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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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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暸解全校教職員及學生對圖書館服務之意見，未來據以提供讀

者更佳之服務，故進行本次圖書館滿意度調查。 

 

二、施測方式及回收率 

    針對全校教職員生發出問卷共 850 份，分別為楠梓校區日間部學

生 400 份、進修部學生 200 份；旗津校區學生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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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99 年 5

月期間發放，共回收 522 份，回收率為 61.4％。 

 

三、研究工具 

    本次滿意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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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4 題）、環

境與設備（共 14 題）、館藏資源（共 8 題）、服務（共 9 題），採李克

特五點量表調查受試者意見。 

 

四、問卷分析 

（一）受試者基本資料 

1.在本次滿意度調查中，受試者性別以男性佔 58.4％為較多，女性    

  則為 41.6％；受試者身分別以大學部、專科部學生佔 74.3％為最 

  多，其次為研究生佔 12.5％，以及教師佔 10.2％；以受試者所在 

  之校區區分，則分別為楠梓校區 67.4％，旗津校區 32.6％。 

 

名稱 項目  樣本數（N）  百分比（％）

性別 男性 305 58.4 

女性 217 41.6 

身份別 教師 53 10.2 

研究生 65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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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388 74.3 

職員工 14 2.7 

其他 2 0.4 

校區 楠梓校區 352 67.4 

旗津校區 170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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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3次。按身份別檢視，教師之使用頻率為一學期12.58次，研究生

之使用頻率為一學期14.52次，大學部、專科部學生之使用頻率為

25.09次，職員工之使用頻率則為9.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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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結果如下表。整體而言，三個構面的平均滿意度為

3.51，而各構面之滿意度均介於「尚可」與「滿意」之間，差異並不

大；其中以「服務」此構面滿意度最高為3.63，而「環境與設備」構

面滿意度最低為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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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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 3.44 

我對圖書館內的環境美化程度 3.74 

我對館內的各項標示 3.65 

我對館舍安全設施 3.71 

我對館內的空調溫度 3.81 

我對館內的噪音管控 3.38 

我對館內的照明亮度 3.78 

我對館內提供閱覽桌的數量 3.38 

我對館內提供的檢索電腦數量 3.41 

我對視聽服務的空間設備 3.34 

我對自修室的空間設備 3.01 

我對討論室的空間設備 2.88 

我對研究小間的空間設備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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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3.52 

我對圖書館的館藏期刊在滿足研究、教學與學習

需求方面 

3.51 

我對圖書館的電子資源在滿足研究、教學與學習

需求方面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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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 

我對館藏目錄查詢系統（WebPac）的設計及內容 3.58 

我對館藏資料的新穎性及時效性 3.42 

服務 我對館員的服務態度 3.7 3.63 

我對館員服務的速度及效率 3.73 

我對館員的專業知識與解答問題的能力 3.63 

我對圖書館的開放時間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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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新書推薦的採購服務及處理時效 3.49 

我對圖書館回覆讀者意見的服務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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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 

我對館藏圖書的借閱天數和冊數 3.67 

 

   而在各題中，分數低於平均值3.51者有下列幾項： 

 

構面 題目 平均數

環境與設備 我對館內的噪音管控 3.38

我對館內提供閱覽桌的數量 3.38

我對館內提供的檢索電腦數量 3.41

我對視聽服務的空間設備 3.34

我對自修室的空間設備 3.01

我對討論室的空間設備 2.88

我對研究小間的空間設備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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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我對館藏資料的新穎性及時效性 3.42

服務 我對新書推薦的採購服務及處理時效 3.49

 

2.各構面分析 

（1）「環境與設備」構面 

    在此構面上，滿意度最高者為「我對圖書館內的環境整潔情況」

（4.01），其次為「我對館內的空調溫度」（3.81），再者為「我   

對館內的照明亮度」（3.78）；滿意度最低者則為「我對研究小間的

空間設備」（2.64）及「我對討論室的空間設備」（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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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一步再依受試者身分別進行分析，身分為教師與職員工之受試

者平均滿意度分別為3.6及3.78，於各題之平均數亦均達3以上，且高

於此構面平均滿意度；而身分為研究生與大學部、專科部學生者之平

均滿意度則分別為3.35及3.43，略低於構面平均滿意度，兩者在各題

中分數最低者依次為「我對討論室的空間設備」、「我對研究小間的

空間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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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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 3.6 

