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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年度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圖書館 
滿意度調查結果 

 

一、目的 

    為暸解全校教職員生對圖書館服務之意見，做為本館持續改善服務品質之參考。 

 

二、施測日期：102 年 5 月 20 日至 6月 14 日 

 

三、施測方式及回收率 

    針對全校教職員生發出問卷共 850 份，分別為日間部楠梓校區學生 400

份、旗津校區學生 150 份、進修推廣處學生 200 份，楠梓及旗津校區教職員

則合計 100 份，依各系所單位人數比例之方式發放，共回收 725 份，回收率

為 85.3％，其中有效問卷 603 份，無效問卷 122 份。 

 

四、研究工具 

    本次調查根據研究目的蒐集相關文獻自行編製問卷，以此問卷作為研究

工具，分為四大部分，包括：基本資料（4題）、環境與設備（14 題）、館藏

資源（8題）、服務（9題），調查受試者意見。 

 

五、問卷分析 

（一）受試者基本資料 

1.在本次調查中，受試者性別男性佔 58.2％，女性則為 41.8％；受

試者身分別以大學部、專科部學生佔 81.9％為最多，其次為教師

7.8％、研究生 7％、職員工 3%；以受試者所在之校區區分，則分

別為楠梓校區 79.3％，旗津校區 20.7％。 

 

名稱 項目  樣本數（N）  百分比（％）

性別 男性 351 58.2% 

女性 252 41.8% 

身分別 教師 47 7.8% 

研究生 42 7%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494 81.9% 

職員工 18 3% 

其他 2 0.3% 

校區 楠梓校區 478 79.3% 

旗津校區 125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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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頻率 

在使用頻率方面，所有受試者使用圖書館的頻率為平均一學期

10.6次。按身分別檢視，教師使用頻率為一學期5.8次，研究生使

用頻率為一學期10.9次，大學部、專科部學生使用頻率為11.2次，

職員工使用頻率則為6.6次，可知目前圖書館之使用主要仍以大學

部及專科部學生為最多。 

 

（二）圖書館滿意度調查 

1.整體分析 

本問卷分為「環境與設備」、「館藏資源」、「服務」等三個

構面，採李克特五點量表，以「非常滿意」、「滿意」、「尚可」、

「不滿意」、「非常不滿意」，請讀者依此描述對圖書館各項服務

之滿意程度，在分析時則分別給予5、4、3、2、1的分數，分數愈

高代表滿意程度愈高，分數3以上即代表讀者滿意度達「尚可」程

度以上，分析結果如下表。整體而言，三個構面的平均滿意度為

3.7，而各構面之滿意度均介於「尚可」與「滿意」之間；「環境

與設備」及「服務」構面滿意度皆為3.8，「館藏資源」構面滿意

度為3.6。 

 

圖書館滿意度調查分析 

構面 題目 平均數 
構面平均

滿意度 

環境與設備 我對圖書館內的環境整潔情況 4.1 3.8 

我對圖書館內的環境美化程度 3.8 

我對館內的各項標示 3.8 

我對館舍安全設施 3.7 

我對館內的空調溫度 3.9 

我對館內的噪音管控 3.7 

我對館內的照明亮度 3.8 

我對館內提供閱覽桌的數量 3.6 

我對館內提供的檢索電腦數量 3.6 

我對視聽服務的空間設備 3.8 

我對自修室的空間設備 3.8 

我對討論室的空間設備 3.7 

我對研究小間的空間設備 3.7 

館藏資源 我對圖書館的館藏圖書在滿足研究、教學與學

習需求方面 

3.6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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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圖書館的館藏期刊在滿足研究、教學與學

習需求方面 

3.6 

我對圖書館的電子資源在滿足研究、教學與學

習需求方面 

3.7 

我對圖書館的視聽資料在滿足研究、教學與學

習需求方面 

3.7 

我對圖書館網站的設計及內容 3.6 

我對館藏目錄查詢系統（WebPac）的設計及內

容 

3.7 

我對館藏資料的新穎性及時效性 3.6 

服務 我對館員的服務態度 3.9 3.8 

我對館員服務的速度及效率 3.9 

我對館員的專業知識與解答問題的能力 3.8 

我對圖書館的開放時間 3.8 

我對新書推薦的採購服務及處理時效 3.7 

我對圖書館回覆讀者意見的服務 3.7 

我對圖書館舉辦的利用教育（新生利用指導、

電子資源講習課程） 

3.8 

我對館藏圖書的借閱天數和冊數 3.8 

 

