

考核形式及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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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负责组织实施学院本科生转专业工作及相关宣传工作。 

（4）组织召开本科生转专业工作推介会。 

（5） 结合每年度本科生转专业的相关工作经验及工作建议予

以研究，协调完善学院此项工作，并为下一年度本科生转专业工

作的顺利开展提出指导性意见。 

二、录取名额 

从其他院系转入高级翻译学院翻译专业的， 

名额下限： 6 人，名额上限： 8 人。 

三、考核内容 

转入高级翻译学院一年级学习的考生，无需进行专业考核；

但需要通过通识水平考核，再结合面试成绩，择优录取。 

转入高级翻译学院二年级学习的考生，需进行专业考核，考

核内容参照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英语三级翻译笔译。 

四、考核形式及评分标准 

考核形式为笔试与面试相结合；笔试成绩与面试成绩各占总

成绩的 50%。 

笔试主要考核应试者对英语词汇、语法的掌握程度，以及阅

读理解推理与释义的能力以及应试者双语互译的技巧和能力。 

面试主要考核应试者的思想素质、学习成绩、专业特长、兴

趣爱好、发展潜力等综合素质。 

具体评分标准参照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英语三级翻

译笔译相关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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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则 

1、本办法适用于我校 2017级学生转入高级翻译学院翻译专

业。 

2、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监督执行,由高级翻译学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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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转入国际关系学院考核办法 

一、组织机构 

1、组织机构构成 

组  长：薛晓芃、郝利群  

副组长：吕平 

组  员：陈维 房文红 孙钰 刘博 

2、职责 

组长：总体统筹本科生转入国际关系学院相关工作 

副组长：制定《本科生转入国际关系学院考核办法》，负责本

科生转入国际关系学院相关工作的实施。 

组员：负责本科生转入国际关系学院笔试、面试的具体操作，

相关入学手续办理等工作。 

二、录取名额 

从其他院系转入本学院/本系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专业的学

生，名额下限： 2 人，名额上限： 6 人。 

三、考核内容 

1、其他专业转入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专业一年级学习的考试

须进行通识考核（笔试+面试）：主要内容为高考相关国际热点问

题历史、地理、政治案例分析；英语能力考核：主要内容为英语

口语考试。 

2、其他专业转入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专业二年级学习的考生

须进行国际政治概论及国际关系史专业知识考核（面试+笔试）：



 - 14 

- 

主要内容包括基础知识，了解并掌握相关学科常识，认识现有国

际热点问题的产生及发展态势，并可简单利用国际关系理论解释

热点问题；英语能力考核：主要内容为英语口语考试。 

四、考核形式及评分标准 

1、考核形式：面试与笔试 

2、评分标准：一年级通识知识考试：面试 30 分，笔试 50分

（世界历史地理 20 分，国际热点问题 30 分）；英语口语考试 20

分。二年级专业知识考试：面试 30 分，笔试 50 分（国际政治基

础知识 20 分，国际关系史基础知识 30 分，考核内容相当于涵盖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专业一年级国际政治概论、西方外交思想史、

国际关系史、政治学原理和西方政治思想史等课程内容）；英语口

语考试 20分；  

五、附则 

1、本办法适用于我校 2017级学生转入国际关系学院。 

2、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监督执行,由国际关系学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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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转入国际艺术学院考核办法 

一、组织机构 

1、组织机构构成 

为了保证我院转专业工作的有序、公平、顺利开展，我院成立

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如下： 

组  长：林则军 

副组长：教学副院长 

成  员：盖永成、王玮、刘崇伟、李冬、孟辉、 

李思奇、辅导员、办公室主任。 

2、职责 

组长：总体部署统筹我院转专业相关工作。 

副组长：制定我院转专业计划、接收条件、考核内容、考核

方式等工作方案和实施办法。 

成员：接受学生咨询与报名，严格按照转专业条件、规则与

程序执行，组织考核、面试等具体工作和相关入学手续的办理工

作。 

二、录取名额 

   美术学专业：名额下限：1人，名额上限：3人；  

   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名额下限：1人，名额上限：3人；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名额下限：1 人，名额上限：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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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名额下限：1 人，名额上限：3 人； 

