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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王子墨学长by 王子墨学长

Q群：

  信息交流四群：600521831

  失物招领群：427987486

  卷饼群：538939874

  学生物业交流群：216385635

  信息中心沟通群：434226835

电话：

  物业：88010123

  信息中心：88010777

    打开方式
一：南方科技大学企业微信-搜索“导航”-校园导航-校园导航-分类/南科-地图

    打开方式二：企业微信app-工作台-学校应用-校园导航-校园导航-分类/南科-地图

    学校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学苑大道1088号南方科技大学
湖畔收发室：学校地址+湖畔5栋收发室    学校邮编：518055

欢迎使用南科大
校园导航系统

入学指南

常用QQ群及电话

2



来校报到该带哪些行李呢

学校提供：
    两套军训服、帽子、腰带、水杯、背包、沐浴露、洗衣液、卷纸、抽纸。

建议携带：
    日常衣物及袜子（出汗剧烈可多准备几件/双）、鞋垫（卫生巾鞋垫等）、防晒霜（防止晒黑晒伤）、牙膏牙刷刷牙杯、毛巾浴巾、晾衣架、花露水等驱蚊用品、雨伞、（湿）纸巾、现金（无手机，小卖部使用现金）、课外读物、插排（宿舍插
座较少）、洗面奶、护肤品、梳子、发绳、卫生巾、闹钟、笔和纸（要写心得体会哦）

求助：

    辅导员、大学长、应急救援队队员、教官等

Tips：

    抹防晒霜、防止晒伤
    互帮互助、叫醒服务、时间观念    训练量大、正常干饭、水不离手    平心静气、坚持就是胜利

“军训必备”

①证件类：

       录取通知书、身份证、学生档案、团员相关档案材料（详见录取通知书

中的报到指南）

②生活物品：

       衣物（主要是短袖）、被褥和床单（也可自买，注意尺寸）

       台灯（可用于寝室里自习）

       学习用品、日常洗护用品（牙刷、毛巾、脸盆/水桶、洗发水、衣架等）

以及部分床上用品（枕头、蚊帐）学校超市里都有卖，可带可不带

       床垫（这个建议直接学校超市里订购，如果需要的话还能送到寝室）

       应对深圳天气的好东西：晴雨伞、拖鞋/洞洞鞋、防晒霜

③电子产品：

       看个人情况定，但笔记本电脑为学习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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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

  长194cm 宽90cm

门边大衣柜

  第一

格 高38cm 第二格 高40cm

  第三格 高80cm 第四格 高29cm

  宽度均为57.5cm 深度均为59cm

书桌旁衣柜

  第一

格 高124cm 第二格 高35cm

  宽度均为57cm   深度均为58cm

衣柜&床的尺寸

桌面 120.5cm × 60.5cm 离地高度
73.5cm

书架长82cm 高29.5cm 深26.5cm

储物格分别高29.5cm 28cm 31cm
宽度均为31.5cm 深度均为26.5cm

抽屉高7.5cm 宽25cm 深37cm

书桌的尺寸



微信：

    南方科技大学企业微信-校园卡-充

值（点击金额可更改）

    企业微信-校园卡-电子卡-支付码

（如忘记携带校园卡可使用此码）

    企业微信-校园卡-卡务：挂失、补

卡等事项（详见生活篇）

支付宝：

    打开支付宝，全部-校园生活-校园

一卡通-立即充值，选择学校输入信息

即可充值

校园卡事项

洗衣机的使用：
    放入衣物&洗衣粉、液、凝珠等-关好洗衣机滚筒门-手机扫描机器上的二维码-选择模式-缴费（不会扣费）-开始洗衣-等待结束

烘干机的使用：
    放入衣物-关好烘干机滚筒门-手机扫描机器上二维码-选择模式-缴费-按动机器上的启动按钮-等待结束

怎么连WIFI呐？！

两个公共WIFI可供选择，首次连接会出现弹窗，用CAS账户登入成

功后开始上网，CAS账户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后七位数码去除最后一

位或后八位去除最后两位，当发现无法上网时可以尝试更换另一个

WIFI，如均不可行则考虑使用流量（记得更改默认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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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洗衣服！

企业微信：
可选择在微信登入企业微信或者下载企业微信app，绑定到个人的账户会陪伴你度过在南方科技大学的每时每刻

怎么充电费鸭？？

→南方科技大学企业微信

→水电充值

→水电缴费

→绑定房间

→购水购电



志愿深圳：

志愿服务活动记录网站（手机电脑系

统信息互通），可进行查看、核实志

愿时长等操作，志愿时长满10小时或参

与邮件通知的对应培训可转正（对应

注册号均为数字）；

手机关注公众号青春深圳-青年服务-志

愿深圳-注册并登入；

电脑进入对应网站注册并登入：

https://v.sva.org
.cn/（或直接搜索志愿深

圳）

来了就做志愿者

    进入主页映入眼帘的是四个大版面，一般为学校大事、活动、科研或风景剪影，或科研成果主图。下划有新闻聚焦、科研动态、学术讲座、通知公告等细分栏目。划到底有学校地址、电话及邮编等。回到主页，注意到顶端与学校logo齐平的一系列白字（链接），包括招生、国际办学、学生、图书馆、校历等。点击“学生”跳转到新页面，该页面几乎包含所有学校生活期间常用系统，划分很细。（其他更多官网奥秘详见学习篇哦~）

学校官网食用导引

Attention：
注意定期查收邮件！注意定期查看QQ、微信群重要通知！

南科手册：

https://sustech.onl
ine/ 

飞跃手册中蕴藏南科大学

长学姐们升学就业等方面

的亲历经验总结，打开方

式：南科手册-飞跃手

册；微信公众号南方科技

大学学生会-苏苏学习-飞

跃手册入口

就业、保研、升学等相关

信息可去学校官网对应栏

目、院系官网等网站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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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仁特色学生组织

      致仁书院团总支成立于二零一五年，是六个书院中最早成立的团总支，已形成“书记-副书记-五个部门(秘书部、组织部、宣传部、实践部、致仁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的组织体系，成为全书院团学活动的领导核心。致仁团总支在积极进行团支部建设的同时，也举办了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旨在为致仁书院乃至全校同学搭建起实践学习的广泛平台。
      招新群号：467910686

