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 學年度日間部轉學生招生報到狀況：
額滿系所及備取生遞補名單
107/08/08
※遞補報到相關訊息，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請備取生務必主動上網查詢報到相關訊息，
逾期未報到者視為放棄錄取資格。
※本校暑假作息時間為:
◎週一至週四每日上午 8 時至 12 時，下午 1 時至 4 時 30 分（星期五、六、日不上班）。
◎107 年 8 月 17 日(五)至 8 月 26 日(一)為全校共休日，暫停上班辦理各項業務。
(本次備取生遞補公告順延至 107 年 9 月 7 日公告)
◎自 9 月 3 日(一)起恢復正常作息(週一至週五，每日上午 8 時至 12 時，下午 1 時至 4
時 30 分)
一、額滿學系，嗣後如遇出缺名額時，自 8 月 16 日起每星期四上午 10：00 於本校招生資訊
網公告遞補名單，報到時間請見該次公告，後續遞補報到至本校行事曆規定之第一學期
開始上課日時(9 月 10 日)，請按時查閱，不另行通知。
二、遞補、報到相關訊息，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請備取生務必主動上網查詢，逾期未報
到者不得以未接獲通知為由要求補救措施。
三、公告額滿系所：
序號 額滿系所
備註
1
中國文學系三年級(一般生)
2
歷史學系二年級(一般生)
3
歷史學系三年級(一般生)
4
哲學系三年級(一般生)
5
教育領導與科技發展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一般生)
6
影像傳播學系二年級(一般生)
7
新聞傳播學系二年級(一般生)
8
廣告傳播學系二年級(一般生)
9
體育學系體育學組二年級(一般生)
10
體育學系運動健康管理組三年級(一般生)
11
英國語文學系三年級(一般生)
12
法國語文學系三年級(一般生)
13
義大利語文學系二年級(一般生)
14
德語語文學系二年級(一般生)
15
化學系三年級(一般生)
16
織品服裝學系織品服飾行銷組三年級(一般生)
17
生命科學系三年級(一般生)
18
物理學系物理組三年級(一般生)
19
物理學系光電物理組二年級(一般生)
20
餐旅管理學系二年級(一般生)
21
餐旅管理學系二年級(退伍外加)
22
兒童與家庭學系二年級(一般生)
23
經濟學系三年級(一般生)
24
資訊管理學系二年級(一般生)

25
資訊管理學系三年級(一般生)
26
統計資訊學系三年級(一般生)
27
應用美術學系二年級(一般生)
28
景觀設計學系二年級(一般生)
29
食品科學系二年級(一般生)
30
營養科學系二年級(一般生)
31
營養科學系三年級(一般生)
32
宗教學系二年級(一般生)
33
宗教學系三年級(一般生)
34
護理學系二年級(一般生)
35
公共衛生學系三年級(一般生)
36
臨床心理學系二年級(一般生)
37
職能治療學系二年級(一般生)
38
呼吸治療學系二年級(一般生)
四、經公告獲遞補資格之備取生，請依下列注意事項辦理報到：
1.請自行以學號上網至 https://school.taishinbank.com.tw 下載繳費憑單，並依繳費
憑單說明方式務必於報到前繳費，並持收據聯辦理報到。如有疑問請於上班時間電洽
總務處出納組陳先生(02)2905-2618。
※各項收費標準表請參閱本校學費查詢系統：網址：
http://tuition.ga.fju.edu.tw/lnchargeStudent/。
2.請至本校招生資訊系統考生專區(網址 http：//exam.fju.edu.tw/stu/)下載「日間部
轉學生報到程序單」及「學生證（校園卡）申請書」
3.請於 107 年 8 月 9、13 日共二日(08:00-15:00)，攜帶下列文件辦理報到。
(1) 已完成繳費之學雜費繳費憑單收據聯及輔仁大學 107 學年度日間部轉學生報到程
序單至總務處出納組(野聲樓 1 樓 YP116a 室)蓋審核章。
(2) 出納組完成學雜費驗證後，請至野聲樓 2 樓註冊組 YP209 室繳交下列證件：
學位證書【或修業（轉學）證明書含歷年成績單】正本及影本 1 份。
(持國外學歷者，請參閱簡章第 18 頁備註 3)。

※另持原校歷年成績單正本一份到錄取學系辦公室辦理學分抵免。
國民身分證正本及影本 1 份。
學生證(校園卡)申請書。
4.錄取生報到時未能繳交學位證書【或修業（轉學）證明書含歷年成績單】，應先填寫
具結書，並於規定期限內繳交，逾期未繳者取消入學資格。
5.報到前請先行至招生資訊系統考生專區上傳最近 6 個月內數位照片檔，並列印「學生
證（校園卡）申請書」﹔無數位照片檔者請列印「學生證（校園卡）申請書」，並貼
妥最近 6 個月內 2 吋正面半身脫帽照片一張。
五、備取生遞補名單
中國文學系二年級(一般生)：缺額一名
陳○彥
0701020018
學號：406011681

