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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層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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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層 空間配置

電算
中心

一樓 電腦教室、自修室、網路通訊組、應用系統組

圖
書
館

二樓

流通櫃檯、新書展示區、英檢專區、休閒期刊區、檢

索區、閱報區、中西文參考書區、輿圖區、教授指定參考書區、
學位論文區、影印室、館長室、典藏閱覽組、採購編目組

三樓
視聽欣賞區、學術期刊區、期刊合訂本區、影印室、檢

索區、討論室

四樓
中、西文書庫區（東方語文書庫類號為545-999）、特大本

圖書區、研究小間、討論室、影印室

五樓
東方語文書庫區(類號001-544.9)、影印室、檢索區、討論

室、池田大作研究專區



現在有開館嗎?

學期間

自修室自109學年度第2學期起試辦平日延長開放至晚
上11時；期中、期末考前兩週延長開放至晚上12時。

國定假日休館；寒暑假則另行公告。

空間別/時間 週一至週五 週六、週日

圖資館(含電腦教室) 08:30-22:00 08:30-17:00

自修室 08:30-22:00 08:30-22:00

視聽欣賞區 13:30-21:30 12:3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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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館請刷卡

持學生證感應讀卡後即可推門進入。

晶片感應



能借幾冊? 借多久?

可借冊數及借期：

借書冊數 借期 續借次數

30冊 30天 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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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持證親至2樓流通櫃檯或利用自助借書機辦
理借書，並留意還書期限。

參考書、教授指定參考用書、
學位論文及各類期刊、專區
用書等皆不提供外借服務。



書還沒看完~線上續借

到期日前七天系統會以電子郵件通知還書，
即可辦理線上續借

不能辦理線上續借之原因：

 已被他人預約

 有逾期書未還

 有滯還金未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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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借後須留意是否續借成功



別讓錢包不開心

逾期歸還

 停止借書權。

 每冊(件)每日5元的滯還金。

 以該書在系統內登錄之價格為上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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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按時還書，以免被罰！



高大KTV~三樓視聽欣賞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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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揪團免費使用!

借用流程：
 選取資料，持證至櫃檯登記。

 至指定位置觀賞。

 結束後關閉電源，歸還取證。

開架陳列，不外借。

5~15人

11~28人



找不到書?

當館藏顯示「在架」，但找不到書時，可至二樓
流通櫃台填寫協尋單。

尋獲後將預約給讀者（系統會發e-mail通知），並
須於5日內前來借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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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雲端上閱讀~電子資源

校內外皆可經本館網站E-Resources Gateway電子
資源服務系統連線使用。

行動裝置使用學校 Wifi上網即可使用。



我們的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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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館藏統計請參考：https://lic.nuk.edu.tw/p/412-1012-18.php?Lang=zh-tw

國立高雄大學圖書資訊館館藏統計表
(截至109年12月)

類別 東方語文 西文 合計

書本
圖書(冊) 275,040 58,160 333,200

期刊合訂本(冊) 17,142 12,778 29,920

期刊

訂購期刊(種) 173 79 252

贈送期刊(種) 354 15 369

訂購報紙(種) 7 1 8

贈送報紙(種) 1 0 1

非書資料 視聽資料 16,326 2,223 18,549

電子資源

資料庫(種) 40 64 104

電子書 286,955 169,828 456,783

電子期刊 4,475 10,438 14,913

https://lic.nuk.edu.tw/p/412-1012-18.php?Lang=zh-tw


找不到你要的? 跨館借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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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際互借
免費使用，需持證自行前往簽約館借還書，合作
對象計有中山大學等近40所學校圖書(資)館。

南區圖書資源共享服務平台-代借代還
線上申請，目前免費使用，提供包括高雄科技大學等
南部30餘所大學圖書(資)館圖書代借代還服務。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NDDS)

線上申請，付費使用，提供全國4百餘所學校及公立圖書館服
務，包括國內外文獻(期刊、論文)複印、國內圖書借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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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我們典藏~圖書薦購

圖書館無館藏之圖書資料，同學可上館藏查詢
系統薦購。

每人每月可推薦5冊(件)圖書(含專業圖書1冊)。

年度總金額以新台幣1萬元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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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G Suite電子郵件

電子郵件位址：帳號@mail.nuk.edu.tw

 一般生
❑ 帳號=學號，密碼=身份證字號

 外籍生/交換生/僑生
❑ 帳號=學號，密碼=出生年月日（YYYYMMDD）

 英文字母需小寫，建議定期更改。

登入電子郵件
 https://accounts.goo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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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生看過來~宿網服務

