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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電閱讀 好地方

自習室

圖書館提供您在課堂之外，擁有享受閱讀樂趣及多元化自主學習的空間，透
過舒適的創意學習環境，營造您理想學習氛圍，提升自我競爭力。

圖書館B1

每一閱覽席附有
USB插孔及三頭插孔

興閱坊 圖書館B1

提供iPad、筆電
借用服務唷！

閱讀窩 圖書館二樓

可以自由討論、輕聲談話的「Fun」空間，
這裡有43台電腦，供您寫作業、做報告或進
行數位學習，還有IMAC區讓您盡情創作。
如有課業上的疑難雜症，也可申請個別學習
諮詢服務，向諮詢小老師求助唷！

給您一個安靜K 書的最佳環境，這裡有160個
座位供您選擇，也可以透過自習室選位系統
，讓您享用自學空間的便利性，學習更富彈
性與即時性！每個座位都設有智慧調光護眼
檯燈，伴您度過每個大小考試的日子。

Reading WOW！期盼同學在此空間，像窩在
心中舒適的角落一般怡然暢快，滿足您多元學
習與研究需求的理想環境，圖書館並不只是K
書中心，更是激發創意、主動學習、展示技能
與知識成果的園地。

https://walkinto.in/tour/Z1JMzUeDtfWyeyzfUlvtM?scene=24.11990000000004|120.67438864141036|93.41041999559839|-3.1771632845161406|1.1102230246251565e-16|CAoSLEFGMVFpcE5ucU1BY19IdE9Qb25MZjNsR19Cc3VaM1ZZLTJVUk1aQXBzMF9S|false|GOOGLE
https://walkinto.in/tour/Z1JMzUeDtfWyeyzfUlvtM?scene=24.120009|120.67428599999994|178.7173429797964|-5.835633905840382|0.1565044856799902|CAoSLEFGMVFpcFBaUzRBcmhkUEJZeUphbXljcG9HWlNfR0dKN0dvVE5Za2RGUkVD|false|GOOGLE
https://walkinto.in/tour/Z1JMzUeDtfWyeyzfUlvtM?scene=24.119802|120.67431299999998|359.309565819462|-1.9392276047553167|1.1282038714833114|CAoSLEFGMVFpcFBxWkJUYUQydWNqb09jU05DbUVtdkNnVUpjemhXbERkLU5nQ2VE|false|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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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討論室

共有7間討論室，採自學空間APP預約
制或線上預約，只要3人以上，即可憑
學生證申請借用，每次借用最多4小時
。插卡即可供給照明及空調，提供您一
個進行群體討論，發想無限創意的空間
。

圖書館二、三、四、五樓

多媒體中心
多媒體服務中心提供單人或多人同時
欣賞的視聽座位觀賞多媒體資料，並
可體驗32吋曲面廣角螢幕及43吋超大
螢幕，也可借用大團體室、小團體室
與三五好友共賞影片，更可以把家用
版影音資料借回家！

圖書館三樓

多媒體創作坊
將多媒體中心部份區域改造成「多媒
體創作坊」，提供專業剪輯軟體、優
質免費影音資源等各式電腦軟體，包
含iMAC創作區、雙螢幕影音剪輯工作
站、創意發想區、學習討論區。還有
提供桌遊借用服務喔~快約同學好友一
起來玩吧！

圖書館三樓

個人發呆冥想的

好去處！

可線上預約
亦可利用1F Kiosk

現場預約

https://walkinto.in/tour/Z1JMzUeDtfWyeyzfUlvtM?scene=24.119582|120.67470500000002|91.4105730915064|-6.450848577320571|1.1102230246251565e-16|CAoSLEFGMVFpcE1sSHViaUgxLTRxZXhNZFVjNUhweVlfbndhY3ZnYkZqYTJlRzVk|false|GOOGLE
https://walkinto.in/tour/Z1JMzUeDtfWyeyzfUlvtM?scene=24.119651|120.67477499999995|58.19705969557064|-0.005365332271622947|1.1102230246251565e-16|CAoSLEFGMVFpcE1qRnFFNXpvay1GVktuV1NhTUhsQThXTURRU21rdm5ZQWhObEkt|false|GOOGLE
https://walkinto.in/tour/Z1JMzUeDtfWyeyzfUlvtM?scene=24.119953|120.67494399999998|151.71544593558627|4.624885908467689|0.10181195017123679|CAoSLEFGMVFpcFB1dTl3MkVpS0VMaGVuNmtoMlhacVJfd3lPZk9HWnYybDUzZ3Jh|false|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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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閱規則

