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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校訓 

 
 

真善美聖 
 

「真」就是追求真理，明辨是非； 

「善」則是實踐道德； 

「美」即是真善的光輝； 

「聖」便是最高的真善美，真善美的追求也

是所謂「天人合一」的最高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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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校歌 

 
 
 
 
 
 
 
 
 
 
 
 
 
 
 
 
 
 
 
 
 
 
 
 

http://www.fju.edu.tw/aboutFju.jsp?labelI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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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宗旨與目標 

 
 

 
宗旨 

 

天主教輔仁大學 

為追求真、善、美、聖，全人教育之師生共同體， 

致力於中華文化與基督信仰之交融， 

以基督博愛精神， 

獻身於學術研究與弘揚真理， 

促進社會永續均衡發展， 

增進人類社會福祉， 

以達到知人、知物、知天之合一理想 

 
目標 

 

一、 人性尊嚴 

肯定人性尊嚴，尊重天賦人權。 

 

二、 人生意義 

探討生命意義，建立完整價值體系。 

 

三、 教學研究 

尊重學術自由與學術倫理，推動知識整合。 

 

四、 團結關懷 

提昇群己關係，發展關懷文化。 

 

http://www.fju.edu.tw/aboutFju.jsp?label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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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文化交流 

增進文化交流，培育人文精神。 

 

六、 宗教精神 

鼓勵師生了解基督信仰，促進理性、信仰與宗教之交談及合作。 

 

七、 服務人群 

發揮仁愛精神，秉持正義，邁向世界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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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單位介紹 

中國聖職、耶穌會、聖言會/聖神修女會等三創辦單位，為奉行

輔仁大學創校理念，落實以愛與服務的福音精神致力於體現真善

美聖、知人知物知天的全人教育使命，先後成立所屬學院之發展委

員會。91 學年度起，因應全校整合，該委員會名稱改為「中國聖

職使命特色發展室」、「聖言會使命特色發展室」與「耶穌會使命特

色發展室」。93 學年度起，「宗教輔導中心」擔任第四使命特色發

展室角色，負責校本部行政單位等使命特色發展之業務。97 學年

度起，成立進修部使命特色發展室，負責進修部使命特色發展之業

務。 

 

輔大使命的特色： 

 從基督福音精神，承繼知人知物知天的全人教育道路，彰顯輔

大各學院專業領域中的真善美聖。 

 落實「愛與服務」的使命，為學生提供了校園生活身心靈關懷

的服務。 

 

各使命室所轄區域、服務項目以及聯絡資訊等，請點擊以下

單位名稱連結。 

 

使命單位 

 使命副校長室 

 校牧室 / 宗教輔導中心：校本部。 

 中國聖職使命室：文學院、教育學院、藝術學院、傳播學院。 

 耶穌會使命室：法律學院、管理學院、社科學院、醫學院。 

 聖言會使命室：理工學院、外語學院、民生學院、織品學院。 

 進修部使命室：進修部。 

 

  

http://www.mission.fju.edu.tw/#&panel1-1
http://www.fju.edu.tw/scholarship.jsp
http://www.mission.fju.edu.tw/#&panel1-1
http://www.chaplain.fju.edu.tw/#&panel1-1
http://www.religion.fju.edu.tw/#&panel1-1
http://dcs.mission.fju.edu.tw/
http://jmo.mission.fju.edu.tw/
http://svd.mission.fju.edu.tw/
http://soce.mission.fju.edu.tw/#&panel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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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相關單位 

 宿舍服務中心 

 服務學習中心 

 台灣偏鄉教育關懷中心 

 天主教學術研究院 

 天主教研修學士學程 

 學生事務處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學生輔導中心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核心課程) 

 軍訓室 

 體育室 

 研究倫理中心 

 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 

 藝文中心 

 輔仁大學校園災害防救委員會 

  

http://www.dsc.fju.edu.tw/
http://slc.fju.edu.tw/#&panel1-6
http://140.136.202.228/web
http://www.fjac.fju.edu.tw/
http://www.fjac.fju.edu.tw/
http://bpcs.fju.edu.tw/layout/oneblue/vvindex.jsp
http://www.dsa.fju.edu.tw/
http://irc.fju.edu.tw/
http://www.scc.fju.edu.tw/
http://www.hec.fju.edu.tw/
http://smt.dsa.fju.edu.tw/
http://peo.dsa.fju.edu.tw/#&panel1-1
http://www.cre.fju.edu.tw/
http://irb.rdo.fju.edu.tw/
http://www.cartfju.com/index.php
http://www.mission.fju.edu.tw/networkServices.jsp?labelID=16


輔仁大學學生手札 

 9 

◎淨心堂(1979~) 
  本校精神活動中心。該建築為採

礦嵌細工（Mosaic）形式仿羅馬式三

層樓高建築物，二樓聖堂座落形狀為

扇形，象徵著教友從四面八方湧向天

主，歸向天主。整體外觀為白色，代

表純潔、肅穆與莊嚴，因本校主保─

聖母乃無染原罪之身，心是潔淨的，

故取名「淨心」。 

  淨心堂屋頂上方壁飾。以希臘文第一個字母「A」代表開始，

最後一個字母「Ω」代表終結，再加上一尊十字架表示「人類之初

源於天父，最後也歸於天父」和耶穌愛世人、犧牲自己的精神，象

徵以神為中心發揚福音、弘揚吾校校訓「真善美聖」的真諦。 

 

 

 
 彌撒時間： 

 【平日】星期一～星期五，每日 12:10 

(寒暑假作息 星期一～星期四，每日 12:10) 

 【主日】8:30 中文彌撒、10:00 英文彌撒 

 服務項目： 

 統籌全校性之禮儀活動 

 籌劃全校性重大慶典 

 規劃福傳工作及宣導天主教精神 

 組織培育教友的信仰團體 

 帶領學生從事弱勢團體服務 

 校 牧 室：http://www.chaplain.fju.edu.tw/ 

 宗輔中心：http://www.religion.fju.edu.tw/ 

 

  

http://www.chaplain.fju.edu.tw/
http://www.religion.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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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單位簡介 

網址：http://www.fju.edu.tw/administration.jsp 
單    位 地  點 電  話 

校長室 野聲樓三樓 02-29052202 

學術副校長室 野聲樓三樓 02-29053140 

使命副校長室 野聲樓三樓 02-29052964 

行政副校長室 野聲樓三樓 02-29053151 

資源與事業發展副校長室 野聲樓三樓 02-29056714 

校牧室 淨心堂二樓 02-29052132 

秘書室 野聲樓三樓 02-29052204 

國際及兩岸教育處 耕莘樓一樓 02-29053137 

研究發展處 羅耀拉一樓 02-29053136 

事業處 舒德樓二樓 02-29056256 

校務研究室 野聲樓一樓 02-29052670 

稽核室 野聲樓二樓 02-29052006、02-29052196 

人事室 野聲樓三樓 02-29053025、02-29053192 

會計室 野聲樓三樓 02-29053029、02-29052410 

校史室 野聲樓四樓 02-29053046 

法務室 野聲樓二樓 02-29053124 

公共事務室 野聲樓一樓 02-29053783、02-29052271 

推廣教育中心 舒德樓二樓 02-29053731#100 

資金與募款中心 野聲樓二樓 02-29052210 

技轉及資源整合中心 國璽樓九樓 02-29052012 

環境保護安全衛生中心 舒德樓五樓 02-29053021、02-29053963 

資訊中心 聖言樓四樓 02-29053093 

圖書館 濟時樓二樓 02-29053952 

實驗動物中心 國璽樓二樓 02-29053945 

藝文中心 舒德樓二樓 02-29056492 

宗教輔導中心 淨心堂一樓 02-29053080 

服務學習中心 淨心堂一樓 02-29052917 

研究倫理中心 羅耀拉一樓 02-29056277 
 

http://www.fju.edu.tw/administration.jsp
http://www.fju.edu.tw/administration.jsp
http://www.fju.edu.tw/administration.jsp?labelID=8
http://www.fju.edu.tw/administration.jsp?labelID=5
http://www.fju.edu.tw/administration.jsp?labelID=6
http://www.fju.edu.tw/administration.jsp?labelID=7
http://www.fju.edu.tw/administration.jsp?labelID=15
http://www.chaplain.fju.edu.tw/
http://www.secretariat.fju.edu.tw/#&panel1-1
http://www.oie.fju.edu.tw/
http://www.rdo.fju.edu.tw/
http://obd.fju.edu.tw/
http://www.iro.fju.edu.tw/#&panel1-1
http://www.audit.fju.edu.tw/#&panel1-1
http://www.hr.fju.edu.tw/#&panel1-1
http://www.acc.fju.edu.tw/
http://www.fuho.fju.edu.tw/
http://www.legal.fju.edu.tw/
http://www.pro.fju.edu.tw/
http://www.ext.fju.edu.tw/
http://daf.fju.edu.tw/#&panel1-1
http://cttri.obd.fju.edu.tw/
http://www.ehs.fju.edu.tw/
http://www.cc.fju.edu.tw/#&panel1-1
http://web.lib.fju.edu.tw/chi/
http://lac.fju.edu.tw/
http://www.cartfju.com/index.php
http://www.religion.fju.edu.tw/
http://slc.fju.edu.tw/#&panel1-1
http://www.cre.fju.edu.tw/#&panel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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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務 處 
網址：http://www.academic.fju.edu.tw 

 

單    位 地    點 電  話 服務項目 

教務處 ●野聲樓二樓

YP203 

02-29052218  

招生組 

 

組  長 

●野聲樓二樓

YP208 

02-29052224 

 

02-29053133 

●各項招生業務 

註冊組 

 

 

 

 

組  長 

●野聲樓二樓

YP209 

●進修部大樓二

樓 

02-29053042 

 

02-29052298 

 

 

02-29052220 

●註冊／學籍／成績各

項業務 

●請領各項證明文件 

●雙主修／輔系／學分

學程／轉系申請業務 

課務組 

 

 

 

 

 

組  長 

●野聲樓二樓

YP203 

●野聲樓地下室

YPB02A 

●進修部大樓二

樓 ES201 

02-29053097 

 

02-29052297 

 

02-29052285 

 

02-29052223 

●選課／排課／試務／

暑修 

●講義及試卷印製 

 

●進修學士班選課／排

課／試務／暑修 

教師發展與

教學資源中

心 

 

主任 

●外語學院一樓

LA106 

02-29053189 

02-29052387 

02-29052305 

02-29053279 

02-29052383 

●高教深耕計畫 

●教學助理 

●課程評量 

●TronClass 教學平台 

創意設計中

心 

●宜真學苑一樓 02-29056716 

 

●研究開發(專利、計

畫、產品開發) 

http://www.academic.fju.edu.tw/
http://www.academic.fju.edu.tw/
http://www.academic.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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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地    點 電  話 服務項目 

02-29056432 ●產學合作(跨領域產

學合作 /輔大附設醫

院合作專案 /輔大新

創設計師平台等) 

●創新教學(苗圃跨領

域設計思考師培 /國

際大師工作坊 /微學

分學程 /跨領域設計

講座等) 

●其他相關業務(3D 列

印/雷射切割/活動課

程場地租借 /戶外動

態展示電視牆使用) 

外語教學與

數位學習資

源中心 

 

 

 

 

 

 

 

 

 

 

 

 

主任 

●德芳外語大樓

寰宇廳 

●德芳外語大樓

二、三樓 

 

 

 

●濟時樓地下室 

 

●聖言樓九樓 

 

 

 

●外語學院二樓

LC206 

02-29053310 

 

02-29052586 

 

 

 

02-29052593 

 

02-29053759 

02-29053691 

 

02-29053723 

 

02-29052164 

 

02-29053722 

●語言自學室／多功能

影音資源展示教室 

●多功能互動教室／多

媒體自動錄播教室

／語言練習教室管

理 

●eSchool 學習空間／

語言練習教室管理 

●各項業務諮詢 

●遠距教學、數位教材

製作 

●視聽資料／外語自學

軟體相關業務 

●線上英語自學相關業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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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 
網址：http://www.dsa.fju.edu.tw 

單    位 地    點 電  話 服務項目 

學務處 ●舒德樓 

 四樓 

02-29052229 

02-29053174 

02-29052138 

02-29053779 

02-29053197 

02-29053803 

02-29053865 

02-29056412 

02-29056411 

 

 

 

 

●導師業務 

 

●器材設備、教具管理與借用 

●高教深耕計畫-完善就學機

制 

 

●課外學習歷程紀錄／證照

管 理 系 統 ／ 輔 仁 學 務

Line@服務網 

生活輔導

組 

 

 

 

 

 

 

 

 

 

 

 

 

 

 

●野聲樓一

樓 YP104 

 

 

 

 

 

 

 

 

 

●野聲樓一

樓 YP107 

 

 

 

02-29053173          

02-29053101                          

 

                 

02-29052231 

 

 

02-29053100 

 

02-29053031 

 

02-29052054 

 

02-29053103 

 

 

●學生就學優待減免 

●校內獎助學金／弱勢學生

助學金／生活助學金／學

生申訴 

●學生就學貸款／學生手札

／學生法規彙編／學生公

假、產假、育嬰假 

●學生一般奬懲／學生團體

保險／拾物招領 

●兵役／愛校建言／急難救

助 

●交通安全／校外租賃／賃

居訪視 

●性平會防治組(案件通報)

／校園霸凌防制因應小組

／校外獎助學金 

http://www.dsa.fju.edu.tw/
http://www.dsa.fju.edu.tw/
http://www.dsa.fju.edu.tw/
http://life.dsa.fju.edu.tw/
http://life.dsa.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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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地    點 電  話 服務項目 

 

 

 

 

 

組  長 

 

 

 

 

 

●野聲樓一

樓 YP108 

02-29053040 

 

 

02-29052270 

02-29053051 

FAX:02-29053163 

02-29052230 

●性平會防治組(案件調查)

／學生獎懲委員會／學生

重大獎懲 

●慶典活動／電子看板管理 

●日班代表座談會 

課外活動 

指導組 

 