我對圖書館內的環境美化程度 3.89 

我對館內的各項標示 3.81 

我對館舍安全設施 3.81 

我對館內的空調溫度 3.77 

我對館內的噪音管控 3.83 

我對館內的照明亮度 3.89 

我對館內提供閱覽桌的數量 3.49 

我對館內提供的檢索電腦數量 3.4 

我對視聽服務的空間設備 3.58 

我對自修室的空間設備 3.06 

我對討論室的空間設備 3.06 

我對研究小間的空間設備 3.06 

研究生 環境與設備 我對圖書館內的環境整潔情況 3.77    3.35 

我對圖書館內的環境美化程度 3.43 

我對館內的各項標示 3.51 

我對館舍安全設施 3.58 

我對館內的空調溫度 3.68 

我對館內的噪音管控 3.49 

我對館內的照明亮度 3.72 

我對館內提供閱覽桌的數量 3.37 

我對館內提供的檢索電腦數量 3.25 

我對視聽服務的空間設備 3.14 

我對自修室的空間設備 2.98 

我對討論室的空間設備 2.89 

我對研究小間的空間設備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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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 3.43 

我對圖書館內的環境美化程度 3.77 

我對館內的各項標示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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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館舍安全設施 3.72 

我對館內的空調溫度 3.83 

我對館內的噪音管控 3.28 

我對館內的照明亮度 3.77 

我對館內提供閱覽桌的數量 3.36 

我對館內提供的檢索電腦數量 3.44 

我對視聽服務的空間設備 3.34 

我對自修室的空間設備 3 

我對討論室的空間設備 2.85 

我對研究小間的空間設備 2.55 

職員工 環境與設備 我對圖書館內的環境整潔情況 4.14 3.78 

我對圖書館內的環境美化程度 4 

我對館內的各項標示 4 

我對館舍安全設施 3.93 

我對館內的空調溫度 4.14 

我對館內的噪音管控 3.93 

我對館內的照明亮度 3.86 

我對館內提供閱覽桌的數量 3.86 

我對館內提供的檢索電腦數量 3.71 

我對視聽服務的空間設備 3.71 

我對自修室的空間設備 3.5 

我對討論室的空間設備 3.14 

我對研究小間的空間設備 3.21 

 

    另再依受試者所處校區別做檢視，校區別為楠梓校區之受試者平

均滿意度為3.52，高於此構面平均滿意度3.44；而旗津校區之受試者

平均滿意度為3.28，相較之下略低。而分別檢視各題，楠梓校區之受

試者滿意度最低的項目為「我對討論室的空間設備」（3.08）、「我

對研究小間的空間設備」（2.73）；旗津校區之受試者則在「我對自

修室的空間設備」（2.45）、「我對討論室的空間設備」（2.46）及

「我對研究小間的空間設備」（2.46）等三項中，呈現較低之滿意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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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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 3.52 

我對圖書館內的環境美化程度 3.73 

我對館內的各項標示 3.66 

我對館舍安全設施 3.71 

我對館內的空調溫度 3.83 

我對館內的噪音管控 3.64 

我對館內的照明亮度 3.8 

我對館內提供閱覽桌的數量 3.47 

我對館內提供的檢索電腦數量 3.41 

我對視聽服務的空間設備 3.4 

我對自修室的空間設備 3.28 

我對討論室的空間設備 3.08 

我對研究小間的空間設備 2.73 

旗津 環境與設備 我對圖書館內的環境整潔情況 3.95 3.28 

我對圖書館內的環境美化程度 3.76 

我對館內的各項標示 3.62 

我對館舍安全設施 3.72 

我對館內的空調溫度 3.78 

我對館內的噪音管控 2.84 

我對館內的照明亮度 3.72 

我對館內提供閱覽桌的數量 3.21 

我對館內提供的檢索電腦數量 3.41 

我對視聽服務的空間設備 3.22 

我對自修室的空間設備 2.45 

我對討論室的空間設備 2.46 

我對研究小間的空間設備 2.46 

 

（2）「館藏資源」構面 

    本項之滿意度最高者依次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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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館藏目錄查詢系統  （WebP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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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設計及內容」（3.58）、「我對圖書館網站的設計及內容」（3.54），

分數均相當接近；滿意度最低者則為「我對館藏資料的新穎性及時效

性」（3.42）及「我對圖書館的館藏圖書在滿足研究、教學與學習需

求方面」（3.48）。 

 

 

 

 

 

 

 

 

 

 

 

 

 

 

 

 

 