产品设计专业：名额下限：0人，名额上限：0人。 

（2018 年产品设计专业停招） 

三、专业考核内容 

（一）美术学专业考核内容 

1、专业水平考核 

学生申请转入美术学专业一年级学习，无需进行专业考核；

学生申请转入美术学专业二年级学习，需进行专业和面试考核，

要求所有科目达到及格线，按照总成绩排名录取，具体课程名称

如下： 

笔试：（1）素描写生（三小时） 

（2）色彩写生（油画）（三小时） 

（3）命题创作（油画）（三小时） 

面试：笔试结束后面试 

2、考核形式及评分标准  

（1）笔试（通识水平考核、专业水平考核）  

（2）面试（专业基础知识、逻辑思维及表达能力考核）   

说明：笔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80%（其中素描成绩占 40%，色彩成

绩占 40%）。面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20%，按照总成绩排名录取。 

（二）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考核内容 

1、专业水平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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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申请转入服装与服装设计专业一年级学习，无需进行专

业考核；学生申请转入服装与服装设计专业二年级学习，需进行

专业和面试考核，要求所有科目达到及格线，按照总成绩排名录

取，具体课程名称如下： 

笔试：（1）上装结构与工艺 

（2）服饰平面构成 

（3）立体剪裁基础 

面试：笔试结束后面试 

2、考核形式及评分标准 

（1）笔试（专业水平含实际操作考核） 

（2）面试（专业基础知识、逻辑思维及表达能力考核） 

说明：笔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80%，面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20% ，

按照总成绩排名录取。 

（三）视觉传达设计专业考核内容 

1、专业水平考核 

学生申请转入视觉传达设计专业一年级学习，无需进行专业

考核；学生申请转入视觉传达设计专业二年级学习，需进行专业

和面试考核，要求所有科目达到及格线，按照总成绩排名录取，

具体课程名称如下： 

笔试：（1）字体设计（三小时） 

（2）图形设计（三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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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笔试结束后面试 

2、考核形式及评分标准 

（1）笔试（通识水平考核、专业水平考核）  

（2）面试（专业基础知识、逻辑思维及表达能力考核）   

说明：笔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80%，面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20% ，

按照总成绩排名录取。 

（四）环境设计专业考核内容 

1、专业水平考核 

学生申请转入环境设计专业一年级学习，无需进行专业考核；

学生申请转入环境设计专业二年级学习，需进行专业和面试考核，

要求所有科目达到及格线，按照总成绩排名录取，具体课程名称

如下： 

笔试：（1）环艺素描 (结构）（三小时） 

（2）色彩构成（环境）（三小时） 

（3）建筑制图、阴影透视与测绘 （三小时） 

面试：笔试结束后面试 

2、考核形式及评分标准 

（1）笔试（通识水平考核、专业水平考核）  

（2）面试（专业基础知识、逻辑思维及表达能力考核）   

说明：笔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80%，面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20% ，

按照总成绩排名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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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产品设计专业考核内容 

1、专业水平考核 

学生申请转入产品设计专业一年级学习，无需进行专业考核；

学生申请转入产品设计专业二年级学习，需进行专业和面试考核，

要求所有科目达到及格线，按照总成绩排名录取，具体课程名称

如下： 

笔试：（1）画法几何与机械制图 

（2）设计思维与表达 

（3）工业设计导论 

面试：笔试结束后面试 

2、考核形式及评分标准 

（1）笔试（通识水平考核、专业水平考核） 

（2）面试（专业基础知识、逻辑思维及表达能力考核） 

说明：笔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80%，面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20%，

按照总成绩排名录取。 

四、附则 

1、本办法适用于国际艺术学院 2017 级学生转专业。 

2、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监督执行,由国际艺术学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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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转入商学院考核办法 

