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學校設備與資源 

單位 位置 教室名稱 

社會科學院 

L508A 研究生教室 

L508B 研究生教室 

L509A 研究生教室 

L509B 研究生教室 

L511A 研究小間 

L333 多功能展演視聽教室 

社會科學院 

社會工作學系 

L510B 師生研討室 

L538 團體動力專業教室 

L539 社會福利資源中心 

L564 社區資源會議室 

L536 創新教學教室 

應用心理學系 

L219C 心理實驗室 

L4 多元團體活動專業教室 

L412B 個別諮商與心理治療室 

L565 心理測驗暨心理衡鑑室 

L526 創新教學教室 

法律學系 

L511B 研究生教室 

L514A 系圖 

L514B 研究生教室 

L529、L530 實習法庭 

L515 創新教學教室 

宗教與文化學系 

M101 研究小間 

M102 研究小間 

M201 佛學資料中心 

M203A 師生研討室 

M206 研究生教室 

M208 研究生教室 

M303A 研究生教室 

M308 研究生教室 

生命禮儀學位學程 
S4406 專業教室 

S4410 專業教室 

國際餐旅暨管理學院 L412A 研究小間 

國際餐旅 

暨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L413B 師生研討室 

L414A 研究生教室 

L414B 研究生教室 

L435 財務金融實驗室 

L441 虛擬企業專業教室 



單位 位置 教室名稱 

資訊管理學系 

L311 軟體教學教室 

L313 專題研究室 

L312A 研究生教室 

L314A 多媒體情境教室 

L314B 研究生教室 

國際餐旅 

暨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L410A 資訊使用研究室 

餐旅管理學系 

L410B 師生研討室 

宿舍 DB101 餐飲服務專業教室 

宿舍 DB102 房務操作專業教室 

宿舍 DB103 複合式廚藝專業教室 

雲來 CB101 中餐教室 

雲來 CB102 西餐教室 

雲來 CB103 烘焙教室 

雲來 CB104 多功能示範教室 

L415 創新教學教室 

應用日語學系 
L412 多功能日式情境教室 

 L427 創新教學教室 

傳播學院 

大眾傳播學系 

LB11(含 B2) ORAD虛擬攝影棚、(LB1)攝影棚控
制室 (LB2)影棚 

L409A 研究生教室 

L409B 研究生教室 

K409 數位成音中心 

廣播與電視新聞學系 
L3 廣電演播中心 

K407 數位廣播錄音室 

影劇藝術學系 

SB217 排練教室 

LB12 佈景工廠  

P101 實驗劇場 

L327 創新教學教室 

M106 排練教室 

L334 數位圖書館實驗室 

藝術設計學院 K103-K105 藝術中心 

藝術設計學

院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K102 成型教室 

K201 素描教室 

K203 素描教室 

K305 多媒體教室 

K306 虛擬實境研究室 

K308 廣告包裝專題製作教室 

K402 互動式虛擬實境教室 



單位 位置 教室名稱 

K403 數位媒體專題製作教室 

K404 師生研討室 

L1 靜態攝影棚 

L336 設計專業教室 

L434 綜合製作教室 

L5MAC 創意設計中心 

藝術與創意設計學系 

K101 印染工藝設計教室 

K106 金屬工藝設計教室 

K107 玻璃工藝設計教室 

藝術設計學

院 

藝術與創意設計學系 

K202 獨立創作工作室 

K207 複合金屬工藝設計教室 

K208 獨立創作工作室 

K301 插畫設計教室 

K302 獨立創作工作室 

K303 大師學生創作教室 

M305 素描教室 

時尚設計學系 

K209 時尚造型教室 

K401 菁英服構教室 

K405、K406 服裝教室 

通識教育中心 
L220 語言教室 A 

L221 語言教室 B 

教學發展中心 

L2 世界國際公民村 

M204、M205 創客空間 

M404 雲端智慧教室 

M304 專題導向式(PBL)學習教室 

圖書資訊中心 

L305 電訪教室 

L306 電腦教室 

L307 電腦教室 

L308 電腦教室 

L339 電腦教室 

L340 電腦教室 

M103.104.105 妙然書軒 

圖資大樓 1樓 自立書軒 

圖資大樓 1樓 延月軒 

學務處體育組 

行 B1 桌撞球教室 

SB202 大舞蹈教室 

SB204 小舞蹈教室 

SB206 健身中心 



單位 位置 教室名稱 

SB208 小武術教室 

SF2M1 元亨堂(複合式體育場) 

善導活動中心旁 籃球場 

學生宿舍旁 排球場 

學生宿舍旁 排球場 

學生宿舍旁 手球場 

澄心湖旁 戶外體驗教育訓練場 

田徑場 田徑場(含棒壘球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