    另再依受試者身分別進行分析，身分為職員工者對館藏資源之平

均滿意度最高，分數為3.69，而在「我對圖書館的館藏圖書在滿足研

究、教學與學習需求方面」（3.79）及「我對館藏目錄查詢系統（WebPac）

的設計及內容」（3.86）此兩者滿意度最高。平均滿意度次高者為大

學部、專科部學生之受試者，分數為3.56，而其各題之平均滿意度結

果多在3.5以上，僅在「我對館藏資料的新穎性及時效性」此項略低

為3.46，顯示其對館藏資源之各面向普遍具尚可以上之滿意度。身分

為教師及研究生之受試者在此構面分數最低，分別為3.44及3.28，該

兩者在「我對圖書館網站的設計及內容」與「我對館藏目錄查詢系統

（WebPac）的設計及內容」之單項滿意度最高，而單項分數最低者，

3.48

3.51

3.51

3.6

3.54

3.58

3.42

我對圖書館的館藏圖書在滿足研究、教學
與學習需求方面

我對圖書館的館藏期刊在滿足研究、教學
與學習需求方面

我對圖書館的電子資源在滿足研究、教學
與學習需求方面

我對圖書館的視聽資料在滿足研究、教學
與學習需求方面

我對圖書館網站的設計及內容

我對館藏目錄查詢系統（WebPac）的設計
及內容

我對館藏資料的新穎性及時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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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師的部分為「我對圖書館的電子資源在滿足研究、教學與學習需

求方面」（3.25）及「我對圖書館的館藏期刊在滿足研究、教學與學

習需求方面」（3.3）；在研究生的部分則為「我對館藏資料的新穎

性及時效性」（3.08）及「我對圖書館的館藏圖書在滿足研究、教學

與學習需求方面」（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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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3.44 

我對圖書館的館藏期刊在滿足研

究、教學與學習需求方面 

3.3 

我對圖書館的電子資源在滿足研

究、教學與學習需求方面 

3.25 

我對圖書館的視聽資料在滿足研

究、教學與學習需求方面 

3.51 

我對圖書館網站的設計及內容 3.58 

我對館藏目錄查詢系統（WebPac）

的設計及內容 

3.58 

我對館藏資料的新穎性及時效性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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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3.28 

我對圖書館的館藏期刊在滿足研

究、教學與學習需求方面 

3.17 

我對圖書館的電子資源在滿足研

究、教學與學習需求方面 

3.28 

我對圖書館的視聽資料在滿足研

究、教學與學習需求方面 

3.38 

我對圖書館網站的設計及內容 3.48 

我對館藏目錄查詢系統（WebPac）

的設計及內容 

3.46 

我對館藏資料的新穎性及時效性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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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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 3.56 

我對圖書館的館藏期刊在滿足研

究、教學與學習需求方面 

3.59 

我對圖書館的電子資源在滿足研

究、教學與學習需求方面 

3.58 

我對圖書館的視聽資料在滿足研

究、教學與學習需求方面 

3.64 

我對圖書館網站的設計及內容 3.55 

我對館藏目錄查詢系統（WebPac）

的設計及內容 

3.59 

我對館藏資料的新穎性及時效性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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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 3.69 

我對圖書館的館藏期刊在滿足研

究、教學與學習需求方面 

3.64 

我對圖書館的電子資源在滿足研

究、教學與學習需求方面 

3.71 

我對圖書館的視聽資料在滿足研

究、教學與學習需求方面 

3.64 

我對圖書館網站的設計及內容 3.64 

我對館藏目錄查詢系統（WebPac）

的設計及內容 

3.86 

我對館藏資料的新穎性及時效性 3.57 

 

    另再依受試者所處校區別做檢視，楠梓校區之讀者在館藏資源此

構面之平均滿意度（3.56），高於所有受試者於此構面之平均滿意度

（3.52），僅在「我對館藏資料的新穎性及時效性」此單項分數略低， 

分數為3.45。而旗津校區之受試者在此構面之分數（3.44）略低於所

有受試者之平均滿意度，其中單項的部分在「我對圖書館的館藏圖書

在滿足研究、教學與學習需求方面」及「我對館藏資料的新穎性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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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性」分數最低，分別為3.32及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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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3.56 

我對圖書館的館藏期刊在滿足研

究、教學與學習需求方面 

3.58 

我對圖書館的電子資源在滿足研

究、教學與學習需求方面 

3.54 

我對圖書館的視聽資料在滿足研

究、教學與學習需求方面 

3.63 

我對圖書館網站的設計及內容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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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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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3.44 

