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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來到國立中山大學！ 
 

您好！ 

 

我們很榮幸您選擇了這所位於南臺灣的美麗校園。 

 

這本指南提供了詳細的資訊幫助您熟悉校務，內容包括：修業規定、行為規範、

註冊、住宿、學校設施、停車規定、學生生活以及其他重要事項。請同學仔細閱

讀這本指南。若您有任何疑問，請聯絡相關處室或國際事務處。 

 

最後，謹代表國立中山大學及國際事務處全體成員歡迎您，並預祝您在國立中山

大學留下美好的回憶！ 

 

 

 

 

 

 

 

 

 

國立中山大學 國際事務處 

僑外生與陸生事務組 

80424 臺灣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 70 號 

行政大樓一樓 1006 辦公室 

蘇楷涵 (Melissa Su) 

 

電話：＋886-7-5252000 轉 2244 

傳真：＋886-7-5252630 

電子信箱：oia.degree2@mail.nsysu.edu.tw 

中山大學國際事務處官網：https://oia.nsysu.edu.tw/ 

mailto:oia.degree2@mail.nsysu.edu.tw
https://oia.nsys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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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關於國立中山大學 

一、 基本資訊 

民國 70 年代，臺灣整體經濟發展起飛，社會對於高等教育的關注與重視也與日俱增，當時重

要的知名大學都位於北臺灣，南臺灣高屏地區尚無國立大學之設置。為了平衡南北教育的發

展，政府決定在南部籌建綜合大學，並以紀念 國父孫中山先生而命名為「中山大學」，校址

擇定設於高雄市西子灣畔，並成立 4 系 2 所，於民國 69 年（1980 年）秋季開始招生。本校

成立後，為了進一步紀念 國父的功績，報請教育部改以 國父的誕辰 11 月 12 日為中山大

學的校慶日，並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為本校之校訓。 

 
中山大學建校後，首任校長李煥篳路籃縷，以啟山林，後經趙金祁校長、林基源校長、劉維

琪校長、張宗仁校長、楊弘敦校長及現任鄭英耀校長之經營擘劃，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發

展至今計有文學院、理學院、工學院、管理學院、海洋科學學院、社會科學院及西灣學院等

七個學院，目前在學學生約有 9,500 位，專任教師約 500 多位，為一所人文與科技並重的

精緻研究型大學。本校具備人才培育與學術研究的能量與競爭優勢，蔚然成為南臺灣學術重

鎮，不僅躋身全國重點研究型大學，也立足國際知名一流大學行列。 

 
本校以堅守人本關懷的教育價值，以追求學術卓越、促進社會流動為發展方向，培育社會菁

英與領導人才，並訂定「培育具前瞻思維及高尚人格素養之領導菁英，促進社會階層流動」、

「創造卓越學術價值，提升國際學術競合力」及「引領區域升級發展動能，創建社會與經濟

福祉」三大階段目標。未來，我們將秉持著這份信念與對社會的責任，使中山大學成為莘莘

學子嚮往，優秀人才聚集，校友引以為傲的一流學府，繼續在台灣締造更多輝煌成就，在不

斷挑戰、蛻變、躍升之際，擔當起南台灣學術、文化、人才培育及產業發展的發動機，朝「進

入世界大學學術排名前 200 大之國際頂尖一流大學」的願景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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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際事務處成員 

完整資訊請上本校國際處網頁查詢：https://oia.nsysu.edu.tw/ 

處
本
部 

郭志文 國際長   

電機工程學系 教授   

電話： 07-5252000 轉 2240  

Email： cwkuo@mail.nsysu.edu.tw 

    

王尹珊 編審   

電話： 07-5252000 轉 2240  

Email： wyshan@mail.nsysu.edu.tw 
    

王君瑜 行政一級組員 

電話： 07-5252000 轉 2243  

Email： yvettewang@mail.nsysu.edu.tw 

 

僑
外
生
與
陸
生
事
務
組 

趙恩潔 組長   

社會系   副教授 

電話： 07-5252000 轉 2241  

Email： nj.sshomework@gmail.com 
    

蘇楷涵 行政二級組員 (陸生事務) 

電話： 07-5252000 轉 2244  

Email： oia.degree2@mail.nsysu.edu.tw 

    

葉慧清 行政二級組員(僑生事務) 

電話： 07-5252000 轉 2241  

Email： yap@mail.nsysu.edu.tw 

    

顏心怡 行政一級組員(外籍生事務) 

電話： 07-5252000 轉 2242  

Email： oia_degree@mail.nsysu.edu.tw  

 

https://oia.nsysu.edu.tw/
mailto:cwkuo@mail.nsysu.edu.tw
mailto:yvettewang@mail.nsysu.edu.tw
mailto:oia.degree2@mail.nsysu.edu.tw
mailto:yap@mail.nsysu.edu.tw
mailto:oia_degree@mail.nsys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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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新生注意事項 

一、 109 學年度註冊及生活相關費用標準 

 
其他相關文書規費及醫療保險費 

 

 
 
 
 
 

承辦人員 

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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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各項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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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入出境證規定 

