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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館簡介  高雄大學是第一所將圖書館和電算中心結

合成圖書資訊館的國立大學，提供全校教職

員生所需之圖書與資訊服務…. 

各項服務簡介  圖書相關服務 

 資訊相關服務 

111 學年度 

重要事項提醒 

 圖書館將自 9 月 12 日(週一)開學日起，恢復

學期開放時間… 

 1 樓自修室長期借用置物櫃鑰匙也將於 9 月

12 日(週一)開學日起開放申請借用… 

 111年過期期刊短暫離架，預計 9月底回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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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大學是第一所將圖書館和電算中心結合成圖書資訊館的國立大學，提

供全校教職員生所需之圖書與資訊服務。圖書資訊大樓位於校園中心，空

間規劃為地上六層、地下二層，於創校第四年即興建完成並啟用。圖書資

訊館運作除了提供全校師生傳統讀者借閱參考等服務外，同時將朝向電子

化、數位化、網路化的發展，結合圖書館、電算中心及多媒體資源，提供

全方位、整合性的資訊服務。 

一、 組織編制： 

單位 負責項目 電話代表號 

館長室 綜理全館館務 分機：8701 

專線：591-9123 

典藏閱覽組 1. 圖書（視聽資料）閱覽與流通等相關業

務：借還書、圖書協尋、逾期催還、遺

失賠償等作業。 

2. 跨館借閱相關業務。 

3. 各閱覽空間（研究小間、討論室、自修

室及視聽室）借用及管理 

4. 圖書館各類服務系統（圖書館自動化、

電子資源指南、博碩士論文、語言學習

及機構典藏等）服務。 

圖書館 2F 櫃台： 

分機：8724 

專線：591-9306 

採購編目組 圖書薦購服務。 分機：8730 

專線：591-9125 

網路通訊組 1. 提供全校有線、無線及宿舍上網服務。 

2. 提供電腦教室服務。 

3. 提供學生 Google Workspace 服務。 

分機：8740 

專線：591-9128 

應用系統組 1. 校務系統（如：教務系統、學務系統、

選課系統等）之帳號開設與問題排除。 

2. 微軟學生版全校授權軟體下載、認證與

安裝諮詢。 

3. Microsoft Teams 帳號開設。 

分機：8751 

專線：591-9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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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樓層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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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樓北側為校控空間暫未開放。 

六樓 
校控空間，為各教學及行政單位執行計畫之研究中心使

用 

三、 開放時間： 

  
學期開學期間 寒暑假期間 

週一至週五 週六及週日 週一至週五  週六及週日  

圖書館 

(2-5 樓) 
08:30 ~ 22:00 08:30 ~ 17:00 08:30 ~ 17:00 

休館 

視聽欣賞區 

(3 樓) 
13:30 ~ 21:30 12:30 ~ 16:30 12:30 ~ 16:30 

自修室 

(1 樓) 

08:30 ~ 23:00 

18:00 至 23:00 實施門禁刷卡管制 
不開放 

107/108 電腦教室 

(1 樓) 
08:30 ~ 22:00 08:30 ~ 17:00 08:30 ~ 17:00 



 
 

4 

備註： 

1. 自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110.2.22）起 1 樓自修室開學期間延長至晚上 11 時，惟

晚上 6 時至 11 時實施門禁管制，僅提供校內教職員生刷卡入內 (本校校友可持

原學生證至 2 樓刷卡入館自修至晚上 10 時)。 

2. 因應本校節電計畫，3 樓視聽欣賞區開放時間請依本館公告時間為準。 

3. 國定假日依規定休館。 

4. 本校期中考、期末考前二週，1 樓自修室延長開放至晚上 12 時，屆時另行公告。 

 

 

圖書相關服務 

〄館藏量統計（截至 111 年 7 月 31 日） 

類別 東方語文 西文 合計 

書本 
圖書(冊) 281,337 58,655 

期刊合訂本(冊) 17,479 12,990 

非書資料 視聽資料 16,846 2,223 

電子資源 電子書 290,228 290,228 

期刊 
訂購期刊 162 72 

贈送期刊 323 11 

〄本季影片重裝登館，期待為大家演出！！若有遺珠，歡迎您的推薦～ 

1 蜘蛛人：無家日 13 壞蛋聯盟 

2 秘境探險 14 歡樂好聲音 2 

3 尼羅河謀殺案 15 達賴喇嘛：大腦故事 

4 奇異博士 2:失控多重宇宙 16 騎趣環世界 

5 蝙蝠俠 2022 17 穿著十二單衣的惡魔 

6 貝爾法斯特 18 如果我擁抱你請不要害怕 

7 情聖西哈諾 19 世紀球王 馬拉度納 

8 跟著奈良美智去旅行 20 密弒遊戲 2 

9 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的早餐 21 劫命救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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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驚聲尖叫 2022 22 魔比斯 

