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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單位聯絡電話 

網址：http://www.fju.edu.tw/academics.jsp 

單    位 地點 電  話 

文學院 文學院研究所 206 02-29052302 

中國文學系、所 文華樓 113 02-29052323 

歷史學系、所 文華樓 212 02-29052306 

哲學系、所 文華樓 308 02-29052327 

傳播學院 文友樓 302 02-29053396 

影像傳播學系 文友樓 231 02-29053287 

新聞傳播學系 文友樓 232 02-29052399 

廣告傳播學系 文友樓 233 02-29052336 

大眾傳播學研究所 文友樓 234 02-29053295 

媒體與教學資源中心 文友樓 230 02-29053294 

輔大之聲學校實習廣播電台 文開樓 8A 02-29052001 

教育學院 文開樓 707 02-29053303 

體育學系、所 積健樓 304 02-29052353 

圖書資訊學系、所 文開樓 507 02-29052333 

教育領導與科技發展學士學位學程 文開樓 601 02-29056703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 文開樓 615 02-29053327 

師資培育中心 文開樓 7A 02-29053053 

藝術學院 藝術學院 110 02-29052361 

音樂學系、所 藝術學院 216 02-29052377 

應用美術學系、所 藝術學院 315 02-29052371 

景觀設計學系、所 藝術學院 104 02-29052391 

醫學院 國璽樓 406-1 02-29053405 

跨專業長期照護碩士學位學程 國璽樓 938 02-29053444 

http://www.fju.edu.tw/academics.jsp
http://www.fju.edu.tw/academics.jsp
http://www.la.fju.edu.tw/
http://www.chinese.fju.edu.tw/
http://www.history.fju.edu.tw/
http://philosophy.ourpower.com.tw/
http://www.comm.fju.edu.tw/
http://www.commarts.fju.edu.tw/
http://jcs.fju.edu.tw/
http://www.adpr.fju.edu.tw/
http://www.gsmc.url.tw/?lang=TW
http://www.mirc.fju.edu.tw/
http://www.fjucomm.com/fjuvoice885/
http://www.educ.fju.edu.tw/chi/
https://www.phed.fju.edu.tw/
http://web.lins.fju.edu.tw/drupal/
http://www.eltd.fju.edu.tw/
http://www.lead.fju.edu.tw/
http://www.cte.fju.edu.tw/
http://www.finearts.fju.edu.tw/
http://www.music.fju.edu.tw/
http://www.aart.fju.edu.tw/
http://www.landscape.fju.edu.tw/
http://www.mc.fju.edu.tw/
http://gerontology.mc.fju.edu.tw/Transdiscipl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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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地點 電  話 