一、组织机构 

1、组织机构构成 

组  长：高良谋 潘晓春 

副组长：谢风媛 梁若冰 宋刚 

组  员：孙文选 刘鸿雷 吴  荣 贾晓薇 杨国瑰 朱玉荣 

刘艳荣 王  燚 贺金波 史  琳 崔昊铭 

2、职责 

组长：总体统筹本科生转入商学院相关工作 

副组长：制定《本科生转入商学院考核办法》，负责本科生转

入商学院相关工作的实施。 

组员：负责本科生转入商学院笔试、面试的具体操作，相关

入学手续办理等工作。 

二、录取名额 

1、从其他院系转入本学院的，每个专业接收转入学生的名额

限制如下： 

旅游管理：名额下限 2人，名额上限 6人。 

市场营销：名额下限 2人，名额上限 5人。 

财务管理：名额下限 1人，名额上限 3人。（财务管理 ACCA方

向班不接收跨学院转专业学生） 

经济学：名额下限 0 人，名额上限 0 人。 

（经济学专业 2018 年暂停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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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名额下限 2 人，名额上限 6 人。 

国际经济与贸易：名额下限 2人，名额上限 6人。 

商务英语：名额下限 2人，名额上限 6人。 

每个专业同级及降级转入人数之和不超过名额各专业转入名

额上限。 

2、本学院内部专业间转专业的，同一个专业同级转入学院某

一专业的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3 名（2017 级财务管理 ACCA方向班

同学专业转入财务管理不受此限制），降级转入学院某一专业的原

则上不超过 5名。 

三、考核内容 

1、通识水平考核 

学生转入商学院学习，均需通过通识水平考核，考核内容为

汉语命题作文。 

2、专业水平考核 

学生申请转入新专业一年级学习，无需进行专业考核；学生

申请转入新专业二年级学习，需进行专业考核，要求所有科目达

到及格线，具体课程名称如下： 

（1）申请转入旅游管理、市场营销、财务管理的学生考核科

目为《管理学基础知识》，考试时间 100分钟。 

（2）申请转入经济学、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学生

考核科目为《经济学基础知识》，考试时间 100分钟。 

（3）申请转入商务英语专业的学生考核科目为《英语综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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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测试》，考试时间 100分钟。 

3、当学生申报的接收专业名额已满，对未被接收的学生，学

院根据学生意愿和考核成绩调剂到院内其它名额未满专业。 

四、考核形式及评分标准 

1、笔试（通识水平考核或专业水平考核） 

2、面试（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及热点问题认知） 

说明：笔试成绩及综合素质面试成绩在录取总成绩中所占比

重分别为 60%和 40%，按照总成绩排名录取。总成绩相同者，以笔

试成绩排名为依据；还相同者，再加试一次，最终成绩决定排名。 

3、学生在转出专业修读课程的成绩不计入录取成绩计算。 

4、 2017级 ACCA方向班同学修读《管理学》课程成绩合格者

免考《管理学基础知识》，且免于参加面试。 

五、附则 

1、本办法适用于我校 2017级学生转入商学院。 

2、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监督执行,由商学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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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转入文化传播学院考核办法 

一、组织机构 

1、组织机构构成 

组  长： 张恒军    

副组长：陈迪强 

成  员：张淑苓  肖莉  章彦  李大博  刘明阳 

2、职责 

（1）贯彻落实学校关于本科生转专业的部署，制定本学院本

科生转专业方案，明确具体工作程序，做到职责清晰，并组织召

开教授委员会讨论决策相关事宜。 

（2）负责相关的政策宣讲，对本院转出申请进行资格审查，

上报、公布本院拟转入专业及计划人数，对拟转入学生组织考核。

对考核程序进行监控，做到公正公开，确定录取名单并上报学校

审批。 

（3）做好转入、转出专业相关学生的入学、转学、编班、党

团关系转接、住宿等后续工作。 

（4）认真完成学校下达的其它相关本科生转专业工作。  

二、录取名额 

1、从其他院系转入本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 

名额下限：  1 人，名额上限：  2 人。 

从其他院系转入本学院新闻学专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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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额下限：  2 人，名额上限：  2 人。 