 

 

 

 

 

 

 

 

 

 

 

 

 

 

 

組  長 

●課外活動

指導組

（濟時樓

圖書館後

方） 

02-29052233 

 

02-29052279 

 

 

02-29053004 

 

02-29053085 

 

02-29053079 

 

02-29053095 

 

02-29052275 

02-29053049 

 

 

FAX:02-29010304 

02-29052232 

●辦公室工讀生 

●服務臺（場地器材借用） 

●綜合業務／學術性社團輔

導／文、教育、傳播、藝術

學院學會輔導 

●服務性社團／民生織品學

院學會輔導 

●體能性社團輔導／場地器

材／海報欄管理 

●音樂性社團輔導／理工、外

語學院學會輔導 

●藝術性社團輔導／社科、醫

學學會學會輔導 

●休閒聯誼性社團 

●法律、管理學院學會學會輔

導／學生會、學生議會、學

生法庭、各層級會議代表輔

導 

衛生保健

組 

 

●國璽樓一

樓

MD134 

02-29052995 

02-29056705 

 

●傳染病防治 

●學生健康檢查 

●緊急傷病處理 

http://active.dsa.fju.edu.tw/
http://active.dsa.fju.edu.tw/
http://health.dsa.fju.edu.tw/
http://health.dsa.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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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地    點 電  話 服務項目 

 

 

 

 

資源教室 

 

 

 

 

 

組長 

 

 

 

 

●國璽樓一

樓

MD130 

02-29053116 

02-29056267 

02-29056704 

FAX:02-29016107 

02-29053115 

02-29053148 

02-29053118 

02-29053196 

02-29053165 

FAX:02-29053149 

02-29052528 

●校園餐飲衛生管理 

●健康促進與急救教育推廣 

●防疫業務 

 

●特殊教育學生輔導及各項

服務與行政協調工作 

●特殊教育宣導活動 

●特殊教育學生輔具借用 

僑生及陸

生輔導組 

 

 

 

 

 

 

組  長 

●舒德樓四

樓 

02-29053125 

02-29053169              

 

02-29052952 

 

02-29052329 

 

FAX:02-29052661 

02-29052291 

●僑生保險／獎學金／清寒

助學金／清寒工讀／居留

／出入境 

●陸生保險／獎學金／停留

／出入境 

●陸生聯誼會輔導 

●僑生聯誼會輔導 

職涯發展

與就業輔

導組 

 

 

 

 

 

 

●舒德樓四

樓 

 

02-29053002 

 

02-29053011 

02-29052064 

 

02-29054141 

02-29054142 

02-29054143 

 

●產業參訪／職場美學／產

學特派員培訓 

●求職求才平台- 

●畢業生滿意度調查／雇主

滿意度調查 

●深耕計畫 

●職涯講座／企業說明會 

●CVHS 系統推廣／職涯諮

詢與輔導 

http://rsr.dsa.fju.edu.tw/
http://rsr.dsa.fju.edu.tw/administration.jsp?labelID=31
http://rsr.dsa.fju.edu.tw/administration.jsp?labelID=31
http://140.136.251.140/RSR/generalServices.jsp?labelID=30
http://140.136.251.140/RSR/administration.jsp?labelID=31#%E8%BC%94%E5%85%B7%E5%80%9F%E7%94%A8
http://overseas.fju.edu.tw/#&panel1-1
http://overseas.fju.edu.tw/#&panel1-1
http://eao.dsa.fju.edu.tw/
http://eao.dsa.fju.edu.tw/
http://eao.dsa.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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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地    點 電  話 服務項目 

 

 

 

組  長 

02-29056007 

 

FAX:02-29044750 

02-29053064 

●就業講座／產業實習／企

業窗口／輔導畢業紀念冊

之編印 

 

學務處 

夜間辦公

室 

●進修部大

樓二樓 

 ES201 

02-29052246 

 

 

 

02-29052247 

 

 

02-29052979 

 

02-29053890 

FAX:02-29052872 

●校內獎助學金／弱勢學生

共同助學金／急難救助／

拾物招領／進班代表座談

會／班級幹部輔導 

●學生獎懲／違規銷過／學

生公假、產假、育嬰假／新

生體檢／就學貸款 

●兵役／學生團體保險／就

業資訊／畢聯會輔導 

●就學優待減免／課外活動

／學生代表選舉輔導 

 

  

http://night.dsa.fju.edu.tw/index2013.htm
http://night.dsa.fju.edu.tw/index2013.htm
http://night.dsa.fju.edu.tw/index20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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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服務中心 
網址：http://www.dsc.fju.edu.tw 

單    位 地    點 電  話 服務項目 

宿舍服務

中心 

 

 

 

 

 

 

 

 

 

 

 

 

 

 

綜合行政

組長 

培訓關懷

組長 

●宜聖學苑

二樓

02005 室 

 

●宜真宜善

學苑 

●宜美學苑 

●文德文舍

學苑 

 

●宜聖學苑 

 

●格物學苑 

●立言學苑 

●信義和平

學苑 

02-29055266 

02-29055269 

02-29055270 

02-29055272 

02-29054027 

 

02-29054300 

02-29054826 

02-29056486 

02-29056488 

02-29054691 

02-29054696 

02-29055316 

02-29055528 

02-29055999 

 

02-29055268 

 

02-29055271 

●訂定與修改宿舍各項法規 

●召開宿舍相關會議 

●管理宿舍建物、軟硬體維修 

●規劃宿舍床位分配與訂定

進住退宿時程 

●編列宿舍預算並控管經費

核銷與執行 

●輔導培訓自治幹部的成立

及各項活動 

●關懷處理特殊學生事件 

 

  

http://www.dsc.fju.edu.tw/
http://www.dsc.fju.edu.tw/
http://www.dsc.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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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網址：http://irc.fju.edu.tw/ 

單    位 地    點 電  話 服務項目 

原住民族 

學生資源

中心 

●舒德樓四

樓 

02-29053993 

02-29052029 

02-29052168 

02-29052195 

02-29056415 

02-29056719 

02-29053951 

 

●全校原住民族學生輔導 

●原住民族安心就學計畫 

●原住民族菁英人才培育計劃 

●原住民族委員會大專校院

獎助學金申辦 

●原住民民族教育文化推廣 

●原住民族學生各項服務(代

辦)、行政協調與相關原住

民族事項諮詢 

 

 
 

軍訓室 
網址：http://smt.dsa.fju.edu.tw/ 

單    位 地    點 電  話 服務項目 

軍訓室 

●野聲樓二

樓 YP-

217 

YP-216 

02-29052885 

0905-298-885

（M） 

FAX：02-29023419 

●校內外緊急事件處理 

●全民國防教育教學 

●國軍人才招募、全民國 

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免修、兵役折抵及從軍

生涯規劃諮詢 

●進修部大

樓二樓

ES-201 

02-29052801 

（15：00～22：

00） 

 

  

http://irc.dsa.fju.edu.tw/
http://irc.fju.edu.tw/
http://irc.dsa.fju.edu.tw/
http://irc.dsa.fju.edu.tw/
http://irc.dsa.fju.edu.tw/
http://smt.dsa.fju.edu.tw/
http://smt.dsa.fju.edu.tw/
http://smt.dsa.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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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室 
網址：http://peo.dsa.fju.edu.tw/ 

單    位 地    點 電  話 服務項目 

體育室 

 

 

 

 

 

 

 

 

 

 

 

 

 

 

 

 

 

 

 

主  任 

●國璽樓一

樓 DG117 

 

 

 

 

●中美堂器

材室 

●積健樓重

量訓練室 

 

●體適能中

心 

 

 

 

●積健樓游

泳池 

●運動場管

理室 

02-29052920 

02-29052235 

02-29052234 

 

 

02-29052921 

02-29053277 

 

02-29053045 

 

 

02-29056448 

 

 

 

 

02-29052267 

 

02-29053035 

 

02-29053291 

●綜合業務 

●場地借用 

●活動競賽/運動績優生獎助

金申請/運動代表隊/足球場

借用 

●體育課程選課 

●運動器材洽借 

 

●除提供校內體育教學外，目

前僅限校隊訓練用，無對外

開放。 

●學期中星期一至星期五中

午 12:00 至 13:30，下午

15:30 至 21:00，週三因應校

內課程彈性調整，故開放時

間為 12:00-21:00。 

 

 

●暑期對外開放／泳訓班 

 

http://peo.dsa.fju.edu.tw/
http://peo.dsa.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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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網址：http://www.ga.fju.edu.tw 

單    位 地    點 電  話 服務項目 

總務處 ●舒德樓五樓 02-29052239 ●綜理全校總務業務 

出納組 ●野聲樓一樓

YP116a、

YP116b 

●進修部大樓

二樓 

02-29053439 

 

 

02-29052248 

●綜合提供師生及往

來廠商各種申辦及

繳費付款事項 

事務組 ●舒德樓五樓 02-29052239 ●全校庶務、警衛及工

友管理 

資產組 ●舒德樓五樓 02-29052927 ●綜合提供師生各種

採購及招標業務 

●全校財產保存及管

理 

營繕組 ●舒德樓五樓 02-29053015 

02-29053955 

●全校重大營建、修繕

及建物消防安檢工

程 

 
  

http://www.ga.fju.edu.tw/
http://www.ga.fju.edu.tw/
http://www.ga.fju.edu.tw/
http://www.ga.fju.edu.tw/payclerk.html
http://www.ga.fju.edu.tw/affairs.html
http://www.ga.fju.edu.tw/assets.html
http://www.ga.fju.edu.tw/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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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輔導中心 
網址：http://www.scc.fju.edu.tw/ 

FB粉絲專頁:輔仁大學學生輔導中心 
單    位 地    點 電  話 服務項目 

學生輔導 

中心 

●國璽樓二樓

MD222 

02-29052237 

02-29053003 

02-29053059 

●諮商服務： 

個別諮商 

團體諮商 

●推廣活動： 

演講座談 

心理測驗 

心衛推廣 

●信件諮詢 

●圖書借閱 

 
 
 
 
 
 
 
 
 
 
 
 
 
 

  

http://www.scc.fju.edu.tw/
http://www.scc.fju.edu.tw/
http://www.scc.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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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諮詢單位 
網址：http://lawinfo.ls.fju.edu.tw 

單    位 地    點 電  話 服務項目 

法律服務 

中心 

●樹德樓

LW114 

02-29052642 ●網路諮詢 

●面談諮詢(請先以網

路或電話預約) 

 
 
 

參觀單位 
網址：http://www.fuho.fju.edu.tw 

單    位 地    點 電  話 服務項目 

中國天主教 

文物館、 

校史館 

●野聲樓四樓

YP411 

02-29053046 ●採班級預約開放制 

 

http://lawinfo.ls.fju.edu.tw/
http://lawinfo.ls.fju.edu.tw/
http://lawinfo.ls.fju.edu.tw/
http://www.fuho.fju.edu.tw/
http://www.fuho.fju.edu.tw/
http://www.fuho.fju.edu.tw/
http://www.fuho.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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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大聯合診所 
網址：http://www.fjuclinic.com 

 

  

http://www.fjuclinic.com/
http://www.fjuclinic.com/
http://www.fjucli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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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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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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籍、成績、證件申請及表格下載 

 

承辦單位：註冊組 

地點：野聲樓 2 樓 YP209 室(日間學制) 

   進修部大樓 2 樓 ES201 室(進修學制) 

電話：(02)2905-2000 

   日間學制分機：3042 

   進修學制分機：2298 

 

◎學籍 
壹、註冊(學籍電子註冊系統網址：http://register.fju.edu.tw/) 

一、方式：按時繳納學雜費及辦理個人應辦事項，經審核無

誤，即為完成手續，無需到校註冊。 

二、補辦註冊：逾期辦理或手續不全者，均需到校補辦註冊

確認手續，否則以未註冊論。 

三、學生證校園卡(含悠遊卡) 

1.新生領取：開學一週內委請各學系秘書代為發放。 

2.學生證校園卡掛失及申請補辦卡處理：（※掛失包含遺

失、毀損、更改姓名、轉系。） 

(1)掛失流程：學生上網連結「輔仁大學學生資訊入口

網」-以 LDAP 帳號登入-點選功能項-「學生證掛失

補辦作業」-點選「掛失」-填寫相關資料後送出。 

(2)補卡作業流程：「掛失」程序處理完須要申請補辦新

卡，點選「補辦」填寫資料送出後，逕至「教務資

訊服務自動化投幣機」繳費或至出納組臨櫃繳費申

請補發，持「輔仁大學補發學生證校園卡申請單」

及「繳費收據」交至註冊組續辦。申請單及收據送

交註冊組後，5 天(不含例假日)後可以領取新卡。 

(3)即使卡片沒有儲值，遺失後也要先至「學生證掛失

http://register.fju.edu.tw/
http://register.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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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辦作業」登錄掛失及申請補辦程序，因掛失之後

會將校內門禁(含圖書館)相關服務暫停，以免被有

心人士盜用。 

 

貳、轉系 

一、資格：學生修業滿 1 學年後，可依本校學生轉系辦法及

各系規定條件申請轉系，以 2 個學系為限(逾限者取消申

請資格)，但核准修讀以 1 個學系為限。 

二、申請時間：轉系申請於每學年第 2 學期辦理，相關須知

於申請前 1 個月公告，申請時間及詳細規定請參閱學校

行事曆及相關公告。 

※學生轉系辦法連結網址：

http://docs.academic.fju.edu.tw/edulaw/學生轉系辦法.pdf 

 

