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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赴陸交流活動登錄平臺」各單位聯絡窗口資訊 

108.12.26 

 

說明： 

一、赴陸教育交流活動登錄平台：https://webap.rusen.stust.edu.tw/RusenShort/Login.aspx 

二、各單位窗口皆有一組獨立帳號，使用者密碼為預設值(123456)，請於首次登錄後修改密碼。 

三、短期交流窗口：校內分機 1706；海外實習窗口：校內分機 1751  

四、各單位聯絡窗口資訊如下： 

序號 單位/學院 組別/系所 登入代碼 使用者代號 

1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 cjcu cjcu001 

2 管理學院 經管所(碩博班) cjcu cjcu002 

3 管理學院 高階碩專班 cjcu cjcu003 

4 管理學院 企管系 cjcu cjcu004 

5 管理學院 國企系 cjcu cjcu005 

6 管理學院 會資系 cjcu cjcu006 

7 管理學院 航管系(碩) cjcu cjcu007 

8 管理學院 土開系(碩) cjcu cjcu008 

9 管理學院 財金系 cjcu cjcu009 

10 管理學院 科管學程 cjcu cjcu010 

11 管理學院 觀餐系 cjcu cjcu011 

12 管理學院 不動產財務金融學士學位學程 cjcu cjcu012 

13 管理學院 國際會展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cjcu cjcu013 

14 管理學院 國際財務與商務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cjcu cjcu014 

15 管理學院 創新應用管理學系 cjcu cjcu015 

16 人文社會學院 人文社會學院 cjcu cjcu016 

17 人文社會學院 運技系(碩) cjcu cjcu017 

18 人文社會學院 台灣所 cjcu cjcu018 

19 人文社會學院 大傳系 cjcu cjcu019 

20 人文社會學院 翻譯系(碩) cjcu cjcu020 

21 人文社會學院 社工系(碩) cjcu cjcu021 

22 人文社會學院 應日系(碩) cjcu cjcu022 

23 人文社會學院 應哲系 cjcu cjcu023 

24 人文社會學院 東南亞文化與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cjcu cjcu024 

25 健康科學學院 健康科學學院 cjcu cjcu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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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健康科學學院 醫學所 cjcu cjcu026 

27 健康科學學院 醫管系(碩) cjcu cjcu027 

28 健康科學學院 護理系(碩) cjcu cjcu028 

29 健康科學學院 生科系(碩) cjcu cjcu029 

30 健康科學學院 營養系 cjcu cjcu030 

31 健康科學學院 心理系 cjcu cjcu031 

32 健康科學學院 醫藥科學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cjcu cjcu032 

33 健康科學學院 醫藥科學產業學系 cjcu cjcu033 

34 健康科學學院 醫學社會暨健康照護學士學位學程 cjcu cjcu034 

35 資訊暨設計學院 資訊暨設計學院學士班 cjcu cjcu035 

36 資訊暨設計學院 媒體系 cjcu cjcu036 

37 資訊暨設計學院 資管系 cjcu cjcu037 

38 資訊暨設計學院 科工系 cjcu cjcu038 

39 資訊暨設計學院 資工系 cjcu cjcu039 

40 資訊暨設計學院 數位內容設計學系 cjcu cjcu040 

41 資訊暨設計學院 互動設計學系 cjcu cjcu041 

42 資訊暨設計學院 資訊暨設計碩士學位學程 cjcu cjcu042 

43 資訊暨設計學院 智慧生活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cjcu cjcu043 

45 神學院 神學系(碩) cjcu cjcu044 

46 永續教育學院 管理學院學士班原住民專班 cjcu cjcu045 

47 永續教育學院 醫藥照護產業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cjcu cjcu046 

48 永續教育學院 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cjcu cjcu047 

49 永續教育學院 日語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cjcu cjcu048 

50 永續教育學院 
藝術創意與設計學士學位學程進修

學士班 
cjcu cjcu049 

51 永續教育學院 觀光與餐飲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cjcu cjcu050 

52 環境教育國際實驗學院 永續發展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cjcu cjcu051 

53 安全衛生科學學院 安全衛生科學學院 cjcu cjcu052 

54 安全衛生科學學院 職安系(碩) cjcu cjcu053 

55 安全衛生科學學院 環境與食品安全檢驗學士學位學程 cjcu cjcu054 

56 安全衛生科學學院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cjcu cjcu055 

57 安全衛生科學學院 無人機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cjcu cjcu056 

58 安全衛生科學學院 綠能與環境資源學系 cjcu cjcu057 

59 美術學院 美術系(碩) cjcu cjcu058 

60 美術學院 書畫學系 cjcu cjcu059 

61 美術學院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cjcu cjcu060 

62 國際商學院 國際商學院 cjcu cjcu061 

63 博雅教育學部 通識教育中心 cjcu cjcu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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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博雅教育學部 語文中心 cjcu cjcu063 

65 博雅教育學部 華語文教育中心 cjcu cjcu064 

66 研發處 研發處 cjcu cjcu065 

67 研發處 學術發展組 cjcu cjcu066 

68 研發處 產學合作總中心 cjcu cjcu067 

69 研發處 創新育成中心 cjcu cjcu068 

70 教師發展組 教學資源中心 cjcu cjcu069 

71 推教中心 推教中心 cjcu cjcu070 

72 入學服務處 境外業務組 cjcu cjcu071 

73 學生學習組 教學資源中心 cjcu cjcu072 

74 國際交流與兩岸事務處 國際交流與兩岸事務處 cjcu ritasu 

75 國際交流與兩岸事務處 國際與兩岸交流組 cjcu bella 

76 國際交流與兩岸事務處 國際與兩岸交流組 cjcu sana525 

77 國際交流與兩岸事務處 國際與兩岸交流組 cjcu chingyu831 

78 國際交流與兩岸事務處 國際與兩岸交流組 cjcu lily9280 

79 國際交流與兩岸事務處 日本教育中心 cjcu kokoro 

80 國際交流與兩岸事務處 日本教育中心 cjcu hsuchiayu 

81 國際交流與兩岸事務處 海外企業實習組 cjcu shengh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