2.各構面分析 

（1）「環境與設備」構面 

本項平均滿意度為3.8，其中滿意度最高者為「我對圖書館

內的環境整潔情況」（4.1），滿意度最低者為「我對館內提供

的檢索電腦數量」（3.6）及「我對館內提供閱覽桌的數量」（3.6）。 

依受試者身分別分析，身分為職員工之受試者平均滿意度

最高(4.0)；而身分為大學部、專科部學生者之平均滿意度

(3.7)，略低於構面平均滿意度(3.8)，其在各題中分數最低者

為「我對館內的噪音管控」(3.6)、「我對館內提供閱覽桌的數

量」(3.6)及「我對館內提供的檢索電腦數量」(3.6)。 

 

身分 構面 題目 平均數 平均滿意度

教師 環境與設備 我對圖書館內的環境整潔情況 4.2 3.9 

我對圖書館內的環境美化程度 4.0 

我對館內的各項標示 3.9 

我對館舍安全設施 3.9 

我對館內的空調溫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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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館內的噪音管控 3.9 

我對館內的照明亮度 4.1 

我對館內提供閱覽桌的數量 3.8 

我對館內提供的檢索電腦數量 3.7 

我對視聽服務的空間設備 3.9 

我對自修室的空間設備 3.9 

我對討論室的空間設備 3.8 

我對研究小間的空間設備 3.7 

研究生 環境與設備 我對圖書館內的環境整潔情況 4.2 3.9 

我對圖書館內的環境美化程度 3.9 

我對館內的各項標示 3.9 

我對館舍安全設施 3.9 

我對館內的空調溫度 4.0 

我對館內的噪音管控 3.8 

我對館內的照明亮度 3.8 

我對館內提供閱覽桌的數量 3.9 

我對館內提供的檢索電腦數量 3.7 

我對視聽服務的空間設備 3.8 

我對自修室的空間設備 3.9 

我對討論室的空間設備 3.8 

我對研究小間的空間設備 3.7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環境與設備 我對圖書館內的環境整潔情況 4.0 3.7 

我對圖書館內的環境美化程度 3.8 

我對館內的各項標示 3.7 

我對館舍安全設施 3.7 

我對館內的空調溫度 3.8 

我對館內的噪音管控 3.6 

我對館內的照明亮度 3.8 

我對館內提供閱覽桌的數量 3.6 

我對館內提供的檢索電腦數量 3.6 

我對視聽服務的空間設備 3.8 

我對自修室的空間設備 3.7 

我對討論室的空間設備 3.7 

我對研究小間的空間設備 3.7 

職員工 環境與設備 我對圖書館內的環境整潔情況 4.1 4.0 

我對圖書館內的環境美化程度 3.9 

我對館內的各項標示 4.0 

我對館舍安全設施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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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館內的空調溫度 4.0 

我對館內的噪音管控 4.1 

我對館內的照明亮度 4.2 

我對館內提供閱覽桌的數量 4.0 

我對館內提供的檢索電腦數量 3.9 

我對視聽服務的空間設備 4.1 

我對自修室的空間設備 3.9 

我對討論室的空間設備 3.9 

我對研究小間的空間設備 3.9 

 

    依受試者所處校區別分析，楠梓校區及旗津校區之受試者

平均滿意度均為3.8。分別檢視各題，楠梓校區之受試者滿意度

最低的項目為「我對館內提供的檢索電腦數量」（3.6）、「我

對館內提供閱覽桌的數量」（3.6）；旗津校區之受試者則在「我

對館內的噪音管控」（3.6），呈現較低之滿意度。 

 

