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仁大學哲學系 106 個人申請入學面試時間分配表 
 

 
時間：106.4.7(五)上午            地點:文華樓 LI310 

※請依排定時間提早卅分至報到處報到，排定時間十五分鐘前即 
唱名下一組同學，唱名未到者由試務人員適時遞補調整之。 

※面試每組四位考生，每組需經過二場面試委員的面試，各場次時間 
十五分鐘，合計約卅分鐘。 

※每組於考前十五分鐘叫號集合完畢，考前十分鐘即發給口試題目。 
※ 請每一位同學準備一分鐘自我介紹。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第五組 
08:30～09:00  08:46～09:15  09:01～09:30  09:16～09:45   09:31～10:00 
陳宣翰     張俊文     陳采淇     謝丞宇     林暐庭 
黃昭然     古又嘉     劉冠佐     吳宗霖     簡榮成 
謝瀚揚     李柏樂     劉兆洋     汪貝徽     丁冠菱 
祁志先     鮑家昀     徐家駒     鄭元傑     李得銓 
 
 
第六組      第七組      第八組      第九組      第十組 
09:56～10:25  10:11～10:40  10:26～10:55  10:41～11:10   11:06～11:35 
林哲潁     葉辰芸     陳識閔     劉光禕     唐嘉謙 
鄭弦濠     蕭品澤     黃明達     吳鎧志     李書瑜 
李欣桐     陳峻睿     劉政灝     李昊峻     蘇 悅 
李明鴻     楊斯宇     錢旻琪     戴舒妍     邱郁涵 
 
第十一組    第十二組    第十三組  
11:21～11:50  11:36～12:05  11:51～12:20 
許庭祐     蘇彥脩      吳伯愷 
邱繼葳     李誌家      陳妤庭 
鄧嬡又     游承霖      林育玄 
呂柏儀     詹家榮 
 
 
 
 
 
 
 
 
 
 



 

 
輔仁大學哲學系 106 個人申請入學面試時間分配表 

 
 
時間：106.4.7(五)下午              地點:文華樓 LI310 

※下午第十四組及第十五組同學請在 12：45 報到，其餘請依排定時間 
提早卅分至報到處報到。排定時間十五分鐘前即唱名下一組同學，唱 
名未到者由試務人員適時遞補調整。 

※面試每組四位考生，每組需經過二場面試委員的面試，各場次時間十五分
鐘，合計約卅分鐘。 

※每組於考前十五分鐘叫號集合完畢，考前十分鐘即發給口試題目。 
※請每一位同學準備一分鐘自我介紹。 
 
 
第十四組    第十五組    第十六組    第十七組    第十八組 
13:00～13:30  13:16～13:45  13:31～14:00  13:46～14:15   14:01～14:30 
楊喬億     賴尹珊     劉展良     曾詠詮     李依芬 
高惟珣     江泰德     林哲宇     黃振詠     朱蕙慈 
呂家豪     廖丞浩     蔣仁杰     許仁澤     林芷蕎 
黃 靖     廖元鴻     李侑薰     邱婕涵     蔡宜芬 
 
 
第十九組     第二十組   第二十一組  第二十二組  第二十三組 
14:26～14:55  14:41～15:10  14:56～15:25  15:11～15:40   15:36～16:05 
呂 杰     徐旻鉦     杜 穆     廖子傑     張祐維 
林宣妤     詹鎧郕     盧承佳     許維真     張博森 
王聖博     汪鈺芸     陳盈芊     曾怡瑾     鍾佳縉 
陳 頤     吳沛揚     陳俊彥     林彥甫     施捷睿 
 
 
第二十四組  第二十五組  第二十六組 
15:51～16:20  16:06～16:35  16:21～16:50 
陳哲民     董瑀頡     張 揚 
張承瀚     黃宣霈     王其振 
林彥廷     鄭亦傑     田 軒 
陳宥任     張程洋 
 
 
 
 
 
 
 
 
 



 

 
輔仁大學哲學系 106 個人申請入學面試時間分配表 

 
 