使用
 隨插即用自動取得IP位址。

 開啟瀏覽器後出現認證視窗，輸入電子郵件帳號與密碼
後即可上網。

 若無法出現認證視窗，請直接輸入 http://signin.nuk.edu.tw

限制

 每日進出校外流量超過6 Gbytes者，停權1天。

 使用網路侵權行為，將依學生獎懲辦法辦理。
❑ 初犯建議給予申誡處分

❑ 累犯建議給予小過處分

 停權名單公告於圖資館首頁資訊服務網路服務宿
網停權公告

http://signin.nuk.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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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生看過來~宿網服務

無線網路宿舍
 本學期提供OA1F～3F、OB1F～3F共88間宿舍為無線網
路宿舍

 無線網路宿舍僅提供無線網路服務，不再提供有線網路
節點。

有線轉無線
 可自備無線網路分享器，將有線的網路節點轉成無線的
網路服務。

 自備無線網路分享器之設定原則可參考：
❑ 圖資館首頁FAQ學宿網路FAQ自備無線網路分享器之設定
方式

❑ 詳細設定方式依不同廠牌有所不同，請再自行參閱設備的使用說
明書。



17

打報告的良伴~電腦教室

開放時間
 圖資大樓 PC 教室（107及108）

❑學期間：
 週一至週五 08:30～22:00

 週六、週日 08:30～17:00

❑寒暑假期間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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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教室貼心叮嚀

 使用者不得載入或拷貝非法軟體，如有違背，使用者需自負法
律責任。

 電腦教室內嚴禁吸煙、飲食，並請隨時維護電腦教室內清潔。

 非經本館同意，使用者不得拆卸或移動各項軟硬體設備。

 電腦使用完畢後請依正常程序關機。

 貴重物品請隨身攜帶，置物櫃僅提供寄放位置，本館不負保管
之責任。

 請大家愛惜電腦及網路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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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WiFi~校內無線上網
 選擇識別碼 (SSID) 為 iNUK

 開啟瀏覽器後會出現認證視窗，輸入校內電子郵件
帳號及密碼，通過認證即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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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 WiFi 進階使用

 不想每次使用 WiFi 時都要登入帳號?

 可以透過識別碼 iNUK 的登入頁面，註冊無線網路
裝置的網卡位址或是

 透過圖資館首頁無線網路專區無線網路裝置管
理系統進行註冊

 免登入使用 WiFi 的方式：

 已註冊的無線網路設備欲使用無線網路時，請直接
連接識別碼 iNUK_DEV，即可免輸入帳號與密碼直
接使用無線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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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 的安全性傳輸

 是否提供安全性的加密傳輸方式?

 請直接連接識別碼 iNUK_1x，進行無線網路連線，
將提供安全性的加密傳輸。

 使用方式：

 連線時，無線網路裝置需進行一些設定步驟，請參
考圖資館首頁無線網路專區iNUK_1x 連線步驟
相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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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校門就斷訊?無線網路漫遊

TANet 無線網路漫遊

 藉由無線網路漫遊服務建置，達成漫遊單位以單一帳
號無線上網的便捷服務。

有哪些漫遊區域，如何使用？

 幾乎國內的大專院校皆已加入漫遊單位，詳細資料請
參考 TANet 無線網路漫遊交換中心。

 選擇識別碼(SSID)為 TANetRoaming。

 帳號需加入本校網域名稱(@nuk.edu.tw)，

漫遊帳號範例：

a1061234@nuk.edu.tw

密碼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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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心使用~微軟全校授權

軟體 說明
Microsoft Windows®  

Operating System 

(OS) Upgrades

(1)所有微軟作業系統（如Win 8.1、
Win 10 等）均有涵蓋，但不含Server

等級之作業系統。
(2)CA 授權之作業系統僅為升級版本，
安裝之個人電腦仍必須購買有隨機版
作業系統。

Microsoft Office®  專
業版(Win & Mac)

所有版本之Microsoft Office系列軟體
（如Office 2016、Office 2019等）

學生版校園授權(CA)包含軟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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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下載? 微軟全校授權

授權軟體安裝程式取得：

 校內IP：自圖書資訊館提供之 FTP Server

（ftp://swftp.nuk.edu.tw）下載。

 或至各系辦借用安裝光碟。

學生版微軟授權其他相關說明可參考本館網站

 圖資館網站資訊服務學生微軟授權

ftp://swftp.nuk.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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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Teams~遠距教學

登入網址
 https://www.office.com

帳號
 學號@o365.nuk.edu.tw   (office的o)

預設密碼
 Nuk出生年月日（YYYYMMDD）

 請盡速登入變更密碼，長度須 8碼以上，且至少須有3
個字元符合下列條件: 大寫字母、小寫字母、數字及符
號。

忘記密碼
 可自行設定手機或電子郵件，當忘記密碼時便可進行密碼重
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