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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 仁 大 學 1 1 0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日 間 部 註 冊 須 知 

一、 上課日期：110年 9月 22 日（星期三） 

二、 註冊程序： 

（一） 除境外學生、派外子女及海外蒙藏生外，本校學生無須到校辦理註冊，請就個人須辦

理事項詳細閱讀，並於規定時間內辦妥，經審核無誤者，即為完成註冊。 

（二）新生、轉學生：請至本校首頁點選右下『重要連結』項下新生入學專區，依新生入學通知

給予之單一帳號(LDAP)密碼登入學生資訊管理系統，依序填寫表格及瞭解註冊應辦事項。 

（三）110年 8月 23 日至 8 月 27日為本校共休時間，自 8月 30日起恢復正常上班時間（週

一至週四上午 8時至下午 4時 30分）。 

總 務 處 

辦 理 事 項 說 明 承辦單位/電話 

學雜費繳納 

 

 

 

請以學號登入「台新學雜費入口網」下載繳費憑單（依憑單說明方式繳費），並於「學

籍電子註冊系統」開放期間確認註冊狀況。 

※學士班一年級新生須下載學雜費及游泳池繳費單。 

1.轉學生：110 年 8月 4日起開放下載繳費憑單，請於報到前完成繳費。 

2.新生：非指考 – 110年 8月 17日起開放下載繳費憑單。 

指考 – 110年 9月 2日起開放下載繳費憑單。 

（學士班一年級新生須下載學雜費、游泳池費繳費憑單） 

3.舊生：110 年 8月 1日起開放下載繳費憑單。 

※延修生：先行繳納雜費基準半額並辦理註冊（收費定義及標準詳見學雜分費專區之系

統公告）。待學期開學選課及確認學分數後，若修讀 9 學分(含)以下，另行繳納學分

費；若修讀 10學分(含)以上另行繳納全額學雜費之差額。 

※大陸地區學生：得於抵臺後下載列印繳費憑單至金融機構以新臺幣繳費。 

110 年 9 月 15 日為繳費截止日，為維護同學自身權益，請同學完成繳費後確認繳費狀

態(已銷帳>即繳費成功，可列印收據存查)。 

※繳費注意事項 

(1)相關繳費公告及注意事項請詳閱本校「學雜分費專區」。 

(2)補註冊：繳費截止日後繳費者，須進行補註冊程序，待「台新學雜費入口網」繳費

狀態為已銷帳後，隔天會批次補註冊或須個別補註冊，請同學後續再查詢「學籍電

子註冊系統」確認註冊狀況。 

(3)學雜/學分費(含語言實習費)未繳清者，依輔仁大學學則第十條：已完成註冊手續之

學生，若有依規定應向學校繳納之學分費、實習費或其他費用尚未繳清者，次學期

不得註冊；若為應屆畢業生，則暫不核發學位證書。 

(4)學士班二年級以上選修、補修游泳課程學生應於上課前至積健樓游泳池繳費辦證。 

(5)以輔大認同卡繳交學費，可享 6期 0利率。 

總務處出納組 

2905-2618 

2905-2405 

2905-2367 

學分費 

語言實習費 

 

以下身分學生請至「輔大首頁/學雜分費專區/繳費平台/台新學雜費入口網」下載繳費憑

單，學分費繳費期間自 110年 11月 3日起至 11月 17日止。 

1.修習輔系、雙主修、學分學程單獨開班課程學生。 

2.師資培育中心學生。 

3.修習語言實習課程學生。 

4.學士班、碩、博士班及在職專班延長修業，修習 9學分(含)以下學生。 

總務處出納組 

2905-2405 

2905-2618 

2905-2367 

https://fju.edu.tw/
http://smis.fju.edu.tw/freshman/
https://school.taishinbank.com.tw/
http://register.fju.edu.tw/
http://register.fju.edu.tw/
http://tuition.ga.fju.edu.tw/lnchargeStudent/
http://tuition.ga.fju.edu.tw/lnchargeStudent/
https://school.taishinbank.com.tw/
http://register.fju.edu.tw/
http://register.fju.edu.tw/
http://tuition.ga.fju.edu.tw/lnchargeStudent/
https://school.taishinbank.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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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碩博及碩專班學生跨修之學分不做為本系、所承認之必、選修學分時，以開設課程

