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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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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年 5 月 12 日至 5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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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7 份，回收率

為 90.2％，其中有效問卷 751 份，無效問卷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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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題）、環境與設備（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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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身分別及校區 

名稱 項目  樣本數（N）  百分比（％）

性別 男性 440 58.6% 

女性 311 41.4% 

身分別 教師 75 10.0% 

研究生 62 8.3%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596 79.4% 

職員工 18 2.4% 

校區 楠梓校區 583 77.6% 

旗津校區 168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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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曾用項目 

身分別

曾用項目 
教師 研究生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職員工 合計 

紙本書刊 2.8% 1.6% 18.9% 0.6% 23.8% 

電子資源 2.4% 2.2% 12.7% 0.2% 17.5% 

視聽服務 0.8% 0.6% 11.8% 0.1% 13.3% 

館際合作 0.9% 0.3% 2.5% 0.2% 3.8% 

諮詢服務 0.8% 0.6% 4.1% 0.3% 5.7% 

網站資源 1.4% 0.9% 10.6% 0.3% 13.2% 

行動服務 0.3% 0.6% 3.8% 0.2% 4.9% 

空間設備 0.8% 0.9% 14.0% 0.3% 16.0% 

其他服務 0.2% 0.2% 1.3% 0.1% 1.7% 

 

3.使用頻率 

身分別 

使用頻率 
教師 研究生 

大學部、

專科部學生
職員工 合計 

10 次以下 4.0% 4.1% 40.6% 1.5% 50.2% 

11~20 次 3.1% 2.0% 24.4% 0.7% 30.2% 

21~30 次 1.6% 0.9% 8.7% 0.1% 11.3% 

31~40 次 0.4% 0.1% 1.7% 0.0% 2.2% 

41 次以上 0.9% 1.1% 4.0% 0.1% 6.1% 

 

（二）圖書館滿意度調查 

1.整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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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4.0 

我對圖書館內的環境美化程度 4.1 

我對館內的各項標示 4.0 

我對館內的空調溫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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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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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我對討論室的空間設備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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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研究小間的空間設備 4.0 

館藏資源 我對館藏圖書在滿足研究、教學與學習需求方面 3.9 3.9 

我對館藏期刊在滿足研究、教學與學習需求方面 3.9 

我對電子資源在滿足研究、教學與學習需求方面 3.9 

我對視聽資料在滿足研究、教學與學習需求方面 3.9 

我對館藏資料的新穎性 3.8 

我對圖書館網站的設計及內容 3.8 

我對圖書館提供電子書閱讀器(平板電腦)借用 3.9 

服務 我對圖書館的開放時間 4.0 4.0 

我對館員的服務態度 4.1 

我對館員的專業知識與解答問題的能力 4.0 

我對圖書館回覆讀者意見的服務 4.0 

我對新書推薦服務 3.9 

我對新書推薦採購的處理時效 3.9 

我對圖書館提供行動服務(行動網站、AP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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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各構面分析 

（1）「環境與設備」構面 

環境與設備構面：依身分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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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4.2 

我對圖書館內的環境美化程度 4.3 

我對館內的各項標示 4.1 

我對館內的空調溫度 4.3 

我對館內的噪音管控 4.2 

我對館內的照明亮度 4.2 

我對館內提供閱覽桌的數量 4.1 

我對館內提供的檢索電腦數量 4.1 

我對視聽服務的空間設備 4.2 

我對自修室的空間設備 4.0 

我對討論室的空間設備 4.1 

我對研究小間的空間設備 4.1 

研究生 環境與設備 我對圖書館內的環境整潔情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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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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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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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我對視聽服務的空間設備 4.0 

我對自修室的空間設備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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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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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4.1 

我對圖書館內的環境美化程度 4.1 

我對館內的各項標示 4.0 

我對館內的空調溫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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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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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我對討論室的空間設備 4.0 

我對研究小間的空間設備 4.0 

職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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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我對館內的各項標示 3.9 

我對館內的空調溫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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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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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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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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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與設備構面：依校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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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4.0 

我對圖書館內的環境美化程度 4.1 

我對館內的各項標示 4.0 

我對館內的空調溫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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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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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我對討論室的空間設備 4.0 

