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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圖書資訊館資源使用指引 

圖書資訊館網址：http://www2.nuk.edu.tw/lib/home.htm 

 

95 年 9 月 

 

大綱： 

壹、 本館概況 

貳、 服務窗口電話與電子郵件信箱 

參、 可選擇性辦理申請或借用的證件/服務 

肆、 服務說明 

伍、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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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本館概況 

組織編制 

館長之下設置七組，已成立五組，共有編制內職員 12 名、行政助理 6名 

一、典藏閱覽組 

二、採購編目組 

三、行政服務組 

四、網路通訊組 

五、應用系統組 

六、多媒體製作與視聽組（未成立） 

七、資料作業組（未成立） 

本校設有圖書委員會，由各學術單位代表及圖書資訊館館長共同組成，每學

期定期召集開會，共謀圖書館業務之發展。 

另設有校園資訊規劃小組委員會，由校長、圖書資訊館館長及資訊專家學者

共同組成，每學期定期召集開會，共謀校園資訊業務之發展。 

館藏現況 

 

2006/9/1

類別  中日文 西文  合計  

圖書(冊)  108,926 34,083 143,009 

期刊合訂本(冊)  5,353 4,124 9,477 

書本  

小計(冊)  114,279 38,207 152486 

期刊(種)  544 423 967 

訂購期刊(種)  147 232 379 

訂購報紙(種)  12 6 18 

贈送報紙(種)  3 2 5 

期刊  

小計(種)  559 431 990 

視聽資料  5,722 1,191 6,913 

資料庫(種)  47 49 96 

電子書  0 2,205 2,205 

非書資

料  

小計  5,769 3,445 9,214 

總館藏

量(件)  
162,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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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時間 

 

洽詢地點 ：二樓典藏閱覽組     07-5919306 

 區域 上課時間 寒暑假期間 備註

週一至週五 週六、日 週一至週五 週六、日
圖書館  

8:00~22:00 8:00~17:00 8:00~17:00 休館 

國定假

日休館

週一至週五 週六、日 週一至週五 週六、日視聽欣賞區(圖

資館三樓)  8:30~21:30 8:30~16:30 8:30~16:30 休館 

國定假

日休館

週一至週日 自修室 

(圖資館一樓) 
8:00~22:00 

寒暑假期間另訂；國定假日休館

（以上開館時間自九十二年八月四日開始實施） 

 

 

洽詢地點 ：一樓網路通訊組     07-5919129 

上課時間 寒暑假期間 
教室 

週一至週五 週六、週日 週一至週五 週六、週日 

圖資大樓 

PC 教室 
（108 及 107） 

8:00~22:00 8:00~17:00 8:00~17:00 不開放 

綜合大樓 

PC 教室（206） 
8:00~17:00 不開放 不開放 不開放 

理工第一大

樓 PC 教室
（112） 

8:00~17:00 不開放 不開放 不開放 

 

空間配置 

本館位於圖書資訊大樓一至四樓 

一樓   網路通訊組、應用系統組、電腦教室、多媒體教室、自修室 

二樓   館長室、典藏閱覽組、採購編目組、行政服務組、流通櫃檯、閱報區、

檢索區、新書展示區、中西文參考書區、輿圖區、WTO 研究專區、教

授指定參考書區、影印室 

三樓   期刊區、檢索區、視聽欣賞區、討論室、影印室 

四樓   中西文書庫區、特大本圖書區、研究小間、討論室、影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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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服務窗口電話與電子郵件信箱 

總機：5919000 

單位 洽詢業務 承辦人 E-mail 分機號碼 服務地點

綜理全館館務 盧昆宏 館長 log@nuk.edu.tw 8700 2樓215室
館長室 

行政業務 侯美黛 秘書 magery@nuk.edu.tw 8701 2樓215室

典藏閱

覽組 

圖書及視聽資料借還

閱覽、讀者記錄、教師

指定參考書服務、電子

資源使用說明等事宜 

楊淑妙 組長 rita@nuk.edu.tw 8720 2樓211室

採購編

目組 

中、西文圖書、電子資

源採購編目等事宜 

林速禎 組長 sclin@nuk.edu.tw 8730 2樓206室

行政服

務組 

館際合作、期刊採編閱

覽典藏、各項推廣活

動、導覽、志工召募等

事宜 

陳國松 組長 gschen@nuk.edu.tw 8710 2樓212室

網路通

訊組 

校園網路系統之規劃

維護、電腦機房、電腦

教室及使用者帳號之

管理等事宜 

趙志宏 資料

管理師 

wilson@nuk.edu.tw 8740 1 樓電算

中心 

應用系

統組 

校務行政資訊系統及 

應用套裝軟體之管理

與維護 

朱漢琳 技正 hanney@nuk.edu.tw 8752 1 樓電算

中心 

 