入臺證介紹 

陸籍學位生所持入臺證分為「單次入出境許可證」及「多次入出境許可證」，是由臺灣內政部

移民署所核發許可出入臺灣的重要證件。同學持「單次入出境許可證」，可在指定期間入境及

出境臺灣各乙次。以就學目的所持有的「多次入出境許可證」，允許同學在有效期間內多次出

入臺灣地區。入臺證之換發、延期、遺失補發，或是其他相關於入臺證辦理的疑問，同學們

能在熟悉高雄市交通後，備齊文件親自前往「內政部移民署高雄市第一服務站」臨櫃抽號碼

牌辦理。 
 

注意：入臺證僅入境臺灣時海關第一次蓋入境驗證章者為正本。 
 

內政部移民署高雄市第一服務站 

移民署網站： https://servicestation.immigration.gov.tw/3578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政南街 6 號 

5 樓內政部移民署高雄市第一服務站； 

6 樓為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南區服務處 

櫃檯服務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08:00-17:00 中午不休息 

諮詢專線：07-7151660#1 或#9 專員服務 
 
 

內政部移民署高雄市第一服務站大樓外觀 

 

 
 

https://servicestation.immigration.gov.tw/3578


9 

多次入出境許可證(簡稱入臺證) 
 

1.許可證號：12 碼數字，會隨著換證而變動 

2.統一證號：前 2 碼為英文字母，後 8 碼為數字，一經辦證不會變動，可以視作申請人在 

臺灣的身份代碼，該串號碼會一直跟隨申請人，申請人可用統一證號在郵局或臺灣銀 

行開戶、投資置業等，用途廣泛。 

3.許可停留期限：即證件到期日，學生本人應自行確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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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校住宿 

宿舍服務辦公室相關資訊 

地理位置：翠亨宿舍區Ａ棟１樓右側、武嶺宿舍區三村１樓右側 

上班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08:40-16:40（中午休息時間 12:30-13:30） 

注意：住宿及退宿申請、維修查詢等有關作業請利用上班時間辦理） 
 
有任何學生宿舍相關諮詢，請逕向宿舍服務中心（站）反映或撥打聯絡電話 

意見交流信箱：a5256001@yahoo.com.tw （有時效性處理之事務，請電話聯絡為宜） 

翠亨服務站：(07)5252000 ＃5937 or (07)5256001 

雨樹服務站：(07)5252000 ＃2919 or (07)5256003 

武嶺服務站：(07)5252000 ＃5938 or (07)5256004 

宿舍服務中心：(07)5256001 or 傳真：(07)5256005 

 

包裹（郵件）代收 

郵寄住址： 

80424 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 70 號（請加註就讀院、系、所；住宿生加寫宿舍棟別、寢室號碼） 

國立中山大學 收信人姓名 
 
配合收發室規劃開學期間於「武嶺宿舍服務站」、翠亨宿舍區「雨樹服務站」代收包裏。宅配

包裹如需服務站（台）代收，請依所住宿舍區在收件地址加註「雨樹宿舍服務站」。領取平信、

掛號信請至行政大樓一樓收發室領取，或至國際處行政大樓 1006 室詢問。包裹若是由宅配或

是貨到付款的，請於接獲貨到通知後，自行連絡宅配公司在各村（棟）一樓收取。 
 

注意：因為平信放置信箱不僅是個人信件，極易造成遺失，而收發室也不負保管責任，

所以如果是重要物品請麻煩用掛號或宅配通處理較為妥當。 
 

宿舍網路安裝、宿舍物品損壞維修申請 
 
宿舍一般維修申請(學務處)：http://sis.nsysu.edu.tw/ 

登入國立中山大學學務綜合資訊平台填寫資料申請 
 
宿舍網路報修申請(圖資處)：https://dormnet-lis.nsysu.edu.tw/?Lang=zh-tw  
 
洗衣機及烘衣機（投幣式）維修：係廠商投資設備費用，請直接絡廠商（電話號碼貼在機器

上）維修，並貼一張「故障」字條於故障之機器上，以免再有其他同學使用。 
 

http://sis.nsysu.edu.tw/
https://dormnet-lis.nsysu.edu.tw/?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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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規定 

外人（異性）進入 

遇特殊原因（維修電腦、搬運重物等）需要帶男生進入女生宿舍時，男方需出示自己的身分

證明文件（身分證或學生證）在早上 10 點到晚上 8 點之間辦理進入登記，並在晚上 8 點以前

離開宿舍，如果是為了討論課業則不得進入，只能在樓下討論。但，新生入住期間特予彈性

開放。 

柴山禁餵獼猴、流浪狗與獼猴安全宣導 

高雄市野生動物保育自治條例從 2012 年上路後，規定不得餵食獼猴，違者罰五千元以上到一

萬元以下罰鍰，但近年來只罰了 6 例，成效不彰。為此，58 名公教、退休人員組成柴山獼猴

志工隊，將協助勸導蒐證。高雄柴山獼猴將登山遊客當作提款機，一下偷東西，一下又搶東

西，牠們囂張的行為已經到了惡名昭彰的地步。為了阻止獼猴繼續放肆下去，高雄市府組成

一支志工隊，到上山規勸遊客不要餵食。據了解，高雄市從實施野生動物保育自治條例以來，

規定不得虐待、餵食或主動接觸獼猴，違者罰款，但近幾年來只開出 6 張罰單，習慣餵食的

遊客根本不怕，也造就了獼猴脫序的行為。不過，現在有柴山獼猴志工隊，他們以後每週至

少一次上山向遊客宣導相關知識，雖然不具當場舉發違規餵食的行政權，但會拍照蒐證，希

望能讓人猴有個正確的相處方式，也降低衝突事件發生。另外，民眾也可以舉證，如果經裁

罰，舉證人可領到 2 成的獎勵金。 

                     