我對圖書館的館藏期刊在滿足研

究、教學與學習需求方面 

3.36 

我對圖書館的電子資源在滿足研

究、教學與學習需求方面 

3.44 

我對圖書館的視聽資料在滿足研

究、教學與學習需求方面 

3.55 

我對圖書館網站的設計及內容 3.54 

我對館藏目錄查詢系統（WebPac）

的設計及內容 

3.55 

我對館藏資料的新穎性及時效性 3.34 

 

（3）「服務」構面 

    此構面之滿意度最高者為「我對館員服務的速度及效率」

（3.73），其次為「我對館員的服務態度」（3.7），足見讀者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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館員提供服務時之速度、效率與態度，多數給予中上的評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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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 

及「我對圖書館回覆讀者意見的服務」（3.56）。 

 

 

 

 

 

 

 

 

 

 

 

 

 

 

 

 

 

 

 

 

    依受試者身分進行分析，在「服務」構面平均滿意度最高者為教

師及職員工，分數分別為3.77及3.87，在單項滿意度中，教師對「我

對館員的服務態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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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滿意度最高，分數均達3.96；而職員工最滿

意的項目為「我對館員的服務態度」及「我對館員的專業知識與解答

問題的能力」此兩項，分數均為4。其次則為大學部、專科部學生，

在此構面之平均滿意度為3.62，而其於「我對館員服務的速度及效率」

及「我對館藏圖書的借閱天數和冊數」之滿意度最高，分別為3.71

3.7

3.73

3.63

3.613.49

3.56

3.62

3.67

我對館員的服務態度

我對館員服務的速度及效率

我對館員的專業知識與解答問題的能力

我對圖書館的開放時間

我對新書推薦的採購服務及處理時效

我對圖書館回覆讀者意見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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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館藏圖書的借閱天數和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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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3.7。身分為研究生者在此構面中之平均滿意度最低，分數為3.56， 

在單項滿意度中，以在「我對館員的服務態度」（3.71）和「我對館

員服務的速度及效率」（3.75）此兩項之滿意度較高。另身分為大學

部、專科部學生者，在「我對圖書館回覆讀者意見的服務」（3.58）

及「我對新書推薦的採購服務及處理時效」（3.47）之滿意度較低； 

而研究生之滿意度較低者為「我對圖書館回覆讀者意見的服務」

（3.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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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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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 3.77 

我對館員服務的速度及效率 3.83 

我對館員的專業知識與解答問題的

能力 

3.66 

我對圖書館的開放時間 3.83 

我對新書推薦的採購服務及處理時

效 

3.68 

我對圖書館回覆讀者意見的服務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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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 

我對館藏圖書的借閱天數和冊數 3.66 

研究生 服務 我對館員的服務態度 3.71 3.56 

我對館員服務的速度及效率 3.75 

我對館員的專業知識與解答問題的

能力 

3.62 

我對圖書館的開放時間 3.54 

我對新書推薦的採購服務及處理時

效 

3.46 

我對圖書館回覆讀者意見的服務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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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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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館藏圖書的借閱天數和冊數 3.49 

大學部、專科

部學生 

服務 我對館員的服務態度 3.66    3.62 

我對館員服務的速度及效率 3.71 

我對館員的專業知識與解答問題的

能力 

3.63 

我對圖書館的開放時間 3.59 

我對新書推薦的採購服務及處理時

效 

3.47 

我對圖書館回覆讀者意見的服務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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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我對館藏圖書的借閱天數和冊數 3.7 

職員工 服務 我對館員的服務態度 4 3.87 

我對館員服務的速度及效率 4.07 

我對館員的專業知識與解答問題的

能力 

4 

我對圖書館的開放時間 3.86 

我對新書推薦的採購服務及處理時

效 

3.79 

我對圖書館回覆讀者意見的服務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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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 

我對館藏圖書的借閱天數和冊數 3.79 

 

    進一步再依受試者所處校區別做檢視，楠梓校區之讀者在服務構

面之平均滿意度為3.66，高於所有受試者之平均滿意度（3.63），顯

示其平均滿意度多為尚可以上，僅在「我對新書推薦的採購服務及處

理時效」此項分數略低，為3.53。而旗津校區之讀者平均滿意度為3.55 

，略低於所有受試者之平均滿意度；在單項滿意度上，分數最低者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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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為3.41及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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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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    3.66 