來圖書館最常接觸的就是「借閱服務」了！
本校同學憑學生證就可以進出圖書館囉！
快來了解這項基本服務吧！

借閱服務 
SO SWEET 

身  分

大學生

研究生

校   友

借閱冊數

50冊

借期 預約冊數 多媒體
(可借數量)

多媒體
(可借天數)

80冊

30天

10冊

30天

30天

10冊

15冊

5冊

2片

2片

x

5天

5天

x

交換生 20冊 30天 5冊 2片 5天

 詳細規定
§ 參考書、地圖集、雜誌、報紙、學位論文、西文期刊合訂本、中文期刊合訂本不
   提供外借，只能在館內閱覽。

§ 圖書資料借期為30日，惟於借書時，如該書有其他讀者預約，借期由30日縮短
為14日。

§ 所借出之每冊圖書，自借書日起一年之內，在到期日(還書日)前或未被他人預約
時，皆可不限次數續借，新到期日為續借日加上30天 。

續借方式

逾期處理
借閱館藏資料沒有如期歸還者，每冊(件)過期一日須罰鍰新台幣5元，逾期若滿30天，
罰鍰不再累計，改為每冊逾一日停止借閱權一日。

已借閱的圖書，無法於借閱期限內閱讀完畢，可利用線上續借延長歸還期限，請於
館藏查詢系統，點選「個人借閱狀況/續借」，進入「個人化服務」頁面，進行續借

圖書。若圖書已逾期、被他人預約、借閱停權時，則無法線上自行續借喔!

http://webpac.lib.nchu.edu.tw/F/?func=file&file_name=find-b&CON_LNG=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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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想借閱的書籍資料，已被其他讀者借出圖書館，您可於館藏查
詢系統利用「線上預約」方式預約圖書，等該書歸還時，將會發送
e-mail到該書籍。等該書歸還時，將會發送e-mail通知信通知您至圖
書館1F流通櫃台取書，並保留5天(不包含假日及閉館日)等候領取。

自助借書機&除菌機
除了可在流通櫃台辦理借閱書籍外，更可以利用櫃台旁的

兩台自助借書機自行辦理借書，不僅操作相當簡便，您也
可利用借書完成後列印收據，核對手中的借書清單，確保
個人權益。

從圖書館網站首頁點選「讀者登入」，輸入您的學生證號、密碼，
登入後點選「個人借閱狀況/續借」，就可以查詢自己的借書、預約

狀況及瀏覽您的借閱歷史。

圖書館會主動發送電子郵件至您的個人信箱，提醒您有關借書即將
到期、逾期、預約書到館等訊息。請至圖書館網頁，修改個人紀錄
之E-mail，並修改常用email郵件位址。提醒您電子郵件通知係為圖

若有疑問可洽詢流通櫃檯人員， 04-22840290#160.161

歡迎使用除菌機，不到一
分鐘，就能將乾淨的書帶
回家囉！

預約方式

查詢個人
借閱

電子郵件
通知服務 書館之提醒服務，仍應經常查詢個人借閱狀況，維護個人借書權益

若遇到證件停借或欲借圖書條碼磨
損、磁條有誤、感應不佳等狀況，
無法在自助借書機借書時，請至流
通櫃檯辦理借書喔!

http://webpac.lib.nchu.edu.tw/F/?func=file&file_name=find-b&CON_LNG=chi
http://webpac.lib.nchu.edu.tw/F/?func=file&file_name=find-b&CON_LNG=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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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校共有9個系所單位圖書室為：應數系、化學系、物理系
語言中心、藝術中心、昆蟲系、土環系、園藝系、分生所。