                     
 



12 

四、 醫療保險 Q&A 

依據：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第 12 條。學校應要求陸生註冊時，檢附有效

之醫療、傷害保險證明，投保期間自註冊日起至該學期結束。投保模式有二：1. 入境前於境

外投保(須公證及驗證)，或 2. 入境後於臺灣投保(免公證及驗證)。分別說明如下： 

 

1. 自行於境外地區投保： 

a. 建議學生選擇在臺有據點之保險公司，並確認可在臺理賠，較為便利 

b. 文件公證及驗證：保險證明文件在大陸地區開具者，證明文件應經大陸地區公證處公證，

並經海基會驗證；第三地區開具者，應經我國駐外使領館處驗證。 

 

2. 入境臺灣後投保： 

a. 學校與保險廠商談妥團保事宜，統一規定加保，並在學費中代收費用；學生有其他相當之

醫療、傷害保險者，再告知學校，持相關證明申請免除加保。 

b. 文件公證及驗證：入境臺灣後投保就讀學校提供境外學生醫療保險，因其開具之證明為臺

灣文書，不需公證及驗證程序。 
 
Q: 我在中山就讀，可不可以不要保任何保險？ 

A: 依規定學校應要求陸生註冊時，檢附有效之醫療、傷害保險證明，投保期間自註冊日起至 

該學期結束。因此不可以。 

 

Q: 我可不可以退保國泰人壽？ 

A: 除非你有自行於境外地區投保，且已經過大陸地區公證處公證後，並在海基會驗證，方可

視為國立中山大學在學陸生所持有效之醫療、傷害保險證明。若沒有的話，則由本校統一

規定繼續加保國泰人壽。 

 

Q: 我可不可以不要加國泰人壽，我要加別間保險公司的保險？ 

A: 如果你能持有與國泰人壽「團體外籍學生健康保險」(G300056023 保單) 相當之醫療、傷

害保險者，出具公證或證明給國際處審核後則能免除統一加保。 

 

Q: 國泰人壽到底保障了哪些內容？ 

國泰人壽「團體外籍學生健康保險」： 

(1) 保險內容： 

a. 被保險人資格：限境外生( 含陸生及僑生) 本人投保。 

b. 投保年齡限制：14 歲~50 歲( 超過 50 歲投保者，由團險部個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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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以『記名方式』投保。 

d. 保險期間：一年。 

e. 繳費方法：年繳、半年繳、季繳及月繳(本校以學期制收費)。 

 

(2) 給付範圍： 

a. 門( 急) 診醫療保險金：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如於本契約生效後加保之被保險

人，則係指加保之翌日起）因疾病或傷害，而於醫院或診所接受門( 急) 診診療者，本公

司按醫院或診所實際收取之門( 急) 診醫療費用（包含診察、處方、醫藥、檢驗或Ｘ光檢

查等之全部費用），給付「門( 急) 診醫療保險金」，但每次最高給付金額以 1000 元為限。 

b. 每日病房費用保險金：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如於本契約生效後加保之被保險人，

則係指加保之翌日起）因疾病或傷害而住院診療時，本公司按該被保險人住院期間內所發

生之下列各項費用核付「每日病房費用保險金」，但每日最高給付金額以 1000 元為限：

超等住院之病房費差額、管灌飲食以外之膳食費、特別護士以外之護理費。 

c. 住院醫療費用保險金：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如於本契約生效後加保之被保險人，

則係指加保之翌日起）因疾病或傷害而住院診療時，本公司按該被保險人住院期間內所發

生之下列各項費用核付「住院醫療費用保險金」，但被保險人同一次住院最高給付金額以

12 萬元為限：醫師指示用藥、血液( 非緊急傷病必要之輸血)、掛號費及其證明文件、來

往醫院的救護車費、手術費用、手術室、手術後恢復室或急救室及其設備之應用、材料費、

化驗室檢驗、心電圖、基礎代謝率檢查、復健治療、麻醉劑、氧氣及其應用、放射線診療

費、血液透析費、注射技術費及其藥液、檢驗費、治療費。 

(3) 團體保險模式： 

a.「學校納保人數必須滿 5 人，且要保人應為各校而無法由他校或協會擔任，相關保單條款

須依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訂定並報經主管機關備查之團體傷害保險單示範條

款、團體一年期人壽保險單示範條款所規範之「團體」定義辦理。例如，A 校學生並非 B 

校團體成員，因此無法以 B 校名義統一納保；又校院協會成員為各學校，而非各校學生，

因此亦無法以校院協會名義統一納保。」。 

b.「學校可與特定廠商談妥團保事宜，統一規定加保，併學費中代收費用；學生有其他相當之

醫療保險者，再告知學校，持相關證明申請免除加保。」。 

c. 各校可將半年期以上大陸短期交流研修生、外國學生、僑生及港澳生( 後三者來臺前 6 個

月無健保) 一併納入團保，一學期後再辦理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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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如果我要申請理賠，我該準備什麼文件？ 