護理學系、所 國璽樓 245 02-29053455 

公共衛生學系、所 國璽樓 356 02-29053430 

醫學系 國璽樓 538 02-29053468 

臨床心理學系、所 國璽樓 474 02-29053443 

職能治療系 國璽樓 847 02-29052090 

呼吸治療學系 國璽樓 824 02-29052043 

生物醫學暨藥學研究所 國璽樓 746 02-29053426 

生技醫藥博士學位學程 國璽樓 406-1 02-29053324 

生物醫學海量資料分析碩士學位學程 國璽樓 406-1 02-29052862 

跨醫療服務設計思考微學分學程 國璽樓 356 02-29053430 

理工學院 耕莘樓 203 02-29052415 

數學系、所 理工學院(MA)327 02-29052452 

物理學系、所 理工學院(PH)218 02-29052432 

化學系、所 理工學院(CH)120 02-29052472 

生命科學系、所 理工學院(LS)111 02-29052468 

電機工程學系、所 聖言樓 725A 02-29052538 

資訊工程學系、所 聖言樓 604 02-29052442 

應用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耕莘樓 206 02-29052147 

醫學資訊與創新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聖言樓 128 02-29056018 

人工智慧學與資訊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聖言樓 128 02-29056018 

外語學院 外語學院 117 02-29052551 

英國語文學系、所 外語學院 303 02-29052561 

德語語文學系、所 外語學院 103 02-29052578 

法國語文學系、所 外語學院 203 02-29052587 

西班牙語文學系、所 外語學院 217 02-29052591 

http://www.nursing.fju.edu.tw/
https://www.medph.fju.edu.tw/
http://www.med.fju.edu.tw/
http://www.cpsy.fju.edu.tw/
http://www.ot.fju.edu.tw/
http://www.drt.fju.edu.tw/
http://www.gibps.fju.edu.tw/
http://www.biopharma.fju.edu.tw/layout/oneblue/vvindex.jsp
http://www.bdb.fju.edu.tw/tw/
http://sd.mc.fju.edu.tw/layout/oneblue/vvindex.jsp
http://www.se.fju.edu.tw/
http://www.math.fju.edu.tw/
http://www.phy.fju.edu.tw/
http://www.ch.fju.edu.tw/
http://www.bio.fju.edu.tw/
http://www.ee.fju.edu.tw/
http://www3.csie.fju.edu.tw/
http://www.ase.fju.edu.tw/
http://www.miia.fju.edu.tw/layout/oneorange/vvindex.jsp
http://www.ais.fju.edu.tw/layout/oneorange/vvindex.jsp
http://www.cfl.fju.edu.tw/
http://english.fju.edu.tw/
http://www.de.fju.edu.tw/
http://www.fren.fju.edu.tw/
http://www.span.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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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地點 電  話 

日本語文學系、所 外語學院 113 02-29053729 

義大利語文學系 外語學院 214 02-29053760 

跨文化研究所 德芳外語大樓 413 02-29053666 

民生學院 秉雅樓 002 02-29053752 

食品營養博士學位學程 秉雅樓 002A 02-29056045 

餐旅管理學系、所 秉雅樓 101A 02-29052152 

兒童與家庭學系、所 秉雅樓 106 02-29053604 

食品科學系、所 食品科研大樓 102 02-29052511 

營養科學系、所 秉雅樓 151A 02-29053610 

織品服裝學院 朝橒樓 1 樓 02-29052457 

織品服裝學系、所 朝橒樓 101 02-29052107 

品牌與時尚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朝橒樓 206B 02-29056456 

博物館學研究所 秉雅樓二樓紅門 02-29052157 

法律學院 樹德樓 315 02-29052027 

法律學系、所 樹德樓 319 02-29052638 

財經法律學系、所 樹德樓 319 02-29052698 

學士後法律學系 樹德樓 319 02-29052837 

社會科學院 羅耀拉 342 02-29052631 

社會學系、所 羅耀拉 353 02-29052787 

社會工作學系、所 羅耀拉 309 02-29052988 

經濟學系、所 羅耀拉 306 02-29052632 

宗教學系、所 羅耀拉 339 02-29052603 

心理學系、所 聖言樓 844 02-29052122 

天主教研修學士學位學程 羅耀拉 105 02-29052793 

NPO 非營利組織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羅耀拉 368 02-29052774 

http://www.jp.fju.edu.tw/
http://www.italy.fju.edu.tw/
https://giccs.fju.edu.tw/
https://www.he.fju.edu.tw/
https://fjunfsdoctor.tw.he.fju.edu.tw/
http://www.rhim.fju.edu.tw/
http://www.cfs.fju.edu.tw/
http://www.fs.fju.edu.tw/content/index.php
http://www.ns.fju.edu.tw/
http://www.ft.fju.edu.tw/
http://www.tc.fju.edu.tw/
http://www.bfm.fju.edu.tw/
http://www.museumstudies.fju.edu.tw/
http://www.ls.fju.edu.tw/
http://www.laws.fju.edu.tw/
http://www.financelaw.fju.edu.tw/
http://gd.laws.fju.edu.tw/
http://www.social.fju.edu.tw/
http://www.soci.fju.edu.tw/
http://fjusw.tw/Web/
http://www.economics.fju.edu.tw/
http://www.rsd.fju.edu.tw/
http://www.psy.fju.edu.tw/
http://bpcs.fju.edu.tw/layout/oneblue/vvindex.jsp
http://npo.social.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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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地點 電  話 