本館設有還書箱，提供讀者於閉館時間還書，讀
者投入還書箱之圖書，其歸還日期以投入還書箱
日期認定。

圖書館沒有收藏的圖書，可以利用館際合作服務向國內外圖書館申請借閱或文獻傳遞，您可以
透過全國文獻傳遞(NDDS)進行線上申請，由圖書館代借代還，或至1F流通櫃台換取他校的館

‧讀者入館、使用資源、借還資料之逾期及遺失等處理等須遵守對方圖書館各相關規定。  

‧若在本校圖書館有書逾期、逾期滯還金未繳、違規或其他暫停圖書館使用權的情形時，  
    無法借閱跨校借書證。

注意事項：

 館際借書詳細內容

還書箱服務

到系所圖書館借書

到外校圖書館借書

圖書館
大門

圖書館
側門

敦 煌 書 局

還書箱

學院別 系所 圖書室位置

應數系

化學系

物理系

資訊科學大樓3F

理學大樓4F

理學大樓4F

借書方式

與 總 圖 電 腦 連 線，
直 接 用 本 校 學生證
、職員證即可前往借
書

理學院

與圖書館系統連線之系所圖書館

電話

22840421＃316

22840406

22840407

未與圖書館系統連線之系所圖書館

農學院

其他單位

昆蟲系

土環系

園藝系

22840361＃519

22840373＃3309

22840340 # 210

農環科學大樓8F

農環科學大樓3F

農環科學大樓2F

沒有電腦連線，要先
到總圖書館借還書櫃
檯借用"系所借書證"
才可前往借書。生科院 分生所 22840485＃222 生科大樓9F

藝術中心 22840449 圖書館7F

不可外借

文學院 語言中心 22840326＃207 語言中心萬年樓2F

系所圖書室開放時間

際合作借書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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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閱服務APP
為提高圖書館服務的行動性，我們已陸續推出適用於不同行動載具的應用程式APP，提供
您更便利的圖書館行動服務。
興圖APP同時開發了Android及IOS版，經由手機或平板，讓您隨時掌握自己的借閱狀況，
另外還可以收到借閱資料即將到期、逾期、預約書到館及最新消息推播通知！快拿起您的

Android iOS

1 2 3 4 5 6          7 8 9 1 0 1

掃描書本ISBN條碼，就能查詢到是否有館藏喔！

四、借閱清單：可瀏覽個人借閱中圖書及預約到館資訊，並進行全部圖書續借或勾選部份圖
書續借。

五、預約狀況一覽：可瀏覽個人目前預約圖書資訊及預約情況。

六、借閱排行榜：提供近年中西文圖書及視聽資料借閱排行榜資訊。

七、開放時間：可查閱圖書館各區及系所圖書室之開放時間。

一、最新消息推播通知：與本館網頁最新消息發佈時間同步。

二、借閱訊息推播通知：推播項目包括借閱資料到期前7、3、1天，逾期第1、3、7及之後
每日皆通知，預約書到館通知。※手機需有網路且登入圖書館帳號才會推播通知喔!

APP功能說明：

手機下載吧!

三、館藏查詢：可透過「ISBN條碼掃描查詢」查詢圖書館藏情形，亦可「館藏檢索」功能
利用關鍵字查找館藏，進行線上預約或到館借閱，「新書通報」功能，可瀏覽近期入館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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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查詢 快速通

圖書館網頁 http://www.lib.nchu.edu.tw/

本校館藏資源以配合校內師生教學、研究與學習之需要為主，
舉凡相關之圖書、期刊、視聽資料、電子資源等均予蒐藏。

貼心服務
立馬瀏覽

常用連結快速一點通 

最新消息 

不漏接

迅速掌握

熱門電子資料庫



館藏查詢
簡易查詢介面：一進到館藏查詢系統，就是簡易查詢頁面了！

進階查詢介面：更精確查得所需資料好幫手，並能縮小查詢範圍

最常使用輸入關鍵字

勾選“是”，代表查詢字
詞每一個字都要相鄰才會
顯示對應之搜尋結果

可選擇「查詢欄位

&資料類型」

提供多項快
速連結，

不需連回圖
書館

有多個欄位，可以一次輸入
多個查詢字詞

能用更多已
知資訊

來縮小搜尋
範圍

若不知從何開始，也有查詢

建議提供給您喔!