校區 構面 題目 平均數 平均滿意度

楠梓 環境與設備 我對圖書館內的環境整潔情況 4.0 3.8 

我對圖書館內的環境美化程度 3.8 

我對館內的各項標示 3.7 

我對館舍安全設施 3.7 

我對館內的空調溫度 3.9 

我對館內的噪音管控 3.7 

我對館內的照明亮度 3.8 

我對館內提供閱覽桌的數量 3.6 

我對館內提供的檢索電腦數量 3.6 

我對視聽服務的空間設備 3.8 

我對自修室的空間設備 3.8 

我對討論室的空間設備 3.7 

我對研究小間的空間設備 3.7 

旗津 環境與設備 我對圖書館內的環境整潔情況 4.1 3.8 

我對圖書館內的環境美化程度 4.0 

我對館內的各項標示 3.9 

我對館舍安全設施 3.9 

我對館內的空調溫度 3.9 

我對館內的噪音管控 3.6 

我對館內的照明亮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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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館內提供閱覽桌的數量 3.7 

我對館內提供的檢索電腦數量 3.8 

我對視聽服務的空間設備 3.8 

我對自修室的空間設備 3.7 

我對討論室的空間設備 3.7 

我對研究小間的空間設備 3.7 

 

（2）「館藏資源」構面 

    本項平均滿意度為3.6，其中滿意度較高者為「我對圖書館

的電子資源在滿足研究、教學與學習需求方面」(3.7)、「我對

圖書館的視聽資料在滿足研究、教學與學習需求方面」(3.7)

及「我對館藏目錄查詢系統(WebPac)的設計及內容」(3.7)。 

    依受試者身分別分析，身分為職員工者在「我對圖書館的

電子資源在滿足研究、教學與學習需求方面」（4.2）項目平均

滿意度最高。身分為教師者，在「我對圖書館的視聽資料在滿

足研究、教學與學習需求方面」（3.8）及「我對館藏目錄查詢

系統（WebPac）的設計及內容」（3.8）此兩者滿意度較高。身

分為研究生者，在「我對館藏目錄查詢系統（WebPac）的設計

及內容」滿意度較高(3.8)。身分為大學部、專科部學生者在「我

對圖書館的視聽資料在滿足研究、教學與學習需求方面」之單

項滿意度較高(3.7)。 

 

身分 構面 題目 平均數 平均滿意度

教師 館藏資源 我對圖書館的館藏圖書在滿足研

究、教學與學習需求方面 

3.7 3.7 

我對圖書館的館藏期刊在滿足研

究、教學與學習需求方面 

3.6 

我對圖書館的電子資源在滿足研

究、教學與學習需求方面 

3.7 

我對圖書館的視聽資料在滿足研

究、教學與學習需求方面 

3.8 

我對圖書館網站的設計及內容 3.7 

我對館藏目錄查詢系統（WebPac）的

設計及內容 

3.8 

我對館藏資料的新穎性及時效性 3.6 

研究生 館藏資源 我對圖書館的館藏圖書在滿足研

究、教學與學習需求方面 

3.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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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圖書館的館藏期刊在滿足研

究、教學與學習需求方面 

3.5 

我對圖書館的電子資源在滿足研

究、教學與學習需求方面 

3.6 

我對圖書館的視聽資料在滿足研

究、教學與學習需求方面 

3.6 

我對圖書館網站的設計及內容 3.6 

我對館藏目錄查詢系統（WebPac）的

設計及內容 

3.8 

我對館藏資料的新穎性及時效性 3.5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館藏資源 我對圖書館的館藏圖書在滿足研

究、教學與學習需求方面 

3.6 3.6 

我對圖書館的館藏期刊在滿足研

究、教學與學習需求方面 

3.6 

我對圖書館的電子資源在滿足研

究、教學與學習需求方面 

3.6 

我對圖書館的視聽資料在滿足研

究、教學與學習需求方面 

3.7 

我對圖書館網站的設計及內容 3.6 

我對館藏目錄查詢系統（WebPac）的

設計及內容 

3.6 

我對館藏資料的新穎性及時效性 3.6 

職員工 館藏資源 我對圖書館的館藏圖書在滿足研

究、教學與學習需求方面 

4.0 3.9 

我對圖書館的館藏期刊在滿足研

究、教學與學習需求方面 

4.1 

我對圖書館的電子資源在滿足研

究、教學與學習需求方面 

4.2 

我對圖書館的視聽資料在滿足研

究、教學與學習需求方面 

3.9 

我對圖書館網站的設計及內容 3.9 

我對館藏目錄查詢系統（WebPac）的

設計及內容 

3.8 

我對館藏資料的新穎性及時效性 3.7 

 