單位之收費標準，收取學分費；惟須由本系、所於公告學分費繳交開始日前一週出

具證明並繳交至出納組俾便辦理。 

(2)相關繳費公告及注意事項請詳閱本校「學雜分費專區」。 

休退學退費 

 

1.依本校學生休、退學退費標準辦理退費。 

2.因休、退學完成日期與退費金額密切相關，為維護同學自身權益，退費標準請詳閱「學

雜分費專區」之休、退學退費標準時間表公告。 

(1)110年 9月 22日(含)(三)前完成休退學者，學費、雜費及其餘各費全退。 

(2)110年 9月 23日(四)〜10月 25日(一)完成休退學者，學費、雜費及其餘各費退 2/3。 

(3)110年 10月 26日(二)〜12月 13日(一)完成休退學者，學費、雜費及其餘各費退 1/3。 

(4)110年 12月 14日(含) (二)以後完成休退學者，不予退費。 

總務處出納組 

2905-2618 

2905-2405 

2905-2367 

 

宿 舍 服 務 中 心 

辦 理 事 項 說 明 承辦單位/電話 

住宿申請 

 

 

1.新生及轉學生：請至【學生資訊管理系統】確認基本資料表正確無誤，於 110年 9月

7日前至【輔仁大學宿舍服務資訊網】完成住宿申請作業。宿舍床位由學校安排，並

依輔仁大學學生宿舍管理辦法第九條分配床位，若戶籍資料與原始資料不符，設籍 1

年以上之遠道生經審核通過，始可變更分配順位。 

2.新生床位排定後若有剩餘，於宿舍服務中心網頁公告相關候補訊息。 

※宿舍其他相關訊息請至宿舍服務中心網頁查詢。 

宿舍服務中心 

2905-5269 

2905-5268 

 

學 務 處 

辦 理 事 項 說 明 承辦單位/電話 

核對學生基本資料 

 

請於註冊前至【學生資訊管理系統】核對「學生基本資料」。 

※請務必填寫行動電話、電子郵件且依據護照上之英文姓名填寫於英文姓名欄位，無護

照者則依內政部規定填寫，以利於校內申請相關文件。 

學生事務處 

生活輔導組 

2905-3100 

就學優待減免 

 

1.欲辦理「就學優待減免」者，請至【學生資訊管理系統】申辦。符合申請資格者，請

學生依以下身分別，於各截止日前繳交或掛號寄回生活輔導組完成申辦。 

(1)舊生： 

申辦時間：110年 6月 7日至 110年 6月 25日。 

下載學雜費繳費單時間：110年 8月 1日起。 

學雜費繳費截止日期：110年 9月 15日。 

(2)新生： 

申辦時間：110年 8月 2日至 110年 9月 8日。 

下載學雜費繳費單時間：110年 9月 13日起。 

學生事務處 

生活輔導組 

2905-3173 

http://tuition.ga.fju.edu.tw/lnchargeStudent/
http://tuition.ga.fju.edu.tw/lnchargeStudent/
http://tuition.ga.fju.edu.tw/lnchargeStudent/
http://smis.fju.edu.tw/freshman/
http://www.dsc.fju.edu.tw/index.jsp#&panel1-1
http://smis.fju.edu.tw/freshman/
http://life.dsa.fju.edu.tw/fee.html
http://smis.fju.edu.tw/fresh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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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雜費繳費截止日期：110年 9月 19日。 

(3)轉學生： 

申辦時間：110年 8月 4日至 110年 8月 10日。 

下載學雜費繳費單時間：110年 8月 16日起。 

學雜費繳費截止日期：110年 9月 15日。  

2.因故未能於指定時間內辦理者，亦可於 110/9/22 ~110/9/28 補辦，但須先繳交學雜費，

並持繳費收據正本連同申請表及相關證件至生活輔導組辦理。 

3.同時申請就學優待減免及就學貸款者，請務必先辦理減免。因減免的學雜費金額要先

扣除後，才能辦理就學貸款。 

就學貸款 

 