      致仁书院学生会下设秘书处、宣

传部、外联部、文体活动部四个部

门，会内各部门分工协作。主要职能

是协助书院老师处理书院事务，并以

弘扬致仁书院家文化为目标，组织开

展一系列活动，同时代表和维护学生

会会员的正当权益和要求，听取同学

们在生活中的需求和困难，是联系书

院学生与书院的桥梁和纽带。

      招新群号：830762327

致仁书院学生会

致仁书院团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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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仁新媒体中心，承担致仁书院活动宣传、媒体运营等职能，包含综合办公室，记者部，创意部，后期编辑部。综合办公室负责联络校内外媒体等，记者部有参与书院所有活动的权利，创意部会以新媒体为载体创作有趣的内容，后期编辑部负责视频剪辑等。不会怎么办？别担心，加入新媒体中心，从入门到精通！

      招新群号：653488095

致仁书院新媒体中心

      致仁书院学生发展委员会（简称

学委会）成立于2020年，主要任务是在

导师制为核心的背景下，综合致仁书

院在校生及毕业校友的力量，促进书

院学生全方位的发展，同时依托学长

团对新生进行针对性的帮助。学委会

现有学长团、学业中心、发展中心、

科创中心四个部门。欢迎大家咨询加

入！

      招新群号：750178029

致仁书院学业发展

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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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仁书画院成立于2014年9月，是

一个有爱的书画大家庭，大家由于相

同的兴趣爱好而聚集到一起，因书画

而邂逅，以篆刻而结缘。享受、思

考、沉淀、成长，在书画篆刻中感知

沉静的美好。书画院日常开设书法、

篆刻、国画系列课程，无论你是小白

还是大神，只要对书画心怀热爱，欢

迎加入致仁书画院！

      招新群号：692874821

致仁书画院

      致仁民乐团自2014年建立以来，以丰富校园文化以及师生课余生活为目的，发扬中国传统民族音乐，吸引众多热爱民乐的师生参与进来。社员积极参与乐团日常排练、演出、比赛，投身社团建设，为乐团的进步共同努力。乐团曾多次代表学校参赛，成果斐然；在各种大型校级活动中屡次登台，深受广大师生的喜爱。
      招新群号：605805353

致仁书院特色学生社团致仁民乐团

      致仁烘焙室，成立于2015年，是南科大历史最悠久的社团之一。这里有细致耐心的学长学姐，手把手教你制作各种甜品；这里有材料齐全的烘焙工坊，随时为你敞开大
门；这里还有多项精彩的烘焙活动等待你的参与，甚至你还有机会亲手为校长制作蛋糕！烟火人间，风味长存，烘焙是一场原地的旅行。      招新群号：621269450

致仁烘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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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向
越野社是一个以定向运动为

特色、智力体力相结合的体育运动社

团，每周固定时间有专业教练训练，

内容以中长跑为主。在这个温馨团结

的团队里，大家因运动相聚而不止于

运动，无论是否有运动的基础，都可

以在这个团队中获得进步与属于自己

的收获，欢迎加入定向越野大家庭！

      招新群号：310691179

定向越野社

 Camerata咖啡社创立于2017年，最初是几位热爱咖啡的极客们在致仁书院活动室的小吧台相互分享，现在已经发展成有50+人、器材多样、社活丰富的大社团了。从手冲、意式到冷萃、冰滴，从咖啡烘焙到杯
测，从拉花到特调，咖啡不仅是一杯提神饮品，是风味百样多变的作品，更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暖连接。Coffee is about sharing，欢迎加入！群号：700121741

致仁Camerata咖啡社

      SUSTech魔方社成立于2013年，是一个较为小众的社团。历任四届社长，均在国际WCA赛事中取得优秀成绩，现任社长马旺(2016MAWA01)在SQ-1魔方项目中位列中国前十。魔方是一种休闲放松的方式，更是一种刺激、并具有挑战性的竞速运动。魔方社致力于让社团成员认识并学习魔方，一起讨论魔方的不同玩法，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群号：314962185

魔方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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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仁
书院足球队由男子足球队，

女子足球队两部分组成，宗旨是团结

书院同学，增加书院凝聚力；发展足

球爱好，感悟足球内涵；并代表致仁

书院参加校内各项足球赛事。我们对

男女足的萌新们都没有设任何门槛，

欢迎任何喜爱足球的小伙伴加入。如

果你有一技之长，致仁足球队必将会

是你大施拳脚的舞台！

      招新群号：906823825

致仁足球队

      致仁定向队近年来一直积极参与校内外多个定向越野比赛及中长跑比赛并收获大量奖项，队内不仅有冠军教练传授定向技巧、科学安排训练内容，更有冠军学长陪同一起训练、传授各方面经验。希望大家可以在定向队中磨练自身技能水平，挖掘自我潜力，遇到更好的自我。欢迎加入致仁定向队！
      招新群号：310691179

致仁定向队

      致仁书院篮球队成立于建校之初，成立的初衷是丰富队员们的校园生活。我们秉承着“兄弟篮球”的篮球文化，场上是队友，场下是朋友。篮球队的目标是努力为致仁书院篮球队以及学校篮球队的发展，储备更加优秀的篮球后备人
才，欢迎优秀的篮球爱好者能够加入致仁书院篮球队！
      招新群号：994347764

致仁篮球队

致仁书院

特色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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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仁
网球队是南科大成立最早的

院队，也是唯一一支定期组织网球训

练的队伍，不仅为入门者提供了学习

的机会，也为爱好者创造了提高球技

的机会，为更多喜爱网球的同学提供

专业的训练平台。我们有从
零基础到

参加省级比赛表现突出的学长学姐，

也有书院聘请的专业网球教练，就差

加入致仁的你们啦！大家一起来玩，

体会网球的魅力！ 

      招新群号：797824048

致仁网球队

     致仁排球队，成立于2017年，从一开始的寥寥数人，到如今的人才济济，致仁排球队生于郊野，厚积薄发，一鸣惊人，是如今南科排球最具温情，最喜传承，最有幸福感的团体。这里——
排球精神正发扬，排球少年在云集矫健身姿一扫一大片，有趣灵魂一抓一大提技精而不愿自傲，直爽却不失优雅训练事必躬亲，团建从不缺席
心事得以倾诉，真挚得以凝聚
比起胜利野心，吾等更喜热情
高手欢迎光临，新手不必担心