    依受試者所處校區別分析，旗津校區讀者在「館藏資源」

構面之平均滿意度（3.7），高於所有受試者於此構面之平均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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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度（3.6）；單項部分在「我對館藏目錄查詢系統（WebPac）

的設計及內容」(3.8)滿意度最高。而楠梓校區受試者單項的部

分在「我對圖書館的視聽資料在滿足研究、教學與學習需求方

面」(3.7)分數較高。 

 

 

校區 構面 題目 平均數 平均滿意度 

楠梓 館藏資源 我對圖書館的館藏圖書在滿足研

究、教學與學習需求方面 

3.6 3.6 

我對圖書館的館藏期刊在滿足研

究、教學與學習需求方面 

3.6 

我對圖書館的電子資源在滿足研

究、教學與學習需求方面 

3.6 

我對圖書館的視聽資料在滿足研

究、教學與學習需求方面 

3.7 

我對圖書館網站的設計及內容 3.6 

我對館藏目錄查詢系統（WebPac）的

設計及內容 

3.6 

我對館藏資料的新穎性及時效性 3.6 

旗津 館藏資源 我對圖書館的館藏圖書在滿足研

究、教學與學習需求方面 

3.6 3.7 

我對圖書館的館藏期刊在滿足研

究、教學與學習需求方面 

3.7 

我對圖書館的電子資源在滿足研

究、教學與學習需求方面 

3.7 

我對圖書館的視聽資料在滿足研

究、教學與學習需求方面 

3.7 

我對圖書館網站的設計及內容 3.7 

我對館藏目錄查詢系統（WebPac）的

設計及內容 

3.8 

我對館藏資料的新穎性及時效性 3.6 

 

（3）「服務」構面 

    此項平均滿意度為3.8，其中滿意度最高者為「我對館員服

務的速度及效率」（3.9）及「我對館員的服務態度」（3.9），

足見讀者對於館員提供服務時之速度、效率與態度，多數給予



 9

中上的評價。而滿意度較低者則為「我對新書推薦的採購服務

及處理時效」（3.7）及「我對圖書館回覆讀者意見的服務」

（3.70）。 

依受試者身分別分析，在「服務」構面平均滿意度最高者

為教師及職員工(4.1)。在單項滿意度中，教師對「我對館員的

服務態度」(4.3)及「我對館員服務的速度及效率」(4.3)之滿

意度最高，職員工最滿意的項目為「我對館員服務的速度及效

率」(4.3)，研究生在「我對館員的服務態度」(4.1)、「我對

館員服務的速度及效率」(4.1)及「我對館藏圖書的借閱天數和

冊數」(4.1)之滿意度最高。身分為大學部、專科部學生者在此

構面中之平均滿意度最低，在單項中，以在「我對館員的服務

態度」(3.8)、「我對館員服務的速度及效率」(3.8)、「我對

館員的專業知識與解答問題的能力」(3.8)及「我對館藏圖書的

借閱天數和冊數」(3.8)之滿意度較高。另身分為研究生者，在

「我對新書推薦的採購服務及處理時效」（3.7）之滿意度較低；

而大學部、專科部學生之滿意度較低者為「我對新書推薦的採

購服務及處理時效」（3.6）。 

 

身分 構面 題目 平均數 平均滿意度

教師 服務 我對館員的服務態度 4.3 4.1 

我對館員服務的速度及效率 4.3 

我對館員的專業知識與解答問題的能力 4.1 

我對圖書館的開放時間 3.9 

我對新書推薦的採購服務及處理時效 4.0 

我對圖書館回覆讀者意見的服務 4.0 

我對圖書館舉辦的利用教育（新生利用指

導、電子資源講習課程） 

4.0 

我對館藏圖書的借閱天數和冊數 4.0 

研究生 服務 我對館員的服務態度 4.1 4.0 

我對館員服務的速度及效率 4.1 

我對館員的專業知識與解答問題的能力 3.9 

我對圖書館的開放時間 3.8 

我對新書推薦的採購服務及處理時效 3.7 

我對圖書館回覆讀者意見的服務 3.9 

我對圖書館舉辦的利用教育（新生利用指

導、電子資源講習課程） 

4.0 

我對館藏圖書的借閱天數和冊數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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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服務 我對館員的服務態度 3.8 3.7 

