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 學年度物理系新生入學專區 

首先恭喜您錄取為本校 106 學年度 新生， 為了簡化入學新生辦理有關註冊事項、選課、

填寫學生基本資料、兵役、體檢、住宿申請、就學貸款登記、就學優待減免申請

等手續，並落實無紙化政策，本校僅郵寄新生錄取通知書，其餘所有新生相關表件不再郵寄，

同學們必須全部經由網路查詢、下載、列印及登錄資料，並請於各項作業規定期限

之前完成所有手續。 

9/15開學典禮當天須繳交學歷證明——身分證及高中畢業證書影本(請以 A4 紙影印，勿剪裁，

合訂成一份，並於空白處書明系組別、學號、姓名) 

9/16-9/17 健檢與體適能檢測，於國璽樓 1 樓大廳。詳見學務處衛保組網頁，依各系排定時間

持「國民身分證」及「健檢費用依公告費用」到國璽樓 1 樓報到與繳交健檢費 

 重要資訊連結 備註 

啟用

LDAP 

新生學號查詢 學號即為 LDAP 之帳號 

LDAP 啟動入口網站 日間部新生 8/9(三)起即可啟用與修改密碼 

註冊 

台新學雜費入口網 

繳交學雜費及大一游泳池費 

繳費期限為 8/1～9/13 止，登錄後請下載繳費憑單繳費，

一般生密碼為學生身份證字號後六碼 

學生資訊管理系統 

左側列出之各項表格請務必於 9/18 前確實填寫完成，若有

需申請住宿、就學優待減免、共同助學金、就學貸款者，

也請務必填寫完成申請表後依相關規定辦理 

住宿

申請 

8/15 前辦理，列印住宿申請表後，於 8/15 前(郵

戳為憑)，將申請表暨各項資料備妥，寄至本校宿舍

服務中心(立言學苑一樓)；宿舍服務中心網頁連結 

就學

優待

減免 

新生及轉學新生 8/1～8/17 止，申請表填妥並附

上相關資料送至野聲樓 1 樓生活輔導組(YP104)；

申辦須知連結 

就學

貸款 

申請登記後，至台灣銀行任一分行辦理對保，並於

9/7 前將下列資料繳交或寄回生活輔導組 

(1) 台灣銀行就學貸款「申請/撥款通知書」-第二

聯學校存執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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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學生本人郵局存簿封面影本(多申貸書籍費或

http://health.dsa.fju.edu.tw/
http://smis.fju.edu.tw/DepartNew/QueryData.aspx?Type=stuno
http://whoami.fju.edu.tw/info_ac.php
https://school.taishinbank.com.tw/PORTAL/Auth/Login.aspx
http://smis.fju.edu.tw/freshman/
http://www.dsc.fju.edu.tw/#&panel1-1
http://life.dsa.fju.edu.tw/freshman/%e5%b0%b1%e5%ad%b8%e5%84%aa%e5%be%85%e8%a3%9c%e5%8a%a9%e6%87%89%e7%b9%b3%e8%ad%89%e4%bb%b6%e5%8f%8a%e8%a3%9c%e5%8a%a9%e4%b8%80%e8%a6%bd%e8%a1%a8--%e9%99%84%e4%bb%b6%e4%ba%8c.doc


校外住宿費者檢附) 

(4) 宿舍繳費單(申貸校內住宿費者檢附) 

※申請就學優待減免又申請就學貸款者，務必先辦

理減免，持減免後之繳費單再辦理就貸，就貸資料

可延至 9/14 前繳交 

共同

助學

金 

家庭年收入低於 70 萬元且符合申請資格者，請於

9/11～10/20 期間持申請表、106 年 9 月以後之

戶籍謄本(內含學生本人與其父母共 3 人)至生活

輔導組申辦 

兵役 學生資訊管理系統 

正確填寫兵役資料，並列印此兵役資料表單貼妥身分證正

反面影本，於 9/7 前以掛號郵寄至「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510 號輔仁大學學生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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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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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身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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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次及 83 年次以後出生的役男，目前入學正就讀大學一

年級，得依役男個人志願向戶籍地鄉（鎮、市、區）公所

兵役單位提出申請登記『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受理

申請登記的時間及相關資訊，請參閱生輔組學生兵役相關

資訊 

助學

金 

生活助學金 

9/11～9/20 期間服務學習每月 40 小時。符合下列條件者

家庭年所得 70 萬元以下者、未在本校請領其他相類政府

補助者、未在本校辦理銀行生活費 申貸者、申領本校清寒

助學金者，請於規定時間內持 申請表及相關表件至生活輔

導組申辦。 

清寒助學金 

9/11～9/20 期間辦理，服務學習每月 40 小時，相關申請

資格及繳交表件請參閱生輔組網頁，請於規定時間內持申

請表及相關表件至各系辦公室申辦 

http://smis.fju.edu.tw/freshman/
http://life.dsa.fju.edu.tw/army.html
http://life.dsa.fju.edu.tw/army.html
http://life.dsa.fju.edu.tw/scholarship.html
http://life.dsa.fju.edu.tw/scholarship.html