2、本学院/系内部专业间转专业的， 

转入专业名称: 汉语言文学 ，名额上限：  2  人； 

转入专业名称:    新闻学  ，名额上限：  2 人。 

三、考核内容 

转入本学院相关专业一年级就读的申请人必须参加通识水平

考核与面试；笔试与面试成绩各占 50%，综合排序，择优录取。 

转入本学院相关专业二年级就读的申请人必须参加专业知识

考核与面试；笔试与面试成绩各占 50%，要求各科成绩均须达到及

格线（60分），综合排序，择优录取。 

四、考核形式及评分标准 

（一）通识水平考核（笔试） 

科目：人文知识综合；考试时间：120分钟；满分 100分； 

题目应该能体现从事新闻学、汉语言文学相关学习所需的基

本人文社科知识，考察中国文化、语文、中国历史、基础写作等

方面的基本常识及语言能力。内容应与该专业招生时相应高考科

目规定内容难易度相当，不出怪题、偏题。 

（二）专业知识考核（笔试） 

1、专业知识考核（转入汉语言文学专业） 

科目：文史综合；考试时间：120 分钟；满分 100 分。 

内容需涵盖当年执行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所

规定一年级专业必修课程的重要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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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知识考核（转入新闻学专业） 

    科目：新闻学综合；考试时间：120分钟；满分 100 分。 

内容需涵盖当年执行《新闻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所规定的

一年级专业必修课程的重要知识点。 

（三）面试 

组成 3-5 人的面试考核小组，小组成员应有与申请人所申请

专业相同专业的教师至少 2人，应配备考核秘书进行记录、核分

等事宜；每位申请人面试时间在 15-30分钟之间，有特别突出表

现需要进一步详细询问，可以适当延长时间；满分 100分，采取

评委打分制。 

五、附则 

1、本办法适用于我校 2017级学生转入文化传播学院。 

2、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监督执行,由文化传播学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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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转入汉学院考核办法 

一、组织机构 

1、组织机构构成 

组  长：陈子骄 

副组长：韩蓉 

组  员：刘晓然、汪灵灵、王松岩、王端、孙凡、刘玲 

2、职责 

组长：总体统筹本科生转入汉学院相关工作 

副组长：制定《本科生转入汉学院考核办法》，负责本科生转

入汉学院相关工作的实施。 

组员：负责本科生转入汉学院笔试、面试的具体操作，相关

入学手续办理等工作。 

二、录取名额 

从其他院系转入汉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 

名额下限：2人，名额上限：4人。 

三、考核内容 

1、通识水平考核 

学生转入汉学院学习，均需通过通识水平考核，考核内容为

汉语命题作文。 

2、专业水平考核 

学生申请转入新专业一年级学习，无需进行专业考核；学生

申请转入新专业二年级学习，需进行专业考核，要求所有科目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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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及格线，具体课程名称如下： 

⑴  现代汉语 

⑵  综合英语 

四、考核形式及评分标准 

1、笔试（通识水平考核或专业水平考核） 

2、面试（汉语基本知识问答、普通话考核） 

说明：笔试成绩与面试成绩各占总成绩的 50% ，按照总成绩

排名录取。 

五、附则 

1、本办法适用于我校 2017级学生转入汉学院。 

2、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监督执行,由汉学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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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转入软件学院考核办法 

一、组织机构 

1、组织机构构成 

组  长：祁瑞华 谢广宜 

副组长：罗雪梅 杨松 刘朝霞 王滨生 

成  员：何素艳 李绍华 杨晨 楼偶俊 朱毅 刘新颖 康卉 

刘宁宁 孙硕 

2、职责 

组长：总体统筹本科生转入软件学院相关工作 

副组长：制定《本科生转入软件学院考核办法》，负责本科生转

入软件学院相关工作的实施。 

组员：负责本科生转入软件学院笔试、复试的具体操作，相关

入学手续办理等工作。 

二、录取名额 

1、从其他院系转入本学院的：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名额下限：11 人，名额上限：20