還有查詢範例，供您參考喔!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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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解讀 搜尋”在天堂遇見的五個人”

取得索書號，找到圖書放置位置，

索書號代表圖書資料地址，獨一無

二不重覆

書在哪裡--
點選後，即可知道書籍所在樓層、區域

書目資訊--顯示書籍的基本書目，包含書名
、作者名、出版社、出版年

館藏地--顯示書籍所在樓層、館藏區域。「
仍在館內」表示館藏在架上，可以
外借或館內閱覽；「顯示到期日」
表示已被借出，可以善用「預約」
功能

索書號--
表示在書架上排列的位置，查得索
書號後，依照書架上圖書排序尋找
，就可以快速找到書了!

特藏號 分類號 作者號 年代號 部冊號 複本 語言

R

R

023.31

370.3

5733

En19g

96

2003

V.1

V.4

C.1 中文

西文

R
023.31 494
5733 4454-23
96
V.1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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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資訊解讀

選擇期刊館藏，
輸入關鍵字

點選後，即可知道期刊所在館藏區域

點選電子資源，可直接線上閱讀

依序表示期刊所在之

＂排-架-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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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館藏 

現期期刊的矮書架每層都可以翻開
來，架子裡收藏著當年度期刊

3F中文現刊區：
矮書架，按刊名首字中文筆畫順序排列
排-架-格

2F西文現刊區：
矮書架，按刊名首字英文字母順序排列
排-架-格

2樓西文過刊區、3樓中文過刊區：
高書架、按索書號排列

（期刊皆不可外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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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資源 E把抓

圖書館為支援本校師生教學、研究與學習，目前已收藏各
類電子資源，包括約147萬冊電子書、4萬多種電子期刊
及近389種參考資料庫等。

系統登入說明

帳號：學生證號
密碼：與學校單一簽入網站相同

使用時記得不要
大量下載喔！ 

若無法登入，建議可至「興大入口」網站更改密碼，即可用新密碼登入系統，
若仍有問題，可直接詢問圖書館員喔！ 

※

https://portal.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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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電子資料庫
進入資料庫系統後，選擇「電子資料庫」，可透過主題、學院、語言等瀏覽資料庫。

輸入資料庫關鍵字 

依照資料庫名稱之字母/筆畫順序
找尋

利用資料庫類型分類瀏覽

依照資料庫主題、學院、類型、
語言分類

頁面除了提供資料庫介面連結外，還包括資料庫簡介、收錄範圍與年限等資訊，點選資
料庫名稱即可進入該資料庫進行查詢。可以點選              圖示，協您更了解資料庫使用技
巧。

如何在校外使用電子資源? 
電子資源系統提供各種型式的館藏資源，運用簡易的查詢
和瀏覽功能供使用者快速取得所需資源。圖書館引進購置
的電子資源，若為本校師生，可直接輸入帳號密碼即可在
家中或校園以外的地方上網使用，若非本校師生只可在校
園網域內使用，並用以「校外人士」身分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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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電子期刊? 

圖書館的電子期刊，可由館藏目錄同時查詢紙本與電子期刊，館藏目錄的期刊書目
記錄中，若圖書館有訂購電子期刊，點選「電子資源」即可立即於線上閱讀。

方法一：

選擇期刊館藏，輸入關鍵字

點選後，即可知道期刊
所在館藏區域

點選電子資源，可以
直接線上閱讀

立即閱讀立即閱讀
線上電子版線上電子版

http://aleph.lib.nchu.edu.tw/F/I24T5IPHUFYKM5AQJT4JNGKAPR9MFBVLQBR1BB774BPKVRVKN6-23979?func=find-b-0&local_base=ALLPE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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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由「電子期刊」頁面直接查詢，透過刊名排列、系所適用期刊、主題排列、瀏覽及關
鍵字查詢等多種方式查找電子期刊。