致仁排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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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服务篇
by 中堂GIEGIE 

         & 桑田甚红学姐

社

康

中

心

      社康中心全名为南方科技大学健康服务中心，位于湖

畔（宿舍区对面）与柏油马路交界处，下接派出所和教师公

寓，上临游泳馆。有身体不适及任何身体问题，都可前往此

处挂号就诊，可报医保，闲暇时间同学们可以去社康拔个火

罐、贴三伏贴。请大家遵医嘱照顾好自己的同时也关注身边

的同学好友哦！

急

救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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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
品
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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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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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馈
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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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A

E

D

图源南科大应急救援队

相关应急救援知识详见南科大应急救援队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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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理

中

心

      现位于11栋二楼远离新生食堂一侧203-207，设有接待

室，沙盘室，团体辅导室，办公室，咨询室及数位专业的心

理咨询师，阵容强大！南科大心理成长中心面向全校师生科

普心理健康教育知识，提供心理支持资源信息，宣传心理活

动相关信息。详情可见“南科大心理成长中心”公众号。

24小时心理咨询电话：

    400-098-0708
转9

QQ文字心理咨询：

    285330
1071

（添加QQ通过学校名称和学号验证）

心理中心前台电话：

    8801057
6

紧急电话：

    1477525
3096

就

诊

流

程

全科门诊：88010120

药房：88010499

投诉建议：88010499

社康管理中心投诉、建议、咨询：13632658609

24小时急诊联系电话: 18218715551

急诊范围: 发热、急腹症（肚子疼）、外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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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 保 卡 二 三 事

      学生均为二档医保，签订劳务合同（缴纳五险一金）的研

究助理等职工为一档医保。

      学生基本医保需要注意的事项或限制：

      1.缴费周期：当年 9 月 1 日至次年 8 月 31 日，一般秋季学期

初于学校缴费系统上进行缴费。

      2.报销周期：当年 7 月 1 日至次年 6 月 30 日，统筹基金支

付总额最高不得超过 1000 元。

      3.基本医疗保险二档、三档参保人，应当选定本市一家社康

中心作为门诊就医的定点医疗机构。参保人可变更所选定的社

康中心或其他定点医疗机构，自变更生效次月起在变更后的社

康中心或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就医。

      4.补充保险：深圳市重特大疾病补充医疗保险，大约是春季

学期缴费。

亿 些 小 t i p s

1. 医保卡是能在直属医院看门诊急诊报销交钱时直接优惠，但其

他医院只能看急诊报销且这样的报销不是交钱的时候直接优

惠，还要后期自己去报销（具体流程可以咨询校社康中心）。

2. 我校医保卡直属医院默认为学校社康中心和西丽医院。但是

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更改绑定在其他医院和对应社康中心。（学

校的社区健康服务中心门诊转诊定点医疗机构已在2021年7月改为

南方科技大学医院（西丽人民医院））

3. 如果是大病住院了那么哪个医院都是可以用医保卡报销的。

4. 离学校最近的医院是深大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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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 些 小 t i p s

5. 小病小伤都可以去学校社康中心，办理医保卡后，买药看病

都不会很贵，但是有可能有时医疗资源不足，此时可以在社康

中心开局转诊单，去其他地方就医。

6. 可以步行，或乘坐74、43、81、M369、M459等路公交车到达塘

朗村（塘朗村口或塘朗派出所站）的 大学城社康中心 就医，价

格不高，挂号费15元，医疗设备目前多于学校社康中心。

7. 紧急情况（遇见蛇等）也可以在信息交流群等QQ群联系校内

安保人员和物业服务人员以及应急救援队队员。

8. 一般常见药是可以在学校社康中心买到的，办理社保卡后，

价格会很便宜（参考数据为：甲类药品和乙类药品，分别由社

区门诊统筹基金按80%和60%的比例支付）

9. 常见外伤处理用品可以直接从书院办公室等处借用急救包。

学

生

事

务

中

心

      学生事务中心位于中心食堂二楼，正对南科大中心，

内设有失物招领处与补办学生卡的机器，学校开通银行卡、

高铁优惠票等业务也很可能需要到这里办理。

      火车票学生票：具体步骤详见各书院通知及南科手册-
火车票学生优惠使用指南（感谢热心同学，内容非常完善）

      补办校卡

      校卡介绍详见南科手册-校园卡，补办校卡方法如下

      1. 至琳恩图书馆或学生事务中心校园卡自助服务机，根

据页面内容选择补办卡。

      2. 微信关注南方科技大学企业微信公众号

进入南方科技大学企业微信号--校园卡--卡务--卡挂失--补
卡，凭短信和本人身份证领卡，教职工卡在行政服务大厅，

学生卡在学生事务中心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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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带本人户口本的单页原件和复印件，之

后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

2.户口登记机关对身份进行查验，符合

条件的受理申请

3.当事人自行缴费，并等待一段时日领证

      也可
互联网预约，了解相关内容

（例如需携带互联网预约受理号、申请

人居民户口簿扉页和个人页的原件和复

印件、本市《居民身份证数字相片采集

检测回执》、监护人证明材料、出生医

学证明、申请人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原

件、学籍登记表或《在读证明》）

补办身份证

办港澳通行证
      可查深圳本地宝及百度了解
详细过程（涉及页面具体操作，
篇幅太长）

解冻银行卡
      根据解冻要求自行询问银行
客服，在工作时间到各分行进行
解冻。

生活服务中心

      教师公寓三栋楼下，临近

车站和校园理发处。服务时

间：周一至周六10：00-20：00.