我對館員服務的速度及效率 3.8 

我對館員的專業知識與解答問題的能力 3.8 

我對圖書館的開放時間 3.7 

我對新書推薦的採購服務及處理時效 3.6 

我對圖書館回覆讀者意見的服務 3.7 

我對圖書館舉辦的利用教育（新生利用指

導、電子資源講習課程） 

3.7 

我對館藏圖書的借閱天數和冊數 3.8 

職員工 服務 我對館員的服務態度 4.2 4.1 

我對館員服務的速度及效率 4.3 

我對館員的專業知識與解答問題的能力 4.2 

我對圖書館的開放時間 4.1 

我對新書推薦的採購服務及處理時效 4.0 

我對圖書館回覆讀者意見的服務 4.1 

我對圖書館舉辦的利用教育（新生利用指

導、電子資源講習課程） 

4.0 

我對館藏圖書的借閱天數和冊數 4.0 

 

    依受試者所處校區別做分析，旗津校區讀者在「服務」構面

之平均滿意度為3.9，高於所有受試者之平均滿意度（3.8）。楠

梓校區之讀者在單項滿意度上，分數最低者則為「我對圖書館的

開放時間」(3.7)、「我對新書推薦的採購服務及處理時效」

(3.7)、「我對圖書館回覆讀者意見的服務」(3.7)及「我對圖書

館舉辦的利用教育（新生利用指導、電子資源講習課程）」(3.7)。 

 

校區 構面 題目 平均數 平均滿意度 

楠梓 服務 我對館員的服務態度 3.9 3.8 

我對館員服務的速度及效率 3.9 

我對館員的專業知識與解答問題的能力 3.8 

我對圖書館的開放時間 3.7 

我對新書推薦的採購服務及處理時效 3.7 

我對圖書館回覆讀者意見的服務 3.7 

我對圖書館舉辦的利用教育（新生利用指

導、電子資源講習課程） 

3.7 

我對館藏圖書的借閱天數和冊數 3.8 

旗津 服務 我對館員的服務態度 3.9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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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館員服務的速度及效率 4.0 

我對館員的專業知識與解答問題的能力 3.9 

我對圖書館的開放時間 3.9 

我對新書推薦的採購服務及處理時效 3.8 

我對圖書館回覆讀者意見的服務 3.9 

我對圖書館舉辦的利用教育（新生利用指

導、電子資源講習課程） 

3.9 

我對館藏圖書的借閱天數和冊數 3.8 

 

3.各項開放式問題之意見 

在本問卷中，為讓讀者有充分表達意見之機會，在各構面最後

一題均有其他建議之開放式問題，茲將受試者之建議彙整如下。 

 

（1）「環境與設備」構面 

身分別 校區 意見 

研究生 楠梓 書的排放方式不易找，待加強 

研究生 楠梓 

Library really provide as such a wonderful 

environment to read many great literatures, thanks 

a lot! 

大學部、專科部

學生 
楠梓 看書的同學少，冷氣可以不用開那麼強，浪費電。 

大學部、專科部

學生 
楠梓 討論室內有些設備都壞了 

大學部、專科部

學生 
楠梓 藏書太少，考試週時環境糟。 

大學部、專科部

學生 
楠梓 有時候有奇怪的聲音 嗶~~ 

大學部、專科部

學生 
楠梓 視聽教室可以再多一點嗎？ 

大學部、專科部

學生 
楠梓 座位稍嫌不夠，使用人太多，很常去了沒位置可讀書 

大學部、專科部

學生 
楠梓 樓梯太長了，加電梯吧！ 

大學部、專科部

學生 
楠梓 空間擁擠 

大學部、專科部

學生 
楠梓 圖書館再漂亮一點！ 



 12

大學部、專科部

學生 
楠梓 圖書太少，標示也太少。 

大學部、專科部

學生 
楠梓 白板筆品質有待加強 

大學部、專科部

學生 
楠梓 討論室白板及白板筆需改善 

大學部、專科部

學生 
楠梓 提高研究小間的時間 

大學部、專科部

學生 
楠梓 閱覽桌的照明亮度希望能亮一點 

大學部、專科部

學生 
楠梓 希望可以有電梯 

大學部、專科部

學生 
楠梓 自修室可以再增加 

大學部、專科部

學生 
楠梓 再新增自修室的空間 

大學部、專科部

學生 
楠梓 討論室空間設備資源可以再好一點點 

大學部、專科部

學生 
楠梓 

有時空調會太強。館外經常有位男同學大聲講(門口旁)