11 寶貝老闆:家大業大 23 壞蛋聯盟 

12 蜘蛛人：無家日 24 歡樂好聲音 2 

〄圖書館入館方式 

★我該怎麼進入圖書館？ 

1. 刷卡入館：直接將本校學生證/教職員工證以靠卡感應方式即可推門進

入。 

 

 

 

 

 

 

 

2. 人臉識別入館：初次使用請先登入系統 https://webapp.nuk.edu.tw/face/ 

同意進行個人臉部建模作業，完成人臉建模成功後，每次入館利用最右

側入口走道，並面對人臉識別系統，螢幕出現「歡迎 ○○○」即可推

門進入。 

 

 

 

 

 

 

 

 

〄圖書閱覽流通服務 

★我該怎麼外借圖書？最多可以借幾本書？如果圖書逾期該怎麼辦？ 

1. 先利用高雄大學圖書資訊館館藏線上目錄找到所需圖書的索書號，到相

對應樓層及書架上找到圖書後，將圖書及學生證攜至圖書館 2 樓流通櫃

台辦理借閱即可。 

2. 最多可外借圖書 30 冊（包含圖書附件光碟），學生借期 30 天，教師借

 
  

   

https://webapp.nuk.edu.tw/face/
https://webapp.nuk.edu.tw/face/
https://libopac.nuk.edu.tw/toread/opac/advanced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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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60 天；若所借圖書無人預約，可在到期日前 7 天辦理續借，上限 2

次。 

3. 有些資料是不提供外借的喔！如：參考書、教授指定參考書、學位論文

及各類期刊等皆不提供外借。 

4. 圖書借閱務必在到期前歸還，如果逾期了，會導致無法借書並會產生每

冊(件)每日 5 元的滯還金喔！如：借了 4 本書，逾期 2 天，就會有 40 元

的滯還金，同時在未繳清滯還金前都無法再借書呦~ 

 

〄跨館借閱服務 

★如果學校圖書館沒有我要的圖書，該怎麼辦？ 

1. 利用館際互借服務： 

請先至 2 樓流通櫃台外借合作簽約館的館際互借證，再持該館際互借證

自行前往簽約館借還書，主要合作對象計有國立中山大學圖書館等近 40

所學校圖書(資)館。 

網址：https://lic.nuk.edu.tw/p/412-1012-56.php?Lang=zh-tw 

2. 利用南區圖書資源共享服務平台-代借代還服務： 

請先在該服務平台網頁申請帳號後，再進入系統查找所要圖書的學校館

藏地後進行代借代還申請，參與平台服務的學校包括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等南部 30 餘所大學圖書(資)館，目前為免費服務。 

網址：http://slrsc.nkust.edu.tw/sttlrc/hyill/search_index.jsp 

3. 透過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NDDS）： 

目前全國共 4 百餘各類型圖書館加入，提供館藏資源共享服務；同樣須

先於 NDDS 系統申請帳號，審核通過後，即可線上申請圖書外借及文獻

複印，但所有申請件皆須付費使用。 

網址：https://ndds.stpi.narl.org.tw/  

 

〄各閱覽空間借用服務 

★我想要借用圖書館內的相關空間，該怎麼處理？ 

1. 研究小間：4 樓共有 24 間研究小間，借期 30 天有 12 間、借期 1 天有

12 間，僅提供研究生持學生證至 2 樓流通櫃台借用鑰匙。 

2. 討論室：3、4 及 5 樓各設有 2 間討論室，各樓層皆各有 1 間討論室提供

https://lic.nuk.edu.tw/p/412-1012-56.php?Lang=zh-tw
http://slrsc.nkust.edu.tw/sttlrc/hyill/search_index.jsp
http://slrsc.nkust.edu.tw/sttlrc/hyill/search_index.jsp
https://ndds.stpi.narl.org.tw/
https://ndds.stpi.narl.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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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投影設備提供學生研討課業之用，人數達 5 人以上即可至 2 樓流通

櫃台填寫申請單借用喔！ 

3. 團體視聽室：位在 3 樓視聽欣賞區提供 2 間小團體視聽室（容納上限 10

人）及 1 間大團體視聽室（容納上限 28 人）；可在 3 樓視聽欣賞區開放

時間內直接向 3 樓視聽櫃台辦理借用。 

 