 

 

 

欲辦理「就學貸款」者，請至【學生資訊管理系統】申辦。請學生依以下身分別，於各

截止日前至臺灣銀行任一分行辦理對保，並將相關資料繳交或寄回生活輔導組。 

1.轉學生：報到前辦理至臺灣銀行辦理對保，並將就貸資料繳交或郵寄至生活輔導組。 

※無法於報到前辦理者及同時申請就學優待減免者，請於報到時填寫【就學貸款具

結書】，並於 110 年 8 月 31 日前至臺灣銀行辦理對保後，將就貸資料繳交或郵寄

至生活輔導組。 

2.新生：於 110 年 9月 13日前完成辦理。(大學部新生補辦 110年 9月 14-24 日) 

3.舊生(含延修生)：於 110年 9月 13日前完成辦理。 

※辦理注意事項 

(1)就學貸款公告事項及相關資訊請至生活輔導組網頁查詢。 

(2)同時申請就學優待減免及就學貸款者，請務必先辦理減免。持減免後之繳費單再辦

理就學貸款（新生-減免/就貸生於 110年 9月 24日前完成辦理）。 

(3)延修生：請於台新銀行學雜費入口網列印延修生貸款單(簽名後繳回生輔組)，以全

額學雜費辦理就學貸款，俟選課確定後，如有溢貸金額，由學校將溢貸金額退還臺

灣銀行。 

(4)辦理校內宿舍住宿費貸款者：請先確認申請到宿舍床位並列印宿舍繳費單後，再至

臺灣銀行辦理對保。於 110 年 9 月 13 日前將宿舍繳費單隨貸款資料交至生活輔導

組辦理暫免繳費，並於宿舍繳費截止日前先以電話向所屬宿舍報備以保留床位。 

(5)繳交資料如下： 

A.臺灣銀行就學貸款「申請/撥款通知書」-第二聯學校存執聯。 

B.有詳細記事之戶籍謄本正本或有詳細記事之戶口名簿影本(含學生本人及父、母

親，已婚學生含其配偶，記事欄不可省略)。 

C.學生本人郵局存簿封面影本(多申貸書籍費或校外住宿費者檢附)。 

D.宿舍繳費單(申貸校內住宿費者檢附)。 

學生事務處 

生活輔導組 

2905-2231 

團體保險費 

 

1.全校學生(含休學生)均須繳交，繳費單內均含團體保險費。 

2.雙聯制學生只需繳納學生團體保險費者，繳費後請持收據至生輔組完成學生團體保險

加保作業。 

3.依教育部規定，不參加學生團體保險者，教育部不予補助，且需簽署切結書。故不參

加學生團體保險者，請持繳費證明及切結書（請至生輔組網頁下載），於開學後 2 週

內（即 110/10/7 前）至生輔組辦理退保。未於期限內申請者，恕不辦理。若於未投保

期間發生事故時，所有相關事宜應自行負責。 

※團體保險作業規定及保險相關條款，請至學務處生輔組查詢。 

學生事務處 

生活輔導組 

2905-3100 

兵役登記 
新生、本學期轉學生、復學生務必至「學生資訊管理系統」正確填寫並列印兵役資料表，

貼妥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後，連同兵役相關證明文件，依規定於 110年 9月 13日前以掛

學生事務處 

生活輔導組 

http://life.dsa.fju.edu.tw/loan.html
http://smis.fju.edu.tw/freshman/
http://life.dsa.fju.edu.tw/loan.html
https://school.taishinbank.com.tw/
http://life.dsa.fju.edu.tw/insurance.html
http://smis.fju.edu.tw/fresh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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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生、沒有中華民國

身分證的僑生及陸生免

填寫)  

 

號方式郵寄「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510號 輔仁大學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兵役業務承辦人