可以进行干洗挂烫衣服等。

理发

      教师公寓三栋楼下，可以

理发，烫发，旁边是生活服务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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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堂

攻

略

在

这

里

捏

1.西餐厅

      牛排、烩饭、扒类、鹅肝等菜品在西餐厅一应俱全，

记得提前预约哦！ 人均消费略高

2.茶餐厅

      好吃的中式共享菜，在西餐厅旁，位置稍微隐蔽。 人

均：30 – 50
 3.第二学生食堂（新生食堂）

      位于11栋宿舍楼车道对面，10栋宿舍楼底

      早餐（7:00 -- 9:00）
十栋食堂提供中西式点心、粥、茶叶蛋等常规早餐。其中还

有大家钟爱的肠粉，七点起床，早起排队！ 人均：5 - 10元
      午餐&晚餐（11:30 -- 1:00）（17:30 -- 19:00）
十栋自选窗口各类小盘菜和特色菜，肠粉窗口在中午提供面

食，不过调料、种类都略少，可以尝试一下是否合口味。

九栋还有一元一个的水饺（三种口味随便选哦）、广式煲仔

饭、自选小盘菜（单价略贵，小心！）

      夜宵（工作日19:30 -- 22:00）
包括粥、汤圆、炒粉等等

4.中心食堂

      最晚建立的食堂却是大家干饭最热门的选项，它紧邻

一丹图书馆，是爱学习同学们干饭的不二之选，且入驻了面

点王、KFC（含早餐）和茶米相期门店，菜品丰富，口味出

众，风味面食，定制小炒，东北炖菜，潮汕卤味套餐，麻辣

烫，大众菜总有一款适合你。

      当然还有近一教一侧的水果面包饮品店，物美价廉，

极其方便。

~干饭时间到~~干饭时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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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堂

攻

略

还

没

完

捏

5.湖畔食堂

      一教出楼左转便是，主要为大众菜，曾经也是王者，

最近较为冷清。不过入驻了新商家大可试试风味。

6.荔园食堂（改建中）

      位于荔园六栋一二楼，荔园上课干饭的不二之选，可

惜教室改建，可能只能来年再见了，我的大鸡排，香鸡丝，

碎烤肉，还有卤味和面食，绝了，绝了。

7.欣园食堂

      当然是在欣园，饺子尤其美味！

      

      校内还有不少美食点，例如一教楼底面对一科的赛百

味，琳恩一楼的星巴克，湖畔和13栋的超市以及二科一楼的

学者咖啡和湖畔一栋的咖啡社，相信你尝试之后都会大饱口

福的。

面包房

      教师公寓停车场出口处，网球场

对面的麦香屋。

     中心食堂近一

教侧。

奶茶店

      茶米相期，位于中心食堂。 

      茶小仙，位于果卉鲜店内。

超市

      湖畔超市（湖畔三栋）   

      荔园超市（荔园一

二栋旁）   

      13栋楼下的超市（改为罗森啦）  

      教师公寓1栋下的果卉鲜

还有吃的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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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快递点

      湖畔5栋 收发室  0755-8801 0111  

      湖畔5栋 快递柜0755-8801 0648 

     （5栋的快递点是离我们最近哒~）

      宿舍7栋 快递柜0755-8801 0670  

      宿舍8栋 快递柜0755-8801 0648

      宿舍13栋  0755-8801 0670

      荔园8栋  0755-8801 5011

      欣园也有啦

“我要寄快递”

小tips
      13栋、7栋、8栋之间距离不远，地址填了此三个快递点之

一的快递可能根据快递公司、件的种类、大小被分到三个中的
一个。5栋、7栋取件别客气，直接进去找；13栋可请工作人员帮忙。

服务时间

      收发室 8：30-13：00   14：00-19：00快递柜自助开柜取件，不受时间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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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器材

运动器材可在运动场馆附近找管

理员咨询

借打气筒也可找各栋宿管阿姨

手推车可找各书院办公室及快递

收发室出示校园卡登记信息借记

常用工具可到新生食堂（第二学

生食堂）旁工具室（一

个小门）

借记（有梯子锤子扳手等常用工

具）

运

动

场

所

健身房：湖畔活动室旁就有一个健身房，内有跑步机、哑铃

等多种器材；润扬体育馆4楼也有一个大健身房，更为专业，

器材更多，可满足同学们的更多需求。

乒乓球馆：位于湖畔四栋一楼，可押校园卡向宿管借球拍。

台球桌：湖畔二栋架空层处，同样可在宿管处借得球杆。

篮球场：欣园10个全场（准确地说是去欣园的路上）、教师

公寓2个全场、风雨操场1个室内全场（会因集体核酸占用场

地哦），使用须预约（但除风雨操场外其它地点无需向管理

员核查）。

羽毛球馆 ：位于松禾体育馆内，场位紧张，一定要预约后使

用喔~
网球场：分别位于欣园、教师公寓旁，需预约。

排球馆：位于风雨操场，需预约。

足球场：位于松禾、欣园，需预约。

游泳馆：位于风雨操场旁，无需预约，押校园卡即可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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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科校巴有两条路线：一路由欣园到科研楼，途经社

康中心、教师公寓、一号门等，是炫饭、出校的不错选择；

二路从宿舍直通科研楼，是学生宿舍（对面的食堂）到教学

区（隔壁的中心食堂）的效率通道。

      校巴站写有校巴的具体路线、发车时刻，移步微信小

程序“南科手册Times”，还可随时掌握校巴实时位置~

校

巴

捕

捉

钢

琴

预

约

各活动室有钢琴出没，预约后可进行捕捉并演奏~
致仁活动室钢琴预约群：683687584 

14栋1层钢琴预约群：632637398 

16栋1层钢琴预约群：571088721

致诚活动室的钢琴不需要预约~

修手机修电脑

      宝能城及附近各手机品牌

电脑品牌自营线下店（各官网

可查），宝能城易修易购授权

维修点，华强北等门店

修自行车

      校内自行车社（找大佬速

修车车），塘朗村修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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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习 篇
by 董雨磊学长&桑田甚红学姐&王子墨学长