參、休學 

一、休學年限：學生入學後，經家長同意者，一次得申請休

學 1 學期或 1 學年，學士班及碩士班學生休學合計不得

超過四學期；博士班學生休學合計不得超過六學期。期

滿因重病經醫院證明或特殊事故需再申請休學者，經專

案簽請教務長核准後，酌予延長休學年限，但至多以四

學期為限。學生因下列情事之一而申請休學，並出具相

關證明文件者，其休學不計入前項休學期限： 

1.在營服義務役。 

2.學生本人、配偶或伴侶懷孕、生產或哺育三歲以下子

女。 

3.參加教育部「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 

惟因前項第三款情事而休學者，以三年為限。 

二、截止日期：每學期休學截止日請參閱當年度行事曆。 

三、延長休學：休學期滿，因故不能復學者，應於開學前檢

具證明申請延長休學（延長休學申請書可自教務處網頁

http://docs.academic.fju.edu.tw/edulaw/學生轉系辦法.pdf
http://www.secretariat.fju.edu.tw/article.jsp?articleID=8
http://docs.academic.fju.edu.tw/edulaw/學生轉系辦法.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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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 

※延長休學申請書連結網址：

http://docs.academic.fju.edu.tw/form/延長休學申請單.doc 

四、離校手續單：可至註冊組櫃檯索取或自教務處網頁下載。 

※學士班休學離校申請單連結網址：

http://docs.academic.fju.edu.tw/form/學士班休學離校程序

單.pdf 

※研究生休學離校申請單連結網址：

http://docs.academic.fju.edu.tw/form/研究生休學離校程序

單.pdf 

 

肆、退（轉）學 

一、自動退學：學生得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後申請自動退學，

但學士後學系學生、護理系二年制在職專班學生及有特

殊之情形者，得免家長同意。 

二、修業證明書：經核准退學，修業至少滿 1 學期以上具有

成績者，得依規定申請修業證明書。 

三、離校手續單：可至註冊組櫃檯索取或自教務處網頁下載。 

※退學離校申請單連結網址：

http://docs.academic.fju.edu.tw/form/退學離校程序單.pdf 
 
 
◎成績 
壹、申請修讀雙主修： 

每年 4 月公告「學生申請修讀雙主修有關事項」於教務處網

站，申請時間請參閱學校行事曆。 

★注意事項： 

學士班學生，自第一學年第二學期起至第四學年第二學期止

（不包含延長修業年限），符合各雙主修規定者，得申請其他

學系為雙主修。 

http://docs.academic.fju.edu.tw/form/延長休學申請單.doc
http://docs.academic.fju.edu.tw/form/延長休學申請單.doc
http://docs.academic.fju.edu.tw/form/學士班休學離校程序單.pdf
http://docs.academic.fju.edu.tw/form/學士班休學離校程序單.pdf
http://docs.academic.fju.edu.tw/form/研究生休學離校程序單.pdf
http://docs.academic.fju.edu.tw/form/研究生休學離校程序單.pdf
http://docs.academic.fju.edu.tw/form/退學離校申請單.pdf
http://docs.academic.fju.edu.tw/form/退學離校程序單.pdf
http://www.secretariat.fju.edu.tw/article.jsp?articleID=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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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連結網址：

http://docs.academic.fju.edu.tw/edulaw/學生修讀雙主修辦

法.pdf 

 

 

貳、申請修讀輔系： 

每年 4 月公告「學生申請修讀輔系有關事項」於教務處網站，

申請時間請參閱學校行事曆。 

★注意事項： 

學士班學生自第一學年第二學期起至第四學年第二學期止

（不包含延長修業年限），符合各輔系規定者，得申請其他學

系為輔系。 

※學生修讀輔系辦法連結網址：

http://docs.academic.fju.edu.tw/edulaw/學生修讀輔系辦法.pdf 

 

 

參、申請修讀學分學程: 

每年 4 月底至 5 月初公告「學生申請修讀學分學程有關事項」

於教務處網站，申請時間請參閱學校行事曆。 

★注意事項： 

學士班學生自第一學年第二學期起至第四學年第二學期止

（不包含延長修業年限），符合各學程設置單位規定者，得申

請修讀。 

※輔仁大學學程設置辦法連結網址： 

http://docs.academic.fju.edu.tw/edulaw/學程設置辦法.pdf  

※輔仁大學學生修讀學分學程施行細則連結網址：

http://docs.academic.fju.edu.tw/edulaw/學生修讀學分

學程施行細則.pdf 

 

 

http://docs.academic.fju.edu.tw/edulaw/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pdf
http://docs.academic.fju.edu.tw/edulaw/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pdf
http://www.secretariat.fju.edu.tw/article.jsp?articleID=8
http://docs.academic.fju.edu.tw/edulaw/學生修讀輔系辦法.pdf
http://www.secretariat.fju.edu.tw/article.jsp?articleID=8
http://docs.academic.fju.edu.tw/edulaw/學程設置辦法.pdf
http://docs.academic.fju.edu.tw/edulaw/學生修讀學分學程施行細則.pdf
http://docs.academic.fju.edu.tw/edulaw/學生修讀學分學程施行細則.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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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課程診斷與學習輔導系統： 

提供線上檢視修習課程進度，系統介面清楚簡明檢視畢業缺

修學分及跨領域（學分學程、輔系、雙主修）修習進度，有助

診斷學習進度，精準選課有效學習。 

 

學生資訊入口網>校內系統選單>課程．

學習>課程．學習>學習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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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資訊自動化服務系統 
 

設置地點： 

日間學制：置於野聲樓 2 樓軍訓室側走廊。（2 台） 

夜間學制：置於進修部大樓 2 樓註冊組 ES201 門口（1 台）。 

開放時間： 

自上午 8 時至晚上 10 時止(含例假日)。 

申請方式： 

輸入學號及身分證字號或持學生證，以卡片感應方式確認申請

人身分後繳費。(須自備 10 元硬幣、50 元硬幣或 100 元紙鈔) 

服務項目： 

一、中文成績單（可立即列印領件） 

二、英文成績單（立即取件，無英文姓名者，請於上班時間，

先至註冊組櫃台登記。） 

三、當學期中、英文在學證明書（已完成註冊手續者，開學日

後可立即列印領件。） 

四、中、英文學位證書（持收據至註冊組櫃台辦理，請於上班

時間申請。） 

五、學生證遺失補發（立即列印申請書，請於上班時間申請。） 

※學籍、成績相關申請作業及表格，可自教務處網頁下載，網

址：http://www.academic.fju.edu.tw。 

  

http://www.academic.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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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課流程 

  

 

預 選 

 預選核定/公告 

 

 

 

 

 

 

 

 

 

 

 

 

 

 

 

網頁查詢

代入結果 

全人課程選填志願

(體育、通識、大二

外國語文) /適用學士

班 網頁查詢選填

志願分發結果 

網路初選 

網頁查詢 

初選選課結果 
開學日 

網路加退選 
上網查詢當學

期選課結果(每

日更新) 

上網確認「當

學期選課清

單」 

 

越部選課 

網頁查詢開課資料 

開課單位進行 

課程代入作業 

辦理人工

作業選課

錯誤更正 

完成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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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課注意事項 

 

一、本校各選課階段採志願選填方式分發，非先登記先上，學生

於選課系統開放各梯次登記時段上網登記即可，各梯次登記

選課分發後，務請查閱選課清單。 

二、若選課出現錯誤符號課程，應自行退選或依規定辦理選課錯

誤更正。如在選課錯誤更正期間仍未處理，則由課務組逕行

刪除該科選課資料。亦即，有錯誤標記之課程如未經辦理錯

誤更正程序，即使到課，仍視為無效選課。 

三、拒加、拒退課程，僅於網路初選及加退選登記階段，可由開

課單位秘書即時上網加退，請洽開課單位協助辦理加退。 

四、依據本校學生選課辦法第十一條規定：……學士班學生每學期

修習學分數上限為二十五學分（不含醫學系）；修讀輔系、雙

主修、學分學程（含微學程）、教育學程及應屆畢業生者，得

超修至三十二學分。學士班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教育學程、

應屆畢業生，或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80分以上，經導師與系

（所）主管輔導同意者，得超修至三十六學分。因特殊情形超

修學分高於三十六學分者，須另送交所屬學院院長及教務長

專案核可後，始得修習。 

碩、博士班學生每學期修習學分數，由各系(所)另定之，惟

修習學分數如超過二十五學分者，需經系（所）主管輔導同

意。 

超修學分申請：需檢附歷年成績單(含排名)、讀書計畫並填

交「學生超修申請單」，經導師、系所主任、院長簽核輔導

意見後送課務組審理，受理期限至選課錯誤更正截止日，逾

期不予受理。 

五、當學期選課應於「網路加退選」階段完成，如因故無法於網

路加退選者，依開課單位公告之時間且於選課錯誤更正截止

前，送交人工加退選申請單至課務組辦理，逾期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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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選課錯誤更正截止後，修習學分數未達最低標準者以勒令休

學處理；已註冊未選課者依學則規定以退學處理。延修生需

至少選修1門課程（含教育學程課程） 

日間部：大一~三至少12學分，大四至少9學分；進修部：大一

至少10學分，大二~四至少9學分。（註：修習教育學程之教育

實習課程者、未達系（所）規定外語基本能力指標及校訂基本

素養－中文、英文、資訊學科學習能力者，不在此限）。 

七、延修生及本學期復學生應依據各自選課需求選課，為避免選

課爭議，不為此類同學做課程代入作業。 

八、確認選課： 

「選課清單」攸關選課權益，學生應依規定上網確認當學期

選課清單，至遲應於錯誤更正截止日前完成確認，逾期不受

理課程更正，未上網確認者一律視同無異議，以選課系統資

料庫檔案為最終選課結果。 

※選課資料更正須於規定期限內至課務組辦理，任課教師自

行「增列」或「刪除」點名計分簿之學生名單無法列入加

退選記錄，雖有上課無法認列選課及成績，己選科目未到

課未辦理退選，成績以零分登記。選課不以TronClass教學

平台的課程或者老師點名表為依據。 

九、超修全人教育課程之學分數不予承認為其畢業所需之外系選

修學分，請同學務必慎重選課。 

軍訓、體育有分必修及選修課程，選修課程定位為學生折抵

役期需要或因興趣選項修讀，亦不得列入畢業學分。 

十、軍訓課程自102學年度起，必修課程更名為「全民國防教育

軍事訓練」，為大一必修統一課程代入，

重補修或已辦理軍訓免修（抵免），請自

行網路加退選。另軍訓選修課程開放大二

(含)以上及碩士班學生選修，每學期不限

一門，惟不得重覆選修相同課程。 

十一、選課須知請參閱【選課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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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注意事項 

 

一、請參閱「輔仁大學考試規則」。 

二、同學若因故無法參加期中、學期或畢業考試，應依「學生考試

請假規則」於規定期限內辦理請假手續。 

 

 

 

  

http://docs.academic.fju.edu.tw/edulaw/考試規則.pdf
http://docs.academic.fju.edu.tw/edulaw/輔仁大學學生考試請假規則.pdf
http://docs.academic.fju.edu.tw/edulaw/輔仁大學學生考試請假規則.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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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深耕計畫、教學助理、課程評量、

TronClass 教學平台 

承辦單位：教師發展與教學資源中心 

地點：外語學院 LA106 

 

◎高教深耕計畫 
電話：(02)2905-3189 

 

※高教深耕計畫網站： 

http://moeproject.fju.edu.tw/ 

※高教深耕計畫 

FB：https://goo.gl/xP4vUW 

※輔大學生學習成果展示平台： 
http://fdircsl.fju.edu.tw/ 

 
◎教學助理 
電話：(02)2905-2387 

網址： 

http://140.136.251.56/fujenTA/login/Default.html 

 

◎課程評量 
電話：(02)2905-2305 

網址：http://140.136.251.64/assessment2/ 

 
 

◎TronClass 教學平台 
電話：(02)2905-2945、(02)2905-3279 

網址：https://elearn2.fju.edu.tw/ 
  TronClass 

教學助理 

課程評量 

深耕計畫網站 深耕計畫 FB 

深耕 Line@ 學習成果展示平台

平台 legram 

http://www.teachers.fju.edu.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section&id=10&Itemid=139
http://140.136.251.64/assessment2/
https://www.facebook.com/%E8%BC%94%E5%A4%A7%E6%95%99%E5%8D%93%E8%AE%93%E4%BD%A0%E4%B8%8D%E8%86%A0%E8%91%97-214040408741738/
http://moeproject.fju.edu.tw/
https://goo.gl/xP4vUW
http://fdircsl.fju.edu.tw/
http://www.teachers.fju.edu.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section&id=10&Itemid=139
http://140.136.251.56/fujenTA/login/Default.html
http://140.136.251.64/assessment2/
http://140.136.251.64/assessmen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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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深耕計畫-完善就學機制 
 

起飛學生學習輔導獎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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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低收入戶學生。 

（二）中低收入戶學生。 

（三）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四）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 

（五）申請學雜費減免經審定資格之原住民族學生。 

（六）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學生。(生活助學金/共同助學

金)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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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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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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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機制依教育部 111 年核定計畫為準） 

 

加入《深耕♥起飛》LINE@掌握即時資訊♥接收溫馨提醒 

連絡電話：學生事務處 02-2905-3803、02-2905-3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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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助學措施 

 

一、學生就學貸款： 

有戶籍登記之中華民國國民並就讀本校具正式學籍之學生，

其家庭年所得 120 萬以下或超過 120 萬除學生本人外還有兄

弟姐妺 1 人就讀國內高中以上學校即可申請，須於開學前至

臺灣銀行完成對保並將資料繳回生活輔導組辦理註冊程序。 

服務電話：日間部 02-29052231、進修部 02-29052247。 

 

 

二、學生就學優待減免： 

依教育部規定，本校協辦各類學生就學優待減免，補助類別

有六大項：軍公教遺族、現役軍人子女、身障人士及身障人

士子女、低收入戶學生及中低收入戶學生、原住民學生及特

殊境遇家庭之子女、孫子女。符合上述條件學生，須於每年

6月上旬及 12月中旬下載申請書及應繳證件至生活輔導組辦

理。 

服務電話：日間部 02-29053173、進修部 02-29053890 

 

 

三、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 

每學年第一學期 10 月 1 日至 10 月 20 日提出申請，經教育

部審核符合資格者，補助款將直接於第二學期學雜費單中扣

除，補助金額 12,000 至 35,000 元，共分 5 級。 

服務電話：日間部 02-29053101、進修部 02-29052246。 

 