收」，以辦理緩徵、儘後召集手續。未依規定繳交者，視同未完成註冊，註冊期限內補

繳始予完成註冊。 

應繳交兵役資料如下： 

(1)尚未服役之役男繳交：兵役資料單(每位男生必需繳交兵役資料單）  

(2)已服役之後備軍人繳交：①退伍證明書正反面影本②兵役資料單。 

(3)免役者繳交：①免役證明書影本②兵役資料單。 

(4)已服替代役者、現役軍人、停役兵、國民兵者繳交：①相關證明文件影本②兵役資

料單。 

※學校註冊及兵役業務作業期間，役男若收到兵役徵集令請持身分證及繳費證明至學

務處生輔組申請暫緩徵集用在學證明書。 

※兵役資料已寄出，若戶籍地址遷移、變更時，務必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至生活輔導

組，辦理兵役資料更正。 

※83 至 92 年次之就讀國內外(含香港、澳門或大陸地區)專科以上學校男子，可連續 2

年暑假分階段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學生兵役相關訊息刊登於學務處生輔組兵役

業務網頁。 

2905-3031 

僑生、陸生、派外子女、

海外蒙藏生報到 

 

僑生、陸生、派外子女、海外蒙藏生請依以下身分別，於各報到日至本校僑陸組辦公室

(舒德樓 4樓)辦理報到，詳情請參閱僑陸組網頁。 

(1)轉學生：9月 14日至僑陸組辦公室領取相關資料， 

9月 15日辦理報到。 

(2)新生：9月 15日辦理報到。 

(3)舊生：9月 16日辦理報到。 

※具僑生、陸生、派外子女、海外蒙藏生身分但以一般身分入學者，請持相關證明文件，

至註冊組領表辦理登記。 

學生事務處 

僑生及陸生輔導組 

2905-3125 

新生開學典禮 

暨輔導教育 

 

110 年 9 月 17 日。限學士班新生參加，未到者以曠課論。相關訊息請至【學生資訊管

理系統】查詢，並依輔導教育須知規定時間、地點集合報到。 

學士班新生(含僑生)繳交學歷證件：身分證及高中畢業證書影本(請以 A4紙影印，剪裁

合訂成 1 份於空白處書明系組別、學號、姓名)，收齊後請依學號排序再繳交至教務處

註冊組。 

※二年制在職專班、運動績優單招、學士後法律學系、轉學生、外籍生及陸生已於報到

時繳交學歷證件，不須再繳交。 

學生事務處 

生活輔導組 

2905-2270 

健康檢查 

(新生、轉學生)  

 

 

1.健康檢查日期: 依衛保組網頁公告時程。 

健檢地點：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附設醫院(簡稱輔醫)。 

健檢採線上預約制，預約日期詳見衛保組網頁公告。 

健檢費用請於檢查當日現場現金繳交並現場給收據。 

2.新生依網路預約日期，當日持「國民身分證」或「護照」及「健康檢查費用」到輔醫

報到，不提供現場名額。 

3.轉學生：將原就讀學士班學校之健康檢查報告繳至國璽樓 1樓衛保組 MD134 室。 

4.入學至目前尚未完成學生健康檢查者：請於 110年 10月 30日前自行持本校制式學生

健康資料卡(衛保組網頁下載)逕至各醫療院所進行檢查，完成健檢後將學生健康資料

卡連同檢查報告繳至衛生保健組。 

5.加入《@輔大愛健康》掌握新生健檢相關資訊，或至學務處衛保組網頁查詢。 

學生事務處 

衛生保健組 

 2905-6705 

http://life.dsa.fju.edu.tw/army.html
http://life.dsa.fju.edu.tw/army.html
http://overseas.fju.edu.tw/#&panel1-1
http://smis.fju.edu.tw/freshman/
http://smis.fju.edu.tw/freshman/
https://line.me/R/ti/p/%40djf2663g
http://health.dsa.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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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院校弱勢學生- 

共同助學金補助 

 

家庭年收入低於 70萬元且符合申請資格者，請於規定時間內至「學生資訊管理系統」

填寫申請，持申請表及證明文件至生活輔導組繳件申請。 

申請時間：110年 10月 1日~110年 10月 20日。 

※相關資訊請至【學生資訊管理系統】及學務處生輔組網頁查詢。 

學生事務處 

生活輔導組 

2905-3101 

生活助學金 

 