1. 看診收據(一定要加蓋醫師章、醫院章)； 

2. 醫院開立的診斷證明(醫師一定要填寫病名且一定要加蓋醫師章、醫院章)； 

3. 入出境證影本(如下圖)； 

4. 匯款帳戶-郵政存簿儲金簿-封面影本(如下圖) 

5. 至僑外組填寫保險理賠申請書並完成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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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校內健康服務 

校內家醫科門診時間表 

 

六、 校外醫院 

請見手冊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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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校內停車證申請 

本校教、職員、工、生（含新生）及助理停車證，申辦期間依照車管會網站規定，敬請多加利

用線上申請系統辦理： 

 (一)適用對象：編制內教職員工、助理之汽、機車及學生機車（以上含身障者）。 

 (二)網址：http://vehicle.nsysu.edu.tw (登入後＞個人車籍資料＞線上申辦車證)。 

車輛停車證收費標準如下： 

 (一)汽車：編制內教職員工及助理、學生：800 元/年。 

 (二)機車：編制內教職員工及助理、學生：300 元/年。 

 

申請車證之車主，如車籍資料變更（如換車），依相關規定辦理。 

機車停車證請按規定張貼，未按規定張貼者，以違規辦理。 

總務處校安防護組辦公室：行政大樓一樓 1002 辦公室，校內分機：2382、2383、2384。 

 

八、 其他行為規範 

 避免在公開場合及利用網路、媒體，散發可能影響社會安定、族群和諧、政治對立或兩

岸主權、政治體制衝突之言論。 

 對於政治體制及選舉議題之討論，應與修習之課程（如政治學、國際關係等）相關，並

於課堂內討論較為妥適。 

 在各項選舉之敏感期間，除觀選外，應避免參與選舉助選、造勢活動或對個別政黨、候

選人及政見等對外發表引起爭議之言論，以維護安全。 

 校園內相關慶典、集會活動，如屬自由參加者，學生應遵守學校相關安排。如為課程所

必需，而學生因故不參加者，應事先請假。相關慶典、集會活動如邀請我方官員，學生

不應有抗議或離席等行為，以維護所有學生學習相互尊重之實際意義。 

 學生應尊重學校內國旗、國父遺像等原有精神禮儀布置。 

違法事由如下： 

 參加暴力、恐怖組織或其活動。 

 涉有內亂罪、外患罪重大嫌疑。 

 在臺灣地區涉嫌重大犯罪或有犯罪習慣。 

 現在大陸地區行政、軍事、黨務或其他公務機構任職。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1 條第 1 款各款情形： 

a.未經許可入境。 

b.經許可入境，已逾停留、居留期限。 

c.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之活動或工作。 

http://vehicle.nsys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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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有事實足認為有犯罪行為。 

e.有事實足認為有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虞。 

 就學期間從事專職或兼職之工作。 

 違反其他法令規定。 

 違反前開規定之學生，申請就學或入境，得不予許可；已許可者，得撤銷或廢止之。 

 學生經就讀學校書面通知違反法令後，應於 10 日內離境，屆期未離境者，視為逾期停

留。 

 

九、 選課資訊 

選課系統登入：http://selcrs1.nsysu.edu.tw/ 
 

 本校生帳號：學號，請參考國際處所發信件通知。 

 本校生選課密碼預設值： 

 出生月+出生日+姓氏首二字大寫英文拼音 

 例 8 月 8 日出生的王小明 密碼預設值為：0808WA  (共六碼) 

 選課前，請務必先修改密碼，以免選課資料遭人竄改。 

 同階段選上機率相同，不需急於第一天選課。請查妥課號再選

課，以加速選課作業時間。 

 點選左方選單「當學期課程」可查詢本學期開設課程及課號。 

 學生登錄選課系統前，請詳閱選課須知及選課操作說明。 

 本系統建議使用 IE9 瀏覽器操作。 
 

選課又分為四個階段：初選、加退選、異常處理、棄選；每學期選課日程均由教務處更新

在選課系統首頁，請務必依照日期辦理。 
 

 選課系統操作說明： 

https://oaa.nsysu.edu.tw/p/404-1003-157435.php?Lang=zh-tw 

 異常處理： 

此階段供前面因限修條件導致課程無法加選時，可上選課系統列印「異常處理單」，持此

文件請開課教師與系辦簽名蓋章後繳回教務處。 

注意：需獲得教師、系所、與教務處都同意後，加選課程才算完成，務必要在課務組規

定之截止時限內交到教務處。  

 確認選課 

確認選課時間是供學生確認本學期修習課程。按下確認本學期選課結果按鈕時，代表您

http://selcrs1.nsysu.edu.tw/
https://oaa.nsysu.edu.tw/p/404-1003-157435.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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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這學期就是修習這些課程了，如果有任何一門課沒有出現在系統上，那麼即使之後