我對研究小間的空間設備 4.0 

旗津 環境與設備 我對圖書館內的環境整潔情況 4.2 4.1 

我對圖書館內的環境美化程度 4.1 

我對館內的各項標示 4.1 

我對館內的空調溫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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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我對館內提供的檢索電腦數量 4.0 

我對視聽服務的空間設備 4.1 

我對自修室的空間設備 4.0 

我對討論室的空間設備 4.0 

我對研究小間的空間設備 4.0 

 

（2）「館藏資源」構面 

館藏資源構面：依身分別分析 

    身分 構面 題目 平均數 平均滿意度

教師 館藏資源 我對館藏圖書在滿足研究、教學與學

習需求方面 
3.9 3.9 

我對館藏期刊在滿足研究、教學與學

習需求方面 
3.8 

我對電子資源在滿足研究、教學與學

習需求方面 
3.9 

我對視聽資料在滿足研究、教學與學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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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需求方面 

我對館藏資料的新穎性 3.8 

我對圖書館網站的設計及內容 3.8 

我對圖書館提供電子書閱讀器(平板

電腦)借用 
4.0 

研究生 館藏資源 我對館藏圖書在滿足研究、教學與學

習需求方面 
3.6 3.6 

我對館藏期刊在滿足研究、教學與學

習需求方面 
3.7 

我對電子資源在滿足研究、教學與學

習需求方面 
3.6 

我對視聽資料在滿足研究、教學與學

習需求方面 
3.7 

我對館藏資料的新穎性 3.5 

我對圖書館網站的設計及內容 3.7 

我對圖書館提供電子書閱讀器(平板

電腦)借用 
3.6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館藏資源 我對館藏圖書在滿足研究、教學與學

習需求方面 
4.0 3.9 

我對館藏期刊在滿足研究、教學與學

習需求方面 
3.9 

我對電子資源在滿足研究、教學與學

習需求方面 
4.0 

我對視聽資料在滿足研究、教學與學

習需求方面 
4.0 

我對館藏資料的新穎性 3.8 

我對圖書館網站的設計及內容 3.9 

我對圖書館提供電子書閱讀器(平板

電腦)借用 
3.9 

職員工 館藏資源 我對館藏圖書在滿足研究、教學與學

習需求方面 
3.4 3.6 

我對館藏期刊在滿足研究、教學與學

習需求方面 
3.7 

我對電子資源在滿足研究、教學與學

習需求方面 
3.7 

我對視聽資料在滿足研究、教學與學

習需求方面 
3.6 

我對館藏資料的新穎性 3.5 

我對圖書館網站的設計及內容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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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圖書館提供電子書閱讀器(平板

電腦)借用 
3.8 

 

館藏資源構面：依校區分析 

校區 構面 題目 平均數 平均滿意度 

楠梓 館藏資源 我對館藏圖書在滿足研究、教學與學

習需求方面 
3.9 3.8 

我對館藏期刊在滿足研究、教學與學

習需求方面 
3.9 

我對電子資源在滿足研究、教學與學

習需求方面 
3.9 

我對視聽資料在滿足研究、教學與學

習需求方面 
3.9 

我對館藏資料的新穎性 3.7 

我對圖書館網站的設計及內容 3.8 

我對圖書館提供電子書閱讀器(平板

電腦)借用 
3.8 

旗津 館藏資源 我對館藏圖書在滿足研究、教學與學

習需求方面 
4.0 3.9 

我對館藏期刊在滿足研究、教學與學

習需求方面 
4.0 

我對電子資源在滿足研究、教學與學

習需求方面 
4.0 

我對視聽資料在滿足研究、教學與學

習需求方面 
3.9 

我對館藏資料的新穎性 3.9 

我對圖書館網站的設計及內容 3.9 

我對圖書館提供電子書閱讀器(平板

電腦)借用 
3.9 

 

（3）「服務」構面 

服務構面：依身分別分析 

身分 構面 題目 平均數 平均滿意度

教師 服務 我對圖書館的開放時間 4.2 4.1 

我對館員的服務態度 4.2 

我對館員的專業知識與解答問題的能力 4.1 

我對圖書館回覆讀者意見的服務 4.0 

我對新書推薦服務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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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新書推薦採購的處理時效 3.9 