1.本助學金屬生活輔助性質，需進行生活服務學習 3 個月，申請資格及繳交表件等相關訊

息請至生輔組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網頁查詢。 

2.若符合家庭年所得 70萬元以下、未請領其他相類政府補助、未辦理銀行生活費申貸、

未申領本校清寒助學金者，請於規定時間內持申請表及指定證件至生活輔導組申辦。 

申請時間： 

1.舊生：110 年 6月 1日至 110年 7月 15日。 

2.新生、轉學生：110年 9月 6日至 110年 9月 17日。 

學生事務處 

生活輔導組 

2905-3101 

清寒助學金 

 

1.本助學金屬生活輔助性質，需進行生活服務學習 3 個月，申請資格及繳交表件等相關訊

息請至生輔組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網頁查詢。 

2.若資格符合者，請於各系規定時間內持申請表及相關表件至各系辦公室申辦。 

申請時間：110年 6月 1日~110年 7月 15日。(系繳件至生輔組截止日) 

各系辦公室 

校外證照登錄公告 

 

1.請登入『學生資訊入口網』（輔大首頁>在校學生），點選「網路．服務」項下之『學

生證照管理系統』，填寫及上傳已考取之校外證照（含語言、專業、國家考試、電腦

等類別），並盡速持證照正本至所屬學系（所）秘書完成驗證作業（系統持續開放，

可隨時登錄更新資料）。 

2.系統中若無您已考取之證照名稱，亦請向所屬學系（所）秘書反應，系統承辦人將統

一新增。 

學生事務處 

2905-6411 

輔仁學務 LINE@服務網 

 

「輔仁學務 LINE@服務網」整合校內學務相關單位（生輔組、課指組、衛保組、資源

教室、職輔組、僑陸組、原資中心、軍訓室、導師團隊及學生學習團隊）之重要業務，

提供同學第一手學務資訊，期待能於有限資源下達到與同學即時互動之綜效。 

學生事務處 

2905-6411 

輔仁大學起飛學生學習

輔導獎勵（教育部高教

深耕計畫補助） 

 

 

1.申請對象：本校起飛學生，在學大學部及繳交全額學雜費之碩士班（不含在職專班）

學生，且符合下列各身分之一： 

(1)低收入戶學生。 

(2)中低收入戶學生。 

(3)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4)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 

(5)申請學雜費減免經審定資格之原住民族學生。 

(6)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學生（生活助學金/共同助學金）。 

(7)家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核通過之學生: 變故事由以最近三個月內發生者，具六個月

申請資格。 

(8)懷孕學生、扶養未滿 3 歲子女之學生：家庭最近一年稅務機關（國稅局或所屬分

局、稽徵所）綜合所得稅率核定未達 12％者。 

2.獎勵類別： 

(1)多元學習輔導助學金。 

學生事務處 

2905-3803 

2905-3865 

http://smis.fju.edu.tw/freshman/
http://life.dsa.fju.edu.tw/disadvantage.html
http://life.dsa.fju.edu.tw/disadvantage.html
http://life.dsa.fju.edu.tw/disadvantage.html
http://140.136.251.114/FjuLicense/Login.aspx
http://140.136.251.114/FjuLicense/Login.aspx
http://stlc.dsa.fju.edu.tw/stlc/fjulin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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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業成績進步獎勵金。 

(3)學業成績優秀獎勵金。 

(4)專業技能暨證照報名費補助金。 

(5)專業技能暨證照獎勵金。 

(6)成功媒合就業獎勵金。 

(7)健康照護補助金。 

3.詳細申請規定請參閱《輔仁大學協助起飛學生學習輔導實施辦法》及《深耕起飛 經

典學習》網站。 

※加入《深耕♥起飛》LINE@掌握即時資訊♥接收溫馨提醒 

 

教 務 處 

辦 理 事 項 說 明 承辦單位/電話 

學生自行檢查註冊狀況 

及補辦註冊 

 