老師有給期末成績，但仍不會被列印在成績單之中。所以如果異常處理有要加退選課程

的同學，務必要等待異常處理的課程都顯示出來，才可以按確認選課按鈕喔！ 

另外也強烈建議於確認選課後，將網頁顯示的頁面用 PDF 檔案儲存備用。 

 棄選 

棄選開放的時間為期中考試之後，如果選擇棄選，代表修習這門課程之後，你認為可能

會不及格，故放棄選修。與退選課程不同的是，一學期最多只能棄選兩門課程，且棄選

的課程會在成績單上被註明，但不會計算成績及影響成績總平均。 

 網路大學 

網路大學 https://cu.nsysu.edu.tw/mooc/index.php 

 （以選課系統帳號密碼登入，學號首字英文字母為大寫） 

 網路大學是本校教師常用的課程教學資源平台，舉凡交作業、課程公告等都常透過網路

大學通知學生。登入網路大學後，可看到你目前修習的課程列表，請不時地上網路大學

查看教師公告的最新消息。 

 學期成績 

成績查詢系統 http://selcrs.nsysu.edu.tw/scoreqry/ 
 
 
本校教務處學生專區，提供學生自行查詢所有與學生相關的業務 
https://oaa.nsysu.edu.tw/p/412-1003-2057.php?Lang=zh-tw 
 

 
 

https://cu.nsysu.edu.tw/mooc/index.php
https://oaa.nsysu.edu.tw/p/412-1003-2057.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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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聯絡通訊 

 
您可持入出境許可證與第二輔助證件（學生證、大陸護照、身分證、大陸居民往來臺灣通行

證或其他可茲證明身分文件）、正確住宿地址，向電信業者申請手機門號。建議在來台時於機

場就先購買，或是至學校周邊電信廠商購買。 
 
台灣的行動電話是 09 開頭，各縣市也有自己的區碼（註：大陸常用語為「區號」），如台北

02、台中 04、高雄 07，在撥打各縣市固定電話的時候需要加區碼。舉例說明撥打方式如下：

行動電話→行動電話，格式為 0912345678；行動電話→市話，加上區碼/區號，例格式為 02-

3456789。 市話→內縣市市話，不須加區碼/區號；市話→外縣市市話，須加區碼/區號，各地

區碼如下表： 
 

縣市名稱 區域號碼 縣市名稱 區域號碼 縣市名稱 區域號碼 

基隆市 02 彰化縣 04 屏東縣 08 

台北市 南投縣 049 宜蘭縣 03 

台北縣 雲林縣 05 花蓮縣 03 

桃園縣 03 嘉義市 05 台東縣 089 

新竹市 03 嘉義縣 澎湖縣 06 

新竹縣 台南市 06 馬祖 0836 

苗栗縣 037 台南縣 金門縣 082 

台中市 04 高雄市 07 烏坵 

台中縣 高雄縣 東沙 / 南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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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校內設施 

體育場館通行方式 

i-PASS 一卡通 

1. 可持本校學生證至高雄捷運公司辦理 i-PASS 一卡通，使用校內各場館直接刷卡收費。 

2. 適用於游泳池、體育館（含體適能中心）、網球場 

注意：各場館不提供餘額加值服務，需至捷運站加值後方可使用。 
 
運動證 

 辦理單位：學務處體育與衛生保健組(體育館二樓) 

 辦理對象：校內師生、校友、教職及直系眷屬、校外人士。 

 適用場館：游泳池、體育館（含體適能中心）、網球場。 

 辦理手續：一吋照片一張，背面書寫姓名系級學號，連同費用交至櫃檯，並出示學生證

或服務證，次一工作日下午取件。 

 
註：1. 游泳池確切開放時間與日期請照依本校學生事務處體育與衛保組網站公告為主。 

    2. 各項設施開放時間及收費如有變動，將於本校學生事務處網頁公告為準 https://osa.nsysu.edu.tw/ 
 

 
 
 

https://osa.nsys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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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場館開放時間/收費標準 

 

 
註：1. 游泳池確切開放時間與日期請照依本校學生事務處體育與衛保組網站公告為主。 

                2. 各項設施開放時間及收費如有變動，將於本校學生事務處網頁公告為準 https://osa.nsysu.edu.tw/ 

 

https://osa.nsys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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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資處服務時間與項目概覽 
 

使用資源 內    容 

借書相關 

圖書館 3 樓 

流通櫃台 

(分機 2426) 
 

1. 博、碩士研究生 50 冊、每冊 30 天，大學生 30 冊、每冊 30 天 

2. 可續借一次，預約圖書 5 冊 

3. 所借的書若被預約，則借期只有１個月，不可續借 

4. 若續借後，此書才被人預約，則借期將被縮短只能借 14 天，

本館系統馬上會 email 通知歸還日期，以利下一位讀者使用  

多媒體資料 

(分機 2455) 
請在參考組開放時間內，憑學生證借片於視聽區欣賞 

個人借閱紀錄 

(分機 2426) 
含線上續借/預約 線上登入帳號密碼為學號+0 

使用設備 

(分機 2426) 

1. 討論室：憑本校學生證或服務證，可於 3 樓流通櫃台借用，詳

查借用情形。 

2. 研究小間：限本校教師與博、碩士班學生借用，詳見使用須知

及預約借用情形。 

3. 電腦教室 

電子資源 

(分機 2451) 
電子書、電子資料庫、全文電子期刊 

授權軟體 

(分機 2458) 