我對圖書館提供行動服務(行動網站、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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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研究生 服務 我對圖書館的開放時間 3.7 3.7 

我對館員的服務態度 4.0 

我對館員的專業知識與解答問題的能力 3.8 

我對圖書館回覆讀者意見的服務 3.7 

我對新書推薦服務 3.8 

我對新書推薦採購的處理時效 3.5 

我對圖書館提供行動服務(行動網站、APP

服務)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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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服務 我對圖書館的開放時間 4.0 4.0 

我對館員的服務態度 4.1 

我對館員的專業知識與解答問題的能力 4.1 

我對圖書館回覆讀者意見的服務 4.0 

我對新書推薦服務 3.9 

我對新書推薦採購的處理時效 3.9 

我對圖書館提供行動服務(行動網站、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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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員工 服務 我對圖書館的開放時間 3.7 3.7 

我對館員的服務態度 3.8 

我對館員的專業知識與解答問題的能力 3.7 

我對圖書館回覆讀者意見的服務 3.7 

我對新書推薦服務 3.6 

我對新書推薦採購的處理時效 3.7 

我對圖書館提供行動服務(行動網站、APP

服務)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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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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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構面：依校區分析 

校區 構面 題目 平均數 平均滿意度

楠梓 服務 我對圖書館的開放時間 4.0 4.0 

我對館員的服務態度 4.1 

我對館員的專業知識與解答問題的能力 4.0 

我對圖書館回覆讀者意見的服務 4.0 

我對新書推薦服務 3.9 

我對新書推薦採購的處理時效 3.9 

我對圖書館提供行動服務(行動網站、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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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津 服務 我對圖書館的開放時間 4.0 4.0 

我對館員的服務態度 4.1 

我對館員的專業知識與解答問題的能力 4.1 

我對圖書館回覆讀者意見的服務 4.0 

我對新書推薦服務 4.0 

我對新書推薦採購的處理時效 3.9 

我對圖書館提供行動服務(行動網站、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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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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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區 問題類型 身分別 建議 

楠梓 

空調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3 樓的冷氣可以再冷一點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有時太冷(冬天也冷)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空調太冷 

研究小間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研究小間一天只能借一次，希望能一天多次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研究小間設備軟體過於老舊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研究室設 1 樓、喇叭、設冷器良一點 

研究小間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空間設備 討論室、研究間是否能再多設幾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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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室 呢？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每次都借不到自修室和研究小間 

討論室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白板筆沒水率稍高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討論室少常借不到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討論室可加強隔音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隔音效果需加強 

教師 
有單槍的研究小間，若是老師申請，能否 2

人(含老師)即可借用。 

廁所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二樓增設廁所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廁所非常乾淨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廁所通風設備需改善！(1F 男廁) 

視聽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視聽服務的設備增設多一點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視聽室可以再多一點嗎？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可增加視聽室！(常供不應求)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希望耳機可以好一點 

電梯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可以加裝旁邊兩側電梯嗎？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可以坐電梯到 4、5 樓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其實不是很好，還有很多進步空間，動線、

電梯等，我要電梯！不是只給教職員，學生

不是人嗎？ 

圖書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把完結的書給補全，才不會只有前半部，但

後半部沒有了。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關於狗的書可以不只有旗津有新書嗎？ 

影印機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希望影印機能使用悠遊卡或一卡通付費 

噪音 

教師 
希望能營造自修環境，一個安靜的讀書空

間，希望館員管制學生秩序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考試週前都很吵，可管制在內聊天人數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噪音管控加強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情侶小情小愛超大聲 

燈光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3 樓燈有點暗，晚上的時候 

檢索區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電腦不需預約，直接用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電腦區有時不是為了討論而講話音量稍大且

久，還請人員能幫忙一下，Thanks。 

其他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good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可以裝一台咖啡機 



 11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非常好，繼續保持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高中生太多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讚 

