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仁大學哲學系 108 個人申請入學面試時間分配表 

 
 

 時間：107.4.12(五)上午            地點:文華樓 LI310 
 
※ 請依排定時間提前廿分至報到處報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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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子淇    蘇裕惠     詹欣諶     陳柏逸    杜文碩 
蔡澤承    黃聖桓     陳映德     王晨瑜    曾琳智 
何婉瑜    呂學人     王品淳     葉伉宸    薛 琪 
袁偉凱    陳尚倫     翁國瑜     王品潔    鄭沐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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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君紘    蔡沛潼     張珈瑄     黃子亮    何駿億 
顏綺萱    陳羿亘     楊心誼     侯沐恩    許翔捷 
張敦賢    許榮顯     周晨陽     鄭淇瑄    辛韋辰 
林垣翔    陳奕龍     陳奕瑄     董智恆    馬語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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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凱婷     董 杰      陳馥瑜      林昱瑄 
李芷瑜     張詠晴      吳詠晴      林俊廷 
呂承諭     陳靖媗      韓德馨      解歆妤 
吳昕蔓     李昕霖      姜佳誼      張薾文 

 
 
 
 
 
 
 
 
 



 

    
輔仁大學哲學系 108 個人申請入學面試時間分配表 

 
 
時間：108.4.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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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詠翔    王又宣     邱柏文     王薇妮     周允文 
李沛晴    梁喻婷     黃逸昕     詹秉霖     游舒評 
蘇聖媛    鄭翎彤     郭哲安     黃笙瑋     郭云庭 
林庭伃    紀怡安     林家敏     楊濬瑋     張鈺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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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侑恩    周昕蒂     劉又瑄     吳冠緯     魏謹奕 
蕭品惟    李巧雯     林浥翔     游于萱     許淨嫺 
陳義勳    周靖庭     林政德     張瑀真     陳莙枍 
劉玟彤    張庭甄     張明軒     曾冠綸     馬鼎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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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德安     葉仕鈞     洪瑋卲      陳彥伶 
陳曉君     蔡少芸     游禕依      陳羽潔 
朱律禎     陳淯琦     謝旻純      何宗軒 
吳修齊     張廷禎     敖詠翔      朱育廷 

 
 
 
 
 
 
 
 



 

 
輔仁大學哲學系 108 個人申請入學面試時間分配表 

 
 
時間：108.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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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欣儒    李至靜     向芳妤     邱薇方    劉妙怡 
魏子桓    魯芸嘉     林子晴     游雅竹    徐晟育 
林儷奇    謝乙仙     林鴻儒     葉映廷    陳予彤 
林佳穎    黃品搴     蔡洳雯     徐宇謙    葉姿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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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羽芝    王晨驊     謝子云     黃如玉    邱健航 
陳俞潔    游蕙安     卓志瑋     龔于晴    于俊廷 
王永承    呂懿軒     吳奇容     蔡煜凡    莊乃潔 
施愛聆    張栢瑋     林沛玗     梁宇翔    林耿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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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雨蓁     陳冠瑀     方 易     劉欣喬 
          林婉瑜     歐韋辰     黃維騏     周  爰 
          黃于慎     黃冠綸     陳子怡     許嘉巖 
          江嘉穎     卓士傑     林鴻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