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 學務處 (J3F) (八) 研究暨產學發展處  (J5F) (十四) 軍訓室  (J3F)

2200 學務長室 2400 研發長室 2911 軍訓室主任

(一) 董事會(J8F) 副學務長室 產學合作組辦公室 軍訓室辦公室 (二二) 幼兒園

1010 董事會辦公室 學務處秘書室 研發業務組辦公室 781-4345 軍訓室傳真 3700 幼兒園

786-5886 董事會專線 782-6738 學務長室傳真 創新育成中心辦公室 0933-608660 校安中心手機 786-3668 幼兒園專線

782-6146 董事會傳真 7675 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辦公室 782-8172 研究暨產學發展處專線、傳真 (十五) 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C105) (二三) 會議室

(二) 校長室(J7F) 2210 課外活動指導組辦公室(社團活動) (九)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J1F) 環安衛中心辦公室 3801 國際會議廳 (J401)

1500 校長室 2240、7412 課外活動指導組辦公室(獎助學金) 2401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國際長室 2331 藥品室 7739 會議室 (J402)

782-8816 校長室傳真 786-1442 課外活動指導組傳真 兩岸事務中心 (十六) 體育暨健康促進中心 7740 會議室 (J403)

(三) 副校長室(J7F) 2220 學生自治會 2402 國際事務中心 2281 體育暨健康促進中心主任辦公室 7269 交誼廳

1700 副校長室 2295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華語文中心 2281 體育暨健康促進中心辦公室 (H203) 3802 視訊會議廳 (E7F)

786-3665 副校長室傳真 2230 生活輔導組辦公室 782-8258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專線、傳真 2282 體育發展組辦公室 (H203) 3803 體育館音控室

(四) 秘書室(J7F) 7082 職涯發展中心主任辦公室 (十) 公共事務暨校友服務室  (J5F) 2284 場館器材管理室 (H105) 3804 中正堂音控室

1110 秘書室辦公室 職涯發展中心辦公室 2500 公共事務暨校友服務室主任辦公室 2285 游泳池管理室 3805 藝術教室 (D210)

管考組辦公室 2260 衛生保健組辦公室(健康中心) 公關行銷組、校友聯絡中心 2286 健康促進組辦公室(H301) 3806 小型劇場 (B201)

1130 稽核組辦公室 2261 夜間保健站 782-8809 公共事務暨校友服務室專線、傳真 2288 南高雄幸福健康國民運動中心 3807 環生講堂 (C101)

782-8805 秘書室辦公室傳真 781-3344 健康中心傳真 (十一) 人事室  (J6F) 782-2135 體健中心傳真 (二四) 宿舍

(五) 教務處 (J2F) 2270 諮商輔導中心辦公室 2600 人事室主任辦公室 (十七) 校務研究暨規劃室 (J6F) 8001 第一宿舍

2100 教務長室 2271 資源教室 人事室辦公室 1160 校務研究暨規劃室主任辦公室 782-0753 第一宿舍代表號

副教務長室 782-0807 諮商輔導中心專線、傳真 2610 人事管理組辦公室 校務研究暨規劃室辦公室 8002 第二宿舍

教務處秘書室 7082 服務學習中心主任辦公室 2620 人力發展組辦公室 (十八) 推廣教育中心 (B1F) 782-7855 第二宿舍代表號

2110、2120 課務註冊組辦公室 服務學習中心辦公室 2630 退撫保險組辦公室 2410、6810 推廣教育中心辦公室 8003 第三宿舍

課務註冊組傳真 (七) 總務處 (J1F) 781-1288 人事室專線、傳真 781-4342 推廣教育中心傳真 783-3296 第三宿舍代表號

2140 招生暨入學服務中心辦公室 2300 總務長室 (十二) 會計室 (J6F) (十九) 老化及疾病預防研究中心(G3F) 8005 第五宿舍

招生暨入學服務中心專線 副總務長室 2700 會計室主任辦公室 6800 老化及疾病預防研究中心主任辦公室 783-3255 第五宿舍代表號

783-0546 招生暨入學服務中心傳真 2310 採購保管組辦公室 會計室辦公室 老化及疾病預防研究中心辦公室 8100 群英會館

2160 進修業務組辦公室 2311 收發室 (採購保管組) 782-8801 會計室傳真 6801 老化及疾病預防研究中心實驗室 786-0456 男生宿舍代表號

進修業務組傳真 782-4732 採購保管組傳真 782-0809 會計室專線 786-1949 老化及疾病預防研究中心傳真 (二五) 其他

教師教學發展組組長 2320 出納組辦公室 (十三)  圖書暨資訊處 7462 動物實驗室 3908 全急複印中心

2133、2135 教師教學發展組辦公室 2340 營繕組辦公室(湖濱樓) 2800 圖資長室 (E7F) (二十) 共同教育中心 3966 書局

教師教學發展組(教師基地) 2350 事務組辦公室 783-6213 圖資長室專線 2180 共同教育中心辦公室 (B626) 781-4183 書局專線

學生學習暨實習發展組組長 2360 警衛班辦公室 2810 圖服組組長 (E2F) 7092 基本能力教育組組長辦公室 (B625) 3911 游泳池三樓餐廳

學生學習暨實習發展組辦公室 2369 大門警衛室 圖服組辦公室 (E2F) 5623 博雅教育組組長辦公室 (B623) 783-3608 全家超商(湖濱樓)

學生學習暨實習發展組(B415 同學匯) 2361 後門警衛室 783-9345 圖服組傳真 786-7558 共同教育中心專線、傳真 7235 群英會館行政辦公室

2364 工作班 2811 一樓服務台 6460、6461 語言教育組辦公室 (E6F)

2363 園圃 2820 資訊組組長 (E3F) 786-0315 語言教育組專線、傳真

9 總機 資訊組辦公室 (E3F) 7092 中文能力諮詢中心 (B625)

783-7253 資訊組專線 (二一)  校史室 (B8F)

2831 系統開發組組長 (E7F) 3888 校史室

2830、2831系統開發組辦公室

7071

110學年度(上學期)

全校（行政） 分機表

製表日期：110年10月08日

782-8898

786-2844 

2137

7016

7223

2131、2170

行  政  單  位 其          他

2330、7496

2250、2251

2290、7199

782-88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