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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旨在探討我國大學教師與研究生圖書館館際互借服務

使用行為與使用滿意度及價值。圖書館館際互借服務主要提

供使用者在本館找不到所需的圖書資料時，可申請館際互

借，向他館申請借書或影印論文以滿足其資訊需求。從使用

者的滿意度與服務品質評鑑，可了解使用者對館際互借服務

的評價，將可以發現圖書館館際互借服務的價值。服務品質

評鑑不僅可以了解使用者對服務滿意度，還可以具體知道使

用者對於各項服務的期望與感知的落差，以為改進方向。本

論文研究目的包括：(1)探討大學教師與研究生館際互借服務

使用經驗。(2)探討圖書館館際互借服務對使用者的價值。

(3)探討館員對館際互借服務使用看法與服務的經驗。(4)探

討館際互借服務減少原因以及替代性。(5)探討館際互借服務

品質的意涵與指標。本研究採用焦點團體訪談法，探討圖書

館館際互借服務使用者經驗、服務滿意度與價值、以及服務

品質評鑑指標建議。本研究邀請使用過館合服務的大學教師

與研究生以及館際互借館員參與三場焦點團體訪談，依據訪

談進行議題分析及整理，獲致館際互借使用行為，並建構圖

書館館際互借服務品質指標，包括三構面與 20 項指標，可為

大學圖書館館際互借服務滿意度與服務品質評鑑參考。 

中文關鍵詞： 館際互借、滿意度、服務品質評鑑、大學圖書館 

英 文 摘 要 ： Interlibrary Loan (ILL)is the sharing of materials 

among libraries, be they across town or across the 

globe. It is a service that provides access to the 

collections of librar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From 

the user｀s satisfaction and service quality 

measurement, it helps to understand how users use 

interlibrary loan service and how they assess the 

service value. The objectives of the article are: a. 

to investigate experience of interlibrary loan 

service from university faculty and graduate 

students； (2) to explore opinions from interlibrary 

loan librarian on users experience； (3) to 

investigate important determinants of service quality 

on interlibrary loan based user experience； (4) to 

construct a conceptual model of service quality on 

interlibrary loa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With three focus group interviews held ,  

16 respondents of university faculty and graduate 

students as well as interlibrary loan librarians  

were invited to discuss their use experience of 



interlibrary loan service  and  important 

determinants on ILL service quality . Based on focus 

interviews, a conceptual model of service quality on 

interlibrary loan for university libraries in the 

study is developed which is composed of three 

dimensions of ILL service requests, ILL information 

provision, and effect of services with 20-item scale.

英文關鍵詞： Interlibrary Loan, Satisfaction, Service Quality, 

University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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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我國大學教師與研究生圖書館館際互借服務使用行為與使

用滿意度及價值。圖書館館際互借服務主要提供使用者在本館找不到所需的圖書

資料時，可申請館際互借，向他館申請借書或影印論文以滿足其資訊需求。從使

用者的滿意度與服務品質評鑑，可了解使用者對館際互借服務的評價，將可以發

現圖書館館際互借服務的價值。服務品質評鑑不僅可以了解使用者對服務滿意度，

還可以具體知道使用者對於各項服務的期望與感知的落差，以為改進方向。本論

文研究目的包括：(1)探討大學教師與研究生館際互借服務使用經驗。(2)探討圖

書館館際互借服務對使用者的價值。(3)探討館員對館際互借服務使用看法與服

務的經驗。(4)探討館際互借服務減少原因以及替代性。(5)探討館際互借服務品

質的意涵與指標。本研究採用焦點團體訪談法，探討圖書館館際互借服務使用者

經驗、服務滿意度與價值、以及服務品質評鑑指標建議。本研究邀請使用過館合

服務的大學教師與研究生以及館際互借館員參與三場焦點團體訪談，依據訪談進

行議題分析及整理，獲致館際互借使用行為，並建構圖書館館際互借服務品質指

標，包括三構面與 20 項指標，可為大學圖書館館際互借服務滿意度與服務品質

評鑑參考。 

 
Abstract 
 
 
關鍵字：館際互借、滿意度評鑑、服務品質、大學圖書館 
Keywords: Interlibrary Loan, Satisfaction, Service Quality, University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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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圖書館為文化典藏與資訊服務重要社會機構，為達成任務，館藏是服務重要

