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網站名稱 正式網址 ePage 別名網址 Rpage 別名網址
研究發展處 rdoffice.ndhu.edu.tw b003.ndhu.edu.tw rb003.ndhu.edu.tw
教務處 aa.ndhu.edu.tw b004.ndhu.edu.tw rb004.ndhu.edu.tw
學生事務處 osa.ndhu.edu.tw b005.ndhu.edu.tw rb005.ndhu.edu.tw
總務處 ga.ndhu.edu.tw b006.ndhu.edu.tw rb006.ndhu.edu.tw
圖書資訊處 lic.ndhu.edu.tw b007.ndhu.edu.tw rb007.ndhu.edu.tw
教學卓越中心 ndhucte.ndhu.edu.tw b008.ndhu.edu.tw rb008.ndhu.edu.tw
心理諮商輔導中心 pcc.ndhu.edu.tw b010.ndhu.edu.tw rb010.ndhu.edu.tw
秘書室 secret.ndhu.edu.tw b011.ndhu.edu.tw rb011.ndhu.edu.tw
理工學院 csae.ndhu.edu.tw b012.ndhu.edu.tw rb012.ndhu.edu.tw
管理學院 management.ndhu.edu.tw b013.ndhu.edu.tw rb013.ndhu.edu.tw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chass.ndhu.edu.tw b014.ndhu.edu.tw rb014.ndhu.edu.tw
原住民民族學院 cis.ndhu.edu.tw b015.ndhu.edu.tw rb015.ndhu.edu.tw
海洋科學學院 imb.ndhu.edu.tw b016.ndhu.edu.tw rb016.ndhu.edu.tw
花師教育學院 education.ndhu.edu.tw b017.ndhu.edu.tw rb017.ndhu.edu.tw
藝術學院 arts.ndhu.edu.tw b018.ndhu.edu.tw rb018.ndhu.edu.tw
環境學院 ces.ndhu.edu.tw b019.ndhu.edu.tw rb019.ndhu.edu.tw
共同教育委員會 ce.ndhu.edu.tw b020.ndhu.edu.tw rb020.ndhu.edu.tw
人事室 personnel.ndhu.edu.tw b021.ndhu.edu.tw rb021.ndhu.edu.tw
主計室 accounting.ndhu.edu.tw b022.ndhu.edu.tw rb022.ndhu.edu.tw
師資培育中心 littletree.ndhu.edu.tw b023.ndhu.edu.tw rb023.ndhu.edu.tw
社會參與辦公室 spc.ndhu.edu.tw b025.ndhu.edu.tw rb025.ndhu.edu.tw
首頁訊息發佈平台 www2.ndhu.edu.tw b026.ndhu.edu.tw rb026.ndhu.edu.tw
國際事務處 oia.ndhu.edu.tw b027.ndhu.edu.tw rb027.ndhu.edu.tw
勞基法人員適用工會 laborunion.ndhu.edu.tw b029.ndhu.edu.tw rb029.ndhu.edu.tw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 hisprc.ndhu.edu.tw b031.ndhu.edu.tw rb031.ndhu.edu.tw
學雜費專區 tui.ndhu.edu.tw b033.ndhu.edu.tw rb033.ndhu.edu.tw
校務研究辦公室 oir.ndhu.edu.tw b034.ndhu.edu.tw rb034.ndhu.edu.tw
校務及財務資訊公開專區 openinfo.ndhu.edu.tw b035.ndhu.edu.tw rb035.ndhu.edu.tw
越南臺灣研究中心 vt.ndhu.edu.tw b036.ndhu.edu.tw rb036.ndhu.edu.tw
垂直整合專題課程計畫 vip.ndhu.edu.tw b037.ndhu.edu.tw rb037.ndhu.edu.tw
應用數學系 am.ndhu.edu.tw c001.ndhu.edu.tw rc001.ndhu.edu.tw
物理學系 phys.ndhu.edu.tw c002.ndhu.edu.tw rc002.ndhu.edu.tw
生命科學系暨生物技術研究所 dlife.ndhu.edu.tw c003.ndhu.edu.tw rc003.ndhu.edu.tw
化學系暨研究所 chem.ndhu.edu.tw c004.ndhu.edu.tw rc004.ndhu.edu.tw
資訊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csie.ndhu.edu.tw c005.ndhu.edu.tw rc005.ndhu.edu.tw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mse.ndhu.edu.tw c006.ndhu.edu.tw rc006.ndhu.edu.tw
電機工程學系 ee.ndhu.edu.tw c007.ndhu.edu.tw rc007.ndhu.edu.tw
光電工程學系 oe.ndhu.edu.tw c008.ndhu.edu.tw rc008.ndhu.edu.tw
企業管理學系 ibm.ndhu.edu.tw c010.ndhu.edu.tw rc010.ndhu.edu.tw
