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仁大學哲學系 107 個人申請入學面試時間分配表 
 

 
 時間：107.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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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寶元    洪瑞青     傅雅祺     蔡喜恩    林才揚 
游書愷    何品辰     葉恩劭     樓宇碩    吳雨澄 
連浩廷    蔡博安     陳禹君     王昱嵂    冼珞琳 
陳立洋    劉彥彤     彭霽維     楊頌群    董育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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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益嘉    鄭鎮東     姜 妮     曾亭睿    劉育綺 
李晉宇    黃思齊     陳玳潁     丁之盈    張舒羚 
陳宥秀    宋珮瑄     謝懿承     林可馨    劉友文 
江敏菁    江韋鴻     陳怡廷     歐栩彤    嵇晏玲 
 
 
第十一組    第十二組     第十三組     第十四組 
11:21～11:50  11:36～12:05   11:51～12:20    12:06～12:35 
嚴皓凡     張惟柔      林廷倫      周 劭 
胡鎮璿     陳思言      劉樵岳      林欣誼 
吳詠然     葉宸宇      余映樺      黃泓仁 
詹可安     諸寶意      李孟容      柯妮吟 
 
 
 
 
 
 
 
 



 

 
   輔仁大學哲學系 107個人申請入學面試時間分配表 

 
 
時間：107.4.13(五)下午           地點:文華樓 LI310 
 

※下午第十五組及第十六組同學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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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組   第十六組    第十七組    第十八組   第十九組 
13:00～13:30  13:16～13:45  13:31～14:00  13:46～14:15  14:01～14:30 
林庭安    吳宜庭     吳岱衡     林子弘     廖國佑 
鄭淳瀞    彭郁凱     林庭薇     鍾佳融     王柏又 
唐 昕    朱理寧     杜文祥     馮柏維     詹宛嫣 
薛律方    范泳倫     楊婷雯     張育維     游智翔 
 
 
第廿組     第廿一組    第廿二組    第廿三組   第廿四組 
14:26～14:55  14:41～15:10  14:56～15:25  15:11～15:40  15:36～16:05 
廖芊茵    黃品崴     莊 越     蕭筱瑄     汪昀臻 
廖泳奎    蘇柏維     魏川峻     周欣穎     胡心慈 
尤怡媗    林民崇     傅威翰     曾順傑     劉庭瑋 
鍾菲菲    王淳榆     涂銥珊     蘇柏慈     王昱穎 
 
 
第廿五組    第廿六組    第廿七組     第廿八組 
15:51～16:20  16:06～16:35  16:21～16:50   16:36～17:05 
賴韻婷     林冠宇     林威臣      陳致祥 
王子誠     錢思豪     黃毓媗      游雅媛 
吳佩蓉     王孝睿     林軒妤      陳明煜 
李韋碧     簡郁庭     陳柏均      陳玉欣 
 
 
 
 
 
 
 
 



 

 
  輔仁大學哲學系 107個人申請入學面試時間分配表 

 
 
時間：107.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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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俊傑    徐楚涵     王政和     陸啟慧    羅庭侑 
呂紹綸    陳芸儒     石惠如     許彰祐    黃 麟 
郭百軒    吳建輝     陳旺吉     曾祺瑋    許子潼 
李唯擇    廖怡潔     林麟如     劉罡麟    張展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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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承研    康紋寧     郭宗哲     羅姿淳    舒鵬霖 
譚允瑞    蔡曉緣     廖俞婷     蕭雅涵    葉新宇 
陳奕帆    李裕珍     劉哲維     林思妤    JENSEN SAM 
王品涵    李宗諭     林志仁     張呈揚    薛佳欣 
 
 
第十一組    第十二組    第十三組     第十四組 
11:21～11:50  11:36～12:05  11:51～12:20   12:05～12:35 
徐若雰     楊宇琁     廖明萱     陳妍綾 
張博鈞     林紫安     余佳玲     田伊凱 
莊若庭     郭佳欣     龎倍毅     蕭莉馨 
許景評     陳可錡     黃韻凌     井 蓉 
 
 
 
 
 
 
 
 
 
 



 

輔仁大學哲學系 

107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指定項目」甄試通知 

一、考試日期：107 年 4 月 13、14 日（依面試排定時間） 

★考試當日請攜帶身分證或駕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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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組考生於考前十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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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及社團參與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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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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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日）前填妥申請單以 mail 或傳真告知，面試順序經公告後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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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一)〜4.6(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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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D03@mail.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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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