      简介：地处南科大中心，面积9010m2，四层建筑，学习座

位最多，可同时间容纳近千人在馆内学习，由陈一丹先生于2019

年冠名捐建，2020年12月启用

      开放时间：

      一楼阅览区、学习区：周一至周日24小时开放

                                 （密集书库为8:00-24:00）

      二楼至四楼阅览区、学习区：周一至周日 8:00-24:00

      二楼服务台：周一至周日 8:30-22:00 

    （包括读者证服务、随书光盘借还、书刊污损/遗失赔偿、缴

纳图书逾期费、预约图书借阅等服务）

      活动空间（放映厅、报告厅、培训教室）：周一至周日

8:30-22:00

书籍的海洋在哪里鸭

图书馆鸭
一丹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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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恩图书馆

      简介：南科大最早建立的图书馆，位于第一教学楼对面，

面积10000 m2，三层单体建筑，是目前校内馆藏图书最多的图书

馆，2013年9月投入使用

      开放时间：

      一楼至三楼阅览区、学习区：周一至周日 8:00-22:00

      一楼服务台：周一至周五 8:30-12:00 14:00-17:30
      包括读者证服务、随书光盘/视听资料借还、书刊污损/遗
失赔偿、缴纳图书逾期费、预约图书借阅等服务，琳恩图书馆

无值班人员时，请前往一丹图书馆办理读者证借阅权限开通、

图书逾期缴费、图书遗失赔偿业务

      活动空间（培训教室）：周一至周五 8:30-12:00 14:00-17:30
      天雨流芳特藏室：周一至周五 8:30-17:30
     （tips: 星巴克二楼有学习书坊也可自习，语言中心办公室

也在二楼）

涵泳图书馆

      简介：位于研究生宿舍区（学生宿舍7栋），面积1200m2，

二层建筑，主要收藏其他艺术类特藏，涵盖书法、绘画、雕

塑、音乐、摄影等所有艺术门类，2020年11月启用

      开放时间：

      一楼至二楼阅览区、学习区：周一至周日 8:00-22:00

      活动空间（报告厅）：周一至周五 8:30-12:00 14:00-17:30

25



我该怎么借书呢

图书馆网站使用方法

      本科生最多可借阅普通图书20册，借期30天，续借借期上

限60天，普通图书均通过馆内自助借还机借阅；最多可借随书

光盘/视听资料5张，借期15天，均通过服务台借阅；

      工具书、报纸、期刊仅限馆内阅览

      外借图书逾期未还，则开始计算逾期费。逾期费收取标

准：普通图书0.2元/本/天，随书光盘/视听资料10元/张/天。逾

期费累计至人民币10元时，系统自动暂停读者借阅权限。

      校园卡兼具读者证功能，新生校园卡自动开通借阅权限

1.查找实体馆藏图书的分布

 登录南科大官网，点击右上角“图书馆”，再点击“搜索图书

馆资源”，查找馆藏纸本图书或期刊的具体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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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库

    数据库检索视频链接

https://media.lib.sustech.edu.cn/#/media_video?media_id=4252

    文献检索的技巧很重要，这在日后的学习中会经常用到

    我校图书馆的数据库与电子期刊也是重要的学习资源，截至

2022年7月，我校图书馆购有各类中外文数据库165个（中文50

个，外文115个）涵盖了学校教学科研和同时教育所需要的各方面

文献信息资源。

    进入图书馆首页，点击“资源”

    点击“访问”，即可使用数据库在校内查找电子资源

常用数据库

    CNKI中国知网数据库：主要的中国学术全文数据库之一，可访问学术

期刊等子库，可下载大部分重要文献资料；

万方数据库：也是主要的中国学术全文数据库之一，可访问学术期刊等

子库，可下载大部分重要文献资料；

    SCI 科学英文索引数据库：是一个多学科的、综合性的核心期刊引文

索引数据库，是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工具；

    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包含国内考试（CET4&6）、出国留学考试（托

福、雅思、GRE）、应用

    笔杆在线服务系统：一款基于大数据的写作与创新辅助工具，同时可

为在校生免费提供每天2次的论文查重服务。

     tips: 图书馆会定期举办入馆教育的培训讲座，想了解更多图书馆资

源和文献检索方法的同学可以留意邮件通知，或关注“图书馆主页-学习·
研究-读者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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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校外访问

     一般情况下图书馆大部分的电子资源只有在连接校园网时才

能使用，故在校外使用校内电子资源需要用其他方式

     点击图书馆首页“资源”栏下的“校外访问”

     进入页面后便可以看到四种校外访问方式

 4.读者荐购和馆际互借/文献传递服务

      图书馆未收藏或采购的图书、期刊、数据库，读者可以向

图书馆推荐购买。同时，如果读者所需的文献资料在图书馆中

没有收藏，可通过“馆际互借/文献传递服务”请图书馆向其他

有合作关系的图书馆获取文献。这两种服务也在图书馆网页的

“资源”一栏下。

5.更多详见读者指南：

      https://lib.sustech.edu.cn/dzsc/li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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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主页映入眼帘的是四个大版面，一般为学校大事、活

动、科研或风景剪影，或科研成果主图。 下划有新闻聚焦、科

研动态、学术讲座、通知公告等细分栏目。 划到底有学校地

址、电话及邮编等。

    主页顶端，有与学校logo齐平的一系列白字（链接），包括

招生、国际办学、学生、图书馆、校历等。 点击“学生”跳转

到新页面，该页面几乎包含所有学校生活期间常用系统，划分

细致。

    主页屏幕右侧有四个按钮，点击第一个 “网站导航”后出现

一系列索引。简单介绍几个常用的索引，通过院系设置可以进

入各个院系的官网查找相应信息，通过师资队伍可以进入各位

老师的主页进行简单的了解，通过交流合作和招生就业可以查

询相关方面信息。

    点击主页上方“常用系统”，跳转到新页面，访问多个系统

需要登入CAS用户。

学校官网食用指南

学校官网怎么用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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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服务大厅内容覆盖范围非常广，如请假管理、离校管

理、选课确认、勤工俭学、社团管理等 。

    向信息中心提交VPN申请通过后可在校外进行部分必须通过

校园网才能进行的操作。VPN用于在校外访问校内公共网络资

源，用户首先访问并登入VPN，之后按照访问校内资源方式访

问。（详见后文VPN相关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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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创打印系统为师生提供打印服务，打印服务并非免费，价