國際企業學系 ib.ndhu.edu.tw c011.ndhu.edu.tw rc011.ndhu.edu.tw
資訊管理學系 im.ndhu.edu.tw c013.ndhu.edu.tw rc013.ndhu.edu.tw
財務金融學系 fin.ndhu.edu.tw c014.ndhu.edu.tw rc014.ndhu.edu.tw
觀光暨休閒遊憩學系 trm.ndhu.edu.tw c015.ndhu.edu.tw rc015.ndhu.edu.tw
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 cp.ndhu.edu.tw c017.ndhu.edu.tw rc017.ndhu.edu.tw
華文文學系 sili.ndhu.edu.tw c018.ndhu.edu.tw rc018.ndhu.edu.tw
中國語文學系 chinese.ndhu.edu.tw c019.ndhu.edu.tw rc019.ndhu.edu.tw
英美語文學系 dengl.ndhu.edu.tw c020.ndhu.edu.tw rc020.ndhu.edu.tw
臺灣文化學系 ts.ndhu.edu.tw c021.ndhu.edu.tw rc021.ndhu.edu.tw
社會學系 spa.ndhu.edu.tw c022.ndhu.edu.tw rc022.ndhu.edu.tw
歷史學系暨研究所 dhist.ndhu.edu.tw c023.ndhu.edu.tw rc023.ndhu.edu.tw
經濟學系 econ.ndhu.edu.tw c024.ndhu.edu.tw rc024.ndhu.edu.tw
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erc.ndhu.edu.tw c025.ndhu.edu.tw rc025.ndhu.edu.tw
東華之聲網路廣播電台 radios.ndhu.edu.tw c026.ndhu.edu.tw rc026.ndhu.edu.tw
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 didsw.ndhu.edu.tw c027.ndhu.edu.tw rc027.ndhu.edu.tw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cdhpd.ndhu.edu.tw c030.ndhu.edu.tw rc030.ndhu.edu.tw
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 eam.ndhu.edu.tw c031.ndhu.edu.tw rc031.ndhu.edu.tw
特殊教育學系 spe.ndhu.edu.tw c032.ndhu.edu.tw rc032.ndhu.edu.tw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暨碩士班 pe.ndhu.edu.tw c033.ndhu.edu.tw rc033.ndhu.edu.tw
幼兒教育學系 ece.ndhu.edu.tw c034.ndhu.edu.tw rc034.ndhu.edu.tw
音樂學系 music.ndhu.edu.tw c035.ndhu.edu.tw rc035.ndhu.edu.tw
藝術與設計學系 artech.ndhu.edu.tw c036.ndhu.edu.tw rc036.ndhu.edu.tw
藝術創意產業學系 artci.ndhu.edu.tw c037.ndhu.edu.tw rc037.ndhu.edu.tw
通識教育中心 genedu.ndhu.edu.tw c039.ndhu.edu.tw rc039.ndhu.edu.tw
語言中心 lc.ndhu.edu.tw c040.ndhu.edu.tw rc040.ndhu.edu.tw
藝術中心 artscenter.ndhu.edu.tw c042.ndhu.edu.tw rc042.ndhu.edu.tw
英語寫作教室 writing.ndhu.edu.tw c043.ndhu.edu.tw rc043.ndhu.edu.tw
附設實驗幼兒園 ndhuk.ndhu.edu.tw c044.ndhu.edu.tw rc044.ndhu.edu.tw



原住民族發展中心 iprtc.ndhu.edu.tw c045.ndhu.edu.tw rc045.ndhu.edu.tw
大陸研究中心 cmcs.ndhu.edu.tw c046.ndhu.edu.tw rc046.ndhu.edu.tw
法國異邏輯想像研究中心亞洲辦公室 cri.ndhu.edu.tw c047.ndhu.edu.tw rc047.ndhu.edu.tw
公共行政學系 pa.ndhu.edu.tw c050.ndhu.edu.tw rc050.ndhu.edu.tw
科學教育中心 sec.ndhu.edu.tw c051.ndhu.edu.tw rc051.ndhu.edu.tw
特殊教育中心 cse.ndhu.edu.tw c052.ndhu.edu.tw rc052.ndhu.edu.tw
生物技術育成中心 icb.ndhu.edu.tw c055.ndhu.edu.tw rc055.ndhu.edu.tw
台灣東部產業發展研究中心 drcet.ndhu.edu.tw c056.ndhu.edu.tw rc056.ndhu.edu.tw
歐盟研究中心 eurc.ndhu.edu.tw c059.ndhu.edu.tw rc059.ndhu.edu.tw
原住民族語言中心 illc.ndhu.edu.tw c060.ndhu.edu.tw rc060.ndhu.edu.tw
能源科技中心 etc.ndhu.edu.tw c061.ndhu.edu.tw rc061.ndhu.edu.tw
