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仁大學學生手札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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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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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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