元素，各館重視館藏充實。然而一館的資源有限，無法滿足使用者各種需求，於

是需要借助館際互借服務。我國自 1970 年代開始館際合作，館際互借是其中核

心的服務。大學圖書館雖然館藏豐富，但面對教師、研究生、研究人員多元學科，

不同主題研究，一館館藏常無法滿足全部師生教學、研究、與活動的需求。館際

互借是資源分享的實踐，目前已成為大學圖書館最重要的館際合作活動；這是一

種以使用者需求為主，提供當其在本館找不到館藏時，可以與其他圖書館，跨館、

跨國、全球，運用其他圖書館藏來滿足本館使用者資訊需求的服務(Hilyer, 

2002)。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NDDS)自 2003 年開始提供，大學圖書館都參與並使用該

系統提供館際互借服務。近年來，NDDS服務統計顯示館際互借服務量逐年減少：

2007 年，全國有 156,442 申請件，但 2013 年，減為 81,581 申請件，說明館際互

借數量大幅減少。文獻複印件申請大量減少。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推測減少

主要原因是有些大學參加國外圖書館館際合作系統 RapidILL，加上電子資源使

用量大增，及網上提供期刊全文免費下載。此外，圖書互借申請件也減少，可能

受到區域聯盟成立，圖書館之間借書免費，而影響館際互借減少(國家實驗研究

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料中心，2014)。 

館際互借服務量減少原因為何？對使用者中是否有價值？則需要研究使用

者使用館際互借行為。大學教師與研究生是否使用館際互借？如何使用館際互借？

他們對於館際互借服務的看法、滿意度、與使用障礙均值得進行探討，所以館際

互借使用行為研究益顯重要。 

從使用者觀點研究，可以發現館際互借服務的使用現況、價值與問題。探討

使用者滿意度，有助了解館際互借服務使用與使用者期望的符合程度。使用者滿

意度一相近而更精確概念是「服務品質」(Service Quality)，楊錦州(2009)定義其

為：「服務提供者所提供給顧客的服務及其提供過程能符合顧客需求，且滿足顧

客期望，讓顧客滿意」。應用在館際互借服務，即想要了解使用者使用館際互借

服務的滿意度，了解與其期望的差距，並找到哪些服務符合期望與不符合期望，

服務品質應用在館際互借服務研究將有助於診斷與分析服務使用滿意度並提供

改進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學圖書館館際互借服務使用行為與使用滿意度及服務品

質看法。圖書館館際互借服務主要提供使用者當在本館找不到所需的圖書資料時，

可申請館際互借，向他館借書或影印論文以滿足其資訊需求，因此，了解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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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與滿意度十分重要。教師、研究人員與研究生是館際互借服務的接受者，他