1.請至學校首頁→在校學生→學生資訊網→「學籍．註冊」項下之「學籍電子註冊系統」，

以單一帳號(LDAP)登入查詢。 

2.註冊手續不全、逾期辦理或未辦理者，請務必於規定時間內親自到校，至承辦註冊相

關單位辦理逾期或未辦之程序，完成補辦註冊。 

3.未於 110年 10月 22日前完成註冊者，依輔仁大學學則第九條：逾期無故未完成註冊

手續者，即令退學之規定辦理。 

教務處註冊組 

2905-3042 

學士班新生 

繳交學歷證件 

學士班新生(含僑生)繳交學歷證件：身分證及高中畢業證書影本(請以 A4紙影印，剪裁

合訂成 1 份於空白處書明系組別、學號、姓名)，收齊後請依學號排序再繳交至教務處

註冊組。 

※二年制在職專班、運動績優單招、學士後法律學系、轉學生、外籍生及陸生已於報到

時繳交學歷證件，不須再繳交。 

教務處註冊組 

2905-3042 

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分發

入學僑生(含港澳生)繳驗學

歷證件 

僅限報名時以應屆畢業身分申請，未繳交經驗證或核驗畢業證書者： 

1.依「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第 6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申請回國就學僑生所持外國

學校最高學歷或同等學力證明文件及成績單，應經駐外館處驗證或僑務委員會指定之

保薦單位核驗。 

2.得繳交經僑務委員會指定之保薦單位核驗之畢業證書與成績單。 

教務處註冊組 

2905-3042 

保留入學資格 

新生及轉學生適用 

 

新生因病或其他特別事故(服役、懷孕、育嬰及經濟困難）不能於本學年度入學者，得

於上課日（9月 22日）前申請保留資格展緩入學，惟以一年為限，【青年教育與就業儲

蓄帳戶方案，以三年為限】。申請保留入學者免繳納學雜費。 

※申請書及應備證件等相關資訊請詳見教務處/教務資訊/表單下載/學籍。 

教務處註冊組 

2905-3042 

休學 

(新生註冊後) 

學生因故得申請休學。離校手續單至教務處註冊組索取或自教務處網頁下載。休學退費

標準請參照總務處「休退學退費」說明。 

教務處註冊組 

2905-3042 

學分抵免 

(新生、轉學生) 

 

重考生（含轉學生）、修讀學、碩士學位期間修讀碩、博士班課程及入學前修讀推廣教

育學士、碩士學分班修讀，欲申請科目抵免者得先至各學系辦理（含抵免全人教育相關

課程）。 

1.申請期限：於上課一週內辦理完畢，並以入學當學年度一次為限，入學時未提出申請，

日後不得再提出申請。 

教務處註冊組 

2905-3042 

http://register.fju.edu.tw/
http://www.academic.fju.edu.tw/
http://www.academic.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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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應備文件：請備原校歷年成績單並填妥抵免表（至教務處註冊組領取或自教務處網頁

下載）。 

特種身分登記 

(新生、轉學生) 

原住民籍學生、領有殘障手冊學生等具特種身分但入學通知書上身分類別欄無記載者，

請於上課 2週內持相關證明文件至教務處註冊組登記，逾期視同自動放棄權益。 

教務處註冊組 

2905-3042 

領取學生證 

(新生、轉學生) 
於上課一週內，由教務處註冊組通知班代領取全班學生證並發放。 

教務處註冊組 

2905-3042 

在學證明 

需在學證明者，於完成註冊後並自開始上課日起，持學生證至野聲樓 2樓「教務自動化

服務系統」申請在學證明，或自行影印學生證後，持正、影本至教務處註冊組加蓋在學

證明章戳。 

教務處註冊組 

2905-3042 

選課 

 

『學生選課須知』請至本校選課資訊網（內含教務法規彙編）查閱下載。 
教務處課務組 

2905-3097 

 

全 人 課 程 教 育 中 心 

辦 理 事 項 說 明 承辦單位/電話 

全人教育課程 

網頁選填志願 

(學士班學生) 

 