方法二：

如何使用電子書？ 

可由「電子書」頁面直接查詢，透過刊名排列、系所適用期刊、主題排列、瀏覽及關鍵
字查詢等多種方式查找電子期刊。

提醒!系所訂購及相關期刊為各系所採購
之重要期刊歡迎多加利用！

點選欲看的資料庫

點擊後，即可快速點擊後，即可快速
線上看電子書線上看電子書

方法一：

http://ers.lib.nchu.edu.tw:8080/cgi-bin/smartweaver/swlink.cgi?o=der&p=/smartweaver/jslogin.htm&i=wej.htm&h=frame_ejh.htm&clotho=0
http://ers.lib.nchu.edu.tw:8080/cgi-bin/smartweaver/swlink.cgi?ccd=HPUvLs&o=e0&s=frame&w=frame_eb.htm&h=frame_ebh.htm&clotho=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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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二：
同樣可由館藏目錄查詢書籍，館藏目錄的書本書目紀錄中，若圖書有訂購電
子書，即可於線上立即閱讀。

輸入書名關鍵字

即可立即閱讀

線上版電子書
即可立即閱讀

線上版電子書

點選電子資源，可以
連結到線上版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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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化服務  

按下「收藏」
可將常用資料庫加入「我的資源」
，未來登入帳號後，即可立即使
用常用資料庫，不需花時間搜尋。

中文常用資料庫  
-台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

-中國期刊全文資料庫

-CEPS中文電子期刊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快速查看常用資料庫 

西文常用資料庫  
-SCIE/SSCI 引文索引資料庫

-Science Direct Online 期刊全文資料庫

-EI/ IEL 電子電機資料庫 

-PubMed 醫學資料庫

-Agricola 農業文獻資料庫

-ABI/INFORM 商業管理資料庫

http://readopac.ncl.edu.tw/nclJournal/
http://ers.lib.nchu.edu.tw:8080/cgi-bin/smartweaver/swlink.cgi?o=der&p=/smartweaver/jslogin.htm&i=werjs.htm&id=DB000000060
http://ers.lib.nchu.edu.tw:8080/cgi-bin/smartweaver/swlink.cgi?o=der&p=/smartweaver/jslogin.htm&i=werjs.htm&id=DB000000004
http://ers.lib.nchu.edu.tw:8080/cgi-bin/smartweaver/swlink.cgi?o=der&p=/smartweaver/jslogin.htm&i=werjs.htm&id=DB000000065
http://ers.lib.nchu.edu.tw:8080/cgi-bin/smartweaver/swlink.cgi?o=der&p=/smartweaver/jslogin.htm&i=werjs.htm&id=DB000000042
http://ers.lib.nchu.edu.tw:8080/cgi-bin/smartweaver/swlink.cgi?o=der&p=/smartweaver/jslogin.htm&i=werjs.htm&id=DB000000045
http://ers.lib.nchu.edu.tw:8080/cgi-bin/smartweaver/swlink.cgi?o=der&p=/smartweaver/jslogin.htm&i=werjs.htm&id=DB000000001
http://ers.lib.nchu.edu.tw:8080/cgi-bin/smartweaver/swlink.cgi?o=der&p=/smartweaver/jslogin.htm&i=werjs.htm&id=DB000000033
http://ers.lib.nchu.edu.tw:8080/cgi-bin/smartweaver/swlink.cgi?o=der&p=/smartweaver/jslogin.htm&i=werjs.htm&id=DB000000015
http://www.airitilibrary.com/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6hnjKl/login?jstimes=1&loadingjs=1&o=dwebmge&ssoauth=1&cache=1561599699346
http://ers.lib.nchu.edu.tw:8080/cgi-bin/smartweaver/swlink.cgi?o=der&p=/smartweaver/jslogin.htm&i=werjs.htm&id=DB00000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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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申請到館取件 

想借他校圖書館資料？館際合作幫你達成！

參加單位

申請資料類型

約1-5天(依各館處理速度)