旗津 

討論室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希望討論室能多一點，都借不到 

視聽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希望視聽空間的耳機可以更換新的 

圖書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書本放置位子請確實，同系列書籍勿分開 

燈光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可以在小桌上多設檯燈，因為有些地方燈光

照不到 

其他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冬天也超冷 cold 

 

（2）「館藏資源」構面 

校區 問題類型 身分別 建議 

楠梓 

平板電腦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我不知道有平板可使用 

典藏 教師 

地下室西文圖書架間距似乎相對較小，在有

點老花遠視的形況下，若未戴眼鏡有點不方

便。 

期刊 

網站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其實蠻爛的不好意思往下勾，在海科這麼

久，完全不知有什麼期刊、網頁也不清不楚

的，都沒有人願意說明嗎？ 

網站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網站陽春 

視聽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視聽資料能否更新更多的電影呢？ 

電子資源 教師 可增加電子書數量 

電子資源 

圖書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一大堆電子資源不能用，推薦的書也都不審

查而且進一大堆小說幹麻，相比起來學習用

書更重要 

圖書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課外讀物太少，希望有更多國外新的小說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書太舊出新書好像都不買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希望紙本資源能更新；大多數於二樓幾乎是

海專期間留下來的。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有些教學書年代離我們太久遠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更新外文書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書籍太少、太舊，應更新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養殖系相關太少太舊太沒有參考價值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書太少，很多一下都被借空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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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養殖類書太少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新書的購買速度不快，推薦新書還要寫一堆

理由，還不知道什麼時候會購買。 

研究生 多買點書 

其他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樓層太高，降低使用意願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讚 

旗津 

館藏查詢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網路查書時，有些資料並無 key 入，可多一

種為各類別書籍分類，如文情、科幻、靈

異…。 

推廣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希望對於新的資源或設備加以宣傳(導)。(以

e-mail 以外的方式宣傳) 

 

（3）「服務」構面 

校區 問題類型 身分別 服務 

楠梓 

行動服務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目前圖書館的行動服務尚可，但仍有不足的

地方，尤其是功能的部份。 

利用教育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沒參加過新生利用指導 

服務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圖書館人員親切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服務很好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常常受到方框眼鏡的服務人員(女)的幫忙與

溫和有禮為我解答，很謝謝她。 

活動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舉辦贈書活動，刺激人潮 

問卷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紙本問卷太浪費紙了，可建議使用電子問卷。

薦購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採購新書速度需加快 

開放時間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開放時間早上人很少要開放浪費電，假日晚

上想用又沒開 

館舍空間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圖書館的結構可以好一點 

其他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讚 

旗津 

服務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圖書館資源多，服務態度佳。 

薦購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希望可以引進與現代船舶設備相關的原文書

(英文) ex：如何保養與維修機艙設備 

開放時間 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星期日太早閉館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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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結論 

本次問卷援例採李克特五點量方式調查。為瞭解讀者使用習慣，於本次問

卷之基本資料新增「曾用項目」，所有受試者曾用圖書館項目最多的前三項為紙

本書刊(23.8%)、電子資源(17.5%)及空間設備(16.0%)；因應近年推動行動服

務，於問卷中增加電子書閱讀器、行動網站與 APP 服務項目，以瞭解使用者意

見；問卷分為三個構面，相較前次(102 年)調查結果，三個構面之平均滿意度皆

有所成長，顯示讀者對本館滿意度持續提升。 

(一)環境與設備構面：平均滿意度由 3.8 提高至 4.0，其中對館內環境整潔情況

滿意度為 4.3，代表本館對於環境維持良好。 

(二)館藏資源構面：平均滿意度由 3.7 提高至 3.9；新增調查項目-電子書閱讀

器(平板電腦)借用為 3.9。 

(三)服務構面：平均滿意度由 3.8 提高至 4.0；新增調查項目-行動服務(行動網

站、APP 服務)為 3.9。 

此外，針對讀者回饋建議亦提本館館務會議討論、研擬改善方案如下表，

續提圖書諮詢委員會報告及審議；部分建議已立即改善，餘將依規劃時程執行。

本次調查分析報告置於本館網站供全校教職員生參考。 

 

