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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為學習互動場所

• 大學圖書館的使命與角色

·大學的心臟 –教學、研究、學習不可或缺的一環

·學習、文化、休閒、資訊機構

• 網際網路讓人們「在一起孤獨」，圖書館讓人們「在一起成長」

• 圖書館扮演教育與學習的促進者，成為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空
間

·關心學生如何學習、學生如何使用資訊

圖書館是你校園生活中的學習好伙伴，提供了討論、發表、休
閒、閱讀、教學、研究……等需求，塑造圖書館成為家與教室
之外的第三場域(Third Place) ~ 家以外的家



館舍空間介紹

圖書館
樓層 前棟 後棟

一樓
主題書展區、資訊檢索區、專業
期刊區、自助借還書機、流通櫃
檯、置物櫃

校園書坊、開放討論區、休閒閱讀
區(含新書/雜誌/報紙/漫畫)、多媒
體資訊室、展覽區、討論室

二樓
參考工具書區、專業圖書
區 (QS—WZ)、學位論文區、醫
學人文區

研究小間、討論室、個人電腦區、
教師指定參考書區、視聽區

三樓 一般圖書區(000-999) 早期圖書區、聯合辦公室

四樓 自修室 -



館舍空間介紹(一樓前棟)

主題書展區

流通櫃檯安全門禁

專業期刊區

提供圖書及視聽資料借還、館際合作、場地借用等服務

定期以主題性方式推廣豐富館藏圖書，展示圖書皆可外借 陳列當年度約30餘種專業性紙本期刊，限館內閱覽



館舍空間介紹(一樓前棟)

資訊檢索區

圖書滅菌機 自助借還書機

提供約20餘台公用電腦，便利讀者查詢館藏電子資源

可透過臭氧風扇與紫外線殺菌燈逐頁消毒書本 提供讀者自助辦理圖書借還手續，減少流通櫃台排隊等候時間



館舍空間介紹(一樓後棟)

休閒閱讀區(新書) 休閒閱讀區(雜誌)

休閒閱讀區(漫畫) 休閒閱讀區(報紙)

不定期展示到館新書，展示期間圖書即可外借 陳列當年度60餘種休閒性雜誌，限館內閱覽

提供近2,700冊熱門暢銷漫畫套書，是同學課後紓壓的好去處



館舍空間介紹(一樓後棟)

開放討論區

多媒體資訊室

展覽區

校園書坊

提供個人閱覽及小團體討論課業之用，開放輕食並可輕聲討論

提供24台個人電腦供利用教育課程之用，備有教學廣播

藝文展覽空間，讓同學在課餘有機會貼近藝術，增加藝文視野

民國99年起進駐本館，提供多元化的商品販售及購書服務



館舍空間介紹(二樓前棟)

專業圖書區 學位論文區

醫學人文區

陳列中西文專業圖書(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分類法QS-WZ類號)

陳列醫學人文圖書近4200冊，以期培養學生人文關懷素養

開架陳列本校歷屆學位論文，限館內閱覽



館舍空間介紹(二樓後棟)

個人電腦區個人電腦區
提供20台公用電腦，便利同學繕打報告提供20台公用電腦，便利同學繕打報告

視聽區
個人視聽區共8組座位，團體視聽區共4組座位

教師指定參考書區
配合學生修習課程需求設置，本區採開架陳列，限館內閱覽



館舍空間介紹(二樓後棟)

討論室

打卡景點

研究小間
共6間，提供教師及研究生借用(從事論文寫作與學術研究) 共4間，可容納5-8人之團體討論室，提供全校師生借用

歡迎體驗偽出國的拍照打卡點，只是行李箱請務必留下來喔



館舍空間介紹(三樓前棟)

陳列中西文一般圖書(中國圖書分類法000-999類號)



館舍空間介紹(三樓後棟)

早期圖書區 打卡景點
50年前珍藏之檜木書架，放置早期圖書，頗具復古風情 考試壓力實在大，在這裡發發呆，做個白日夢，休息好再出發



館舍空間介紹(四樓前棟)