時間：106.4.8(六)上午  地點:文華樓 LI310 

※請依排定時間提早卅分至報到處報到，排定時間十五分鐘前即 
唱名下一組同學，唱名未到者由試務人員適時遞補調整。 

※面試每組四位考生，每組需經過二場面試委員的面試，各場次時間 
十五分鐘，合計約卅分鐘。 

※每組於考前十五分鐘唱名集合完畢，考前十分鐘即發給口試題目。 
※ 請每一位同學準備一分鐘自我介紹。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第五組 
08:30～09:00  08:46～09:15  09:01～09:30  09:16～09:45   09:31～10:00 
蔣宗翰     周定逵     阮元澤     李季穎     潘韋安 
鍾尹瑄     張習煒     隋 蓉     吳沛錦     藍偉哲 
廖彥翔     陳宗翔     盧珮瑜     陳品璇     林鈺庭 
陳昱豪     陳宇唐     陳信傑     吳庭萱     鄭立侃 
 
 
第六組      第七組      第八組       第九組       第十組 
09:56～10:25  10:11～10:40  10:26～10:55   10:41～11:10   11:06～11:35 
吳宥騰     林鈺倫     周宜潔     沈姿廷     李冠勳 
陳芊蓁     李庭瑄     葉明翰     謝昀君     蔡孟潭 
郭蓉語     林科成     吳亨為     李彥廷     楊勝巽 
莊子儁     黃子芸     洪渝雯     王智奇     林哲宇 
 
 
第十一組    第十二組    第十三組   
11:21～11:50  11:36～12:05  11:51～12:20  
方盛永     郭靖崴     周佩諭 
林領蓁     陳冠宏     曾亭儀 
柯詠瀚     陳彥良     花大為 
張家和     陳柏克 
 
 
 
 
 
 
 
 
 
 



 

輔仁大學哲學系 

106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指定項目」甄試通知 

一、考試日期：106 年 4 月 7、8日（依面試排定時間） 

★考試當日請攜帶本通知單及身分證或駕照(均為正本)以為查驗 

二、指定甄試項目考程表： 

指定甄試項目 考  試  時  間 考   試   地   點 備        註 

面     試 

上午自 8:10 時

起，依公告面試順

序報到。 

  

※請於排定時間

前卅分鐘至試場

外報到處報到。

(逾時者由本試務

單位調整順序)。 

 

 

 

 

LI310試場（文華樓 3F） 

 

 

1.面試每組四位考生，每

組需經過二場面試委員的

面試，各場次時間十五分

鐘，合計約卅分鐘。 

2.每組於考前十五分鐘叫

號集合完畢，考前十分鐘

即發給口試題目。 

3.每位考生請準備約 1 分

鐘的自我介紹。 

三、 審查資料：高中職在校成績證明、自傳(學生自述)、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大

學入學考試中心高中英語聽力測驗證明為必繳資料。競賽成果(特殊表現)證明、

社團參與證明無者免繳。以上資料一律以網路上傳方式繳交至甄選委員會

(https://www.caac.ccu.edu.tw/)。 

四、 面試順序：預定於 4.6(四)前公告於本系網頁最新公告區。如因報考多校系而需

調整面試時間者，請務必於 3 月 30 日（週四） 前來信或傳真告知，面試時間表

經公告後歉難調整。 

五、 考試當日請依排定面試時間前 30分鐘至 LI310試場外報到處報到。 

六、 面試評分項目標準(1)理想性及人格特質 40%(2)溝通及表達能力 30%(3)邏輯思

考及應變能力 30%。 

七、 前列事項，如有疑問，歡迎來電洽詢。(辦公時間 AM8:00-PM4:30) 

3.31(五)〜4.5(三)為本校春假期間停班停課，不便之處，敬祈見諒。 

八、 校系地址：242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五一○號(文華樓 3F)。 

 Tel：02-29052327  Fax：02-29017490 
     http://www.philosophy.fju.edu.tw 

                            

輔 仁 大 學 哲 學 系 
 

https://www.caac.cc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