格以系统显示为准，每人每年会收到一定的补助，电脑安装联

创打印管理系统驱动后可以更便捷地进行打印操作。

    部分课程教师会使用Sakai系统与Blackboard（BB）系统，进入

Sakai系统后在页面中部偏上可以找到“Sakai使用说明”，阅读

后可以对Sakai系统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进入BB系统登入CAS

用户后可以在“我的课程”栏目中进入对应课程的页面，“我

的公告”栏目会提供近七天“我的课程”中新发布的公告，右

上角“个人”中有多个功能可以提供便利，比如成绩提醒、日

程表等。另外，在没有额外沟通的情况下，只有学生选课成功

后老师和助教才会注意到并把学生加入对应的Sakai或BB课程站

点，但是Sakai和BB都提供有查找课程站点的操作，登入CAS用户

后，Sakai-Membership-Joinable Sites，BB-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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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质量管理平台一般用于学期末对各课程进行评价。

    本科教务系统中，选择登入CAS用户，可进行考试查询、课

程查询、查看课程大纲、选课、加课、退课、抢课、查看课

表、成绩查询、绩点排名查询、教室预约、相关业务办理等操

作。查看课表在页面左侧，其他操作在右下角可自行探索。另

外，上方选项中页面设置可以更改主题色。

    开源软件镜像站，如需可自行食用。

    系统太多、细节太多，导引中并没有展开叙述，希望大家可

以多多探索，说不定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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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讨论间预约

1.官网法

    进入学校官网→进入图书馆主页，拉到最下面，点击“讨论

间预约”→输入学号（SID）、密码登录（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号

后八位去掉最后一位或后七位去掉最后一位）→选择想要预约

的讨论间与使用时间→填写预约信息→提交预约

2.企业微信法

    企业微信→工作台→图书馆→讨论间→讨论间预约 或 微信

→通讯录→南方科技大学→图书馆→讨论间→讨论间预约，之

后的步骤与上面类似。

场所预约指南

体育场馆预约

    企业微信→工作台 校园场馆/会议预约系统→场地预约→选

择要预约的场地→选择预约时间，填写信息→点击“预约”即

可预约成功~

活动场所预约

    企业微信→工作台 学工书院场地预约→场地预约→工作台

场地预约→选择场地，点击“下一步”，填写活动信息→提交

预约

  （PS：进入活动室等场所不需要预约，只要空闲就可以进入~
举办活动等需要占用场地时才需要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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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闲教室：教室门口可以看到这间教室的课表，电

子屏幕也上会显示教室的状态（空闲/使用中），教

室空闲即可使用。

教室外的桌椅：一教在教室外各处放有桌椅，可随

时使用。无充电插口，使用前记得给电子设备充好

电喔~
活动室：各书院、楼栋中一般会有活动室，空闲状

态下即可进入。可以小组讨论、临时开会等，但人

多时会有些吵。

书院六栋的自习室：高年级学长开辟出的自习地

点。从书院六栋边靠近湖的小路进去即可发现。

图书馆以外的一些学习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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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系统

1.登录南科大官网，点击右侧的“网站导航”

2.再点击上方“常用系统”

3.进入常用系统后，再选择其中的“本科教务系统” 

4.选择“CAS用户登录”，用学校域名登录后，进入本科教务系

  统的界面

5.点击“选课业务”进入选课系统

选课真的不难鸭~

选课流程

1.新生课程初选：

    秋季学期正式开学前一周教务系统开放，学生根据培养方案

和自己的学习计划，登录教务系统，查看课程信息，在系统可

以进行选课的时间开始课程初选。每位同学初始拥有选课总积

分100积分，每门课程必须赋积分值后，才能进入课程候选范

围。每门课程 小赋值为1积分，只能赋值正整数，所有课程的

赋值总和不超过100积分。预选课程不能冲突选课。其中英语课

（SUSTech English）需要根据入学等级测评结果进行选课。思政

理论课为五门，建议新生入学后按照每个长学期一门的顺序修

读。建议大一上或下修读写作与交流课。

    教务系统积分选课开放期间，同学们可以参考系统中的选课

人数及自己的选课意愿，随时更改自己对预选课程的积分赋

值。（Tips: 不要随便在Q群里问某门课要投多少积分才能选上，

这会造成选课投分上的不良竞争）

    积分选课结束后， 每门课程按照课程容量和同学们对课程所

赋值的积分从大到小排序计算，确定 终选课名单。选课名单

预计2022年9月2日公布，公布后学生可到本科教务系统主页左侧

的“课表图标”中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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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退补选：

    秋季学期开学后1-3周教务系统开放，进行课程的退选/补选。

补选课程会在每一天13:00集中放出前一天退课同学的名额，先抢

先得！积分选课结果公布后，如有“先修课不足/课容量不足课

程”加课需求的学生，可以在退补选课阶段规定时间内通过本

科教务系统提交加课申请，或直接找任课老师申请加课（但因

为某些课程容量的原因，加课申请并不是每次都能通过的）。

3.书院确认：

    为加强导师对学生的选课指导，学生应于退补选课阶段结束

前（春秋季学期的第3周周五前）将导师确认过的《南方科技大

学导师指导学生选课意见表》提交至书院。也可由学生联系导

师，导师登录e-hall系统，搜索“选课确认”模块，查看学生课

表，填写指导意见。

4.退课加“W”标识：

    春秋长学期第4-8周内退课，成绩单上会记录 退课“W”

（Withdrawal）。

5.春秋长学期第9周开始理论上不允许退课。

培养方案

注意每个长学期选课的学分下限为15学分，上限为25学分

课程结构

    通识必修课程（不含英语课学分）：理工基础类+思想政治

品德类（16学分）+军事体育类（8学分）+写作与交流类（2学

分）+劳育类（1学分）

    通识选修课程：人文类 低4学分，社科类 低4学分，艺术

类 低2学分

    专业课程：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实践课程

（包括毕业论文、实习等）

    英语课程实行分级教学

学期安排

    每学年分为3个学期：秋季、春季、夏季学期

    秋季和春季学期共18周，其中教学周为16周，复习考试2周

    夏季学期为期6周，分为两个时段，每个时段为4周

    课堂教学每学时为5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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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修课