多元文化教育中心 cme.ndhu.edu.tw c062.ndhu.edu.tw rc062.ndhu.edu.tw
教師專業發展與評鑑中心 tepd.ndhu.edu.tw c064.ndhu.edu.tw rc064.ndhu.edu.tw
資通安全網 security.ndhu.edu.tw c065.ndhu.edu.tw rc065.ndhu.edu.tw
教學資訊網 teaching.ndhu.edu.tw c066.ndhu.edu.tw rc066.ndhu.edu.tw
招生資訊網 exam.ndhu.edu.tw c067.ndhu.edu.tw rc067.ndhu.edu.tw
學生學習成效網 assessment.ndhu.edu.tw c068.ndhu.edu.tw rc068.ndhu.edu.tw
東區工藝育成中心 artec.ndhu.edu.tw c069.ndhu.edu.tw rc069.ndhu.edu.tw
理工學院貴重及共用儀器對外服務預約instru.ndhu.edu.tw c070.ndhu.edu.tw rc070.ndhu.edu.tw
管理學院管理科學與財金國際學士學位msf.ndhu.edu.tw c071.ndhu.edu.tw rc071.ndhu.edu.tw
教學卓越中心學生學習補給站 lsc.ndhu.edu.tw c072.ndhu.edu.tw rc072.ndhu.edu.tw
學生自治會 donghwasa.ndhu.edu.tw c073.ndhu.edu.tw rc073.ndhu.edu.tw
推動公文電子化資訊平台 edocforum.ndhu.edu.tw c074.ndhu.edu.tw rc074.ndhu.edu.tw
ePage資訊交流網 epages.ndhu.edu.tw c075.ndhu.edu.tw rc075.ndhu.edu.tw
公共藝術 p-arts.ndhu.edu.tw c076.ndhu.edu.tw rc076.ndhu.edu.tw
運籌管理研究所 gslm.ndhu.edu.tw c077.ndhu.edu.tw rc077.ndhu.edu.tw
財經法律研究所暨法律學系（含原住民ifel.ndhu.edu.tw c078.ndhu.edu.tw rc078.ndhu.edu.tw
校園環境中心 cce.ndhu.edu.tw c079.ndhu.edu.tw rc079.ndhu.edu.tw
防災研究中心 dprc.ndhu.edu.tw c080.ndhu.edu.tw rc080.ndhu.edu.tw
原住民族文化與傳播中心 iccc.ndhu.edu.tw c081.ndhu.edu.tw rc081.ndhu.edu.tw
東部地區志工服務網站 youth.ndhu.edu.tw c082.ndhu.edu.tw rc082.ndhu.edu.tw
泛太平洋大學聯盟平台 pan-pacific.ndhu.edu.tw c083.ndhu.edu.tw rc083.ndhu.edu.tw
原住民族教育中心 iec.ndhu.edu.tw c084.ndhu.edu.tw rc084.ndhu.edu.tw
環境教育中心 eec.ndhu.edu.tw c085.ndhu.edu.tw rc085.ndhu.edu.tw
達人學苑 masteracademy.ndhu.edu.tw c086.ndhu.edu.tw rc086.ndhu.edu.tw
推廣教育 sce.ndhu.edu.tw c087.ndhu.edu.tw rc087.ndhu.edu.tw
東華創新研究園區 ipark.ndhu.edu.tw c088.ndhu.edu.tw rc088.ndhu.edu.tw
書藝文化中心 cacc.ndhu.edu.tw c089.ndhu.edu.tw rc089.ndhu.edu.tw
畢業生聯誼會 ndhuga.ndhu.edu.tw c090.ndhu.edu.tw rc090.ndhu.edu.tw
民間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 flc.ndhu.edu.tw c091.ndhu.edu.tw rc091.ndhu.edu.tw
楊牧書房 yangmu.ndhu.edu.tw c092.ndhu.edu.tw rc092.ndhu.edu.tw
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資訊網 sciprocure.ndhu.edu.tw c095.ndhu.edu.tw rc095.ndhu.edu.tw
華語文中心 clc.ndhu.edu.tw c096.ndhu.edu.tw rc096.ndhu.edu.tw
師資教育研究與發展計畫 teachereducation.ndhu.edu.tw c097.ndhu.edu.tw rc097.ndhu.edu.tw
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lci.ndhu.edu.tw c098.ndhu.edu.tw rc098.ndhu.edu.tw
母語屋 sk.ndhu.edu.tw c100.ndhu.edu.tw rc100.ndhu.edu.tw
客家研究中心 hrc.ndhu.edu.tw c101.ndhu.edu.tw rc101.ndhu.edu.tw
藝托邦藝文空間 atpas.ndhu.edu.tw c103.ndhu.edu.tw rc103.ndhu.edu.tw
民族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isw.ndhu.edu.tw c104.ndhu.edu.tw rc104.ndhu.edu.tw