作業系統、 Microsoft Office 軟體、防毒軟體及各類工具軟體

等，以共同授權方式提供師生於校內 IP 下載使用。 

列印設備 
集思軒、圖資大樓 3 至 8 樓影印機 (先至 3 樓服務台購買影印

卡) 
 

服務區域 週一至週五 週六 週日 

閱覽流通服務 

(3F-8F、3F 書識圈) 
8:00-22:00 9:00-17:00 9:00-17:00 

資料庫視聽服務 (4F) 
8:30-17:30 

18:30-21:30 
9:00-12:00 

13:00-16:30 不開放 

集思軒 (1F) 8:30-22:00 9:00-17:00 9:00-17:00 

書香町 (1F 自修室) 13:00-22:00 13:00-22:00 13:00-22:00 
各項設施服務、開放時間請以本校圖書資訊處網頁公告為準 
http://lis.nsysu.edu.tw/ 

http://lis.nsysu.edu.tw/files/11-1001-1232-1.php
http://lis.nsys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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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webmail 
 
國立中山大學的電子郵件系統(webmail)將分配給在校的每一位學生，同學們不需另外申

請。常有校內重要通知及活動訊息都會寄送到同學的中山電子郵件(webmail)，請大家務必使

用中山電子郵件(webmail)，亦或直接由中山電子郵件(webmail)設定轉寄私人信箱，以免錯過

重要的信件。新生登入中山電子郵件(webmail)方式如下： 
 
1. 前往中山大學網路郵局(webmail)網頁 

2. 使用對象： 本年度新生  

注意：請於註冊前 2 週，且開學 1 個月內完成。 

3. 用途說明： 以預設密碼登入，設定密碼及填寫校外備用信箱 

4. 若有問題可寄信至 service@mail.nsysu.edu.tw 諮詢 
 
 
帳號：學號@student.nsysu.edu.tw 

密碼：選課密碼或 email 密碼 
https://email.nsysu.edu.tw/webmail/index.php 

 

 
 
注意：依據國立中山大學電子郵件信箱使用管理規範，畢業生於離校時需完成郵件轉寄設定，

以後郵件自動轉寄至該生填寫的校外郵件地址，且本校不再保存一份，本校仍維持該帳號的

有效性。本校定期檢查已畢業而未設轉信設定者，將鎖定該帳號，並定期清除其內信件。被

鎖定帳號的畢業生可以向本校申請解除鎖定。  

https://email.nsysu.edu.tw/webmail/index.php
http://email.nsysu.edu.tw/student/newActivate/%E5%9C%8B%E7%AB%8B%E4%B8%AD%E5%B1%B1%E5%A4%A7%E5%AD%B8%E9%9B%BB%E5%AD%90%E9%83%B5%E4%BB%B6%E4%BF%A1%E7%AE%B1%E4%BD%BF%E7%94%A8%E7%AE%A1%E7%90%86%E8%A6%8F%E7%AF%8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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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wi-fi 
 
詳情請參考圖資處網頁：https://lis.nsysu.edu.tw/p/412-1001-1212.php?Lang=zh-tw 
新世代校園無線網路訊號 SSID：NSYSU(校內一般網頁登入)、TANetRoaming(國內校際漫遊，網頁登

入)、NSYSU5G(同 NSYSU但僅提供 5G頻道，網頁登入)、eduroam(國際漫遊，加密連線)。 

 

帳號：學號@student.nsysu.edu.tw 

密碼：選課密碼或 email 密碼 

 
無線網路涵蓋範圍 

 

 

國立中山大學無線網路問題反應專線：(07)525-2000#2513 

聯繫信箱：netsys@mail.nsysu.edu.tw 

https://lis.nsysu.edu.tw/p/412-1001-1212.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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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課外活動 

旅遊交通 

臺灣一年四季都適合旅遊，但是在一些國定假日，特別是二月左右的農曆新年，很多商店與

餐廳都歇業，公路也因為返鄉車潮而壅塞，有時旅館的住宿費可能會加倍收費，因此應旅遊

期間請多斟酌考慮。傳統習俗上農曆七月為鬼月，故多數宗教信仰民眾會減少戶外之活動很

多活動，也因此成為臺灣的旅遊淡季；另一方面來說，此時的旅遊花費相對減低，且寺廟也

常會有有趣的傳統節慶以及祭祀活動。 

臺灣最舒適的時節大抵上是十一月與十二月，這時天氣好，也比較涼爽，所 以是個拜訪臺灣

的好時機。國際或國內的交通運輸在臺灣都非常方便。 
 
飛機：臺灣有兩個國際機場，一是位於桃園的臺灣桃園國際機場（約距離臺北市 40 公

里），以及高雄的高雄國際機場。臺灣及其他國家間的直達班機提供了方便的服務。

除了一些臺灣飛日本、韓國、大陸、香港及東南亞的班機從高雄起飛以外，大多國際

航程由臺灣桃園國際機場進出。 

桃園國際機場 http://www.taoyuan-airport.com/高雄國際航空站 http://www.kia.gov.tw/ 

 
鐵路：遍布全島的鐵路網包括：西部幹線、東部幹線、北迴線及南迴線，為旅客提供很大的

便利，並有幾種等級可以選擇：復興號、莒光號以及自強號。旅客可以根據旅行時

間、經濟能力以及乘車目的作選擇。除此之外，一些路段有車速較慢的小火車，像是

阿里山線、集集線、平溪線與內灣線。第一次造訪臺灣的旅客在搭乘這些路段時將會

享受到有趣又令人印象深刻的旅遊經驗，因為能在旅程中看到美景。連續假日時火車

一票難求，因此建議在乘車日的兩個星期以前先透過電話或網路訂票。 

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 https://www.railway.gov.tw/tra-tip-web/tip 