 

 

 

http://life.dsa.fju.edu.tw/loan.html
http://life.dsa.fju.edu.tw/fee.html
http://life.dsa.fju.edu.tw/disadvantag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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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生活助學金： 

每年約 1 月和 6 月提出申請(申請日期以生輔組公告為準)，

每學期以 3 個月計，每月 6,000 元，凡領本助學金者須進行

生活服務學習；未滿 25 歲，具中華民國國籍且符合在學且未

辦理休學者（不含延修生及碩士在職專班）、前一學期學業成

績平均，大學部學生達 60 分以上、研究所學生達 70 分以上

者、家庭年所得 70 萬元以下者且未申領其他具有服務學習

性質助學金及本校辦理銀行生活費申貸者。其他未盡事宜請

參照「輔仁大學生活助學金實施辦法」。 

服務電話：02-29053101。 

 

 

 

五、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學生校外住宿租金補貼： 

(一)申請對象：符合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大專校院弱勢

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補助資格之學生。 

(二)補助金額：補貼學生於學校、分校、分部或實習地點(相

鄰)縣市校外住宿之租金。考量學生租賃地所在縣市租

金水準的不同，每人每月補貼 1,600 元至 1,800 元租

金，以「月」為單位，當月份居住天數未達 1 個月，

以一個月計算；補貼期間，上學期為 8 月至隔年 1 月、

下學期為 2 月至 7 月，每學期以補助 6 個月為原則。 

(三)學生主動提出申請：應備妥申請書、租賃契約影本、建

物登記第二類謄本等文件，每學期自行提出；依學校所

定作業期程辦理，至遲上學期於 10 月 20 日前/下學期

於 3 月 20 日前，向學校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四)

相關申請事宜及表件依教育部最新規定辦理，請逕洽生

輔組承辦人或留意校內電子公告信及公函。 

 

 

http://life.dsa.fju.edu.tw/rule/輔仁大學「生活助學金」實施辦法.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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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清寒學生助學金 

每年約 1 月和 6 月向系上提出申請(申請日期以各系公告為

準)，每學期以 3 個月計，每月 6,000 元，凡領本助學金者須

進行服務學習；凡本校在學生具中華民國國籍(不含以陸生、

僑生及外籍生身分申請入學者)，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及格

(延修生學業總平均成績及格)，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之在

學學生:符合就學優待減免者、家庭年所得低於 70 萬者、家

庭突遭變故致使家庭經濟艱困者且未申領其他具有服務學

習性質助學金。其他未盡事宜請參照「輔仁大學清寒助學金

實施辦法」或請洽各學系秘書。 

服務電話：日間部 02-29053101、進修部 02-29052246。 

 

 

七、獎助學金 

不論校內或校外獎助學金，均按時公告於「學生事務處獎（助）

學金資訊系統」，申請對象有指定系（所）別之獎助學金會另

告知系所秘書，請其公告於系（所）內。 

服務電話：日間部校外獎助學金 02-29053040 

日間部校內獎助學金 02-29053101 

進修部 02-29052246 

 

八、急難救助 

本校在學學生若遭遇意外傷害、罹患重大疾病、不幸死亡或

家庭突遭變故或其他偶發事件，致使生活陷入困境、影響就

學而急需救助者，得申請本校學生急難救助金及教育部學產

基金設置急難慰問金，一事件以申請一次為限。 

服務電話：日間部 02-29053031、進修部 02-29052246。 

 

 

 

http://life.dsa.fju.edu.tw/scholarship.html
http://smis.fju.edu.tw/fjugrant/
http://smis.fju.edu.tw/fjugrant/
http://life.dsa.fju.edu.tw/help.html


輔仁大學學生手札 

 47 

以上各項助學措施詳細資訊，請至下列網頁查詢。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http://life.dsa.fju.edu.tw/ 

※學生資訊管理系統  http://smis.fju.edu.tw/freshman/ 

※學生事務處獎(助)學金資訊系統  http://smis.fju.edu.tw/fjugrant/ 

※教育部圓夢助學網  http://helpdreams.moe.edu.tw/ 

 

  

http://life.dsa.fju.edu.tw/
http://life.dsa.fju.edu.tw/
http://smis.fju.edu.tw/freshman/
http://smis.fju.edu.tw/freshman/
http://smis.fju.edu.tw/fjugrant/
http://smis.fju.edu.tw/fjugrant/
http://helpdreams.moe.edu.tw/
http://helpdreams.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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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申訴 

 

一、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接受申訴的對象為何？ 

本校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簡稱申訴人）得

依本校「學生申訴處理辦法」之規定，提起申訴。 

二、受理申訴的範圍為何？提出申訴的次數有無限制？ 

申訴人對於學校之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認為違法或不當，

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經由學生事務處向申評會提出

申訴。 

學生、學生會或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等就同一事件提出申

訴者，以一次為限。 

三、提出申訴案件的期限？申訴案件有沒有辦理期限？ 

本校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對於學校之懲處、

其他措施或決議不服者，應於收到或接受相關懲處、措施或決

議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依本辦法以書面向申評會提起申訴。逾

期除另有規定外，申評會應不受理。 

申評會應於收到申訴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完成評議；必要時，

得予延長，並通知申訴人。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不得逾二個

月。但涉及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申訴案，不得延長。 

四、如何提出申訴？ 

提出申訴應以書面為之，並提列具體事實，檢附相關資料送生

輔組(電話 29053101)；申訴書面表格至生輔組網頁下載。 

五、學生退學或開除學籍之申訴如何處理？ 

關於退學、開除學籍或類似處分之申訴，於評議決定確定前，

學校得依申訴人書面申請，使學生繼續在學校肄業。學校於接

到申訴人申請後，應徵詢申評會之意見，並衡酌申訴人生活、

學習狀況，於七日內書面答覆，並載明學籍相關之權利與義務。

申訴人經本校許可在校肄業，本校除不得授給畢業證書外，其

他修課、成績考核、獎懲得比照在校生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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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性平事件之通報及申請調查程序 
 

一、校園性騷擾性侵害或性霸凌之定義 

1.什麼是性騷擾? 

同性或異性間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從事不受歡迎而且具有

性意味或性別歧視  的言詞或行為，以致影響他人的人格尊

嚴、學習、或工作的機會或表現者；或者以性或性別有關的

行為，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工作有關

權益之條件者，且未達性侵害之程度，就可以稱為性騷擾了

。發生在職場，就稱為職場性騷擾；發生在校園，有一方是

學生，就稱為校園性騷擾。 

2.什麼是性侵害？ 

違反被害人意願，加害者以權威、暴力、金錢、引誘、脅迫

被害人與其發生性行為，造成其身心嚴重傷害，如強拍裸照

、意圖強暴、強暴未遂、強暴、亂倫、性虐待等。受害者不

但身體遭到直接的攻擊，心理受創的影響更可能長達數個月

至數年不等。 

與未滿十六歲的人發生性行為，即使是合意(兩情相悅)也屬

於性侵害。 

3.什麼是性霸凌？ 

性霸凌，指透過語言、肢體或其他暴力，對於他人之性別特

徵、性別特質、性傾向或性別認同進行貶抑、攻擊或威脅之

行為且非屬性騷擾者。 

 

二、校園性平事件之通報 

1.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申請調查、任何人檢舉。 

2.學務處收件，三日內交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決定是否受理。 

3.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自為調查或委託調查小組調查。 

4.訪談、審查其他物證、書證、勘驗現場。 

5.最長四個月內應完成調查完畢，並完成調查報告。 

6.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開會審議調查報告。 

7.懲處建議涉及行為人身分之改變時，通知行為人對程序瑕疵

及新事證，以書面表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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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權責單位為懲處決定。 

9.通知當事人調查結果、告知救濟途徑。 

 

三、申調管道（輔仁大學校園性騷擾性侵害或性霸凌事件申請調查） 

1.接案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2.諮詢電話：(02)2905-3103 

3.調查申請書請至輔仁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網站：

http://gender.fju.edu.tw/【相關下載】處下載使用。 

4.相關法規：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

治準則等法規置於輔仁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網站

http://gender.fju.edu.tw/。 

 

※緊急聯絡電話 

校內：軍訓室校安中心：02-2902-3419(24小時) 

校大門口警衛室：02-2905-2119 (24小時) 

校外： 

全國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全國婦幼保護專線：113(24

小時，專業社工員接聽電話)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02)8965-3359 

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02)2361-5295 

  

http://gender.fju.edu.tw/
http://gender.fju.edu.tw/
http://www.dvp.ntpc.gov.tw/
http://www.dvsa.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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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霸凌事件之通報及申請調查程序 

 

一、校園霸凌之定義 

1.「校園霸凌」係指相同或不同學校學生與學生間，於校園內

、外所發生之個人或集體持續以言語、文字、圖畫、符號、

肢體動作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間接對他人為貶抑、排擠、欺

負、 騷擾或戲弄等行為，使他人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之

校園學 習環境，或難以抗拒，產生精神上、生理上或財產上

之損害，或影響正常學習活動之進行。 

2.要件：長期連續發生、惡意攻擊行為、兩造勢力不對等、造

成各種損害。 

二、校園霸凌事件之通報 

1.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申請調查、任何人檢舉。 

2.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收件，三日內交由防制校園霸凌因應

小組決定是否受理。 

3.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自為調查或委託調查小組調查。 

4.訪談、審查其他物證、書證、勘驗現場。 

5.最長四個月內應完成調查完畢，並完成調查報告。 

6.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開會審議調查報告。 

7.權責單位為懲處決定。 

8.通知當事人調查結果、告知救濟途徑。 

三、申調管道（輔仁大學校園霸凌事件申請調查） 

1.窗口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2.諮詢電話：(02)2905-3103 

3.教育部防制校園霸凌專區 https://bully.moe.edu.tw/index 

4.教育部防制校園霸凌專線 0800-200-885 

※校內緊急聯絡電話 

1.軍訓室校安中心：02-2902-3419(24小時) 

2.校大門口警衛室：02-2905-2119 (24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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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役注意事項 

 

一、學生兵役緩徽、儘後召集申辦作業： 

(一)新生、當學期轉學生、當學期復學生： 

1.填寫「兵役資料單」(外籍生、沒有中華民國身分證的僑

生及陸生免填寫 ) ：請於註冊期限內進入網址

http://smis.fju.edu.tw/freshman 正確填寫後列印，貼妥身

分證正反面影本，並同其他需繳交資料於註冊規定期限

內繳交生活輔導組兵役業務承辦人，未依規定繳交者視

同未完成註冊。 

2.兵役應交資料如下： 

(1)尚未服役之役男：兵役資料單(每位男生必需繳交）。 

(2)已服役之後備軍人：①退伍證明書正反面影本②兵役

資料單。 

(3)免役者：①免役證明影本②兵役資料單。 

(4)已服替代役者、現役軍人、停役兵、國民兵者：①相

關證明文件影本②兵役資料單。 

(二)學校註冊及兵役業務作業期間，役男若收到兵役徵集令，

請持學生證或繳費證明單至學務處生輔組申請暫緩徵

集用在學證明書。 

(三)戶籍地址若遷移、變更時，務必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至

學務處生輔組，辦理兵役資料更正。 

二、學生兵役緩徵及儘後召集註銷作業： 

休學、退學、因故離校應至學務處生輔組登記，註銷緩徵、儘

後召集，凡緩徵、儘後召集原因註銷者應受兵役徵集。 

三、如何申請役男短期出境： 

具有我國國籍在臺灣地區曾設有戶籍，年齡屆 19 歲之年 1 月

1 日起至 36 歲之年 12 月 31 日止尚未履行兵役義務之役男，

自 106 年 1 月 1 日起申請短期出境(不得逾 4 個月)，請至內政

http://smis.fju.edu.tw/fresh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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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役政署建置的「役男短期出境線上申請作業系統」申請短期

出境，網址(https://www.ris.gov.tw/departure/)，經系統查核無兵

役管制情形者，將立即核准出境。 

以下情形無法受理「役男短期出境線上申請作業」 

1.經通知徵兵體檢處理。 

2.已列入梯次徵集對象。 

3.役男出境逾規定期限返國者，不予受理其當年及次年出境

之申請。 

4.役男已出境尚未返國前，不得申請再出境。 

四、役男逾規定期限返國，再出境之限制？ 

役男出境逾規定期限返國者，不予受理其當年及次年出境之

申請。 

五、83 年次及 83 年次以後出生就讀專科以上學校男子，得依其志

願，每年 11 月 15 日以前於內政部役政署網站首頁「申請分階

段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系統」申請連續 2 年暑假，分階段接

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申請人數逾訓練員額時，以抽籤決定之。 

※凡符合申請分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條件且有意願之役男，

於提出申請前請審慎考量，並應規劃好連續 2 年暑假接受

兵役軍事訓練。 

六 、 相 關 資 訊 可 至 學 務 處 生 輔 組 兵 役 業 務 網 頁

（http://life.dsa.fju.edu.tw/）或至生活輔導組洽詢： 

(一)日間部：野聲樓 1 樓 YP107 室，服務電話：02-29053031。 

(二)進修部：進修部大樓 2 樓 ES201 室，服務電話：02-29052979。 

  

http://life.dsa.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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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團體保險 

 

※申請理賠應具備資料： 

(一)學生團體保險金申請書（被保險人未滿 20 歲者，法定代理

人務必簽名）。 

(二)診斷證明書、醫療費收據正本或副本（若為影本需加蓋醫

院院章或醫院關防章）。 

(三)受益人（未滿二十歲-非本人請附上雙方證明文件如身份證）

銀行或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四)非本國籍學生請附上居留證正反面影本。 

 

※申辦地點：生活輔導組 

日間部：野聲樓 1 樓 YP104 室，服務電話：02-29053100 

進修部：進修部大樓 2 樓 ES201 室，服務電話：02-29052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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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物招領 

 

服務單位： 

(一)星期一至五上班時間（不含例假日）： 

1.日間部：生活輔導組(野聲樓 1 樓 YP104) 