 5

參、 可選擇性辦理申請或借用的證件/服務 

證件名稱 
承辦組別 

分機（承辦人） 
說明 

同仁眷屬借書附

卡 

典藏閱覽組 

8724（櫃台人員）

1. 先至事務組中控室填寫申請單、繳交費用、照片

及領證。 

2. 至本館二樓流通櫃台持證申請眷屬借書。 

附註：相關表單可逕自本校網站相關單位下載。

辦理館際互借圖

書借書證 

典藏閱覽組 

8724（櫃台人員）

1. 合作學校：中山大學、中正大學、台大、成大、

高師大、一科大、應科大、高海大、文藻、正修、

和春、東方、海軍官校、高苑、中山高中、高醫

大、雲科大、南大、義守、實踐(高雄校區) 、輔

英、樹德、嘉南藥理科大等校圖書館。 

2. 借用方式：持本校教職員證至本館二樓流通櫃台

辦理借用。 

館際合作線上申

請帳號 

行政服務組 

8712（劉思吟） 

請利用本館「館際合作」網頁，點選「館際合作系統」

申請帳號。 

肆、 服務說明 

項目 
承辦組別 

連絡電話 
內容說明 

圖書薦購服務 
採購編目組 

分機 8730 

1. 專業圖書請向所屬系所推薦。 

2. 一般性圖書館可向圖書館推薦。 

3. 本館將視經費情況，並經一定採購處理程序後購

置入藏。 

館內閱覽與圖書

外借服務 

典藏閱覽組 

分機 8724 

1. 館藏採開架式管理；參考工具書、期刊、報紙、

視聽資料及其他限館內閱覽之資料不提供外借。

2. 入館與借書：持教職員證入館、借書，借書需本

人於閉館前利用自助借書機或閉館前半小時辮

理。 

3. 續借與查詢：可經網路連線，透過館藏目錄查詢

系統，辦理線上預約或查詢個人借閱情況及線上

續借。 

4. 還書：交至二樓流通櫃台，或擲入還書箱。 

教師指定參考書 典藏閱覽組 可申請將課程相關之館內書籍列為指定參考書，該書



 6

項目 
承辦組別 

連絡電話 
內容說明 

服務 分機 8720 將置於本館二樓，供修課學生館內借閱。 

期刊資源使用服

務 

行政服務組 

分機 8711 

透過本館全球資訊網，可得知期刊收錄卷期年代、樓

層架號。 

館際合作服務 
行政服務組 

分機 8712 

1. 本館已加入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為讀者

申辦複印或借閱國內外館藏資料，達到各圖書館

資源共享之目的。 

2.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 NDDS(原全國館際合作

系統)(http://ill.stic.gov.tw)： 

館際合作服務含國內外資料複印(含期刊/圖書)

及國內館際借書，欲利用本項服務者，需先在系

統上申請個人帳號（一人一個帳號），通過認證

後，即可申請使用。 

館際互借圖書服

務 

典藏閱覽組 

分機 8724 

可以直接至中山大學、中正大學、成功大學、高雄師

範大學、台灣大學及南部多所大專院校圖書館借書，

由於簽訂之館際圖書互借合約各有不同，需要時請先

洽詢了解。 

電子資源查詢服

務 

典藏閱覽組 

分機 8723 

本館訂有各式資料庫及電子期刊，使用者可依特定主

題及需求選擇適用資源，除可在校園內使用，亦可透

過本校代理伺服器設定於校外連線使用。 

視聽資料服務 

典藏閱覽組 

分機 8725 或

8722 

1. 備有錄音帶、錄影帶及多媒體影音光碟等視聽媒

體滿足教學研究之需求。 

2. 設有視聽小間及團體室，可依規定申請使用。 

到館新書通報服

務 

採購編目組 

分機 8732 

提供線上瀏覽或查詢新進館藏，可從本館網頁上查得

近三月進館之新書目錄。 

贈書業務服務 
採購編目組 

分機 8732 
提供到府 (辦公室、研究室或放書處)取書服務。 

圖資館導覽服務 
行政服務組 

分機 8710 
提供專人引導並介紹圖資館之導覽服務。 

教職員工資訊教

育訓練服務 

行政服務組 

分機 8710 

本館將定期針對本校教職員工生開設有關網頁設

計、校園網路架構介紹與資源利用、電子郵件工具運

用與規則設定、電腦病毒防制教戰、校園行政系統資

源及資料庫使用說明會（對象：教師及研究生）等多

樣化資訊課程，以提升個人之資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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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承辦組別 