哲學系二年級(一般生)：缺額二名
葉○丞
郭○寧
0703020016
0703020017
學號：406031643 學號：406031655
企業管理學系二年級(一般生)：缺額四名(無備取生)
企業管理學系三年級(一般生)：缺額一名(無備取生)
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二年級(一般生)：缺額五名
蕭○云
黃○君
簡○婷
070F020017
070F020092
070F020066
學號：406411661 學號：406412653 學號：406411673

潘○瑄
070F020145
學號：406412689

翁○羚
070F020109
學號：406411714
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三年級(一般生)：缺額二名(無備取生)
醫學資訊與創新應用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一般生)：缺額一名
嵇○德
070W020005
學號：406570338
圖書資訊學系二年級(一般生)：缺額一名
梁○涵
0710020006
學號：406040656
影像傳播學系三年級(一般生)：缺額一名
張○宇
0711030008
學號：405050783
體育學系運動競技組二年級(一般生)：缺額一名
鄭○成
0717020007
學號：406090663

體育學系運動競技組三年級(一般生)：缺額一名(無備取生)
體育學系運動健康管理組二年級(一般生)：缺額一名
王○心
0718020012
學號：406100626
數學系資訊數學組二年級(一般生)：缺額一名(無備取生)
英國語文學系二年級(一般生)：缺額二名
何○
傅○貽
0720020196
0720020034
學號：406110724 學號：406110748
法國語文學系二年級(一般生)：缺額一名
吳○瑀
0722020006
學號：406120652
西班牙語文學系二年級(一般生)：缺額一名
林○庭
0723020007
學號：406130712
西班牙語文學系三年級(一般生)：缺額一名
郭○妘
0723030009
學號：405130753
日本語文學系二年級(一般生)：缺額一名
李○詣
0724020089
學號：406141620
日本語文學系三年級(一般生)：缺額二名
孫○欣
李○佑
0724030001
0724030010
學號：405141635 學號：405142627

德語語文學系三年級(一般生)：缺額一名
劉○瑋
0726030005
學號：405160734
數學系應用數學組二年級(一般生)：缺額二名
劉○祐
楊○娟
0731020006
0731020004
學號：406180626 學號：406180638
數學系應用數學組三年級(一般生)：缺額一名(無備取生)
化學系二年級(一般生)：缺額二名
朱○妘
林○芳
0733020021
0733020010
學號：406191584 學號：406191596
心理學系二年級(一般生)：缺額一名
陳○正
0739020038
學號：406200713
織品服裝學系織品設計組二年級(一般生)：缺額一名
鄺○儀
0746020015
學號：406210653
織品服裝學系織品服飾行銷組二年級(一般生)：缺額二名
游○蓁
翁○妏
0748020030
0748020028
學號：406222656 學號：406222668
資訊工程學系二年級(一般生)：缺額三名
蔡○瑞
楊○叡
楊○遠
0751020029
0751020066
0751020037
學號：406262591 學號：406262606 學號：406261626

資訊工程學系三年級(一般生)：缺額一名
章○誠
0751030011
學號：405261708
生命科學系二年級(一般生)：缺額三名
余○正
黃○璋
陳○心
0754020023
0754020006
0754020011
學號：406271619 學號：406272613 學號：406272637
物理學系物理組二年級(一般生)：缺額一名(無備取生)
物理學系光電物理組三年級(一般生)：缺額一名(無備取生)
社會學系二年級(一般生)：缺額一名
胡○禎
0763020024
學號：406330685
社會學系三年級(一般生)：缺額一名
李○翔
0763030001
學號：405330755
社會工作學系二年級(一般生)：缺額一名
鄧○新
0764020025
學號：406340783
經濟學系二年級(一般生)：缺額二名
朱○顏
陳○玲
0765020027
0765020007
學號：406351653 學號：406352633
法律學系二年級(一般生)：缺額二名
周○安
陳○宏
0766020067
0766020003
學號：406322638 學號：406322640

法律學系三年級(一般生)：缺額一名
羅○康
0766030021
學號：405321637
財經法律學系二年級(一般生)：缺額四名
許○堯
古○妤
蔡○庭
0767020035
0767020084
0767020049
學號：406360654 學號：406360666 學號：406360678

財經法律學系三年級(一般生)：缺額二名
呂○鋒
李○璇
0767030005
0767030028
學號：405360748 學號：405360798
學士後法律學系二年級(一般生)：缺額二名(無備取生)
織品服裝學系服飾設計組二年級(一般生)：缺額一名
葉○琪
0769020037
學號：406230665
會計學系二年級(一般生)：缺額二名
莊○慈
文○婷
0771020065
0771020011
學號：406392645 學號：406392657
會計學系三年級(一般生)：缺額二名
陳○軒
王○涵
0771030025
0771030004
學號：405391711 學號：405391735
統計資訊學系二年級(一般生)：缺額一名
陳○銘
0776020006
學號：406421587

黃○婷
0767020080
學號：406360692

音樂學系二年級(一般生)：缺額一名
高○宗
0780020017
學號：406430502
音樂學系二年級(退伍外加)：缺額一名(無備取生)
公共衛生學系二年級(一般生)：缺額三名(無備取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