們在接受館際互借文獻後，如何看待獲得的圖書資料？是否滿意？對其研究與學

習有何價值？均值得探討，但是我國鮮少研究。使用者的服務品質與滿意度評鑑，

可從使用者觀點發現館際互借服務的價值，服務品質評鑑不僅可以了解使用者對

服務滿意度，還可以具體知道各類館際互借服務項目，使用者期望與感知的落差，

可做為改進服務的參考。本論文研究目的包括：(1)探討大學教師與研究生館際

互借服務使用經驗。(2)探討圖書館館際互借服務對使用者的價值。(3)探討館員

對館際互借服務使用看法與服務的經驗。(4)探討館際互借服務減少原因以及替

代性。(5)探討館際互借服務品質的意涵與指標。本研究採用焦點團體訪談法，

探討圖書館館際互借服務使用者經驗、服務滿意度與價值、以及服務品質評鑑指

標建議。 

本文主要目的是了解使用者對於圖書館館際互借服務使用經驗、服務滿意度

與價值、以及對服務品質指標看法。首先回顧館際互借服務與品質評鑑相關研究，

再進行焦點團體訪談，邀請使用過館際互借服務的大學教師與研究生以及館際互

借館員參與研討。依據三場焦點團體訪談進行議題分析及整理，探悉教師與研究

生的館際互借使用行為，並建構大學圖書館館際互借服務品質指標，以作為下一

階段進行問卷調查設計之基礎。 

貳、文獻探討 

館際互借的滿意度與服務品質研究之相關文獻回顧可分為二大主題，一為有

關滿意度與服務品質評鑑，一為館際互借服務滿意度，首先就文獻中之滿意度與

服務品質的意義、服務品質構面與指標，與館際互借服務滿意度評鑑，形成研究

問題意識，其次就館際互借滿意度與服務品質探討，形成焦點團體訪談之基礎。 

一、滿意度與服務品質評鑑 

PZB(1985)透過舉行焦點團體訪談以及該探索性研究之基礎上，發展出感知

服務品質的決定因素，包含十個構面：(1)可靠性(reliability)；(2)反應性

(responsiveness)；(3)能力(competence)；(4)可接近性(access)；(5)禮貌性(courtesy)；

(6)溝通(communication)；(7)信用性(credibility)；(8)安全性(security)；(9)了解

(understanding)；(10)有形性(tangible)。PZB(1988)進行更深入的研究以及重新定義

之後，將原有服務品質的十大構面縮減、整合為可靠性(reliability)、反應性

(responsiveness)、確實性(assurance)、關懷性(empathy)、有形性(tangibles)五大構面，

包含 22 個評估項目，並提出服務品質評量工具「SERVQUAL 服務品質量表」。「可

靠性」構面為代表可信任地與正確地執行所承諾服務之能力；「反應性」構面代

表員工協助顧客與提供即時服務之意願；「確實性」構面代表員工的知識、禮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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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傳達信任與信心之能力；「關懷性」構面代表對顧客的關心及個別照顧；「有

形性」構面則代表實際的設施、設備、員工、以及媒體溝通之外貌(楊錦洲, 2009)。
美國應用 PZB 的服務品質理論與 SERVQUAL 研訂 LibQual+工具，工大學圖書館