電話，館內同學會受影響。 

大學部、專科部

學生 
楠梓 視聽服務的椅子非常難坐 

大學部、專科部

學生 
楠梓 

館藏書籍，不要只是有編號，如：幾樓、書籍位置導引

地圖 

教師 旗津 期刊增加，查閱期刊不知如何著手？ 

大學部、專科部

學生 
旗津 討論室可加強隔音設備 

大學部、專科部

學生 
旗津 考試期間特別吵雜 

大學部、專科部

學生 
旗津 電腦太慢(坐區)，沙發有點髒 

大學部、專科部

學生 
旗津 新書推薦不論是否有採購，希望都能告知，謝謝。 

大學部、專科部

學生 
旗津 還不錯 

 

（2）「館藏資源」構面 

身分別 校區 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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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楠梓 
館藏查詢建議置於網頁的第一層(現為資源查詢/館藏

查詢) 

研究生 楠梓 有些書很舊了，有些書整套的少了幾本 

研究生 楠梓 藏書量太少(水產類) 

研究生 楠梓 

It isn＇t easy to get some literatures which 

published early to read. Maybe there are some ways 

for library to get more early publishes? 

大學部、專科部

學生 
楠梓 可增加更多的期刊 

大學部、專科部

學生 
楠梓 期刊真的不給外借？ 

大學部、專科部

學生 
楠梓 very good 

大學部、專科部

學生 
楠梓 書應該慎選，不要選童書，本校沒有幼保系。 

大學部、專科部

學生 
楠梓 希望有些好片能兩區圖書館都有各有一收藏。 

大學部、專科部

學生 
楠梓 請多購買成寒英語教材 

大學部、專科部

學生 
楠梓 大部分的書都是電子、資訊類，請改進。 

大學部、專科部

學生 
楠梓 水產相關書籍太少了、也太舊了。 

大學部、專科部

學生 
楠梓 更新能否 1 學年 1次 

大學部、專科部

學生 
楠梓 多新增新的書籍 

大學部、專科部

學生 
楠梓 學科相關的書籍太少，版本太舊了 

大學部、專科部

學生 
楠梓 同類的書請擺在一起，東一本西一本很難找書 

大學部、專科部

學生 
楠梓 

可標示這一區是屬於哪一類的書，不然以科學類社會類

這樣難找到自己的書在哪。還有可以將書整齊歸納，縮

小類別的範圍，方便索取。 

大學部、專科部 楠梓 希望能將同類型或同作者的書擺放在一起，圖書館的書



 14

學生 有的是同系列的書卻擺在不同的書櫃上，這樣不好找書

大學部、專科部

學生 
楠梓 

同類的書可以歸類在一起 or 同一樓同一書架上，ex：

手作書，3 樓也有，2 樓也有，這樣容易找不到書，而

且找很麻煩；還有同冊同作者的書也可放在一起，別同

一類散佈在不同書架上，很難找書；可以在書櫃上放個

告示牌，ex：都是景點的書，就掛 or 貼上「旅遊類」

的告示牌！！ 

大學部、專科部

學生 
楠梓 館藏的國外暢銷小說的更新速度望加快 

大學部、專科部

學生 
旗津 希望電腦可以更新 

大學部、專科部

學生 
旗津 還不錯 

 

 

（3）「服務」構面 

身分別 校區 意見 

教師 楠梓 教師天數和冊數可否增加 

大學部、專科部

學生 
楠梓 即將到期書通知系統不穩，曾經沒收到信，書已過期。

大學部、專科部

學生 
楠梓 時間開放太短。 

大學部、專科部

學生 
楠梓 希望開放時間可以再晚點。 

大學部、專科部

學生 
楠梓 very good 

大學部、專科部

學生 
楠梓 辛苦了！ 

大學部、專科部

學生 
楠梓 借閱天數請延長 

大學部、專科部

學生 
楠梓 

館內影印機品質有待改善，學生花錢買點數卡，卻未得

到相對的服務品質，影印機卡紙率高，需要影印服務時

無法獲得真正的服務，只有親自前往校外影店，於學校

圖書館向館內人員反應，無法立即獲得改善。PS.我從

入學以來，這個問題都沒改善過，怎麼會有學生願意使

用圖書館影印資源。 

大學部、專科部 楠梓 請擴展其他類別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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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大學部、專科部