服務電話：02-2905 3100  

2.進修部：學務處夜間辦公室(進修部大樓 2 樓 ES201) 

服務電話：02-29052246 

查詢網址：http://www.net.fju.edu.tw/lost/ 

(二)下班時間及例假日： 

由軍訓室(野聲樓 2樓)值班教官受理，電話：02-29052885、

02-29023419。 

 

  

http://www.net.fju.edu.tw/l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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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學習歷程紀錄 

 

自 104 學年起，學校透過新建置的「課外學習歷程紀錄系統」，

為每位同學整合在學期間的所有課外學習歷程，幫助同學在求職

或升學上呈現個人精彩的學習紀錄，增加個人競爭優勢。 

歷程內容：含專業證照、曾任幹部、獲獎、獎學金及校內活動

等學習紀錄，且上述資料可供同學自行匯出電子歷程表(如附件)。 

系統網址：http://140.136.251.210/student/ 

注意事項：上述各項歷程資料係由校內各相關資訊系統匯整

而來，若有任何疑義，請洽各資料業管單位。 

 

 

歷程紀錄 業管單位 聯絡電話 

專業證照 學務處-學生學習工作團隊 (02)2905-6411 

曾任幹部 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02)2905-2233 

獲    獎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02)2905-2264 

獎 學 金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02)2905-2264 

校內活動 各活動承辦單位  

 

  

http://140.136.251.210/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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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學習歷程紀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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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學務 Line@服務網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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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訓室)之重要業

務，提供同學第一手的學務資訊，期待能於有限資源下達到與

同學即時互動之綜效。 

二、請至學務處首頁(http://www.dsa.fju.edu.tw/)右方點擊「輔仁學

務 LINE@服務網」進入或掃描下方 QR code 加入各群組服務

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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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時光 

 
◎圖書館 

 

圖書館網址：http://web.lib.fju.edu.tw 

※各館開放時間若有調整，請參見圖書館網頁 

※寒暑假開放時間另訂 

館  別 服務電話 
週一～ 

週五 
週六 週日 

國定假

日、校

定假日 

濟時樓

圖書館 

(總館) 

(02) 

29052673 

08：00 

至 

22：00 

09：00 

至 

18：00 

09：00 

至 

18：00 

休館 

公博樓

圖書館 

(02) 

29052331 

08：00 

至 

21：30 

09：00 

至 

18：00 

休館* 休館 

國璽樓

圖書館

3-4 樓 

(02) 

29053420 

08：00 

至 

21：00 

09：00 

至 

18：00 

休館 休館 

國璽樓

5 樓

FUN 學

趣自學

中心 

(02) 

29053420 

08：00 

至 

23：00 

08：00 

至 

23：00 

08：00 

至 

23：00 

休館 

* 公博樓圖書館期中、期末考週，週日照常開館，開館時間：

09:00~18:00 
 
 
 

http://web.lib.fju.edu.tw/
http://web.lib.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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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中心-電腦教室與網路服務資源 

 

一、 電腦教室的使用 

(一)本中心設有電腦教室供教學與自由上機用共 15 間，分布

於聖言樓、文開樓與進修部大樓。設置 Windows PC與 Mac

電腦共約 800套。 

(二)本中心電腦教室分為： 

1.「上課專用」教室：為資訊教學應用課程專用。 

2.「自由上機」教室：分別位於進修 ES400、文開 LE404B、

聖言 SF340-1，開放在校學生自由練習使用，憑學生

證刷卡進出。備有掃描器及付費印表機，並設有自備

筆電座位區。 

3.「混用教室」：未上課時，可提供自由上機使用。 

(三)詳情請參考本中心網站（http://www.cc.fju.edu.tw/）

/教學服務/電腦教室服務，內有電腦教室之最新訊息。 

二、 網路選課帳號密碼及單一帳號（LDAP）帳號密碼之不同 

(一)本校新生入學後將依照不同招生管道取得個人專屬之「網

路選課帳號密碼」及「單一帳號（LDAP）密碼」。 

( 二 ) 單 一 帳 號 相 關 說 明 請 參 考 LDAP 啟 動 網 站

（http://whoami.fju.edu.tw/） 

( 三 ) 網路 選課相 關問 題，請 詳見 本校選 課資 訊網

http://www.course.fju.edu.tw/。 

(四)透過「單一帳號（LDAP）」認證後，您可使用本校所提供

的資訊系統與服務。如電子郵件、網路選課、成績查詢、

教學評量、Tronclass 教學平台…等。 

(五)本校現行四階段選課（網路預選、 選填志願、網路初選、

網路加退選），依照其特性可使用「單一帳號（LDAP）密

碼」或「網路選課帳號密碼」登入認證。 

(六)為維護自身 LDAP 帳號的權益，請閱讀 LDAP 啟動網站

（http://whoami.fju.edu.tw/）首頁中之相關內容。並建議您

http://whoami.fju.edu.tw/
http://www.course.fju.edu.tw/
http://whoami.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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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儘速進行 LDAP 帳號啟用與定期修改密碼，勿將帳號

之密碼告知他人。相關說明請參考 LDAP 啟動網站首頁

中之「帳號啟用與修改驗證資料 」。 

設定電子郵件信箱 

(一)連線至 http://mail.fju.edu.tw 中，利用學號與單一帳號

(LDAP)密碼，使用本校的電子郵件服務。本校電子郵件服

務為網頁式電子郵件（webmail）型態，該 webmail 的詳

細使用方式(密碼相關設定除外)，請登入後點擊右上方問

號  (線上版說明手冊)。 

(二)本校預設之學生電子郵件信箱容量為 250MB/每人。 

(三)本校 webmail 亦提供 POP3 服務，當您使用 Outlook…等

POP3 協定 client 端收發信件軟體時，請要特別注意在使

用 SMTP 寄信時需勾選『身份認證』，詳細方法請參考

http://login.mail.fju.edu.tw/announcement/Outlook2013POP

3.pdf  

(四)學生畢業後一年，即刪除該帳號(所有資料一併刪除)。

相關說明請參考

http://www.net.fju.edu.tw/main/10v2/s_news20180

613.html  

(五)電子郵件其他問題可於上班時間至聖言樓四樓 SF416 網

路組洽詢。 

 

三、 宿舍網路 

學校各宿舍網路服務管理單位為宿舍服務中心，服務由電信

業者提供(宿舍費已內含網路使用費)。宿舍網路連線之帳號

密碼以及電信業者聯絡資訊，請直接向管理單位宿舍服務櫃

臺洽詢。 

 

http://mail.fju.edu.tw/
http://login.mail.fju.edu.tw/announcement/Outlook2013POP3.pdf
http://login.mail.fju.edu.tw/announcement/Outlook2013POP3.pdf
http://www.net.fju.edu.tw/main/10v2/s_news20180613.html
http://www.net.fju.edu.tw/main/10v2/s_news201806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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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校園無線網路使用 

(一)涵蓋範圍：輔大各教學與行政大樓、營運中的餐廳、戶外

公共區域均可無線上網。(不包含上一項所提的宿舍網路) 

(二)統一資訊中心之無線網路基地台識別名稱（SSID）：「FJU-

PEAP」。 

(三)輔大已加入 TANet Roaming 及 eduroam 跨校無線網路漫

遊服務，方便本校師生到同樣加入此服務之院校時，可使

用輔大之 LDAP 帳號，登入該院校之無線網路，一般情況

下，SSID為 TANetRoaming及 eduroam，實際使用之 SSID

以該院校公告為準。 

(四)資訊中心公設全校基地台可全校漫遊。 

(五)請大家可以將私設 AP 自行下架，以避免產生過多干擾，

影響整體品質。 

(六)無線網路相關問題可利用以下方式查詢與聯繫：  

1.資訊中心網站：http://www.cc.fju.edu.tw 

2.無線網路各連線方式、注意事項與問題參考網址：

http://www.cc.fju.edu.tw/networkServices.jsp

?labelID=5 

3.網路組辦公室：聖言樓 SF416 (資訊中心網路組) 

4.問題信箱：cc@mail.fju.edu.tw 

5.線上諮詢：http://edu.cc.fju.edu.tw/cc/suggest/ 

6.服務電話：(02)2905-6468 

 

五、 全校公用軟體下載 

依軟體授權範圍，在校生可由資訊中心網站直接下載（資訊

中心首頁 http://www.cc.fju.edu.tw /一般服務/校園軟體服務）。

亦可自輔大首頁/在校學生/網路.服務/共享軟體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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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教學與數位學習資源中心-語言自學室 

 

語言自學室位於德芳外語大樓寰宇廳 FG103 室。自學室內共設置

40 個座位，每個座位皆配置電腦，內有英、日、法、德、西、義

六種語系之語言學習軟體。使用者可透過自學軟體資源、硬體設備

及網路資源進行外語學習，或參與各種線上開放式、互動式等數位

學習課程。語言自學室內並建置「多功能影音資源展示教室」，提

供多人共同閱覽視聽資料使用。 

語言自學室及多功能影音資源展示教室相關管理規則及開放時間

請至外教中心網頁 http://www.flrc.fju.edu.tw/ 查詢，洽詢電話：（02）

2905-3310，（02）2905-3759。 

 

 

  

語言自學室管理辦法 

多功能影音資源展示

教室管理要點 

http://www.mmc.fju.edu.tw/
http://www.flrc.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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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教學與數位學習資源中心-eSchool 學習空間 

 

全新優化之 eSchool 學習空間位於濟時樓地下室，開放式舒適簡約

的優雅風格，提供師生自在交流、小組討論、閱讀研究、專題作業

拍攝、跨域對話與歡笑互動之學習場域，可於開放時間自由進出，

為校園內兼具美學與人文之學習樂園。 

 

本空間包含展演大廳、會議討論區、學習討論區、語言聽講教

室、語言檢測教室，及 eClassroom、eMeeting、eLounge 等提供

優質學習及跨領域教學之環境。 

 

開放時間：週一~週五 10:00~18:30 

 

創新跨領域學院 eSchool 場地使用管理要點及場地借用申請單請

至外教中心網頁 http://www.flrc.fju.edu.tw/ 查詢，洽詢電話：

（02）2905-2593，（02）2905-3759。 

http://www.mmc.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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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教學與數位學習資源中心-外語線上自學平台

及輔仁英語網路學院 

★Live ABC 英語學習平台—英語教學與自學重要學習

資源，平台學習資源包含 General English、Workplace 

English、CNN News、GEPT 及 New TOEIC 英檢試題。 
 

★Global Exam 外語檢測平台—提供英、法、德、西、華 5 種語

言共 15 項國際語言檢測資源，並提供最新 Business English 商

用英文內容，包含 Job skills、Career Competence、Industry Skill

等職場運用素材，教職員生皆可以 LDAP 帳號於輔大資訊入口

網登入使用，讓學習者循序漸進增強英語能力。 
 

★EsayTest 日語檢測平台—提供新制 JLPT 日本語能力

檢定 N1-N5 級模擬題庫，學習者可運用日語學習與日語

檢測的試前練習。 

EngNet 輔仁英語網路學院提供聽、說、讀、寫各種免費英語自學

資源，搭配線上課程與老師和同學互動，增加英語使用機會與能力。
近期更開設自學學分課程供選修，歡迎同學多加利用。 

EngNet 輔仁英語網路學院：  

http://engnet.fju.edu.tw/engnet2022/index.asp 

 

 

  

http://engnet.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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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設計中心 

 

創意設計中心 Creative Design Center 於 2015 年成立，致力落實

「健康照護」、「醫療」及「設計」之發展主軸，籌畫各項活動；

依循「研究開發」、「產學合作」、「創新教學」三大方針，期能讓

學生透過跨領域的探索與認同，學會關心周遭，帶著溫暖的心與

勇氣挑戰未知，燃燒自己照亮別人，面對各種挑戰獲得學習與成

長，並經由醫療結合全方位設計的推廣落實，型塑各領域新創設

計師的交流生態圈 Innovative Designers Ecosystem，最終讓世界

看見本校的跨領域設計能量。 

空間簡介： 

一、Open Area-動靜皆宜的開放參觀空間：中心設有動態展示電

視牆、靜態成果展櫃及體感互動、虛擬實境 VR 裝置體驗

區，歡迎同學蒞臨參觀。 

二、Workshop-跨領域交流的討論空間：多樣性的討論自習空

間，讓同學在校園中即可體驗舒適自在的學習交流環境，且

提供會員線上預約服務，無論在家中或親臨現場都能方便完

成預約。 

三、Makerspace-3D 列印自造中心，實踐你的想像力：提供同學

3D 列印/雷切代客列印服務。 

【中心官網】 

 

【中心粉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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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池 

游泳池位於中美堂右側的積健樓一樓，想鍛鍊強健體魄的同學，千

萬不要忽略這個重要的資源喔！ 

大一新生每學期於註冊時，皆需繳交游泳池維護費，因此大一新生

在出入游泳池只需出示學生證。 

大二以上須自行辦理游泳證，辦證時請準備「學生證」、「照片一張」

及當學期「泳池維護費 627 元」，至游泳池櫃檯辦理。 

●游泳訓練班 

全年度招生，分團體班及個別班，暑期依開放時段教學，學期

中則於晚間 18：00～21：45 教學，費用依泳訓班訂價收取。 

●開放時間： 

洽詢電話：02-29052267，若有變動，以現場公告為準。 

學期中（僅開放予本校人員） 

星期一至星期五 05：00～20：30 

〔冬季時段（十月至四月）05：30 開始〕 

星期六 05：00～17：45 

星期日 05：30～08：15 

暑假期間 

早場 05：00～11：15 

午場 13：30～16：15 

晚場 18：00～20：45 

 

◎運動場館 

本校運動場地除貴子運動場之田徑場、足球場、棒、壘球場、籃、

排球場、網球場之外，尚有耕莘樓網球場兩面、法管學院籃球場兩

面、利瑪竇樓 B1 桌球室及積健樓四樓柔道、韻律、體操教室；以

上場館在體育課上課及校隊訓練使用之餘都開放師生借用，借用

辦法請上體育室網站(http://peo.dsa.fju.edu.tw/)了解或逕洽體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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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訓練室 