〄各項電子資源服務 

★除了實體館藏，圖書館內還有哪些資源可以使用？ 

1. 電子資源指南：圖書館除了實體圖書及視聽影片外，更有豐富的電子資

源，包含有電子書、電子期刊及資料庫提供使用。如果在校園 IP 內，

凡是學校經費購置的電子資源只要網址正確皆可使用；若是在校園 IP

外，則需透過電子資源指南系統以遠端認證方式連線使用。常用電子書

有 HyRead、UDN 及 iRead eBook 中文電子書、Wiley 及 Springer 西文電

子書；常用資料庫有月旦法學知識庫、WOS 及 SDOS 資料庫等。 

2. 博碩士論文系統：提供國內各大專校院碩博士研究論文查詢，同時提供

學校研究生上傳畢業論文的平台管道。 

3. 語言學習系統：為配合學生畢業前英語檢定門檻，圖書館有線上語言學

習系統提供學生學習使用，如：Easy Test 線上學習測驗平台、i-Magazine 

線上英語雜誌等。 

 

〄好書推薦 Q&A.  

Q1：如何推薦？ 

A1：自本館網站圖書服務館藏查詢登入後，點選「我的帳戶」薦購（輸

入帳密）新增推薦，輸入指定的資料即可。 

網址：https://libopac.nuk.edu.tw/toread/opac 

Q2：薦購有何限制？ 

A2：本校教職員工生每月可推薦 5 冊圖書（含專業圖書 1 冊）；每年薦購圖

書金額以 1 萬元為限，詳情請見本館網站：FAQ ->推薦、贈書、採購。 

網址：https://lic.nuk.edu.tw/p/412-1012-23.php?Lang=zh-tw 

Q3：薦購可以預約？ 

https://libre.nuk.edu.tw/
https://libdatabase.nuk.edu.tw/
http://211.79.206.4/innotive/content/ocp_content.jsp
http://211.79.206.4/innotive/content/ocp_content.jsp
https://lic.nuk.edu.tw/
https://libopac.nuk.edu.tw/toread/opac
https://lic.nuk.edu.tw/p/412-1012-23.php?Lang=zh-tw
https://lic.nuk.edu.tw/p/412-1012-23.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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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可以的，在新增推薦及輸入指定的資料後要記得勾選「預約」，本館接

受預約並購得進館處理完後會以 E-Mail 通知您到館取書。 

Q4：薦購情形後續如何得知？ 

A4：推薦結果處理情形，您會收到 E-Mail 通知或也可以於網站「我的帳戶」

薦購處得到相關資訊。 

Q5：薦購書或視聽資料多久進館？ 

A5：中文圖書、國內有代理的視聽資料及西文書於推薦後 1~1.5 個月可以完

成上架，西文書或東方進口書則需 2~3 個月不等。 

 

~圖書館有很多很多資源，無論實體或電子館藏，歡迎您來挖掘~ 

 

資訊相關服務 

〄學生電子郵件服務 

1. 本校學生電子郵件使用 Google 服務，提供每位學生一組電子郵件帳號

（學號@mail.nuk.edu.tw），學生可開啟網址 https://accounts.google.com，

輸入帳號（學號@mail.nuk.edu.tw）與密碼即可使用。 

 

 

 

 

 

 

 

 

 

 

 

 

2. 由於 Google Workspace for Education 集區儲存空間之限制，每位在校生

擁有 10GB 之空間，容量空間之計算包含 Gmail、雲端硬碟、相簿等應

用服務。 

mailto:學號@mail.nuk.edu.tw
https://accounts.google.com/
mailto:學號@mail.nuk.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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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網路服務 

目前學生宿舍 OA1F~3F 與 OB1F~3F 共 88 間寢室規劃為無線網路宿舍區，

其餘寢室為有線網路宿舍區。 

1. 無線網路宿舍區：選擇該寢室樓層專有的 SSID，出現認證頁面時，如

下圖，輸入電子郵件帳號（學號）及密碼，點擊登入按鈕，即可連線網

際網路。 

 

 

 

 

 

 

 

 

 

2. 有線網路宿舍區：先接上網路線後，使用者將資訊設備設定為自動取得

IP 位址，開啟瀏覽器後會自動跳轉至認證頁面，輸入電子郵件帳號與密

碼後，即可連線網際網路。部分個人資訊設備會因安全性因素無法跳轉

至認證頁面，可直接於瀏覽器輸入認證頁面連結網址，如下： 

http://signin.nuk.edu.tw 

 

〄校園無線網路服務 

1. 選擇識別碼（SSID）為 iNUK，開啟瀏覽器後會出現認證視窗，輸入電

子郵件帳號及密碼，通過認證後即可使用。 

http://signin.nuk.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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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不想每次使用 WiFi 時都要登入帳號／密碼，可透過註冊行動裝置之