人。 

软件工程专业，名额下限：2人，名额上限：4人。 

网络工程专业，名额下限：2人，名额上限：2人。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名额下限：14人，名额上限：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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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2、本学院内部专业间转专业的：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名额下限：10 人，名额上限：20人。 

软件工程专业，名额下限：2人，名额上限：4人。 

网络工程专业，名额下限：1人，名额上限：2人。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名额下限：10人，名额上限：23

人。 

三、考核内容 

1、通识水平考核 

学生申请转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工程、信

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学习的，均需参加通识水平考试，考核科

目为数学。 

2、专业水平考核 

学生申请转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工程、信

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一年级学习，无需进行专业考核；学生申

请转入新专业二年级学习，需进行专业考核，要求所有考试科目

达到及格线，各专业考试科目见下表。 

 

专业名称 考试科目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业 

1.微积分，线性代数，离散数学 

2.程序设计基础 



 - 30 

- 

3.基础日语 2（日英双语强化）或 IT英语精读

2（英日双语强化），IT 英语 2（日英双语强化）

或二外日语 2（英日双语强化） 

软件工程专业 

1.微积分，线性代数，离散数学 

2.程序设计基础 

3.基础日语 2，IT英语 2 

网络工程专业 

1.微积分，线性代数，离散数学 

2.程序设计基础 

3.基础日语 2，IT英语 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

统专业 

1.微积分，线性代数 

2.管理学，经济学 

3.程序设计基础 

4.基础日语 2（日英双语强化）或 IT英语精读

2（英日双语强化），IT 英语 2（日英双语强化）

或二外日语 2（英日双语强化） 

三、考核形式及评分标准 

1、笔试（通识水平考核或专业水平考核） 

2、复试（综合素质考核） 

说明：笔试成绩与复试成绩各占总成绩的 50% ，按照总成绩

排名录取。 

五、附则 

1、本办法适用于我校 2017级学生转入软件学院。 

2、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监督执行,由软件学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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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转入法语系考核办法 

一、组织机构 

1、组织机构构成 

组  长：蔡云、余春红 

副组长：于辉 

组  员：柳玉刚、王大智、陈丽娟、陈智宇、梁晶晶 

2、职责 

组长：总体统筹本科生转入法语系相关工作 

副组长：制定《本科生转入法语系考核办法》，负责本科生转

入法语系相关工作的实施。 

组员：负责本科生转入法语系笔试、面试的具体操作，相关

入学手续办理等工作。 

二、录取名额 

从其他院系转入法语专业的， 

名额下限：3人，名额上限：5人。 

三、考核内容 

1、通识水平考核 

学生转入法语系学习，均需通过通识水平考核，考核内容为汉

语命题作文。 

2、专业水平考核 

学生申请转入新专业一年级学习，需进行语音语调模仿、基础

语法辨识能力测试，以对学生将来学习法语的潜力进行预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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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申请转入新专业二年级学习，需进行专业考核，要求所有科目

达到及格线，具体课程名称如下： 

（1）基础法语 2 

（2）基础法语视听说 2 

四、考核形式及评分标准 

1、学生申请转入新专业一年级学习，需进行笔试（通识水平

考核）和面试按成绩排名录取。 

    说明：笔试和面试各占总成绩的 50%。 

2、学生申请转入新专业二年级学习，需进行：  

（1）笔试（通识水平考核和专业水平考核） 

（2）面试（法国国情知识问答、法语发音考核） 

说明：笔试成绩（通识水平考核和专业水平考核各占笔试成绩

的 50%）与面试成绩各占总成绩的 50% ，按照总成绩排名录取。 

五、附则 

1、本办法适用于我校 2017级学生转入法语系。 

2、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监督执行,由法语系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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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转入德语系考核办法 