我對館員服務的速度及效率 3.78 

我對館員的專業知識與解答問題的

能力 

3.66 

我對圖書館的開放時間 3.63 

我對新書推薦的採購服務及處理時

效 

3.53 

我對圖書館回覆讀者意見的服務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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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 

我對館藏圖書的借閱天數和冊數 3.68 

旗津 服務 我對館員的服務態度 3.56 3.55 

我對館員服務的速度及效率 3.62 

我對館員的專業知識與解答問題的

能力 

3.56 

我對圖書館的開放時間 3.59 

我對新書推薦的採購服務及處理時

效 

3.41 

我對圖書館回覆讀者意見的服務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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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我對館藏圖書的借閱天數和冊數 3.65 

 

3.各項開放式問題之意見 

    在本問卷中，為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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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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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環境與設備」構面 

 

身分別 校區 意見 

職員工 楠梓 希望節約用電，冷氣最好適當溫度開放。 

研究生 楠梓 地下室很暗感覺不好，好像暗暗的！！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楠梓 整體而言不錯！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楠梓 電腦鍵盤聲音太大，應換成打字時音量較小的

鍵盤。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楠梓 冷氣的溫度常不一定，有時很冷，有時很熱。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楠梓 飲水機可增設。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楠梓 電腦設備嚴重干涉，我想下載課業資料，可是

奇摩信箱竟然不能開，限制過多，列印必須買

100元的卡不合理。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楠梓 座位數太少。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楠梓 裝潢設計可跳脫圖書館的死板印象，讓大家有

來到圖書館有自在的感覺，適合沉澱心靈的地

方。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楠梓 可將大張的2人座椅換成小張的1人座椅、桌

子，這樣也可以多出許多空間，增加更多座

位，也減少2人說話的機會；作隔間，像研  

究生一樣，增加隱私權。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楠梓 角落的垃圾有時沒發現，可注意。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楠梓 不同書區之標示可再淺顯易懂些。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楠梓 館內感覺非常陰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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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楠梓 楠梓校區自修室的燈光不足，使用時眼睛會不

舒服，希望可以將燈光改亮一些。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楠梓 好地方！不去嗎?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楠梓 這學期的防水工程太吵了。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楠梓 噪音有時很大，影響讀書品質。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楠梓 學生對於噪音管控方面的道德感有待加強，常

在圖書館內大肆的喧嘩。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旗津 可以把大桌子換成有隔間的座位。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旗津 噪音控管層面很差，尤其是考試期間。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旗津 一到段考時期，就非常吵。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旗津 各相關空間無明顯劃分。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旗津 期中期末很吵，學生只是去聊天佔位又不管

制。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旗津 旗津沒有所謂自修室、討論室及研究小間。 

研究生 楠梓 提升圖書館安寧的環境。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旗津 噪音管控可以再加強，尤其考試期間。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旗津 在考試或平常可以更加強噪音管控（例如討論

很大聲..）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旗津 桌子再多一點，電腦也多一點，影片可以再更

新。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旗津 考試前一週的假日能開到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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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旗津 督促學生，將音量放低。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旗津 考試週時，音量實在太大。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旗津 旗津的電腦網路慢。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旗津 冷氣太冷，聲音很吵。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旗津 我要冷氣強一點！！！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旗津 跟楠梓校區比起來，旗津真的很爛。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旗津 噪音管控非常不好。 

 

（2）「館藏資源」構面 

 

身分別 校區 意見 

研究生 楠梓 書籍種類不是很充足。 

研究生 楠梓 為何我們身為海洋大學，連Aquaculture 

Nutrition也沒呀？ 

研究生 楠梓 可多添電子資料庫。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楠梓 書少。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楠梓 書籍搜尋可以更簡單一點～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楠梓 建議部份書籍，如古龍小說全集等部份過於老

舊，希冀可添購其種類及數量。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楠梓 專業的書籍不多，常找不到想要的資料。 

大學部、專 楠梓 有些專業類太少or其他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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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部學生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楠梓 食品資訊書籍過於舊，研究類書籍相對太少，

以及可以提供相關公職書籍，如食品技師書籍

一本都沒有，中國書籍比例太高。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楠梓 買有用的，專業的不足。 

研究生 楠梓 館藏書籍歷史太悠久。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楠梓 新書很少。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楠梓 書的編號編的很亂，找書籍很困難，根本不知

道書櫃在哪！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楠梓 應該多一點書。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楠梓 建議時常更新期刊。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楠梓 希望雜誌也可開放外借！！（不是當期的即