選課時間：110 年 9月 10日（09:00）〜110年 9月 13日（12:00） 

1.學士班系訂必修科目，原則上由學系進行必選修課程代入作業，同學另須於「全人課

程選填志願」選課階段至系統登記全人教育課程(學士班校訂必修課程)。 

2.請至輔仁大學首頁/在校學生/「校內系統選單」/「課程‧學習」/「學生選課資訊網」

項下，下載學生選課須知及操作說明，並依相關規定辦理選課。 

3.如錯過本階段選課時間，另須把握「網路初選」或「網路加退選」階段進行本類課程

之選課。 

教務處課務組 

2905-3097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 

2905-3120 

2905-3121 

2905-3122 

以英文證照申請免修 

大一英文課程 

 

1.本校英文免修標準請參閱全人教育課程中心網頁   

2.適用對象：大一新生學測英文成績未達 15 級分或全校入學英文成績前 10%，但擁有

符合本校免修英文標準之英文證照者。(僑生、外籍生亦適用) 

3.上傳英文證照時間：110年 8月 1日(08:00)〜110年 9月 9日(08:00) 

4.審查通過名單將於 110年 9月 9日下午 13:00 公告於全人教育課程中心網頁。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 

2905-3121 

僑生、外籍生、陸生、天

主教研修學程申請入學

生、非體育系運動績優生

國文及英文能力分班測驗 

（新生） 

 

國文與英文能力分班線上測驗： 

110年 9月 4日(六)至 9月 7日(二)。 

相關公告請至「全人課程教育中心」網頁查閱。 

全人課程教育中心 

國文 2905-3120 

英文 2905-3121 

http://www.academic.fju.edu.tw/
http://www.academic.fju.edu.tw/
http://www.course.fju.edu.tw/
http://www.course.fju.edu.tw/
http://www.hec.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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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資訊證照 

登錄及驗證 

 

 

自 108 學年度起，資訊基本學科學習能力列為本校校定畢業門檻，在學學生須通過資

訊基本學科學習能力方能畢業。若已考取符合資訊基本能力認可標準之校外資訊類證

照，請至『學生證照管理系統』登錄並完成驗證，即視為通過資訊能力（證照登錄詳見

校外證照登錄公告(Page.5)） 

註： 

本校資訊學科學習能力之畢業條件所對應的校外資訊能力認可證照年限以「學生入學

年度的前三學年之後日期」視為有效。相關對應成績標準請見全人教育課程中心「基本

素養培育與檢測」專區→「基本素養培育與檢測實施辦法、通過標準」。 

※以 110 學年度入學學生為例，其證照成績除了須符合通過標準外，證照日期亦需在

107年 8月 1日後才算有效。 

 

 

國 教 處 

辦 理 事 項 說 明 承辦單位/電話 

外國籍學生報到

 

請依以下身分別至國際學生中心(耕莘樓 A111室)辦理報到。 

1.新生、轉學生：110年 9月 14日至 110年 9月 15日辦理報到，詳情請參閱國際學生

中心網頁。 

※具外國籍身分但以一般身分入學者，持相關證明文件，至註冊組（野聲樓 YP209

室）領表辦理登記。 

2.返校生：110 年 9月 16日至 110年 9月 24日辦理返校報到。 

※請攜帶學生證、居留證與健保卡前往辦理。 

國教處 

國際學生中心 

2905-2544 

 

環 安 衛 中 心 

辦 理 事 項 說 明 承辦單位/電話 

實驗室新進人員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 

(研究所新生、助理、專

題生) 

1.安全衛生教育訓練：110/9/3(五)、110/9/10(五)、110/9/11(六)、110/10/2(六)（擇一） 

應科所、化學系、物理系、生命科學系、電機系、食營所、食科系、營養系、織品系、

餐旅系、基礎醫學研究所、醫學系、臨床心理學系、公共衛生學系、護理學系、應用

美術學系等系所學生。 

2.生物安全教育訓練：110/10/23(六) 

生命科學系、食營所、食科系、營養系、生物醫學及藥學研究所、公共衛生學系、醫

學系等系所學生。 

環安衛中心 

2905-3021 

承辦人： 

傅靜平專員 

 

 

http://www.hec.fju.edu.tw/article.jsp?articleID=94
http://isc.oie.fju.edu.tw/
http://isc.oie.fj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