 

公路客運：臺灣的長程公路交通由民營交通公司提供服務，例如：國光客運公司、統聯客

運、和欣客運、以及阿羅哈客運。客運主要透過國道及公路行駛。公路客運票價較飛

機、高鐵及火車更為平價，不過基於安全因素，建議不要搭乘由沒有執照的交通公司

所提供的不合法客運。在連續假日期間，建議旅客改搭乘火車或飛機，以防高速公路

的嚴重塞車；不過還是必須儘早預訂車票。 

公路客運乘車資訊查詢系統 http://www.taiwanbus.tw/ 

http://www.taoyuan-airport.com/
http://www.kia.gov.tw/
https://www.railway.gov.tw/tra-tip-web/tip
http://www.taiwanbus.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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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高鐵：台灣高鐵是目前台灣交通運輸時速最快的行駛工具，提供台灣南北往來快速的運  

          輸需求。台灣高鐵官方網站 http://www.thsrc.com.tw/index.html 
 

 
 
 

 
日常交通 

 

高雄公車：高雄市公車目前有五家營運業者，包含高雄市公共汽車管理處、南台灣客運、東

南客運、高雄客運及義大客運，共提供 163 條營運路線。票價一段為 12 元，搭乘捷

運轉搭公車享有半價優惠，建議使用一卡通搭乘有不定期的優惠。 

高雄市公車動態資訊 https://www.tbkc.gov.tw/ 

高雄捷運：高雄是台灣第二個建有捷運系統的都會區，整個捷運系統依路線建造型式，可分

為高架、地下、平面三種路段。 

高雄捷運 https://www.krtc.com.tw/ 

一卡通：是一卡通票證股份公司發行之交通票證，可使用於北北基、中彰投、桃竹苗、雲嘉

南與高屏之客運業者及臺灣鐵路管理局。學生可持學生證至捷運站服務台購買一卡

通，一張售價 200 元，內含 100 元卡片費用及 100 元可使用額度，若額度不足時可

在高雄捷運各站或全家便利商店加值。 

http://www.thsrc.com.tw/index.html
https://www.tbk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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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緊急聯絡電話 

緊急報案、火災 

110, 119 

移民署緊急出國諮詢服務 

桃園國際機場國境事務大隊： 
(03)398-5010 
高雄國際機場國境事務隊： 

（07)801-7311 

臺北國際機場（松山）國境事務隊： 

（02）2547-4161 

臺中國際機場國境事務隊： 

（04）2615-5028 

海基會兩岸人民急難服務中心 

(02)2533-9995 ，若從大陸地區撥打緊急服務專線，請撥 00-886-2-25339995 

遺失大通證 

通報移民署：（02）2375-7372，或海基會(02)2175-7000。 

校內緊急聯繫 

教官室 0911-705-999(24 小時服務)  

行政大樓值班室(服務台) (07)5252000 ext.6666  

宿舍辦公室 (07)5252000 ext.5938(武嶺宿舍)、5936、5937(翠亨)、2919(L 棟雨樹服務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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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法規與問答 

十四、 相關法規及須知 

類別 相關法規及須知 承辦單位 

註冊及課務 

國立中山大學學則 教務處註冊組 
https://oaa.nsysu.edu.tw/p/405-1003-20410,c2933.php?Lang=zh-tw 

學生選課須知 教務處課務組 
https://oaa.nsysu.edu.tw/p/405-1003-20388,c2935.php?Lang=zh-tw 

暑期開班授課規定要點 教務處課務組 
http://oaa.nsysu.edu.tw/p/406-1003-20387,r765.php?Lang=zh-tw 

生活輔導 

住宿及校園安全注意事項 學務處宿服中心 
http://housing-osa.nsysu.edu.tw/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及
運作辦法 

學生事務處 學務法規專區 
http://osa.nsysu.edu.tw/p/406-1004-24848,r802.php?Lang=zh-tw 

性別平等相關法規 學務處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https://gender.nsysu.edu.tw/ 

學生團體保險內容 學務處生輔組 
http://ag-osa.nsysu.edu.tw/p/412-1087-4312.php?Lang=zh-tw 

社團活動 學務處課外組 
http://activity-osa.nsysu.edu.tw/ 

校園軟硬體 
設備 

新生電子郵件帳號使用須知 圖資處知識創新組 
使用管理規範 http://email.nsysu.edu.tw/webmail/problem.php 

常見問題 http://lis.nsysu.edu.tw/p/412-1001-17832.php 

圖書與資訊相關規章 圖書與資訊處 
https://lis.nsysu.edu.tw/ 

校內運動場館相關資訊 學務處體育與衛生保健組 
https://ph-osa.nsysu.edu.tw/ 

其他 
反詐騙及反恐嚇詐欺 內政部警政署 

165全民防騙 http://165.gov.tw/list_news.aspx 

 