學生 
楠梓 建議開放舊雜誌可供借閱。 

大學部、專科部

學生 
楠梓 

假日開放時間希望可延長，學校的電腦和自修區比社區

圖書館設備好許多，但假日時間可延長至晚上七、八點

大學部、專科部

學生 
楠梓 希望能提高圖書借閱的天數 

大學部、專科部

學生 
楠梓 借閱天數變長 

大學部、專科部

學生 
楠梓 假日開晚一點(考試週) 

大學部、專科部

學生 
楠梓 希望一些熱門借閱書之冊數能夠增加。 

大學部、專科部

學生 
旗津 還不錯 

 

六、結論 

    綜合上述分析，可得以下結論： 

(一)讀者使用圖書館之頻率為一星期平均10.6次，而使用次數最多者為大學

部及專科部學生。 

（二）整體而言，讀者對圖書館所提供之環境與設備、館藏資源與服務此三

個面向均尚稱滿意，而其中滿意度最高者為服務面向。在「環境與設備」

構面中，滿意度最高者為「我對圖書館內的環境整潔情況」，而滿意度

最低者為「我對館內提供的檢索電腦數量」。以身分別進行分析，大學

部、專科部學生在「我對館內提供的檢索電腦數量」此項之滿意度略低。

而以校區別分析，楠梓校區讀者在「我對館內提供的檢索電腦數量」此

項滿意度亦較低。鑑此，本館將於103年度增設檢索電腦以提升滿意度。 

（三）在「館藏資源」構面中，讀者滿意度較平均。以身分別進行分析，身

分為職員工之讀者滿意度最高，最低為大學部、專科部學生。而身分為

教師者則是在「我對圖書館的館藏期刊在滿足研究、教學與學習需求方

面」及「我對館藏資料的新穎性及時效性」滿意度較低；身分為研究生

者，在「我對圖書館的館藏圖書在滿足研究、教學與學習需求方面」此

項較不滿意。另依受試者所處校區別做檢視，旗津校區之讀者在此構面

較楠梓校區之滿意度高。目前師生若有專業圖書之需求，可直接將推薦

清單送至系(所)彙整，於年度採購時，一併送交本館處理；一般性圖書

在經費允許且符合館藏政策之情況下均會配合採購。 

（四）「服務」構面之平均滿意度高於其他兩個構面，單項滿意度最高者為



 16

「我對館員的服務態度」及「我對館員服務的速度及效率」；而滿意度

較低者，則為「我對新書推薦的採購服務及處理時效」及「我對圖書館

回覆讀者意見的服務」。教師與職員工在此面向之平均滿意度最高，其

次則為研究生，大學部、專科部學生之平均滿意度最低。再依受試者所

處校區別做檢視，旗津校區讀者在服務構面之平均滿意度略高於楠梓校

區讀者。對於「我對新書推薦的採購服務及處理時效」項目，由於圖書

館採購圖書不像一般購書方式，立即可取得所購圖書，需要經過一定的

採購程序，而目前新書購置入館，經驗收、編目、加工及展示後提供借

閱，確實需要一段時間，本館已於102年12月16日更新系統，以達有效

控制推薦圖書之購置管理，並能即時通知讀者薦購情形，期能改善服務

品質。而在「我對圖書館回覆讀者意見的服務」此項，圖書館目前在接

獲讀者意見時，均會立即進行處理及回覆，之後將更加強管理意見回覆

之速率，務求使讀者能在最短時間內得到圖書館之回應與處理。 

 

在本次滿意度調查結果中，讀者大致上對圖書館目前所提供之服務尚稱

滿意，相較前一次(99 年度)滿意度調查結果，三個構面之平均滿意度皆有

所成長；惟此次調查中，讀者亦提出多項建議，本館將擬訂後續改善策略，

做為未來推動服務之方向，並將調查分析報告置於圖書館網站供全校教職員

生參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