帳號申請

收費標準

NDDS Rapid ILL

以台灣地區為主 以美加地區為主

圖書借閱
文獻複印：圖書、期刊、博碩士
論文、會議論文、研究報告等多

種類型資料

文獻複印：以西文期刊為主

需申請帳號(NDDS首頁申請) 
帳號：身分證字號 

密碼：自行設定密碼

無需申請帳號 
帳號：學生證號或教職員證號  

密碼：興大入口密碼

依各館收費標準 每頁3元

處理速度 最快為24小時

為便利您利用他校圖書館資源，本校圖書館與多所國內外圖書館建立館際
合作關係，若為本館未收藏的書刊資料，歡迎您透過館際合作服務向國內
外圖書館申請圖書借閱。

NDDS v.s Rapid ILL

圖書館沒有的館藏或期刊，該如何使用館際合作服務呢?

親自到外館借書
T4台綜大聯盟

中部聯盟
館際互換借書證

NDDS全國文獻傳遞服務
RapidILL國際快速館際合作

借還書
櫃台
借還書
櫃台

參考諮詢
櫃台

參考諮詢
櫃台

免費

付費

更多館際合作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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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 靠自己

數位學習平台

　　圖書館精心建置的數位學習平台，內容包含圖書館導覽、圖書館利用教育
指導課程、資料庫教學、講座分享及電腦軟體教學等，讓您任何時問、地
點，都可滿足自我學習求知心，歡迎親自上網體驗！

數位學習平台傳送門

館藏利用教育

　　為使本校師生熟悉圖書館各項資源與服務，進而充份利用圖書館，增進個
人資訊素養，圖書館規劃系列資源利用講習課程，於每學年舉辦新生圖書
館之旅、電子資料庫利用及各類研習、講座，歡迎上網報名。

活動報名系統傳送門

館訊

想了解圖書館提供那些最新服務嗎？既有服務又有什麼新改變嗎？想知道圖
書館即將舉辦那些展覽或各種講座活動報導嗎？每季發刊一次，除了上述內
容，還會教導您使用各領域的資料庫使用方式及學術期刊投稿小撇步，快進

館訊傳送門館訊瞧瞧！

http://libref.video.nchu.edu.tw/
http://cal.lib.nchu.edu.tw/
http://www.lib.nchu.edu.tw/index.php/libnews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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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提升館藏資源利用，LibGuides系統為您的系所個別化館藏資源指引，
特別針對各系所教學研究需求，建置及客製化系所適用的館藏資源指引，
方便您未來寫報告、做研究能即時獲取資源。

經由自學空間APP可於兩星期前預約圖書館之各式自學空
間，如：讀者討論室、研究小間、小團體視聽室、興閱坊
發表練習室、興閱坊學習諮詢室、愛學區等，還有預約使
用前的訊息推播功能唷！讓您隨時自主學習SO方便！

Android iOS

NCHU my Space

自主學習好工具

資源情報站傳送門

資源情報站

自學空間APP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Y-q9HNi5rw
http://guides.lib.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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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利用服務

各樓層導覽

該樓層地圖

圖書館360°環景

各單元導覽

展示介紹

校史館360°環景

導覽影片

https://walkinto.in/tour/Z1JMzUeDtfWyeyzfUlvtM
http://archive.nchu.edu.tw/Hsing_View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300&v=03oDCo6b-w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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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惑區常見問題

Q1：在圖書館如何使用無線上網?