一、组织机构 

1、组织机构构成 

组  长：丛明才，陈永健  

副组长：覃红波 

组  员：付天海， 刘颖， 关玉红，薛云， 张华南  

2、职责 

组长：总体统筹本科生转入德语系相关工作 

副组长：制定《本科生转入德语系考核办法》，负责本科生转

入德语系相关工作的实施。 

组员：负责本科生转入德语系笔试、面试的具体操作，相关

入学手续办理等工作。 

二、录取名额 

从其他院系转入本学院德语专业： 

名额下限：3人，名额上限：11人。 

三、考核内容 

1、通识水平考核 

学生转入德语系学习，均需通过通识水平考核，考核内容为

汉语命题作文。 

2、专业水平考核 

申请转入第一学年的专业申请者须参加笔试。笔试科目为语

文和英语。 笔试成绩中，英语成绩占比 70%， 语文成绩占比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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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转入第二学年的转专业申请者须参加笔试与面试。成绩

计算方式:笔试占比 70%， 面试占比 30%。要求各门考试成绩均达

到及格线。 笔试科目如下（德语专业本科一年级专业必修课）： 

(1) 基础德语（2） 

(2) 基础德语视听说（2） 

笔试中基础德语与基础德语视听说分别占比 50%。 面试考试

科目为德语口语。按照考核成绩择优录取。  

四、考核形式及评分标准 

1、笔试（通识水平考核或专业水平考核） 

2、面试（德语国家国情知识问答、德语发音考核） 

说明：在录取名额内，按照申请者的总成绩排名录取。 

五、附则 

1、本办法适用于我校 2017级学生转入德语系。 

2、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监督执行,由德语系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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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转入西葡语系考核办法 

一、组织机构 

1、组织机构构成 

组  长：黎妮（西班牙语） 

副组长：程翠翠（葡萄牙语） 

成  员：谭博、高洋洋、韩莹、赵炯昊 

2、职责 

根据《大连外国语大学本科生转专业实施细则》完成转专业

工作，并组织系内教师配合教务处完成考核的命名、考试和选拔

工作。 

二、录取名额 

1、从其他院系转入西班牙语专业的， 

名额下限：3人，名额上限：11人。 

从其他院系转入葡萄牙语专业的， 

名额下限：1人，名额上限：3人。 

2、本系内部专业间转专业的， 

转入专业名称: _西班牙语_，名额上限：4人； 

转入专业名称: _葡萄牙语_，名额上限：2人。 

三、考核内容 

1、通识水平考核 

学生申请转入西葡语系一年级学习，均需通过通识水平考核，

考核内容为汉语命题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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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水平考核 

学生申请转入西葡语系二年级学习，需进行专业考核，要求

所有科目达到及格线，具体课程名称如下： 

西班牙语：（1）综合西班牙语 2 

（2）西班牙语会话 2    

             （3）西班牙语视听说 2  

葡萄牙语：（1）基础葡萄牙语 2 

（2）基础葡语视听说 2 

（3）葡萄牙语会话 2 

四、考核形式及评分标准 

1、笔试（通识水平考核或专业水平考核，占总成绩 50%） 

2. 面试 （占总成绩 50%） 

包括三个环节：1.西（葡）语国家国情知识问答（30 分）；

2.转入专业语音测试（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50分）；3.自由问答

（20分） 

五、附则 

1、本办法适用于我校 2017级学生转入西葡语系。 

2、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监督执行,由西葡语系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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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转入意阿语系考核办法 

一、组织机构 

意阿语系成立本科转专业工作小组。 

1、构成 

组  长：邹黎明 

副组长：孙傲、丁杨 

组  员：黄先辉、张婧、陈汝沛、阿拉伯语本科教研室主任、

意大利语教研室主任 

2、职责 

组长：总体统筹本科生转入意阿语系相关工作。 

副组长：制定《本科生转入意阿语系考核办法》，负责本科生

转入意阿语系相关工作的实施。 

组员：负责本科生转入意阿语系笔试、面试的具体操作，相

关入学手续办理等工作。 

二、录取名额 

1、从其他专业转入本系阿拉伯语专业： 

名额下限： 2 人，名额上限： 6 人。 

2、从其他专业转入本系意大利语专业： 

名额下限： 1 人，名额上限： 3 人。 

3、本系阿拉伯语专业本科生申请转入意大利语专业学习或意

大利语专业本科生申请转入阿拉伯语专业学习，均按照其他专业

本科生转入意阿语系学习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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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核内容 