重訓室位於積健樓一樓游泳池右側，除提供校內體育教學外，目前

僅限校隊訓練用，無對外開放。 

 

◎體適能中心 

體適能中心位於文德學苑地下一樓，提供校內體育課程教學，其餘

時段開放服務校內教職員工生收費進場使用；辦理會員：800 元/

學期（不限使用次數），或 30 元/單次（限單次進場）。 

開放時段：學期中星期一至星期五中午 12:00 至 13:30，下午 15:30

至 21:00，週三因應校內課程彈性調整，故開放時間為 12:00-21:00。

上課時段不對外開放，上課學生均為免費使用，若有異動請以體育

室網頁最新公告為準。使用者須攜帶當學期有效註冊之本人學生

證、私人毛巾乙條，著運動服裝及乾淨運動鞋方准進場，並須遵守

使用規定及現場服務師生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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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種類與場館 
 

學生社團辦公室目前分布於三個地方：焯炤館四樓（音樂性社

團）、仁愛學苑（學術性社團、休閒聯誼性社團、藝術性社團、

服務性社團）、中美堂二樓（體能性社團），而課外組辦公室位於

舊育成中心（法學院籃球場前方），經驗豐富的課外活動輔導老

師與許多熱心的志工學長姐，樂於引領你在「學術」、「音樂」、

「藝術」、「體能」、「休閒聯誼」與「服務」等六大類各式社團中

發掘興趣專長與結交朋友。 

課外組的場地中，有焯炤館裡容納 180 人的大型演講廳、夢幻電

影城、卡拉 ok 旋律廣場、鏡鏡屋、大小木板教室、康樂室、隔

音音樂室等各式空間；另外，還有文開樓地下室、進修部教室、

演講廳、仁愛學苑公共空間等，可供排戲、練舞、唱歌、會議、

討論、演講、表演、影片欣賞、樂器練習及各式動靜態活動使

用。 

課指組同時管理部份校內戶外活動場地，如校門口的真善美聖廣

場及輔導潛管會合作管理的「潛水艇的天空」多元學生活動空間

等，也有各式活動需要使用的設備可供借用，從音響、擴音設

備、司令帳、喊話器、電子琴、地燈到照相機、攝影機等種類繁

多，歡迎到課指組網頁瞧瞧，最新公告與當週活動提供各式活動

訊息，想了解各學會與社團現況，課指組網站的學會社團專區值

得進去逛逛。 

相關網址如下： 

課外組場地、器材借用： 

http://activity.fju.edu.tw/generalServices.jsp?labelID=30 

學生自治組織一覽表： 

http://activity.fju.edu.tw/administration.jsp?labelID=35 

社團一覽表： 

http://activity.fju.edu.tw/administration.jsp?labelID=36 

  

http://activity.fju.edu.tw/generalServices.jsp?labelID=30
http://activity.fju.edu.tw/administration.jsp?labelID=35
http://activity.fju.edu.tw/administration.jsp?labelID=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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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指組 FB              課指組 IG 

               
 

◎學生代表與校園決策機制 
 

一、學生議會 

學生議會由學生議員組成，學生議員為各學院分區選舉產生，
代表各學院於學生議會監督學生會以及校務，並由內部選舉
議長，代表參與校內各個最高層級會議；學生評議會由卸任正、

副會長及正、副議長遴選數名學生法官，作為學生代表間意見
分歧之最高仲裁單位，並推選出法庭庭長，代表出席校務會議。 
 

二、行政會議 

由校長每月定期召開，議決每月之既定與突發校務，並匯整各
處室之提案，適合處理跨處室之議案。會議組成有校長、校內
各個一級行政主管、學生會會長、進修部學生會會長。 

 

三、餐廳（超市）會議 

由學務處每學期一次定期召開，評比校內各個餐廳與附設超
商或雜貨店，並處理招標、修繕以及品管事宜。會議組成有學

務處行政、總務處行政、各學院之餐廳會議學生代表、研究生
代表、學生會會長、進修部學生會會長、學生議會議長、進修
部學代會主席。 

 

四、學務會議 

由學務處每學期一次定期召開，統一處理兵役、宿舍、校園安
全、校園獎懲、自主學習、課外活動、就業輔導、衛生保建等。

會議組成有學務處行政、各學院教師代表、各學院學務會議學



輔仁大學學生手札 

 72 

生代表、研究生代表、進修部學生代表、學生會會長、進修部

學生會會長、學生議會議長、進修部學代會主席。 
 

五、教務會議 

由教務處每學期一次定期召開，統一處理註冊、學籍、課程、

通識、認證、考試、轉系、輔系、雙主修、學程、離校、畢業
等制度更動。會議組成有教務處行政、各學院教師代表、各學
院教務會議學生代表、研究生代表、學生會會長、進修部學生

會會長、學生議會議長、進修部學代會主席。 

六、總務會議 

由總務處每學期一次定期召開，統一處理場地借用、設備更新、
出納、建案、採購、招標規劃等重大事宜。會議組成有總務處

行政、學生會會長、進修部學生會會長、進修部學生代表、校
園景觀規劃小組學生代表。 
 

七、校務會議 

由校長每學期一次定期召開，全校最高決策層級會議，會議組
成有校長、校內各處室行政、各學院教師代表、各學院校務會
議學生代表、各層級會議學生代表召集人、研究生代表、學生

會會長、進修部學生會會長、學生議會議長、進修部學代會主
席、學生法庭庭長、學生社團代表。 

 
※關於各項會議詳細規定請參照「輔仁組織規程」第三章「會議及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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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大之聲 

連結 FB 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vfjufm885/ 

  

https://www.facebook.com/Voice-of-FJU-%E8%BC%94%E5%A4%A7%E4%B9%8B%E8%81%B2FM885-118229918202736/
https://www.facebook.com/vfjufm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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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大特色活動 

 

◎祭天敬祖感恩典禮 

 

     中華文化傳統向來注重慎終追遠，緬懷天恩祖德，天主教

進入中國後亦注重與當地文化相融合，使教會呈現出本地的樣貌。

目前社會受物質主義衝擊，價值觀混淆，輔大身為天主教大學，

向來重視生命教育，因此每年針對教職員工舉行「清明追思祭祖

｣及「煉靈追思祈禱｣，另外由宗輔中心協同人哲課教師針對同學

的需要，共同設計「祭天敬祖體驗課程」，在內容上以感念「天

恩｣、追思「祖德｣做為活動的主軸。 

● 「天恩」是追念生命的源起、繼承、與發展，以感恩之心祈求

上天祝佑，以惜福之心珍惜上天賞賜，勇敢地以承先啟後的胸

懷面對自己生命的展現與使命。 

● 「祖德」是以懷念之情追念祖先的護佑，明認我的血脈流淌著

先人留給我們的殷殷教誨，勇敢傳承敬天愛人及挑戰生命的

種種。 

輔仁大學的「祭天敬祖體驗課程」活動，每年於校園內舉行，師

生共同參與，實踐敬天愛人的理想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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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馬環台行 

 

鐵馬環台，自民國九十八年起，每年舉辦，為本校特色活動，活

動規劃於每年八月舉辦，相關細節請參考體育室網站資訊。 

相關時程： 

一、每年三月、四月開始報名。 

二、五月、六月、七月進行相關訓練。 

三、每年八月出發，一同完成環台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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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星光路跑 

 

聖誕星光路跑，自民國一百零一年起，每年舉辦，為本校特色活

動，活動規劃於每年十二月，配合聖誕節舉辦，相關細節請參考

體育室網站資訊。 

相關時程： 

一、每年十一月開始報名。 

二、每年搭配聖誕點燈活動，一起欣賞校園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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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大捐血活動 

 

【輔大捐血~熱血護生】 

 

天主教輔仁大學秉持敬天愛人

之辦學精神關心每位學生，也關懷

對社會的需要，分享喜樂及承擔使

命為己任，積極投入社會參與。 

 

自 2013 年起，響應耶穌捨生大愛的精神，於耶穌受難日前辦

理捐血活動，同時呼籲大學青年正常作息、均衡飲食，以能順利挽

袖捐血，幫助有需要的人，以行動承擔社會責任，於耶穌受難期間，

以具體的捐血行動回應社會所需，師生們在捐血之餘，也能增進保

健知識促進健康。 

 

活動訊息請密切注意校園

公告，也歡迎分享，號召好友挽

起衣袖一起來熱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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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校區地圖 

 

http://www.fju.edu.tw/aboutFju.jsp?labelID=7 

 

 

  

http://www.fju.edu.tw/aboutFju.jsp?labelID=7
http://www.fju.edu.tw/aboutFju.jsp?labelID=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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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大-交通資訊 

 

◎輔大的所在：輔大交通位置圖 

 

 

 

 

 

 

 

 

 

 

 

 

 

 

 

 

 

 

http://www.fju.edu.tw/aboutFju.jsp?labelI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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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路線-捷運、公車資訊 

 

台北捷運公司 
  

http://www.metro.taipei/ct.asp?xItem=78479152&CtNode=70089&mp=12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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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線捷運轉乘至捷運輔大站資訊 

 

◆淡水信義線(紅)轉中和新蘆線(橘)： 

捷運東門站、捷運民權西路站 

◆松山新店線(綠)轉中和新蘆線(橘)： 

捷運松江南京站、捷運古亭站 

◆板南線(藍)轉中和新蘆線(橘)： 

捷運忠孝新生站 

◆環狀線(黃)轉中和新蘆線(橘)： 

捷運景安站、捷運頭前庄站 

◆桃園捷運機場線轉中和新蘆線(橘)： 

捷運三重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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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公車站牌位置圖 

 

 

 

大台北公車網站 

https://ebus.gov.taipei/ 

 

 

 

https://ebus.gov.taipei/
https://ebus.gov.taipei/


輔仁大學學生手札 

 83 

《捷運站轉乘公車資訊》 

捷運站 轉乘公車 

輔大站 

(輔大週邊公車) 

《捷運接駁公車》： 

藍2(新莊-捷運台大醫院) 

橘21(迴龍-新北產業園區) 

《台北--輔大》： 

111(新莊-陽明山)(例假日行駛) 

235(國父紀念館-新莊) 

299(新莊-永春高中) 

513(捷運輔大站-捷運台大醫院站) 

615(丹鳳-台北車站) (例假日停駛) 

618(新莊-士林) 

635(龍壽里-台北) 

636(迴龍-捷運中山站) 

637(五股-台北) 

638(五股-捷運南京復興站) 

638副線(五股-捷運輔大站) 

639(東昇公園-捷運北門站) 

663(國父紀念館-新莊) 

758(五股-麟光) 

797(五股-市政府) 

799(樹林-臺北(經大安路)) 

801(五股-松山機場) 

《板橋--輔大》： 

99(板橋-新莊) 

802區間車(新莊-捷運新埔站) 

810(土城-迴龍) 

842(新莊-捷運新埔站) 

845(新莊-捷運新埔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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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站 轉乘公車 

《新莊--輔大》： 

F201(新莊區公所-福德宮) 

《樹林--輔大》： 

800(樹林-捷運輔大站) 

859(泰山-樹林) 

985萬大樹林先導公車(新莊-捷運龍山寺站) 

《三峽--輔大》： 

802(三峽-捷運新埔站) 

《淡水--輔大》： 

880(樹林-淡海) 

《桃園--輔大》： 

5009(桃園-新莊) 

1803(中壢-基隆) 

台北車站 

513(捷運輔大站-捷運台大醫院站) 

299(新莊-永春高中) 

615(丹鳳-台北車站) (例假日停駛) 

西門站 

235(國父紀念館-新莊) 

513(捷運輔大站-捷運台大醫院站) 

635(龍壽里-台北) 

637(五股-台北) 

663(國父紀念館-新莊) 

797(五股-市政府) 

799((樹林-臺北(經大安路)) 

藍2(新莊-捷運台大醫院) 

民權西路站 

618(新莊-士林) 

636(迴龍-捷運中山站) 

638(五股-捷運南京復興站) 

801(五股-松山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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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站 轉乘公車 

新埔站 

99(板橋-新莊) 

802(三峽-捷運新埔站) 

802區間車(新莊-捷運新埔站) 

842(新莊-捷運新埔站) 

845(新莊-捷運新埔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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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資訊 

 
◎輔大校園生活資訊 

名   稱 地址、位置 

一、圖書館 

濟時樓圖書館(總館) 位於濟時樓 2-8 樓 

公博樓圖書館 位於公博樓 

國璽樓圖書館 位於國璽樓 3-4 樓 

國璽樓 FUN 學趣自學中心 位於國璽樓 5 樓 

神學院圖書館 位於神學院內 

二、醫院/診所 

輔大醫院 貴子路 

輔大聯合診所 國璽樓一樓 

三、書店/便利店 

敦煌書局 聖言樓地下一樓 

7-11 輔進店 進修部大樓一樓左側 

萊爾富 
輔園一樓 

文舍學苑一樓 

全家便利店 格物學苑一樓 

心園福利社 和平、信義學苑地下一樓 

全聯福利中心 焯炤館一樓 

四、餐廳 

輔園餐廳 輔園一樓 

家園 輔園二樓 

生活午茶 輔園左旁 

文園餐廳 文舍學苑一樓 

伊果咖啡館 文德學苑旁之草坪上 

理園餐廳 格物學苑一樓 

http://web.lib.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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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稱 地址、位置 

仁園餐廳 法園二樓 

心園餐廳 和平、信義學苑地下一樓 

五、輔大美食 

食科系霜淇淋 輔園後方霜淇淋門市部 

輔大咖啡、麵包 

(一粒麥) 

舒德樓一樓 

國璽樓一樓(輔大聯合診所) 