校區 身分別 建議 改善方案 

楠梓 

大學部、 
專科部學生 

 討論室、研究間是否能再多設幾

間呢？ 
 每次都借不到自修室和研究小間

 討論室少常借不到 

擬規劃於 106 年將楠梓總館 3 樓研究小

間改為小型討論室，撤除 3 樓部分閱覽

座位改置研究小間；為免閱覽座位減少

過多，另於 3 樓書庫區窗邊增設吧檯式

閱覽座位。 

大學部、 
專科部學生 

 討論室可加強隔音 
 隔音效果需加強 

將爭取經費於 106 年進行小型討論室增

貼吸音壁布，以加強隔音效果。 

大學部、 
專科部學生 

研究小間設備軟體過於老舊 
已於今年 8 月更新研究小間電腦設備，

另規劃 106 年更新桌椅設備。 

大學部、 
專科部學生 

希望耳機可以好一點 
已於今年 9 月更新楠梓及旗津校區視聽

用耳機設備。 

大學部、 
專科部學生 

二樓增設廁所 
將爭取經費於 106 年進行空間改造增設

廁所。 

大學部、 
專科部學生 

廁所通風設備需改善！(1F 男廁) 規劃於 106 年全館廁所增設抽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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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部、 
專科部學生 

 可以加裝旁邊兩側電梯嗎？ 
 可以坐電梯到 4、5 樓 
 其實不是很好，還有很多進步空

間，動線、電梯等，我要電梯！

不是只給教職員，學生不是人

嗎？ 
 樓層太高，降低使用意願 

已曾進行加裝電梯之評估，惟結構所

限，目前尚無法增設。 

大學部、 
專科部學生 

其實蠻爛的不好意思往下勾，在海

科這麼久，完全不知有什麼期刊、

網頁也不清不楚的，都沒有人願意

說明嗎？ 

期刊服務網頁皆有列出期刊目次及目

錄，另從今年 3 月起每月製作主題性海

報介紹紙本及電子期刊，海報置於楠梓

總館 1 樓期刊區供參，並於今年 9 月起

同步置於網頁及臉書粉絲專頁加強宣

導，將再持續瞭解讀者反應。 

大學部、 
專科部學生 

希望影印機能使用悠遊卡或一卡通

付費 

目前本館影印機以場地租借方式簽

約，合約期限為 105-107 年，暫無法更

換合約，未來將再持續評估。 

大學部、 
專科部學生 

一大堆電子資源不能用，推薦的書

也都不審查而且進一大堆小說幹

麻，相比起來學習用書更重要 

(一) 電子資源目前皆有定期檢測連線

狀況，較易有連線問題的為電子

書，部分電子書須使用特定瀏覽

器，已於本館電子資源查詢系統加

註紅字說明，如檢測連線設定有問

題皆會儘速請廠商修正。 
(二) 1.讀者推薦圖書除超出複本限

制、不符大學圖書館屬性資料者

(如漫畫、學齡前幼兒圖書)外，皆

列入採購。 
2.將加強圖書推薦系統上推薦圖

書處理狀況相關資訊之呈現與回

覆，讓讀者知悉。 

大學部、 
專科部學生 

把完結的書給補全，才不會只有前

半部，但後半部沒有了。 
已整理缺漏之套書清單進行採購，並回

溯近年採購之套書，補齊缺漏集數。 

大學部、 
專科部學生 

可以裝一台咖啡機 
考量學生需求，將規劃設置咖啡販賣機

於 1 樓大廳，於下學期試營運評估效益。

教師 
地下室西文圖書架間距似乎相對較

小，在有點老花、遠視的情況下，

若未戴眼鏡有點不方便。 

已購置 LED 放大鏡燈，置於書庫區提

供有老花、遠視之讀者使用。 

大學部、 
專科部學生 

紙本問卷太浪費紙了，可建議使用

電子問卷。 

線上問卷系統已建置中；考量線上問卷

回收率低，初期將採紙本、電子雙軌並

行，必要時搭配抽獎活動以鼓勵讀者線

上填答。 

旗津 
大學部、 
專科部學生 

可以在小桌上多設檯燈，因為有些

地方燈光照不到 
已於今年 12 月增設檯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