1、通识水平考核 

学生转入意阿语系学习，均需通过通识水平考核，考核内容

为汉语命题作文。 

2、专业水平考核 

学生申请转入新专业一年级学习，无需进行专业水平考核；

学生申请转入新专业二年级学习，需进行专业水平考核，要求所

有考核科目达到及格线（60分）。 

阿拉伯语专业具体考核科目名称如下： 

（1）基础阿拉伯语 2 

（2）阿拉伯语基础语法 2 

（3）阿拉伯语基础口语 2 

意大利语专业具体考核科目名称如下： 

（1）基础意大利语 2 

（2）意大利语会话 2 

（3）意大利语视听说 2 

四、考核形式及评分标准 

1、笔试：通识水平考核或专业水平考核。 

2、面试：阿拉伯国家或意大利国情知识问答、阿拉伯语或意

大利语发音考核。 

说明：笔试成绩与面试成绩各占总成绩的 50%，按照总成绩排

名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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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则 

1、本办法适用于我校 2017级学生转入意阿语系。 

2、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监督执行,由意阿语系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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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7 级本科生转专业名额表 

序

号 
教学单位 专业名称 

2017 级

学生人

数 

跨院系 

转入 

名额下限

（3%） 

跨院系 

转入 

名额上限

（10%） 

院系内

转入名

额下限 

院系内

转入名

额上限 

1 
日本语 

学院 
日语 451 14 20 

 

2 
英语 

学院 
英语 290 9 12 

3 
俄语 

学院 
俄语 108 3 5 

4 
韩国语 

学院 
朝鲜语 98 3 5 

5 
高级翻译 

学院 
翻译 178 6 8 

6 
国际关系 

学院 

国际事务与国

际关系 
58 2 6 

7 

国际艺术 

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28 

不可跨院系转专业 

1 3 

8 环境艺术设计 28 1 3 

9 
服装与服饰设

计 
28 1 3 

10 美术学 28 1 3 

11 产品设计 13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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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教学单位 专业名称 

2017 级

学生人

数 

跨院系 

转入 

名额下限

（3%） 

跨院系 

转入 

名额上限

（10%） 

院系内

转入名

额下限 

院系内

转入名

额上限 

12 

商学院 

旅游管理 64 2 6 

转入同年级的不

超过 3 人 

转入一年级的不

超过 5 人 

13 财务管理 31 1 3 

14 商务英语 64 2 6 

15 
国际经济与贸

易 
56 2 6 

16 市场营销 50 2 5 

17 经济学 24 0 0 

18 金融学 56 2 6 

19 
文化传播 

学院 

新闻学 59 2 2 0 2 

20 汉语言文学 31 1 2 0 2 

21 汉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58 2 4 
  

22 

软件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 
355 11 20 10 20 

23 
信息管理与信

息系统 
473 14 23 10 23 

24 软件工程 59 2 4 2 4 

25 网络工程 60 2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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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教学单位 专业名称 

2017 级

学生人

数 

跨院系 

转入 

名额下限

（3%） 

跨院系 

转入 

名额上限

（10%） 

院系内

转入名

额下限 

院系内

转入名

额上限 

26 法语系 法语 110 3 5 
  

27 德语系 德语 106 3 11 
  

28 

西葡语系 

西班牙语 110 3 11 0 4 

29 葡萄牙语 30 1 3 0 2 

30 

意阿语系 

意大利语 29 1 3 
  

31 阿拉伯语 59 2 6 
  

32 音乐系 音乐学 25 不能转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