 

https://oaa.nsysu.edu.tw/p/405-1003-20410,c2933.php?Lang=zh-tw
https://oaa.nsysu.edu.tw/p/405-1003-20388,c2935.php?Lang=zh-tw
http://oaa.nsysu.edu.tw/p/406-1003-20387,r765.php?Lang=zh-tw
http://housing-osa.nsysu.edu.tw/
http://osa.nsysu.edu.tw/p/406-1004-24848,r802.php?Lang=zh-tw
https://gender.nsysu.edu.tw/
http://ag-osa.nsysu.edu.tw/p/412-1087-4312.php?Lang=zh-tw
http://activity-osa.nsysu.edu.tw/
http://email.nsysu.edu.tw/webmail/problem.php
http://lis.nsysu.edu.tw/p/412-1001-17832.php
https://lis.nsysu.edu.tw/
https://ph-osa.nsysu.edu.tw/
http://165.gov.tw/list_new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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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常見問答 

常見問題 負責單位  

學雜學分費的繳交時間為何時？

可用信用卡繳納嗎？ 

總務處出納組 每學期開學前。可以使用銀聯卡繳費，按照網頁的指示。 

https://tfstu.nsysu.edu.tw/tfstu/tfstu_login.asp 

學生證遺失，如何辦理補發？ 教務處註冊組 請至註冊組填申請表連同工本費 2００元送至教務處註冊組，10到

15個工作天後至註冊組領取。 

哪裡可以列印成績單？ 教務處註冊組 行政大樓 6 樓攜帶學生證及密碼，投幣即可申請列印。 

在哪可以知道什麼系開什麼課

嗎？ 

教務處課務組 國立中山大學教務處首頁／(上方)學生專區／課務  

我要修完多少學分才能畢業？ 所屬系所 請洽詢您所屬系所，各系所之規定不同。 

我能領競賽獎金嗎？ 所屬單位 可以，競賽獎金不屬獎學金，活動預算來源若屬中央相關經費，陸

生仍可領取，惟須扣稅。 

我注意到對陸生規定是不許在臺

期間打工。 

教育部 教育部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第 19 條重申，陸

生在臺就學期間，不得從事專職或兼職之工作。專職或兼職工作，

指具有勞務之提供或工作之事實，不論有償無償皆屬之，但不包括

課程學習及服務學習。 

被猴子及狗抓傷怎麼辦？ 總務處事務組 校內請至醫護室消毒及冰敷；校外至最近醫院。備妥收據、診斷證

明書、個人證件，至行政大樓３樓總務處事務組辦理。 

我也有付學生團體保險費，怎麼申

請理賠呢？ 

學務處生輔組 陳淑卿女士 (行政大樓 5 樓) 請至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網站確認

https://ag-osa.nsysu.edu.tw/  

1. 至學務處填申請單。 

2. 持蓋有醫生章及醫院章之收據正本。 

3. 持蓋有醫生章與醫院章之診斷證明正本。 

我不需要這學生團體保險了，怎麼

退掉？ 

學務處生輔組 陳淑卿女士 (行政大樓 5 樓) ，需至學務處填退保申請單。 

https://ag-osa.nsysu.edu.tw/ 

我是陸生，若有急難需求，能不能

申請急難救助金？ 

學務處生輔組 學生急難救助金：有關人道協助及緊急救難之學生急難救助金非屬

「獎助學金」範圍，故國立大學之「學生急難救助金」若以中央政

府補助款編列，陸生仍得以支用。 

如何協助父母來臺探親？ 國際處僑外組 以自由行為主，若無自由行請至僑外組詢問辦理事宜，並自行至移

民署南區事務大隊高雄市第一服務站辦理，需相當長之工作天數。 

我想借書 圖資處綜合閱覽組 1. 持臨時學生證至圖書館 3 樓櫃臺登記。 

2. 待領有正式學生證後，即可直接借閱書籍。 

集思軒的空間使用 圖資處 https://lis.nsysu.edu.tw/p/412-1001-3560.php 

如何申辦校內運動證？ 學務處體衛組 http://140.117.147.235/SCMS/scms_login.php 

我被騙了很多錢，轉帳出去了怎麼

辦？ 

內政部警政署 新濱派出所/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三路 2 號/07-5514863 

請立即至新濱派出所報案。 

https://tfstu.nsysu.edu.tw/tfstu/tfstu_login.asp
https://ag-osa.nsysu.edu.tw/p/412-1087-4313.php?Lang=zh-tw
https://ag-osa.nsysu.edu.tw/p/412-1087-4313.php?Lang=zh-tw
https://lis.nsysu.edu.tw/p/412-1001-3560.php
http://140.117.147.235/SCMS/scms_logi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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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其他附錄 

校園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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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移民署高雄第一服務站地圖 

入出國及移民署 

高雄第一服務站 

 

電話 

07-7151660 

地址 

高雄市高雄市苓雅區政南街 6號  

交通 

捷運技擊館站(O9)2 號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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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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