護

理

學

院

醫 學 與 健 康 學 院

人 文 與 管 理 學 院

(一) 護理學院

(八) 醫學與健康學院(C1004)

(十八) 人文與管理學院(B726)

6100 護理學院院長辦公室(D511-2)

6200 醫學與健康學院院長辦公室 (C1004)

6400 人文與管理學院院長辦公室

6101/6100 護理學院副院長、秘書辦公室(D501)

醫學與健康學院辦公室

人文與管理學院辦公室

6100 護理學院辦公室(D511-1)

6202 醫學與健康學院秘書辦公室 (C1002)

786-3659 人文與管理學院專線

6151 護理學院自學中心 (D602)

786-3667 醫學與健康學院院長室專線、傳真

(十九) 資訊管理系(B407)

786-3670 護理學院專線、傳真

(九)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C310)

6410 資管系主任辦公室

(二) 護理系

6210 醫技系主任辦公室 (C310)

資管系辦公室

醫技系辦公室(C310)

782-1301 資管系專線、傳真

6160 護理系主任 / 辦公室 (D204)
6164 護理系課室教學副主任 / 辦公室(D205)

6211 醫技系教師辦公室(C308)

6141 護理系學生輔導、就業發展副主任 / 辦公室 (D207) 782-7162 醫技系專線、傳真

(二十) 休閒與遊憩事業管理系 (B1F)
6420 休憩系主任辦公室

6142 護理系臨床教學副主任/辦公室(D206)

(十) 物理治療系 (G105)

6421 休憩系辦公室 (B105)

783-5112 護理系專線、傳真

6220 物治系主任辦公室 (G105)

6425 實習旅行社

6147 護理學院教師辦公室 D302-1(左)

物治系辦公室 (G105)

782-8873 休憩系傳真

6152 護理學院教師辦公室 D302-1(右)

6221 物治系教師辦公室 (G205)

(二一) 幼兒保育系 (A1F)

6153 護理學院教師辦公室 D302-2(右)

786-2513 物治系專線、傳真

7328 幼保系主任辦公室 (A103)

6148 護理學院教師辦公室 D302-2(左)

(十一) 保健營養系

6430 幼保系辦公室 (A103)

6146 護理學院教師辦公室 D303-1

7380 保營系主任辦公室 (C606)

6431 幼保系教師辦公室 (A104)

6150 護理學院教師辦公室 D303-2

6230 保營系辦公室(C605)

6433 高雄市第二區保母系統 (A102)

6154 護理學院教師辦公室 D304-1(左)

782-6740 保營系專線、傳真

(二二) 應用外語系(科)(B206)

6155 護理學院教師辦公室 D304-1(右)

(十二) 健康美容系 (G406)

6440 應外系(科)主任辦公室 (B206)

6145 護理學院教師辦公室 D304-2

6240 健康美容系辦公室

6156 護理學院教師辦公室 D305-1(左)

6203 健康美容系教師辦公室 (G2F)

6442 應外系(科)寫作中心(B205)

6157 護理學院教師辦公室 D305-1(右)

7898 健康美容系實習小舖 (中正堂)

783-4546 應外系(科)專線、傳真

6131 護理學院教師辦公室 D305-2

783-4548 健康美容系專線、傳真

(二三) 師資培育中心 (A1F)

6149 護理學院教師辦公室 D306-1
6158 護理學院教師辦公室 D312

環 境 與 生 命 學 院

應外系(科)辦公室 (B206)

7184 師資培育中心主任辦公室
6450 師資培育中心辦公室 (A103)

6144 助教辦公室D411

(十三) 環境與生命學院 (C1005)

783-4542 師資培育中心傳真

(三) 健康事業管理系

6300 環境與生命學院院長辦公室

(二四) 資訊科技學位學程 (B306)

6120 健康事業管理系主任辦公室 (F204-1)
健康事業管理系辦公室 (F204-2)

環境與生命學院辦公室

7792 資訊科技學位學程主任辦公室

786-2854 環境與生命學院專線

6480 資訊科技學位學程辦公室

6121 健康事業管理系教師辦公室 (F102-2)

786-3669 環境與生命學院傳真

786-2753 資訊科技學位學程專線、傳真

782-4739 健康事業管理系專線、傳真

(十四)環境工程與科學系(C527)

(二五) 文教事業管理學位學程 (B307)

(四) 助產系

6311 環工系主任辦公室 (C529)

7417 文教事業管理學位學程主任辦公室

6130 助產系主任/辦公室 (D702)

環工系辦公室(C527)

6470 文教事業管理學位學程辦公室

6157 助產系教師辦公室 D305-1(右)

782-1221 環工系傳真

781-3833 文教事業管理學位學程傳真

6131 助產系教師辦公室 D305-2

(十五) 職業安全衛生系 (C110)

3888 鵬圖藝文展覽中心 (B8F)

782-1845 助產系專線、傳真

6320 職安系主任室

(五) 老人長期照顧學位學程

6321 職安系辦公室

6180 老人長期照顧主任辦公室 (F310)

782-6735 職安系傳真

(二六) 共同教育中心

(六) 實習中心

(十六) 應用化學及材料科學系 (C210)

2180 共同教育中心辦公室 (B626)

6190 實習中心主任辦公室 (D202)

6330 化材系主任辦公室

786-7558 共同教育中心專線、傳真

實習中心辦公室 (D201)

化材系辦公室

共 同 教 育 中 心

6460、6461 語言教育中心辦公室 (E6F)

781-8829 實習中心專線

782-6732 化材系專線、傳真

6447 中文能力諮詢中心 (B100)

(七) 多元整合健康促進教學暨體驗中心

(十七) 生物科技系(C705)

786-0315 語言教育中心專線、傳真

7456 多元整合健康促進教學暨體驗中心辦公室 (H302)

6340 生科系主任辦公室
生科系辦公室
6303 生科系教師辦公室(G412)
786-2707 生科系專線、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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