自修室

1.提供164個自修席位，空間寬敞明淨，還可遠眺壽山景色。

2.為減少佔位問題，導入席位管控系統，使用座位需預約及簽到



圖書館服務時間

圖書館學期期間

區域 週一～週五 週六 週日

圖書借、還
公共閱覽區

08:10-22:00 09:00-17:00 09:00-17:00

備註：閉館前15分鐘停止辦理借還書服務

後棟大門 09:00-18:00 不開放 不開放

備註：期中/末考前一週週六與週日圖書館服務時間仍維持8:10-22:00



圖書借閱規則

•借書冊數及期限規定

1.大學部學生：二十冊，借期四週。

2.續借以三次為限，但該書已有他人預約時不能續借。

3.借書到期如欲續借時，應於到期日前七日內辦理續借。

4.欲借之圖書已為他人借出時，可辦理預約，並於該書回館

五天內辦理借書。

• 借書時間：開館時間至櫃台或自助借還書機辦理

• 圖書逾期：每冊逾期一天罰款新台幣二元。

https://olis.kmu.edu.tw/index.php/zh-TW/library-services/printed-resources/lending-rule-description#%E8%87%AA%E5%8A%A9%E5%80%9F%E9%82%84%E6%9B%B8%E6%A9%9F


圖書館紙本館藏



如何尋找館藏資料(含圖書、期刊及視聽資料)



查詢個人借閱紀錄



跨館借書服務
• 透過館藏查詢系統查詢是大同醫院圖書室的藏書(不包含視聽資料)，該

書若未借出時可直接在系統預約。

• 預約書到館後，圖書館系統會發送「預約書到館」通知預約者前來圖

書館借閱，請記得在保留期限5天內攜帶借書證來取書，以免喪失借閱

權利。

• 圖書歸還時，請於開館時間內攜書至圖書館流通櫃台歸還

https://toread.kmu.edu.tw/toread/opac


多媒體資料借閱服務

https://olis.kmu.edu.tw/index.php/zh-TW/library-services/multimedia-services/multimedia-borrow-services


多媒體資料借閱服務

項目 內容說明

位置 圖書館後棟二樓

借閱件數與
期限

一、公播版視聽資料
限視聽區使用，每次借用以1片光碟為限。

二、家用版視聽資料
外借服務每次借用以2片光碟，借期 7天，不得續借。
逾期罰款每日5元。

注意事項
本館提供之視聽資料皆具有合法版權，使用或借閱應確實遵守智
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圖書館電子資源

• 連結電子資源查詢系統 http://er.kmu.edu.tw/er/ ，點選上方「登入」

• [帳號] 學號

[密碼] 數位學園密碼，如初次使用或忘記密碼，請至資訊服務入口重新設定

http://er.kmu.edu.tw/er/
https://my.kmu.edu.tw/


圖書館電子資源

• 輸入關鍵字或資料名稱，點選查詢結果

1. 電子期刊：館藏有收錄的文獻，可下載PDF全文。

2. 電子書：有館藏，可在線上瀏覽或借閱。

3. 資料庫：依關鍵字、刊名、作者、標題等常用檢索查詢。



中文電子資源

華藝電子書

(IREAD EBOOK 華藝電子書)

~手機平板，一指滑動，隨時享受閱讀樂趣 ~

悅讀電子資源～《華藝/凌網》電子書平台

凌網電子書

(HYREAD EBOOK 電子書)

借閱規則:
單次可借電子書5本、借期7天，到期後系統會自動歸還，不須擔心逾期的問題。

https://www.airitibooks.com/Home/Index
https://kmu.ebook.hyread.com.tw/


場地設備服務



場地設備服務

大學部學生申請場地借用：
4間討論室、3 處自修室

https://olis.kmu.edu.tw/index.php/zh-TW/library-services/independent-learning/field-and-facilities-services


自修室位置＆開放時間

自修室

位置 圖書館四樓
(164席)

學生宿舍B1
(353席)

國研大樓B1
(74席)

開放時
間

週一至週五
08:10~22:00
週六至週日
09:00~17:00

週一至週日
07:20~24:00

週一至週五
10:00~18:00

學期考試期間及寒暑假期間開放時間另訂。



自修室席位管控系統

https://olis.kmu.edu.tw/index.php/zh-TW/library-services/independent-learning/seats-control