可）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楠梓 圖書大多偏舊，新書數量少且楠梓校區分配到

的新書不足，常常要從旗津校區調書，缺乏使

用上的方便性，且專業書也常常找不到，甚至

是使用過的教科書。要自圖書館蒐集資料是不

容易的！！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楠梓 書可不可以再多點，有些書都查不到，只能去

成大找。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楠梓 期刊能再多一點，且分類清楚。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旗津 希望增加藏書。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旗津 旗津校區的書太少。 

大學部、專 旗津 多進九把刀系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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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部學生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旗津 楠梓與旗津藏書需重新分配。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旗津 旗津書太少。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旗津 希望能多買一些原文書和期刊。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旗津 文學類、翻譯小說希望可以增加。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旗津 外文翻譯小說和旅遊文學的書希望可以常更

新（增加）。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旗津 請將成套書籍盡量補齊。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旗津 查詢系統有些字不能查 ex.坂。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旗津 楠梓有的雜誌旗津沒有 ex.電腦王。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旗津 攝影類資訊有點少。 

研究生 楠梓 買有用的，專業的不足。 

 

（3）「服務」構面 

 

身分別 校區 意見 

教師 楠梓 許多圖書館，老師的借閱期限可達2個月，希

望貴館可以考慮增加老師的借閱天數。 

教師 楠梓 學校圖書館內之館藏許多書根本沒人借閱，但

是逾期時卻依然要罰款，建議取消罰款制度

（這是目前大多數圖書館之做法）改成停止  

借書權即可。 

教師 楠梓 跨校借書的天數、冊數太少，建議可從14天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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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為1個月。 

研究生 楠梓 可續借多次，除非已有人預借。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楠梓 假日的開放時間希望可以加長。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楠梓 服務很好，態度親切。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楠梓 多舉辦活動 例：讀書運動、心得投稿、每學

期有不同主題的藏書展覽。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楠梓 開放時間如遇考試週是否可再增長！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楠梓 希望新書採購能再多一點、新一點。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旗津 希望借閱天數可增加。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旗津 多多參考中山大學作法。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旗津 Good！！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旗津 多增加（館藏圖書的借閱天數）幾天。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旗津 開放雜誌借閱。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旗津 good 冷氣可以再涼一點。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旗津 旗津校區週末的開放時間太少。 

大學部、專

科部學生 

旗津 管理員說話聲音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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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論 

    綜合上述分析，可得以下結論： 

1. 讀者使用圖書館之頻率為一星期平均22.33次，而使用次數最多者

為大學部及專科部學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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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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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研究小間的空間設備」

及「我對討論室的空間設備」。以身分別進行分析，研究生與大

學生在「我對研究小間的空間設備」及「我對討論室的空間設備」

此兩項之滿意度略低；而以校區別分析，楠梓校區之讀者在「我

對研究小間的空間設備」此項滿意度較低；旗津校區之讀者則是

對「我對自修室的空間設備」此項較不滿意。 

4. 在「館藏資源」構面中，讀者對「我對圖書館的視聽資料在滿足

研究、教學與學習需求方面」之滿意度最高，而滿意度最低者為 

「我對館藏資料的新穎性及時效性」。以身分別進行分析，身分

為職員工之讀者滿意度最高，其次為大學部、專科部學生；而身

分為大學生、專科部學生，以及研究生者，在「我對館藏資料的

新穎性及時效性」此項滿意度較低，身分為教師者則是在「我對

圖書館的電子資源在滿足研究、教學與學習需求方面」此項較不

滿意。另依受試者所處校區別做檢視，楠梓校區之讀者在此構面

較旗津校區之滿意度高。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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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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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與職員工之讀者在此面向

之平均滿意度最高，身分為教師之讀者對「我對館員的服務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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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滿意度最高；而職員工最滿意的項目為「我對館員的服務

態度」及「我對館員的專業知識與解答問題的能力」此兩項。其次

則為大學部、專科部學生，其於「我對館員服務的速度及效率」之

滿意度最高。身分為研究生者在此構面中之平均滿意度最低，另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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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大學部、專科部學生者，在「我對新書推薦的採購服務及處理

時效」之滿意度較低；而研究生之滿意度較低者為「我對圖書館回

覆讀者意見的服務」。再依受試者所處校區別做檢視，楠梓校區之

讀者在服務構面之平均滿意度略高於旗津校區之讀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