資源教室 resource.ndhu.edu.tw c105.ndhu.edu.tw rc105.ndhu.edu.tw
大眾史學研究中心 phistory.ndhu.edu.tw c106.ndhu.edu.tw rc106.ndhu.edu.tw
科技部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mostbook.ndhu.edu.tw c108.ndhu.edu.tw rc108.ndhu.edu.tw
評鑑資料區 pdca.ndhu.edu.tw c109.ndhu.edu.tw rc109.ndhu.edu.tw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isrc.ndhu.edu.tw c110.ndhu.edu.tw rc110.ndhu.edu.tw
原住民族國際事務中心 iia.ndhu.edu.tw c111.ndhu.edu.tw rc111.ndhu.edu.tw
政府出版品管理專區 govbook.ndhu.edu.tw c112.ndhu.edu.tw rc112.ndhu.edu.tw
偏鄉閱讀與行動中心 lesa.ndhu.edu.tw c114.ndhu.edu.tw rc114.ndhu.edu.tw
特色大學計畫 featured-uni.ndhu.edu.tw c128.ndhu.edu.tw rc128.ndhu.edu.tw
貴重儀器使用中心 equ.ndhu.edu.tw c129.ndhu.edu.tw rc129.ndhu.edu.tw
特色大學子計畫：教育模式創新 featuredinno.ndhu.edu.tw c130.ndhu.edu.tw rc130.ndhu.edu.tw
校外專業實習專區 oci.ndhu.edu.tw c131.ndhu.edu.tw rc131.ndhu.edu.tw
會計學系 dacct.ndhu.edu.tw c132.ndhu.edu.tw rc132.ndhu.edu.tw
TANET 2016 台灣網際網路研討會 tanet2016.ndhu.edu.tw c133.ndhu.edu.tw rc133.ndhu.edu.tw
東華營隊整合平台 camp.ndhu.edu.tw c134.ndhu.edu.tw rc134.ndhu.edu.tw
東華大學新生專區 ndhufreshman.ndhu.edu.tw c135.ndhu.edu.tw rc135.ndhu.edu.tw
圖資新生專區 licfresh.ndhu.edu.tw c136.ndhu.edu.tw rc136.ndhu.edu.tw
創新育成中心 tiic.ndhu.edu.tw c137.ndhu.edu.tw rc137.ndhu.edu.tw
東華大學起飛計畫 icanfly.ndhu.edu.tw c138.ndhu.edu.tw rc138.ndhu.edu.tw



校慶系列活動網站 ndhusa-anniversary.ndhu.edu.tw c139.ndhu.edu.tw rc139.ndhu.edu.tw
東華大學生活便利通 life.ndhu.edu.tw c140.ndhu.edu.tw rc140.ndhu.edu.tw
東華奇萊文學獎 award.ndhu.edu.tw c141.ndhu.edu.tw rc141.ndhu.edu.tw
法律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 law.ndhu.edu.tw c142.ndhu.edu.tw rc142.ndhu.edu.tw
管理學院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emba.ndhu.edu.tw c143.ndhu.edu.tw rc143.ndhu.edu.tw
原住民民族學院圖書室 cisbook.ndhu.edu.tw c144.ndhu.edu.tw rc144.ndhu.edu.tw
科技部-跨領域工程人才培育計畫 tthouse.ndhu.edu.tw c145.ndhu.edu.tw rc145.ndhu.edu.tw
臺灣教育大學系統聯合招生資訊入口網tueadmissions.ndhu.edu.tw c149.ndhu.edu.tw rc149.ndhu.edu.tw
泛太平洋聯盟學研鏈結平台 iacep.ndhu.edu.tw c152.ndhu.edu.tw rc152.ndhu.edu.tw
原住民族課程發展協作中心 icdc-yh.ndhu.edu.tw c154.ndhu.edu.tw rc154.ndhu.edu.tw
程式能力檢定 dhpe.ndhu.edu.tw c155.ndhu.edu.tw rc155.ndhu.edu.tw
華語文教學國際博士班 tcsl.ndhu.edu.tw c157.ndhu.edu.tw rc157.ndhu.edu.tw
大一不分系 premajor.ndhu.edu.tw c158.ndhu.edu.tw rc158.ndhu.edu.tw
原住民族樂舞與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ipa.ndhu.edu.tw c159.ndhu.edu.tw rc159.ndhu.edu.tw
數位學伴中心 etutor.ndhu.edu.tw c160.ndhu.edu.tw rc160.ndhu.edu.tw
TANet花蓮區域網路中心 hdrc.ndhu.edu.tw c161.ndhu.edu.tw rc161.ndhu.edu.tw
台灣東部地震研究中心 etec.ndhu.edu.tw c163.ndhu.edu.tw rc163.ndh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