心園巧屋鬆餅 和平、信義學苑地下一樓 

六、宿舍 

宜真學苑 女生宿舍 

宜善學苑 女生宿舍 

宜美學苑 女生宿舍 

文舍學苑 女生宿舍 

文德學苑 女生宿舍 

宜聖宿舍 男女生宿舍 

格物學苑(理一舍) 男生宿舍 

立言學苑(理二舍) 男生宿舍 

信義學苑 男生宿舍 

和平學苑 男生宿舍 

七、金融機構 

輔大郵局 焯炤館一樓右側 

八、提款機 

郵局提款機 輔大郵局內(焯炤館一樓右側) 

郵局提款機 文舍學苑入口處 

郵局提款機 仁園餐廳一樓樓梯旁 

彰化銀行 前校門左側圍牆旁 

九、機車停車場 

機車停車場 貴子門三泰路上 

機車停車場 焯炤館側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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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稱 地址、位置 

機車停車場 法籃球場外側 

機車停車場 理工龍形大樓 514 巷出口邊 

十、證件快照 

證件快照 國璽樓一樓輔大聯合診所 

證件快照 中正路、福營路口全家便利商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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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安全-相關資訊及聯絡電話 

 

◎緊急意外事故處理要領 
 

一、車禍： 

1.優先考量車禍雙方受傷狀況，儘快送醫治療。 

2.立即通報警方，並協助完成必要調查程序。 

3.儘量保持現場完整，等待警方到場處理。 

4.通知家長（監護人）及學校協助處理。 

5.留下對方姓名、住址、電話、車輛號碼等基本資料及現場拍

照存證。 

6.設置現場警示標示，防止再生意外。 

 

二、校內受傷 

1.如情況嚴重，例如：劇痛、無法行動、流血不止等，速請同

學、室友代為向衛保組、輔大診所或軍訓室請求協助。 

2.如為挫（擦）傷，行動無礙，可自行前往衛保組或輔大診所

就診。 

 

三、歹徒騷擾 

1.「力求鎮定、安全第一」，以自身安全為第一考量。 

2.發出警訊：利用呼叫、吹哨或手機通訊軟體等方式，向周邊

人員或警察機關傳達求救訊號。 

 

三、防範騷擾及跟蹤事件 

1.儘量避免行經幽暗、偏僻處所及人員稀少道路。 

2.見有可疑陌生人徘徊，應提高警覺，儘速離去。 

3.減少夜出、夜歸，若必要，儘量結伴同行。 

4.陌生人來訪，應先查明來訪者身份，不要急於開門，夜間應

緊鎖房門。 

5.搭乘電梯時，避免單獨搭乘，並時時提高警覺。 

6.發現可疑人物逗留校園或疑似被跟蹤，應立即通報警衛室

（29052119）或軍訓室（0905298885）處理；校外可立即報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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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110）。為維護安全考量，亦可就近向派出所、便利商店、

學校各行政單位等尋求立即之協助（無需執著於非警政單位不

可）。 

 

四、預防偷拍及緊急應變 

1.儘量避免獨自前往公共廁所，若自己一人前往，應隨時攜帶手

機，以便突發狀況發生時可在第一時間向外求援。 

2.在外使用廁所時，留意是否有可疑人士在附近逗留，若發現有

可疑人士行蹤詭異，可等待對方離去後再如廁，盡量避免與對

方同時前往。 

3.如廁前，應先注意周遭環境，觀察前後方廁所是否有人使用，

若有人使用請隨時留意門縫、窗戶、隔間板上方有無異物。 

4.留意廁所內是否擺放可疑物品，或不明的燈光閃爍，例如注意

廁所內所擺放的芳香劑、掛勾、天花板縫隙、門縫、窗戶、衛

生紙盒、垃圾桶等，可能藏匿針孔攝影機偷拍的位置。 

5.如廁時如發現有疑似遭偷拍或偷窺時該怎麼辦？建議： 

(1)保持鎮靜、不要慌張，以手機聯繫同學、朋友就近前來支援；

校內可打校安專線 0905-298885 尋求協助。 

(2)若歹徒仍在廁所內，且有足夠人力時可夥同朋友、同學於廁

所外守株待兔，等候保全、師長或警方到來處理，若歹徒

已嚇跑則報警並調閱附近監視器，以杜絕偷拍事件再度發

生。 

 

五、情緒或身心困擾影響心情： 

生命中難免會面臨一些掙扎與矛盾，學生輔導中心誠摯的歡迎

你，我們會陪伴你，一起傾聽內在的心聲、澄清疑惑，學習更有效

地因應壓力、解決問題！您亦可求助於其他北市諮商輔導機構(請

參閱 p.92 校外諮詢輔導機構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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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意外事故聯絡電話 

 

校內緊急支援電話： 

單    位 電    話    號    碼 

總    機 （02）2905-2000（代表號） 

軍訓室(校安中心) 

24 小時值勤 

（02）2905-2885(專線) 

0905-298-885(校安值勤手機) 

（02）2902-3419(傳真) 

警衛室 

（24 小時值勤） 

（02）2905-2119、2905-2265（前門） 

（02）2905-3065（後門） 

衛生保健組 （02）2905-2995（緊急救護專線） 

輔大聯合診所 （02）2905-2526 

法律服務中心 （02）2905-2642 

學生輔導中心 （02）2905-3003 

 

校外緊急支援電話： 
單    位 電話號碼 

報警、車禍報案 110 

火災、救護車 119 

福營派出所 （02）2901-7434、2906-8302 

福營消防隊 （02）2903-2119 

明志派出所 （02）2906-9881、2906-1250 

泰山分駐所 （02）2909-7947、2296-6304 

新莊交通分隊 （02）2902-2116、2902-2217 

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02）8512-8888 轉 28779 急診室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02）2276-5566 轉 2151 急診室 

新泰綜合醫院 （02）2996-2121 轉 1119 急診室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 （02）8200-6600 

家暴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02）8965-3359 

緊急電話 112（手機所在位置收訊不佳） 

 

 



輔仁大學學生手札 

 92 

校外諮詢輔導機構電話： 

單    位 電    話    號    碼 

衛福部安心專線 1925 (24hr) 

生命線 當地直撥 1995 (24hr) 

張老師(台北中心) 
1980（依舊幫您） 
網路輔導：http://www.1980.org.tw/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松德院區心情專線 (02) 2346-6662 (24hr) 

馬偕協談中心平安線 (02)2531-0505、2531-8595 

觀音線協談中心 (02)2768-7733 

新北市政府家防中心 (02)89653359 

婦幼保護專線 113 (24hr) 

同志諮詢熱線 
(02)2392-1970、(07)281-1823 
(週一、四~日 19:00-22:00) 

男性關懷專線 0800-013-999 (9:00-23:00) 

http://www.1980.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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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詐騙資訊 

 

詐騙事件層出不窮，手法也日益翻新，如接獲可疑的詐騙電話或

不慎遇上歹徒意圖詐騙，應切記反詐騙三步驟：「一聽」、「二掛」、

「三查」尋求協助。 

1.一聽：聽清楚電話內容，並保持應有的戒心。 

2.二掛：聽完後，立刻掛電話不讓歹徒繼續操控你的情緒。 

3.三查：快撥打 165、110 反詐騙諮詢報案專線查證。 

亦可上內政部警政署（http://165.gov.tw/index.aspx）網站查尋最

新的詐騙手法，參考運用。 

 

案例： 

一、於校內及校外週邊自稱學校高層(董事)，因車輛被拖走（或皮

夾失竊），向同學借款 500-2000 元不等，留下手機號碼，約定

明日歸還後即不知所蹤，手機號碼為空號。 

二、本校某同學接獲自稱郵局客服人員來電，稱同學因未回覆郵局

於日前寄發之設定通知，以致若購物時使用郵局帳戶扣款將

重複扣款。同學核對歹徒來電號碼，確為郵局免付費之 0800

客服電話後，聽其指示提領現金 35000 元，並至超商購買遊戲

點數卡。而後歹徒再次來電，謊稱因需要記錄事件處理經過，

請同學告知所購買遊戲點數卡之序號、密碼，待同學發現受騙

時，所購買之點數早已被兌現一空。 

 

小叮嚀： 

免付費電話只能撥入，不能撥出，所以只要來電顯示 0800、165

或 110 的號碼，就一定是詐騙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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賃居安全實務 
一、出租訊息：建置本校之「雲端租屋網」

（https://house.nfu.edu.tw/fju）。將安全

檢核合格之房東資訊和租屋細節放置

在網路上，提供欲租屋之同學及家長

較安全可靠之租屋選擇。 

二、租屋安心小撇步： 

(一)觀察外圍環境： 

1.預先觀察周遭環境與人員進出動態。 

2.與前房客經驗交流(朋友或學長姐)，瞭解房東及租屋情

形。 

3.看屋務必結伴同行，以確保安全。 

(二)檢查屋體結構： 

仔細觀察房屋內部硬體設備，是否有漏水、壁癌情形、

門鎖是否牢靠、屋內裝潢是否為防火材質、電線插座是

否老舊雜亂、水質是否為自來水、排水管是否流暢等，

以維護居住安全。 

(三)傢俱設備： 

看屋時應先問清楚房東會提供那些設備？檢查房東所

附傢俱設備是否完整及堪用。 

(四)消防門禁安全： 

1.防火逃生安全：防火材質、滅火器是否在使用期限內?

逃生避難通道或安全梯通暢、安全門可開啟、防火巷

通暢無雜物、鐵窗鎖有鑰匙、有逃生緩降機、煙務偵

測器、消防灑水器等。 

2.用電瓦斯安全：電線設備是否老舊、用電負荷是否過

高、插座或總開關旁是否有燻黑的痕跡、電線是否雜

亂、有否出現電線裸露與焦化現象、瓦斯(不論是桶裝

或天然)管線是否老舊漏氣、熱水器放置在室內或室外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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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防盜門禁安全：大門門鎖是否牢固、寢室房內鎖頭是

否換新、可否在室內加裝內扣、是否為獨立出口、大

門門禁是否安全、窗戶是否有功能完好具防盜功能之

鐵窗、頂樓加蓋注意防竊、人員出入是否過於複雜等。 

(五)房租合理議價： 

1.通常在滿意屋況後，與房東議價時考量房屋所在地、

屋齡、坪數、傢俱配備、通風採光、交通便利性等因

素，視情況「因地制宜，因情境議價」，千萬不要為了

要壓低租金，而自動放棄相關權益，押金不超過兩個

月的租金，訂金金額不需太大。 

2.簽約：簽約時請詳加研讀契約內容，付訂金或房租時，

請索取收據等憑證，交屋點照相存證。 

(六)教育部校外賃居安全評核表：學生欲承租校外賃居處可

參考此表。 

輔仁大學      （租屋地址）        安全評核表 

項
次 檢 查 內 容 

檢視情形 
備考 

是 否 

1 建築物具有共同門禁管制出入口且有
鎖具    

2 建築物內或週邊停車場所設有照明者    

3 滅火器功能是否正常    

4 

熱水器裝設是否符合安全要求 

（依本部 99 年 3 月 29 日函頒推動高
級中等學校學生賃居服務訪視計畫之
附件 3 學生校外宿舍使用熱水器安全
診斷表實施檢核） 

   

5 有火警警報器或獨立型偵煙偵測器    

6 逃生通道是否暢通，標示是否清楚    

7 學生是否知道逃生通道及逃生要領    

8 
室內插座、電線(延長線)是否過於老
舊，使用上是否符合安全要求？    

PS:檢視結果如有安全疑慮，請逕洽輔導官協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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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合學生偏好使用網路，及熱衷 E 化互動習慣，建置本校

「賃居服務小組臉書專頁」，適時宣教賃

居安全重要資訊，提供雙向溝通管道，

及時協助解決賃居困惑。 

 

(八)本校學生眾多，且大學生多重視個人隱

私，為有效及時落實賃居生居處所安全評估，結合有效資訊

工具，設計「校外賃居安全訪視初評表」GOOGLE 表單，提

供校外賃居同學正確檢視租屋安全情形，完成安全等級評

核，並可及時回饋至「賃居訪視小組」，依據安全等級情形排

訂訪視優先順序，可及時有效發現賃居同學實際需求，依意

願協助解決賃居疑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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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法規索引 

 

※以下法規內文請至【學校首頁】→【在校學生】→【校內系統

選單】→【法規．集錦】→【學生法規彙編】搜尋使用 

http://www.fju.edu.tw/resource.jsp?labelID=13 

※學校尚有其他法規，並時有增刪，請參閱學校各相關單位網

頁。 

 

一、輔仁大學教務處重要法規 

1.輔仁大學學則 

2.輔仁大學與境外大學校院合作辦理雙聯學制實施辦法 

3.輔仁大學學生返校補修學分實施辦法 

4.輔仁大學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 

5.輔仁大學學生修讀雙主修施行細則 

6.輔仁大學學生修讀輔系辦法 

7.輔仁大學學生修讀輔系施行細則 

8.輔仁大學學生轉系辦法 

9.輔仁大學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 

10.輔仁大學更正學生學期成績辦法 

11.輔仁大學學生成績考評及學分核計辦法 

12.輔仁大學學生抵免科目規則 

13.輔仁大學學程設置辦法 

14.輔仁大學學生修讀學分學程施行細則 

15.輔仁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發給辦法 

16.輔仁大學學位論文印製格式統一規定 

17.輔仁大學學生出境期間學業及學籍處理要點 

18.輔仁大學學生雙重學籍申請辦法 

19 輔仁大學國內交換學生甄選作業要點 

20.輔仁大學校際雙主修修讀辦法 

http://www.fju.edu.tw/resource.jsp?labelID=13
http://www.fju.edu.tw/resource.jsp?labelID=13
http://www.secretariat.fju.edu.tw/affair.jsp?affairClassID=1
http://www.secretariat.fju.edu.tw/affair.jsp?affairClassID=1
http://www.academic.fju.edu.tw/resource.jsp?labelID=17
http://www.academic.fju.edu.tw/resource.jsp?labelID=17
http://www.academic.fju.edu.tw/resource.jsp?labelID=17
http://www.academic.fju.edu.tw/resource.jsp?labelID=17
http://www.academic.fju.edu.tw/resource.jsp?labelID=17
http://www.academic.fju.edu.tw/resource.jsp?labelID=17
http://www.academic.fju.edu.tw/resource.jsp?labelID=17
http://www.academic.fju.edu.tw/resource.jsp?labelID=17
http://www.academic.fju.edu.tw/resource.jsp?labelID=17
http://www.academic.fju.edu.tw/resource.jsp?labelID=17
http://www.academic.fju.edu.tw/resource.jsp?labelID=17
http://www.academic.fju.edu.tw/resource.jsp?labelID=17
http://www.academic.fju.edu.tw/resource.jsp?labelID=17
http://www.academic.fju.edu.tw/resource.jsp?labelID=17
http://www.academic.fju.edu.tw/resource.jsp?labelID=17
http://www.academic.fju.edu.tw/resource.jsp?labelID=17
http://www.academic.fju.edu.tw/resource.jsp?labelID=17
http://www.academic.fju.edu.tw/resource.jsp?labelID=17
http://www.academic.fju.edu.tw/resource.jsp?labelID=17
http://www.academic.fju.edu.tw/resource.jsp?labelID=17
http://www.academic.fju.edu.tw/resource.jsp?labelID=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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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輔仁大學校際輔系修讀辦法 