連絡電話 
內容說明 

全校上網服務 
網路通訊組 

分機 8743 

1. 一條 200Megabits/sec 專線連接 TANET、一條下

行 1.5Megabits/sec 之 ADSL 連接 HiNet 

2. 教師研究室的 IP 分配網址，請至

http://mrtg.nuk.edu.tw 中 IP 位址分配表中

查詢。 

3. 系所實驗室的 IP 位址，由各系自行分配，請各

系老師向系上申請。  

電子郵件服務 
網路通訊組 

分機 8743 

1. 利用個人端郵件軟體（ex:Outlook、OutLook 

Express）收發信件時，設定郵件 

外送伺服器 SMTP Server：smtp.nuk.edu.tw。

內送伺服器為 POP3 Server:：pop3.nuk.edu.tw。

E-mail Address 為 username@nuk.edu.tw 

–username : 個人申請之帳號 (英文字母部分

請以小寫) ex. wilson 

–Password : 身份證字號 (英文字母部分請以

小寫) ex. e123456789  

2. 亦可以利用網頁環境進入郵件系統，網址為：

http://pop3.nuk.edu.tw，輸入個人帳號與密碼

後，即可登入郵件系統。 

3. 網頁環境提供全校師生共用群組通訊錄。 

4. 全校教職員 E-mail Address 可至校務行政系統

通訊錄中查詢 

電子佈告欄（BBS） 
網路通訊組 

分機 8740 

高雄大學原野星辰站（telnet://bbs.nuk.edu.tw）

需自行上站申請帳號及密碼 

Proxy 服務 
網路通訊組 

分機 8740 

1. Proxy Service 於校內使用時並不需要作身份認

證，當使用者於校外需使用 Proxy 網路伺服器

時，於開啟 IE 瀏覽器時，將會有登入畫面，帳

號及密碼同 E-mail 的帳號、密碼。 

2. 相關 Proxy Service 設定可參考技術服務網

http://www.nuk.edu.tw/lic/technology.htm

中有詳細設定。 

無線上網服務 
網路通訊組 

分機 8742 

1. 於校內有佈署無線網路之範圍中，使用無線網路

需要認證，於開啟 IE 瀏覽器時，將會有登入畫

面認證帳號與 email 的帳號相同，帳號及密碼同

E-mail 的帳號、密碼。 

2. 由於本校有通過無線漫遊機制，於校外其他具有

無線上網服務標章的漫遊區域均可使用無線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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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承辦組別 

連絡電話 
內容說明 

路，但是與校內使用無線網路認證時的差異為：

需於帳號後加上@nuk.edu.tw（例如：

wilson@nuk.edu.tw），密碼為個人之身分證字號

十碼（英文為小寫）方可使用該區無線網路 

3. 使用無線網路要如何設定  

–首先需確定您所要上網的設備支援無線網路 

–設定網路連線設備之 IP 為自動取得 

–認證帳號為電子郵件帳號 

–認證密碼為小寫之身份證號  

4. 要如何取得本校無線網路的資訊？ 

–可參考網址：

http://www.nuk.edu.tw/wlan/index.html 

電腦教室借用 
網路通訊組 

分機 8741 

借用單位於七天前直接到空間借用系統登錄，借用時

間為電腦教室開放時間，圖書資訊館審核完成即可；

借用時間為電腦教室關閉時間，於使用日前一天下班

前以證件向管理員換取鑰匙，借用完畢後，請儘速歸

還拿回證件，以利電腦教室辦理借用 

校務行政系統帳

號申請服務 

應用系統組 

分機：8752 

提供本校校務行政系統（包含電子公文系統、總務系

統、教務系統、學務系統等資訊系統）帳號申請作業，

以利使用本校之校務行政系統。 

 

 

 

伍、 注意事項 

有關採編業務 

一、 各系所平時可依教學及研究需要不定時向圖書館採編組提出介購書刊

清單，除與館藏重複者外，本館將儘速辦理採購；一般招標採購案中

文圖書處理時間約需一至四個月，外文圖書則需時四至六個月左右。 

二、 訂購書刊所需經費係由各系所圖儀費支付，介購書刊時，請先經所屬

單位同意，以確定經費來源。 

三、 本館每年將書刊預算執行情形通知各系所。 

四、 介購圖書時，為遵守著作權之規定，請開列具合法版權之圖書。 

五、 教師向校外申請研究計劃購買之圖書，報帳時必須送圖書館登錄，請

同時開列一份書單，註明計劃名稱、計劃主持人，連同圖書送交本館

採編組辦理登錄。 

有關編目業務 
對於國科會計劃用書及急用之資料，提供緊急編目的服務，使您能迅速參閱

及外借所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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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圖書借閱