請選擇「NCHU」無線網路

再開啟瀏覽器，輸入您的單一入口
帳號密碼 

通過認證後，即可使用無線網路

無線帳號為學校之Email，密碼為Email之密碼

 教職員→ 帳號@nchu.edu.tw

 學生→ 學號@mail.nchu.edu.tw



2323

Q2：如何在圖書館影列印及掃瞄呢？ 

圖書館提供悠遊卡影印扣款服務，讀者可使用悠遊卡直接影印， 且不開立發票，若需

發票者可向1F參考諮詢台、B1興閱坊工作人員詢問。

1. 興閱坊影印、列印僅為黑白。
2. 有問題請洽1F參考諮詢台、B1興閱坊。

請遵守各項圖書資源重製（影印、列印、掃描
、複製等），行為時，請您留意本館館藏重製
行為規定宣告之說明，切勿侵犯智慧財產權相
關規定。

※ 中興大學重製宣告

服務種類

網路列印

影印機

A3掃描器

服務地點 設備數量 費用 備註

此兩區設備
可同時影印
與列印

1F資訊檢索區
B1興閱坊

1元/張：A4、B4
2元/張：A3
彩色：
5元/張：A4、B4
10元/張：A3

1、2、3、5F
影印室

1台1F資訊檢索區

A4掃描器

全館共6台

免費

A3非接觸式
掃描器

1台1F資訊檢索區 免費

1F資訊檢索區
B1興閱坊

共2台

1元/張：A4、B4
2元/張：A3

B1興閱坊 4台 免費

多媒體創作坊 2台 免費

黑白：

掃描機可連
網路，亦可
自備隨身碟

http://www.lib.nchu.edu.tw/index.php/intellectual-property/copyright


2424

Q3：如何向圖書館推薦購買圖書? 

請至圖書館首頁點選 常用服務      書刊資料薦購     登入讀者帳號、密碼
有想要的書推薦給圖書館嗎?  

需事先查詢館藏目錄，未收藏者，歡迎薦購   
(西文期刊，請向各系所推薦)

書刊名

ISBN/ISSN

作者

出版者/年

完整填寫書刊名、作者、ISBN/ ISSN、
出版者/年，以加速書刊進館時效

每人每月可推薦書刊冊數以5冊為限

http://aleph.lib.nchu.edu.tw:8080/rc/reader/login.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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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急用圖書該如何申請? 

發現有正在編目卻想借閱的圖書嗎?  

請至圖書館首頁點選 讀者服務      學生服務      急用圖書申請

2. 教學用或學術性圖書資料，本館將優先使用

3. 圖書狀態為「登錄中」與「編目中」，
可提出優先處理申請。

4. 申請冊數一個月以 5 冊為限，完成後將以
E-Mail通知，確認E-Mail及電話是否正確

1. 申請人限有效讀者

http://ap2.lib.nchu.edu.tw/catalog_apply/applyform.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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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館藏目錄查到的圖書期刊，為何書架上找不到？ 

Q7：為什麼無法預約圖書？

Q6：圖書遺失，該怎麼辦？ 

明明在館藏目錄上查到的書，卻不在書架上，原因可能是：

1 已被外借 2 其他人正在使用或尚未歸架

3 被上錯架 4 提供新書展示或書展使用中

5 暫時遺失 6 已撤架

您可至                                尋求館員的協助，並填寫尋書單。1 樓 服 務 台1 樓 服 務 台

若遺失圖書請立即向圖書館借還書櫃台辦理報失，以免因逾期需要繳逾期滯還金！    

※詳細說明請至 圖書館首頁       讀者服務         借閱須知 圖書報失

可能您要預約的書是限館內閱覽不提供外借，或是預約冊數已經超過可預約的上限，

或是您有逾期的書未還、逾期滯還金未繳清等，可以從圖書館首頁點選查詢個人借閱

紀錄。

Q8：圖書館有哪些設備可借用？ 

行動電源 檯燈 筆電用行動電源

貼心設備借用服務    讓您學習更舒適

注意事項：限館內使用/ 各項設備借用以一次為限/ 必須當日歸還

借用地點：1F流通櫃台、
                    興閱坊

借用地點：1F流通櫃台 借用地點：1F流通櫃台

http://www.lib.nchu.edu.tw/index.php/book-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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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圖書館哪裡有插座可供使用？找不到？ 

為提供讀者更便利的插座使用，圖書館分別於B1興閱坊愛學區、B1自習室、1F資料

檢索區、2F閱讀窩高腳椅區、2F北面筆電使用區、3F東北面、西北面筆電使用區，

歡迎多加利用！

B1興閱坊愛學區 B1自習室

2F閱讀窩高腳椅區1F資料檢索區

2F北面閱覽區-筆電專用區 3F東北面閱覽區-筆電使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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