22.輔仁大學學士後多元專長培力課程實施要點 

23.輔仁大學學位授予涉及抄襲舞弊處理辦法 

24.輔仁大學學生選課辦法 

25.輔仁大學學生跨學制選課辦法 

26.輔仁大學考試規則 

27.輔仁大學學生考試請假規則 

28.輔仁大學博士班、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 

29.輔仁大學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 

30.輔仁大學暑期班開班授課辦法 

31.輔仁大學校際選課實施辦法 

32.輔仁大學彈性課程開班授課辦法 

33.輔仁大學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 

34.輔仁大學鼓勵馬來西亞成績優異學生就讀學士班獎學金

頒發要點 

35.輔仁大學鼓勵澳門地區成績優異學生就讀學士班獎學金

頒發要點 

36.輔仁大學教學助理設置辦法 

37.輔仁大學大陸研究生獎勵辦法 

38.語言自學室管理辦法 

39.多功能影音資源展示教室管理要點 

40.創新跨領域學院 eSchool 場地使用管理要點 
 

二、輔仁大學師資培育中心重要法規 

輔仁大學學生修習教育學程辦法 

 

三、輔仁大學國際及兩岸教育處重要法規 

1.輔仁大學學生肄業期間至境外合作協議學校進修實施辦法 

2.輔仁大學學生赴境外合作協議學校甄選作業要點 

3.輔仁大學學生赴境外大學校院選修課程作業要點 

http://www.academic.fju.edu.tw/resource.jsp?labelID=17
http://www.academic.fju.edu.tw/resource.jsp?labelID=17
http://www.academic.fju.edu.tw/resource.jsp?labelID=17
http://www.academic.fju.edu.tw/resource.jsp?labelID=17
http://www.academic.fju.edu.tw/resource.jsp?labelID=17
http://www.academic.fju.edu.tw/resource.jsp?labelID=17
http://www.academic.fju.edu.tw/resource.jsp?labelID=17
http://www.academic.fju.edu.tw/resource.jsp?labelID=17
http://www.academic.fju.edu.tw/resource.jsp?labelID=17
http://www.academic.fju.edu.tw/resource.jsp?labelID=17
http://www.academic.fju.edu.tw/resource.jsp?labelID=17
http://www.academic.fju.edu.tw/resource.jsp?labelID=17
http://www.academic.fju.edu.tw/resource.jsp?labelID=17
http://www.academic.fju.edu.tw/resource.jsp?labelID=17
http://www.academic.fju.edu.tw/resource.jsp?labelID=17
http://www.academic.fju.edu.tw/resource.jsp?labelID=17
http://www.academic.fju.edu.tw/resource.jsp?labelID=17
http://www.academic.fju.edu.tw/resource.jsp?labelID=17
http://www.academic.fju.edu.tw/resource.jsp?labelID=17
http://www.academic.fju.edu.tw/resource.jsp?labelID=17
http://www.academic.fju.edu.tw/resource.jsp?labelID=17
http://www.academic.fju.edu.tw/resource.jsp?labelID=17
http://www.cte.fju.edu.tw/center.jsp?item=1
http://www.cte.fju.edu.tw/xmdoc/cont?xsmsid=0J198592031662312282
http://www.cte.fju.edu.tw/xmdoc/cont?xsmsid=0J198592031662312282
http://www.oie.fju.edu.tw/isc/block/view/sn/258/lang/zh_TW
http://isc.oie.fju.edu.tw/resource.jsp?labelID=26
http://isc.oie.fju.edu.tw/resource.jsp?labelID=26
http://isc.oie.fju.edu.tw/resource.jsp?labelID=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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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輔仁大學學務處重要法規 

1.學生獎懲辦法 

2.學生獎懲案件作業改進要點 

3.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辦法 

4.學生違規銷過實施要點 

5.學生操行成績考核辦法 

6.性別平等教育法 

7.輔仁大學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辦法 

8.學生申訴處理辦法 

9.輔仁大學愛校建言實施辦法 

10.日間部同學申辦就學優待減免注意事項 

11.學生請假規則 

12.學生就學貸款申請須知 

13.在校學生申辦緩徵、儘後召集注意事項 

14.役男出境相關資訊 

15.學生就學獎補助實施辦法 

16.「輔仁書卷獎」獎學金頒發辦法 

17.鼓勵學士班成績優異學生就讀碩士班獎學金辦法 

18.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劃-共同助學金補助辦法 

19.清寒學生助學金實施辦法 

20.生活助學金實施辦法 

21.輔仁大學學生急難救助金實施要點 

22.教育部學產基金設置急難慰問金實施要點 

23.學生團體保險 

24.校區外活動安全輔導辦法 

25.學生自治通則 

26.學生社團輔導辦法 

27.學生報刊登記暨出版輔導辦法 

28.學生代表參加校內各級會議實施辦法 

29.學生社團事務委員會設置辦法 

http://www.dsa.fju.edu.tw/law.htm
http://life.dsa.fju.edu.tw/rule.html
http://life.dsa.fju.edu.tw/rule.html
http://life.dsa.fju.edu.tw/rule.html
http://life.dsa.fju.edu.tw/rule.html
http://life.dsa.fju.edu.tw/rule.html
http://life.dsa.fju.edu.tw/rule.html
http://life.dsa.fju.edu.tw/rule.html
http://life.dsa.fju.edu.tw/rule.html
http://life.dsa.fju.edu.tw/rule.html
http://life.dsa.fju.edu.tw/rule.html
http://life.dsa.fju.edu.tw/rule.html
http://life.dsa.fju.edu.tw/rule.html
http://life.dsa.fju.edu.tw/rule.html
http://life.dsa.fju.edu.tw/rule.html
http://life.dsa.fju.edu.tw/rule.html
http://life.dsa.fju.edu.tw/rule.html
http://life.dsa.fju.edu.tw/rule.html
http://life.dsa.fju.edu.tw/rule.html
http://life.dsa.fju.edu.tw/rule.html
http://life.dsa.fju.edu.tw/rule.html
http://life.dsa.fju.edu.tw/rule.html
http://life.dsa.fju.edu.tw/rule.html
http://life.dsa.fju.edu.tw/rule.html
http://activity.fju.edu.tw/networkServices.jsp?labelID=4
http://activity.fju.edu.tw/networkServices.jsp?labelID=4
http://activity.fju.edu.tw/networkServices.jsp?labelID=4
http://activity.fju.edu.tw/networkServices.jsp?labelID=4
http://activity.fju.edu.tw/networkServices.jsp?labelID=4
http://activity.fju.edu.tw/networkServices.jsp?labelI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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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學生活動中心場地管理辦法 

31.學生學習成果發表補助暨學術競賽獎勵辦法 

32.獎補助學生自治組織推動多元學習經費使用原則 

33.輔仁大學緊急送醫原則 

34.輔仁大學教職員工生就醫補助實施要點 

35.輔仁大學餐廳(超市)管理辦法 

36.輔仁大學學生事務處健康中心器材借用須知 

37.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 

38.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 

39.輔仁大學申請清寒僑生助學金審查作業須知 

40.輔仁大學研究所優秀僑生獎學金作業須知 

41.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 

42.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 

43.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 

44.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就學送件須知 

45.輔仁大學優秀陸生獎學金實施辦法 

 

五、輔仁大學體育室重要法規 

1.輔仁大學運動場館對外開放管理辦法 

2.輔仁大學人工草皮足球場管理要點 

3.輔仁大學體適能中心管理要點 

 

六、輔仁大學宿舍服務中心重要法規 

學生宿舍管理辦法 

 

七、輔仁大學軍訓室重要法規 

1.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折減常備兵役役期及軍事訓

練期間實施辦法 

2.各級學校推動全民國防教育實施計畫 

 

http://activity.fju.edu.tw/networkServices.jsp?labelID=4
http://activity.fju.edu.tw/networkServices.jsp?labelID=4
http://activity.fju.edu.tw/networkServices.jsp?labelID=4
http://activity.fju.edu.tw/networkServices.jsp?labelID=4
http://health.dsa.fju.edu.tw/generalServices.jsp?labelID=1
http://health.dsa.fju.edu.tw/generalServices.jsp?labelID=2
http://health.dsa.fju.edu.tw/teachingServices.jsp?labelID=17
http://health.dsa.fju.edu.tw/generalServices.jsp?labelID=3
http://overseas.fju.edu.tw/networkServices.jsp?labelID=2
http://overseas.fju.edu.tw/networkServices.jsp?labelID=2
http://overseas.fju.edu.tw/networkServices.jsp?labelID=2
http://overseas.fju.edu.tw/networkServices.jsp?labelID=2
http://overseas.fju.edu.tw/networkServices.jsp?labelID=2
http://overseas.fju.edu.tw/networkServices.jsp?labelID=2
http://overseas.fju.edu.tw/networkServices.jsp?labelID=2
http://overseas.fju.edu.tw/networkServices.jsp?labelID=2
http://overseas.fju.edu.tw/networkServices.jsp?labelID=2
http://peo.dsa.fju.edu.tw/download/download-2.html
http://peo.dsa.fju.edu.tw/resource.jsp?labelID=30
http://peo.dsa.fju.edu.tw/resource.jsp?labelID=30
http://peo.dsa.fju.edu.tw/resource.jsp?labelID=30
http://peo.dsa.fju.edu.tw/resource.jsp?labelID=30
http://www.dsc.fju.edu.tw/generalServices.jsp?labelID=5
http://www.dsc.fju.edu.tw/generalServices.jsp?labelID=5
http://smt.dsa.fju.edu.tw/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1065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1065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519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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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輔仁大學總務處重要法規 

1.輔仁大學學生休、退學退費辦法 

2.畢業生借用學(碩、博)士服辦法 

3.輔仁大學人員、車輛出入管理辦法  

4.輔仁大學機車及腳踏車管理辦法 

 

九、圖書館重要法規 

1.輔仁大學圖書館閱覽借書規則 

2.輔仁大學圖書館媒體資源服務辦法 

3.輔仁大學圖書館進館須知 

4.輔仁大學圖書館團體討論室使用要點 

5.輔仁大學圖書館志工服務實施要點 

6.輔仁大學圖書館還書箱使用要點 

7.輔仁大學圖書館學位論文抽換作業要點 

8.輔仁大學研究生申請學位論文延後公開作業說明 

9.輔仁大學圖書館書刊資料介購要點 

10.輔仁大學圖書館個人研究室使用辦法 

11.輔仁大學國璽樓五樓「Fun 學趣自學中心」使用須知 

 

十、輔仁大學資訊中心重要法規 

1.輔仁大學資訊安全政策 

2.輔仁大學校園網路使用規範 

3.輔仁大學網路侵權問題標準處理流程(SOP) 

4.輔仁大學學生郵件伺服器使用辦法 

5.輔仁大學學生違反著作權標準處理流程(SOP) 

6.輔仁大學網路流量管理辦法 

7.輔仁大學單一帳號使用管理辦法 

 

http://www.ga.fju.edu.tw/rules.html
http://www.ga.fju.edu.tw/rules.html
http://www.ga.fju.edu.tw/rules.html
http://www.ga.fju.edu.tw/rules.html
http://www.ga.fju.edu.tw/rules.html
http://web.lib.fju.edu.tw/chi/intro/rule
http://web.lib.fju.edu.tw/chi/intro/rule
http://web.lib.fju.edu.tw/chi/intro/rule
http://web.lib.fju.edu.tw/chi/intro/rule
http://web.lib.fju.edu.tw/chi/intro/rule
http://web.lib.fju.edu.tw/chi/intro/rule
http://web.lib.fju.edu.tw/chi/intro/rule
http://web.lib.fju.edu.tw/chi/intro/rule
http://web.lib.fju.edu.tw/chi/intro/rule
http://web.lib.fju.edu.tw/chi/intro/rule
http://web.lib.fju.edu.tw/chi/intro/rule
http://web.lib.fju.edu.tw/chi/intro/rule
http://web.lib.fju.edu.tw/chi/intro/rule
http://www.cc.fju.edu.tw/article.jsp?articleID=31
http://www.fju.edu.tw/resource.jsp?labelID=15
http://www.cc.fju.edu.tw/article.jsp?articleID=31
http://www.cc.fju.edu.tw/article.jsp?articleID=31
http://www.cc.fju.edu.tw/article.jsp?articleID=31
http://www.cc.fju.edu.tw/article.jsp?articleID=31
http://www.cc.fju.edu.tw/article.jsp?articleID=31
http://www.net.fju.edu.tw/file/ldap_term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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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 111 學年度行事曆 

 

網址：
http://www.secretariat.fju.edu.tw/article.jsp?articleID=8 

 

  

http://www.secretariat.fju.edu.tw/article.jsp?articleID=8
http://www.secretariat.fju.edu.tw/article.jsp?articleID=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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