及教師指定參

考書業務 

一、教師憑教職員證進館、可使用館藏資源及辦理書刊外借。 

二、除參考工具書、學位論文、期刊、視聽等僅供在館內閱讀觀賞外，其他

一般圖書可憑本校教職員證外借。 

三、教師借書冊數、借期及專案借書之規定 

(一) 本校專任教師每人同時持借圖書之上限為 30 冊，每書之借期為 60

天，可續借二次。在符合無逾期、無他人預約、無滯還金等條件時，

可於到期前 4天自行上線辦理續借。 

(二) 教師各項研究計劃經費所購入之圖書得辦理「專案借書」，至計畫

案結束為止，不受前列冊數、借期之限制。 

四、逾期處理 

借書逾期未還者，每冊每逾一日應繳滯還金新臺幣 5元。滯還金未結清

或有書逾期前暫停其借書及續借權限。 

五、教師指定參考書 

教師因授課需要，可填具「教師指定參考書調查單」交本館處理，將指

定館藏專架陳列，供學生於館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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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舍使用 

一、 討論室借用：教職員工生五人以上憑證至櫃台辦理借用。 

二、視聽欣賞區使用 

（一） 館藏資料借用：本區資料限館內欣賞，但教師因教學需求，可持

證件親至本區服務台辦理外借手續，借期為三日，相關申請表可

逕於本館網站下載使用。 

（二） 團體視聽室借用：限本校教職員工生使用，且使用人數合乎規定，

得憑證向本區服務台申請借用。 

多功能視聽室 使用人數在十一人（含）以上，四十人以下 

小團體視聽室 使用人數在五人（含）以上，十五人以下 

讀者可於線上下載申請表，填妥後至圖書資訊館 3F 視聽欣賞區辦

理借用。 

六、 電腦教室借用 

借用原因 借用方式 

(1) 本校教職員工電腦訓練

課程、甄審。  

(2) 各系、所電腦相關之實

習課程。 

借用單位於七天前直接到空間借用系統登

錄，借用時間為電腦教室開放時間，圖書資

訊館審核完成即可；借用時間為電腦教室關

閉時間，於使用日前一天下班前以證件向管

理員換取鑰匙，借用完畢後，請儘速歸還拿

回證件，以利電腦教室辦理借用。 

(1)研討會、各類活動、本校

社團、營隊及其他校內相

關之電腦訓練課程。 

(2)校外單位所辦電腦訓練

課程。 

借用單位於七天前填具電腦教室借用申請表

向圖書資訊館網路通訊組提出書面申請，借

用時間為電腦教室開放時間，本館核准繳費

完畢後方可借用。借用時間為電腦教室關閉

時間，若借用單位為校內單位，於使用日前

一天下班前以證件向管理員換取鑰匙，借用

完畢後，請儘速歸還拿回證件，以利電腦教

室辦理借用；若借用單位為校外單位由本館

派員於借用時間開放關閉電腦教室。 

備註：借用單位需依據電腦教學教室借用辦

法至本校出納組辦理繳費。 
 

全校上網服務 

1. 每日電腦設備對校外流出或流入的網路流量超過 8 Giga Bytes 時，該

IP 位址將暫時停用，圖資館網路組將發函通知，待使用者查明原因後，

請以書面資料說明處理狀況，並經系主任或指導老師簽章後，回覆圖資

館網路組，以利恢復該 IP 之使用權， 

2. 校園網路流量資訊請參考 http://mrtg.nuk.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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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郵件 

1. 系統提供每位教師 100MB 之信箱容量。  

2. 使用者寄送單一信件及附加檔案不可超過 30MB，如超過限制系統將自動

將該信件退回。  

3. 系統發現有毒信件時（包含寄出與收信），將直接刪除該郵件，不再另

行通知。 

電腦教室借用 

若屬下列活動者，需依電腦教室借用管理辦法，先至出納組辦理繳費 

(1)研討會、各類活動、本校社團、營隊及其他校內相關之電腦訓練課程。 

(2)校外單位所辦電腦訓練課程 

本校校務行政

系統之系統問

題排解 

1. 新進教師請務必填寫「電子公文與電子郵件帳號申請表」送交或傳真至

本館，初次申請其密碼預設為「身分證字號」（第一碼英文字母為小寫）。

俟本館處理完畢後，老師可自請上網更改欲使用之密碼。 

2. 使用電子公文系統，全新之電腦必須先行安裝電子公文列印套件，方能

使公文正常列印，並符合橫式公文之規定。列印套件之安裝說明請詳見

電子公文系統中「其他」頁籤下之「線上更新」功能。 

3. 各其他資訊系統若是有使用上的問題，麻煩來電詢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