自修室席位管控系統

【使用規則】

• 開放14天內之線上預約，每人總時數至多60小時。

• 同時段只能預約1個席位。

• 每次預約簽到(ex.預約8:00時段，可於8:00-9:00之間簽到，限
三處自修空間提供之電腦簽到)。若連續使用，每6小時需簽到
一次。

• 逾時未簽到累積達30小時將列入違規黑名單，違者停權10天。



自修室席位管控系統

【使用方式】

• 系統網址： https://seat.kmu.edu.tw/$/ 

• 登入帳號：學號

• 登入密碼：數位學園密碼

• 使用說明：下載使用說明

https://seat.kmu.edu.tw 
https://olis.kmu.edu.tw/images/text_image/seat/%E9%AB%98%E9%9B%84%E9%86%AB%E5%AD%B8%E5%A4%A7%E5%AD%B8%E5%B8%AD%E4%BD%8D%E7%AE%A1%E6%8E%A7%E7%B3%BB%E7%B5%B1%E4%BD%BF%E7%94%A8%E8%AA%AA%E6%98%8E.pdf


館際合作服務



館際合作服務

館際合作

服務項目
可取得圖書、文獻類型

申請方式 付費 合作館
圖書 西文期刊 中文期刊/論文

國際期刊文獻傳遞服務 (Rapid ILL) ✔ 線上申請 免付費 289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NDDS) ✔ ✔ ✔ 線上申請 須付費 411

南區圖書資源共享代借代還服務 ✔ 線上申請 免付費 31

合作館互借閱覽證服務 ✔ 流通櫃台辦理 免付費 16

南區圖書資源共享虛擬借書服務 ✔ 線上申請 免付費 31



館合服務線上申請

西文文獻

中文文獻

圖書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
(NDDS)

南區圖書館
代借代還服務

須付費

免費

國際館合服務
(RapidILL)

免費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
(NDDS)

須付費



國際館合服務(RAPID ILL)

• 服務對象

本校/附屬機構教職員及學生

• 申請費用

每人每天至多可申請10篇，每
月至多 20篇。

• 處理時間
約1-3個工作天

申請與取件流程
1. 查詢館藏

查詢電子資源系統，確認
本校沒有提供您所需要的
西文期刊文獻。

2. 線上填單

線上填寫申請單，必填欄
位請務必填寫。

3. 到館取件

接獲E-mail取件通知，請
於2週內到館取件。2次以

上未領件將列入黑名單。

免費

http://er.kmu.edu.tw/er/


國際館合服務(RAPID ILL)

申請網址：https://wac.kmu.edu.tw/loginnew.php?usertype=rap

帳號：學號 密碼：身分證字號(首字英文大寫)

若已登入校務資訊系統，請先登出再點選上述網址重新登入

https://wac.kmu.edu.tw/loginnew.php?usertype=rap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NDDS)

• 服務對象

本校教職員生及附設醫院醫事人員(不含兼任教師、研究助理及代訓人員)

• 申請費用

1. 請優先向合作館申請

政大、交大、成大、成醫、中正、中山大、高榮總、北醫、彰基

2. 複印每頁3元，不加收服務費。

3. 借閱圖書每冊100元，郵資另計。

• 申請NDDS流程

1. 申請個人NDDS帳號

2. 線上填寫申請單

3. 接獲Email取件通知，請於2週內到館繳費取件。

須付費

https://ndds.stpi.narl.org.tw/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NDDS)

首次使用此系統，須先申請帳號，收到e-
mail通知後，方能開始使用此系統

首次使用此系統，須先申請帳號，收到e-mail通知後，方能開始使用此系統
帳號：身分證字號，密碼：自行設定



南區圖書館代借代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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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圖書館代借代還服務

• 服務對象

本校教職員工生及學生

• 申請費用

• 申請方式

先利用南區圖書館代借代還系統查詢哪間合作圖書館有典藏該圖書，並線
上提出代借申請，圖書到館後再以E-mail方式通知領件。

• 借閱規定

還可借6冊，借期28天，不得續借或預約書日期如遇假日請提前歸還，以免
逾期受罰。若有3次以上未取

件，將停權1個月。

免費

http://kaispill.kuas.edu.tw/sttlrc/hyill/search_index.jsp


Q & A



謝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