知能

態度

檢測 
知能態度檢測 

9/1-10/3 前填畢 

第一階段開放時段為 

6/13 9:00～6/14 16:30 

第二階段開放時段為 

10/1 09:00~10/10 16:30 

如何

確定

是否

註冊

成功 

學籍電子註冊系統 
9/18～10/03 期間，進入查看，未註冊成功者屆時將依校

規處理 

選課 

全人教育課程網頁選

填志願 

9 /1 9:00～9/5 12:00 

本系統只能選通識/大二體育/大二外國語文 課程進行選填

志願亂數分發 

9/6 16:00 學生資訊入口網>校內系統選單>課程‧學習>選

課清單 查詢分發結果 

網路初選 

（2 次登記及分發） 

9/7 9:00~9/11 3:00 登記(1) 

9/11 3:00~9/12 12:00 分發 

9/12 12:00~9/14 3:00 登記(2) 

9/14 3:00~9/14 12:00 分發 

以上時間採 24 小時制。各梯次選課登記分發結果會轉入

選課清單，請同學自行上網查詢及確認 

網路加退選 

（5 次登記及分發）

/全人通識涵養課程 

選課條加選 

9/20 9:00~9/25 3:00 

9/20 9:00~9/21 3:00 登記(1) 

9/21 3:00~9/21 12:00 分發 

9/21 12:00~9/22 3:00 登記(2) 

9/22 3:00~9/22 12:00 分發 

9/22 12:00~9/23 3:00 登記(3) 

9/23 3:00~9/23 12:00 分發 

9/23 12:00~9/24 3:00 登記(4) 

9/24 3:00~9/24 12:00 分發 

9/24 12:00~9/25 3:00 登記(5) 

9/25 3:00~9/25 12:00 分發 

以上時間採 24 小時制。各梯次選課登記分發結果(含 

通識涵養課程選課條加選)會轉入選課清單，請同學自行上 

網查詢及確認 

同學領到［課程選課條］後，於網路加退選階段之「登記」 

時段，以 LDAP 帳號、密碼登入「選課條系統」，輸入【加 

選課程授權碼】進行加選作業，逾期作廢。 

http://140.136.202.106/kw_sk/
http://register.fju.edu.tw/
http://wishcourse.fju.edu.tw/SSO_wishavacou.aspx?cryVal=oYCy%2f%2fsMLmbNDBuI70q79ZiAy4lRFhhsRkWCGXiYAMiNito7jAaKIsQmRWmNBVXE7UVNhIFb9kkG6HD1hQr5C4U6J5jbPHOd6fYumw7KWxfZ0Kf7CfYSmETETF%2b4YKa%2fw6P2kHeb7nm8W%2b7Pakv827x2rEsKhBo9Smh8dkN01%2fsvTOTV6cxKnHDeVFTQ
http://wishcourse.fju.edu.tw/SSO_wishavacou.aspx?cryVal=oYCy%2f%2fsMLmbNDBuI70q79ZiAy4lRFhhsRkWCGXiYAMiNito7jAaKIsQmRWmNBVXE7UVNhIFb9kkG6HD1hQr5C4U6J5jbPHOd6fYumw7KWxfZ0Kf7CfYSmETETF%2b4YKa%2fw6P2kHeb7nm8W%2b7Pakv827x2rEsKhBo9Smh8dkN01%2fsvTOTV6cxKnHDeVFTQ
http://140.136.251.210/student/
http://signcourse.fju.edu.tw/
http://signcourse.fju.edu.tw/
http://crac.daa.fju.edu.tw/
http://crac.daa.fju.edu.tw/


詳細

辦法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新生註冊須知 
詳細之本校註冊須知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轉學生註冊須知 
詳細之本校註冊須知 

1061 日間部學士班

學生選課須知 

若還是不能理解選課辦法可參考選課須知或選課資訊網內

之相關操作說明 

校園

地圖 
地圖  

 

http://www.academic.fju.edu.tw/DownloadSubLabelFileServlet?menuID=3&labelID=40&subLabelID=804&fileID=12
http://www.academic.fju.edu.tw/DownloadSubLabelFileServlet?menuID=3&labelID=40&subLabelID=804&fileID=12
http://www.academic.fju.edu.tw/DownloadSubLabelFileServlet?menuID=3&labelID=40&subLabelID=804&fileID=14
http://www.academic.fju.edu.tw/DownloadSubLabelFileServlet?menuID=3&labelID=40&subLabelID=804&fileID=14
http://docs.course.fju.edu.tw/bulletin_files/1061%E6%97%A5%E9%96%93%E5%AD%B8%E5%A3%AB%E7%8F%AD%E9%81%B8%E8%AA%B2%E9%A0%88%E7%9F%A5%E5%AE%9A%E7%89%88.pdf
http://docs.course.fju.edu.tw/bulletin_files/1061%E6%97%A5%E9%96%93%E5%AD%B8%E5%A3%AB%E7%8F%AD%E9%81%B8%E8%AA%B2%E9%A0%88%E7%9F%A5%E5%AE%9A%E7%89%88.pdf
http://www.course.fju.edu.tw/index.jsp
http://www.fju.edu.tw/aboutFju.jsp?labelID=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