    不同专业有不同的进专业要求，但往往研究方向类似的几个

专业之间都会有许多重叠的通识课程，所以选择课程时心里还

是要有点专业选择方向的。先仔细看看自己心仪的几个专业有

哪些课程不同，又有哪些课程相同。

    注意，在培养方案的选课要求中，等级高的课程往往可以替

代等级低的课程，但等级低的课程一定不可以替代等级高的课

程。

考试与成绩

考试安排

    春秋长学期的期中考试时间一般为第7-8周，期末考试时间为

第17-18周
    春秋长学期的期中考试由各任课教师具体安排，期末考试由

教学工作部统一安排

    夏季学期的考试由任课教师自行安排

缓考

    学生因出国交流、参加学科竞赛活动、患病等可以申请缓

考，具体流程可以参见学生手册

旷考

    学生未申请缓考或未通过缓考申请、学生选课后未办理正式

退课手续，擅自不参加考核者，均作旷考论处。

    旷考会产生严重后果，首先，期末总成绩记为“0分”，成

绩单记录中有“缺考”标识，而且不管期末成绩在该科目中占

比多少，旷考者必须通过重修重新获得成绩（在南科大重修意

味着这门课的所有作业还得重新做一遍），旷考成绩和重修成

绩均计入GPA 。所以大家平时一定要好好上课，期末千万不能

旷考！

成绩

    在大学，平均学分绩点（GPA）是衡量学生学习质量的重要

指标。而成绩记载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十三等级制，课

程成绩将加权平均后计入G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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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课程总评成绩低于60分时，该科目课程考核为不及格（即

挂科）。选修课程不及格者可以不重修，不及格成绩将计入

GPA；必修课程不及格者必须重修，不及格成绩和重修成绩均记

录在成绩单内，但取该门课程 高成绩计入GPA。旷考和违纪均

按0分记录在成绩单上，且计入GPA，旷考重修后以实际成绩第

二次计入GPA，违纪重修成绩 高按60分第二次记入GPA。

    另一种记载成绩的方式是二级计分制，以通过（P）或不通

过（F）方式记载成绩，但不计入GPA。仅有成绩为通过的才能

计入学分。

关于学业警示

    春秋长学期中，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将受到学业警示。

    一学期取得的学分数合计未达到9学分者（含补考及本学期

修读的重修课程）；

    一学期通过的通识理工基础课程或专业必修课程合计未达到

两门者，此两类课程已满足培养方案要求的除外。

    在读期间受到三次“学业警示”，就要予以退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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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假流程

    不同的任课老师有不同的请假方式，需要请假时建议先询问

任课老师或助教具体的请假方式。不那么正式的方法就是直接

QQ私聊或发邮件和老师说，正式的方式则通过“网上服务大厅-
学生请假管理”进行请假。步骤如下：

    1.打开学校官网的常用系统，点击“网上服务大厅”

    2. 进入页面后，点击中间按钮“登录 Login”，并用学校域

名登录

    3. 在搜索框内搜索“学生请假管理”并点击后进入服务

    4.点击“新增”后出现请假条。根据要求填写请假类型、请

假时间、请假事由及去向、请假期间联系人、联系人电话即

可。注意病假须上传校医院或医院证明，如病历、检验报告

等；事假须上传有关证明文件。因故不能出勤的，建议提前24小

时在系统上发起请假手续。具体的请假制度在该页面下方及学

生手册中都有详细描述。

生病了怎么请假鸭

    打开学校官网的常用系统，点击“联创打印系统”。页面下

方有如何进行云打印、使用打印驱动、复印、扫描的具体操作

步骤。推荐使用网页端打印（学长们感觉比打印驱动更稳定

些）点击左侧“云打印”按钮，并用学校域名登录。选择所需

上传的文件、颜色、纸型、单双面、页数、份数后点击确定上

传。“打印文档”中出现自己所需打印的文件，即代表上传成

功了。此后只需要拿着校卡到就近的联创打印机刷校卡，就能

实现云打印啦。

孩子想打印文件捏~

联创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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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课堂

    期末考试周即将来临之时，学生学习中心会专门开设面向全

校本科生的互助课堂（期末复习课或答疑），由曾在Java、线

代、大物、高数科目取得高分的学长学姐亲自授课，帮助同学

们复习、巩固知识点，以便更好地学习和提升考试成绩。如果

你对大课内容还一知半解的话，建议抽空去听一听，或许可以

得到实际性的学习帮助。

    互助课堂会在接近期末时通过邮件的形式通知大家，请大家

注意邮件查收。同时，互助课堂一般还会在16周发布理工类基础

必修课的期末复习攻略，关注学习中心公众号便可以获取！

    每学年的春季学期末，教学工作部都会发邮件通知大一同学

们填报专业志愿，在规定时间内（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登

录教务系统进行专业第一志愿的填报，同时由书院导师进行专

业选择的指导以及确认。

    在南科大，本科生可以选择在大一学年结束或大二学年结束

时选择自己的专业，即所谓的“1+3”与“2+2”。书院建议大家

根据自己的兴趣、擅长课程、职业规划尽快确定自己的意向专

业，最好确定专业的同时能选择专业方向，明确学术导师，早

进专业意味着更多的研究方向选择，和更长的科研学习时间。

同学们需要在大一期间多多参加各种专业介绍会，了解各院系

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特点，多参观参观学校的实验室（这

才是最最直接的了解专业的方式），主动联系导师，学着主动

向导师表达进入课题组的愿景（必备技能）。

    怎么选学术导师和联系导师？答案就是：看官网！

    登录南科大官网，点击右侧“网站导航”中“师资队伍”一

栏下的“院系师资”，进入网页。选择自己意向专业所属的系

并选择其中一位导师。可以找到导师的邮箱，联系导师最正式

的方式就是直接给导师发邮件，注意礼貌！

专业选择

期 中 期 末 不 要 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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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内大部分电子资源需连接校园网才可使用。VPN则用于在