方式進行自動登入或使用 802.1X： 

 註冊行動裝置： 

在認證視窗頁面下方，勾選「註冊我的設備」，註冊成功的裝置後

續在連線WiFi時，即可免輸入帳號與密碼直接使用。要注意的是，

新一代的行動裝置進行註冊時，請關閉「隨機資訊設備網路卡號

碼」，以避免重新連線 WiFi 時行動裝置之網路卡號碼與註冊時之

號碼不同，致無法存取無線網路服務。關閉「隨機資訊設備網路

卡號碼」說明，請參考下列網址： 

https://lic.nuk.edu.tw/p/406-1012-47139,r20.php?Lang=zh-tw 

 使用 802.1X： 

開啟 WiFi 連線後，選擇識別碼（SSID）為 iNUK_1x，行動裝置

將出現對話框，由於對話框內容依裝置而異，設定方式可參考圖

資館網站說明，網址如下或至圖資館網路通訊組諮詢： 

https://lic.nuk.edu.tw/p/412-1012-984.php?Lang=zh-tw 

 

〄校外無線網路漫遊 

本校學生至其他大專院校有使用無線網路服務需求時，可透過校外無線網路

漫遊服務存取服務。開啟 WiFi 後，選擇識別碼（SSID）為 TANetRoaming，

輸入本校之帳號與密碼，帳號需包括原連線單位之網域名稱，若使用者的帳

號為 a0881101，則其漫遊帳號為 a0881101@nuk.edu.tw。要注意的是，各校

無線網路漫遊服務的設定各異，需參考該校提供的服務說明。 

 

〄應用系統服務 

1. 校園資訊系統（教務系統、學務系統、選課系統等）之預設登錄之帳號

密碼： 

 

 

 

 

https://lic.nuk.edu.tw/p/406-1012-47139,r20.php?Lang=zh-tw
https://lic.nuk.edu.tw/p/412-1012-984.php?Lang=zh-tw


 
 

11 

身份 一般生 僑生、陸生與外籍學生 

帳號 學號(英文字母部分請輸入小寫)，ex： a0925101 

密碼 

身份證字號(英文字母部

分請輸入小寫 )， ex：

e123456789 

出生年月日(YYYYMMDD)，ex：

19880101 

2. 注意事項：第一次登入系統後，請利用系統提供之功能修改密碼，並定

期更改密碼，以維護資訊安全；從任一系統變更密碼後，其他系統密碼

皆同步變更。 

 

〄 o365 帳號密碼（可登錄 Microsoft Teams 遠距教學） 

1. 登入網址：https://www.office.com 

2. 帳號：學號@o365.nuk.edu.tw （office 的 o） 

3. 預設密碼：Nuk 出生年月日(YYYYMMDD)，ex：Nuk19880101；請盡

速登入變更密碼，長度須 8 碼以上，且必須至少包含以下三種：大寫

字母、小寫字母、數字及符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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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o365帳號Q&A可參閱圖書資訊館第 61期通訊／圖資館利用補給站，

網址：https://lic.nuk.edu.tw/var/file/12/1012/img/741/922019732.pdf 。 

 

 

 

一、 圖書館將自 9 月 12 日(週一)開學日起，恢復學期開放時間囉！ 

圖書館 2 至 5 樓閱覽區 週一至週五  08：30-22：00 

週六及週日  08：30-17：00 

圖書館 3 樓視聽欣賞區 週一至週五  13：30-21：30 

週六及週日  12：30-16：30 

圖書館 1 樓自修室 週一至週日  08：30-23：00 

https://www.office.com/
mailto:學號@o365.nuk.edu.tw
https://lic.nuk.edu.tw/var/file/12/1012/img/741/922019732.pdf
https://lic.nuk.edu.tw/var/file/12/1012/img/741/92201973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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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樓自修室長期借用置物櫃鑰匙也將於 9月 12日(週一)開學日起開放申

請借用，有需求者請持教職員證或學生證至 2 樓流通櫃台辦理。名額有

限，申請完為止喔~ 

三、 111 年過期期刊短暫離架，預計 9 月底回館： 

110 期刊裝訂作業陸續整理中，本次送裝原則為 110 年 1 月~110 年 12

月。過刊業於 8 月 3 日送裝訂，預計 9 月底回館，如於期間發現刊物

不在架位上，可洽 8733 或 yuchi322@nuk.edu.tw 林小姐由專人為您服

務。另年度裝訂清冊將於送裝後公告於在圖書資訊館網站最新消息 

網址：https://lic.nuk.edu.tw/p/406-1012-56551,r5.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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