管理學院 利瑪竇 209-2 02-29052651 

國際經營管理碩士班 利瑪竇 309-2 02-29052750 

社會企業碩士學位學程 利瑪竇 309-2 02-29056458 

科技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利瑪竇 310-2 02-29052668 

國際創業與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國璽樓 1005 02-29052701 

企業管理學系 利瑪竇 308 02-29052659 

會計學系、所 利瑪竇 206 02-29052660 

統計資訊學系 利瑪竇 205 02-29052606 

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 利瑪竇 305 02-29052664 

資訊管理學系、所 利瑪竇 306 02-29052666 

商學研究所 利瑪竇 309 02-29053986 

進修部 進修部 206 02-29052855 

中國文學系 文華樓 107 02-29052845 

歷史學系 文華樓 215 02-29052841 

哲學系 文華樓 407 02-29052878 

圖書資訊學系 文開樓 102 02-29052867 

應用美術學系 進修部 710 02-29052833 

英國語文學系 進修部 510 02-29052825 

日本語文學系 進修部 410 02-29052821 

餐旅管理學系 秉雅樓 071B 02-29052290 

法律學系 進修部 312 02-29053700 

經濟學系 進修部 610 02-29052829 

宗教學系 進修部 810 02-29052672 

大眾傳播學士學位學程 文友樓 355 02-29052868 

商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利瑪竇 511-1 02-29052849 

http://www.management.fju.edu.tw/
http://www.immba.fju.edu.tw/
http://sem.fju.edu.tw/
http://www.management.fju.edu.tw/subweb/technology/
http://www.management.fju.edu.tw/subweb/gemba/
http://www.mba.fju.edu.tw/
http://www.acct.fju.edu.tw/
http://www.stat.fju.edu.tw/
http://www.fib.fju.edu.tw/
http://www.im.fju.edu.tw/
http://www.phdba.fju.edu.tw/
http://www.soce.fju.edu.tw/
http://www.chinese.fju.edu.tw/
http://www.fjuhistory.tw/
http://www.philosophia.fju.edu.tw/b01.html
http://night.lins.fju.edu.tw/web/
http://www.aart.fju.edu.tw/lea/ex_education.php
http://soce.eng.fju.edu.tw/
http://soce.jp.fju.edu.tw/layout/onebrown/vvindex.jsp
http://www.rhim.fju.edu.tw/
http://www.lex.fju.edu.tw/
http://soce.eco.fju.edu.tw/
http://www.rsd.fju.edu.tw/index.php/zh/
http://www.fjumedia.com/c0g/
http://www.bbm.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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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地點 電  話 

藝術與文化創意學士學位學程 進修部 213 02-29053899 

運動休閒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文開樓 301B 02-29052850 

軟體工程與數位創意學士學位學程 進修部 218 02-29052875 

人文社會服務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文華樓 LI300-1 02-29052009 

長期照護與健康管理進修學士學位

學程 
進修部 712 02-29053889 

室內設計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文華樓 407 02-29052878 

資訊創新與數位生活進修學士學位

學程 
文開樓 102 02-29052867 

醫學資訊與健康科技進修學士學位 

學程 
進修部 810 02-29052672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 進修部 205 02-29053123 

推廣教育中心 舒德樓 2 樓 02-29053731 

 
 

  

http://culture.finearts.fju.edu.tw/
http://www.psrm.fju.edu.tw/
http://www.sedia.fju.edu.tw/
http://hss.fju.edu.tw/layout/onebrown/vvindex.jsp
http://ltchm.fju.edu.tw/layout/onebrown/vvindex.jsp
http://ltchm.fju.edu.tw/layout/onebrown/vvindex.jsp
http://www.id.fju.edu.tw/layout/onebrown/vvindex.jsp
http://iidl.fju.edu.tw/
http://iidl.fju.edu.tw/
http://www.mih.fju.edu.tw/
http://www.mih.fju.edu.tw/
http://www.hec.fju.edu.tw/
http://www.ext.fj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