校外访问校内公共网络资源（图书馆的大部分资源、OJ系统

等），用户首先访问并登录VPN，之后可以按照访问校内资源的

方式访问校内电子资源。访问网址: https://vpn.sustech.edu.cn

    在校同学线下开通VPN的具体流程：填写纸质版《VPN申请

表》→打印申请表并请课题组负责人或辅导员签字→交表至行

政服务中心5号或6号窗口办理后开通。

    线上开通VPN方式：填写南方科技大学VPN用户开通申请

表，以附件形式发邮件给信息中心申请账户，然后在南科大官

网下载easy connect登入。（更多操作细节详见《VPN说明书》）

    VPN由网络信息中心管理，如有问题请咨询：

    its@sustech.edu.cn，0755-88010777

    同时页面上还会简要地写明导师的研究方向、教学经历等，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可以点击下方的“个人主页”，了解导师

的教学课程、学术成果、团队等信息。

     可以和导师约一起见面交流的时间，也可以约具体时间去他

们的实验室参观。

    其他了解导师的方法，就是关注南科大各大院系的官方公众

号了，上面有导师们最新的科研成果和学术研究，感兴趣的同

学可以多关注关注~

V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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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课程也有学分

社团认证艺术学分

    部分文化艺术社团开设有特色课程，参与社团活动，可以直

接认证2个学分的艺术类课程！

   部分可认证社团见下图（图源艺术中心微信公众号）

   更多请见各社团有关信息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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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事务篇
BY 吕瑾谦学长

    班委是班级的核心成员，在致仁的大家庭中，共有六个班级职位包

括：班长，团支书，组织委员，生活/心理委员，宣传委员。身为班委应

当履行自己的责任，工作认真负责，积极完成班级事务以及书院安排的

工作。

    班长：

    作为班级的领头人以及对外形象代言人，班长具有以下的事务。

     1、及时传达并完成书院安排任务，并且组织同学落实到位，作好书

院与同学之间的桥梁作用。

     2、抓好班级建设，团结同学，同学有问题积极解决。

     3、认真完成班级事务，每月组织班会并定期组织团建。

     4、严于律己，模范带头，积极督促其他班委以及同学们的工作学习

等。

    团支书：

    作为团支部的负责人，团支书具有以下的事务。

     1、积极完成书院安排的团务工作，每月准时缴纳团费，并且督促班

级完成青年大学习。

     2、团结同学，每学期组织开展团日活动以及支部大会。

    组织委员：

    组织班级活动如班级团建，协助班长或团支书开展集体会议（班会，

支部大会等）。

    生活委员：生活委员有两位各由一位男生以及女生担任，负责班级班

费的管理，以及书院下发的文件物品的发放，以及协同解决同学日常起

居发生的问题。

    心理委员：负责解决同学们的心理问题。关心同学出现的一些心理问

题，并采取一定的行动来解决如心理情绪安抚，缓解内心焦虑等。

    宣传委员：负责班级宣传活动的组织，以及团建等团体活动的宣传。

班委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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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关系转接应向原高中团支书提出退出申请，完成退出申请后，通过

广东共青团微信公众号进行团关系转接（切记是广东共青团而不是共青

团中央或其他地方共青团）。等待大学团支部进行确认即可完成团关系

转接。

    团员资料应于入学前提交，其中包含团员档案等，建议团员资料的交

接时附带团员交接推荐信。

    操作如下：

    1、点击广东共青团微信公众号下方的“智慧团建”菜单，选择“团组

织关系转接”后进入界面。

    2、再点击该界面中的“组织关系转接”。

    3、填写表单并上传相关附件即可等待审批通过。

团关系转接 与 团员资料的交接

团费缴纳共有两种方式

    1、由各班同学自行在12355青年之声公众号上，点击智慧团建功能，进

入团费缴纳即可交纳团费。

    2、由班委代表如团支书进行团费缴纳，在进入团费缴纳后，点击帮

TA交费即可交纳他人团费。

    操作如下：

    1、点击广东共青团微信公众号下方的“智慧团建”菜单，选择“团费

缴纳”后进入界面。

    2、再点击该界面中的“团费缴纳”。

    3、选择“立即缴费”或“帮TA缴费”即可。

团费缴纳

入党步骤大致为几步：递交入党申请书----成为入党积极分子----成为发展

对象----成为预备党员----成为正式党员。在成为入党积极分子和正式党员

之间，需提交思想汇报（每三个月一篇），自传，以及其他证明材料

等。成为一名正式党员大约需要两至三年的时间，因此建议有意愿入党

的同学请在开学时递交入党申请书。入党的具体流程和具体步骤都会有

邮件或班会说明，大家可以根据邮件提示申请入党。

入党流程



    班级事务包括以下几点

    1、班会：由班长组织，班委协同，每月进行班级大会，完成书院下达

的工作或进行学习工作的分享。

    2、团日活动：每学期举行一场，由团支书组织，班委协同，内容不

限，但应积极健康，有益于同学德智发展的活动。该团日活动可向书院

进行资助。

    3、推优入党：由班委协同，班长和团支书组织，进行推优入党，其中

入党建议于开学期间提交入党申请书，而积极分子推优选举在每学年进

行两次，详情等待团总支发放的邮件。

班级事务

    团员应每周自觉完成青年大学习，青年大学习学习率与个人评优，班

级评优挂钩

    青年大学习学习方法如下：

     1、通过南科大团委或者共青团中央微信公众号，点击青年大学习，

进入并完成学习

     2、通过书院发送的每周大学习学习海报，进行二维码扫码学习（每

期二维码不同）。

    操作如下：

    点击微信公众号下方菜单栏中的“大学习”→选择“当前学习”观看

本期学习视频后即可完成青年大学习。

青年大学习

    疫情期间，同学们应做好健康申报，长期若不进行健康申报书院会采

取冻结学生卡的措施。

    健康申报方法如下：加入南科大企业微信后，进入企业微信或者微

信，点击健康申报，填写相关信息即可完成。

    注：解冻学生卡方法如下：发送邮件给本级负责辅导员，等待处理

后，完成解冻。

健康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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