應用在圖書館服務品質評鑑(ARL, 2015)。 

Hernon & Altman (2010)定義「滿意度」(satisfaction)是指使用者接觸圖書館服

務，感到滿足與不滿足程度。服務品質(service quality)是一種在圖書館願意幫助

使用者獲得更大價值的前提下，對於優質服務的看法。其歸納圖書館服務品質評

鑑的要件涵蓋：圖書資源、實體建築設備環境、部門或單位、功能、作業程序、

使用者、社區、使用、服務、因果關係、影響。Hernon & Altman 提到圖書館的

滿意度與使用者忠誠度有關，所以學術圖書館使用者指標很重要。使用者的需求

對於圖書館十分重要，可以透過建築設備接受度、時效性、方便性、準確性、可

靠性與可信性、勝任性、專業館員、以及館員禮貌等指標了解。一般學術圖書館

使用者滿意度包括七個方向：(1)建築設備接受度。(2)時效性，係問題的即時處

理、準時、以及較短的處理週期。(3)方便性，係指節省使用者的時間。(4)準確

性。(5)服務可靠性。(6)專業的館員可以提供滿足使用者者需求的服務。(7)有禮

貌館員。藉由這些指標進行使用者滿意度調查與以改善圖書館與了解使用現況。 

二、館際互借滿意度評鑑 

Fong (1996)從客戶滿意度研究館際互借服務價值，顯示客戶如何評價館際互

借服務，發現客戶的價值與滿意度相關，當服務是易使用且方便，則價值與客戶

滿意度有高度正向關係。調查發現，客戶滿意度不只是依據回覆時間，還有多種

特質。本研究比較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教授與學生考慮館際互借的優先性期望與

滿意度，以及對於速度、費用的看法。結果顯示，客戶「獲得資料速度」與「費

用」在選擇優先性中排名最高的。美國中西部研究圖書館學會(The Greater Midwest 

Research Libraries Consortium)在 1995年發布 10個館合組織參與的客戶滿意度調查，

設計探討有關價值的兩個問題：「問題 9、這個申請借印的書刊對於我的研究有

價值」；「問題 15、館際互借平均費用美金 18 元是值得我付出」。本研究調查下

列 10 項館際互借價值看法：速度/時效性、價值、與館員互動、申請過程、傳遞、

可靠度/品質、館際互借溝通、圖書館取用與採購政策、18 元的費用/價值、滿意

度。349 位受訪者對於館際互借滿意的部分是在服務和與工作人員的互動與價值；

不滿意館際互借的速度、成本、溝通、取用與獲取。 

Weaver-Meyers & Stolt(1996)探討文獻傳遞客戶滿意度、傳遞速度、時效性三

者相關性，在調查中西部研究圖書館學會(The Greater Midwest Research Libraries 

Consortium)會員圖書館意見，展現了高度滿意客戶。透過相關迴歸分析研究，證

明客戶滿意度與實際傳遞速度有關。該研究發現客戶滿意度與下列有相關：傳遞

速度、時效性、電話互動、未來使用、申請文件的相關性、對我研究的價值、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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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的便利、方便找到服務人員、方便獲得文件、值得投資。本研究結論如下：(1)

研究發現客戶滿意度與實際傳遞速度有些相關。(2)客戶滿意度與客戶資料收件的

時效性的看法有強烈相關。(3)只有 17%客戶期待準時收到申請的文件，實際傳遞

速度可被預測。(4)依據填答者滿意度，時效性，與即時傳遞看法，建議館際互借

傳遞時間在 8-12 天，客戶是可接受的，但如果超過 12 天，則客戶感到重大不同。 

Levene & Pedersen(1996)於 1995 年調查 GMRLC 的館際互借使用者滿意度，

以比較愛荷華州立大學與阿肯色大學圖書館政策與作業程序，使用問卷調查法。

該研究的問卷題項滿意度指標共有 14 項，分別為：(1)傳遞速度；(2)平均申請件

數；(3)適時性、即時性；(4)電話詢問聯絡；(5)滿意度；(6)處理時間；(7)願意繼

續使用館際互借服務；(8)取得正確的申請件；(9)ILL 的價值；(10)願意付費(每件

10 元)；(11)容易保存；(12)館員服務可得性；(13)容易取得；(14)自動化設備使用。

研究顯示在自動化設備的使用，以愛荷華州立大學圖書館滿意度最高；成本的滿

意度上，愛荷華州立大學和阿肯色大學圖書館滿意度一致且高於 GMRLC；處理

時間，三個單位都不滿意；傳遞速度的部分，阿肯色大學花費天數為 8.4 天，愛

荷華州立大學為 15.4 天，GMRLC 為 16.3 天；平均每人申請數量，GMRLC 約 30

件，次之為阿肯色大學約 26 件，最後為愛荷華州立大學約 15.69 件。由此可知，

處理時間是所有讀者均重視。 

2004 年，華盛頓州立大學圖書館(WSU)使用館際互借網站取用資料庫

(Interlibrary Loan Internet Accessible database，簡稱 ILLiad)，提供服務給讀者。2006
年，館員調查使用者滿意度，了解讀者是否接受館際合作新系統、處理時間的滿

意度、傳遞方式、複印品質、收到文獻資料的有用性。調查發現該圖書館的使用

者都非常滿意透過 ILLiad 系統使用館際互借這項服務，也滿意傳遞時間、複印品

質和有用性，最多不滿的是在處理時間，但也只有 5%的受訪者表示不滿意。最

多意見就是在 PDF 的品質，有些人認為 PDF 的清晰度不足，仍有改進的空間。

整體來看，使用者的反應是正面的，而且也喜歡使用電子傳遞的方式來獲取文獻

資源(Naylor & Wolfe2008) 。 

Atwater-Singer(2011)針對 University of Evansville 進行館際互借滿意度調查，利

用 email 網路問卷，包括九項問題，共有 189 位回覆，整體客戶感到滿意但希望

改善，10 項滿意度如下：(1)圖書館吸收館際互借成本(滿意度 99%)；(2) 館際互

借傳遞快速(90%)；(3) 館際互借傳遞書刊正確(98%)；(4)館員了解作業程序(92%)；

(5)館員盡力協助 (95%)；(6)電子館際互借容易填寫(94%)；(7)圖書館網頁容易找

到館際互借服務(85%)；(8)館際互借論文容易用 email 傳遞(82%)；(9)館際互借圖

書容易從流通櫃臺取得(88%)；(10)整體滿意度(97%)。該次館際互借滿意度調查

較 2007 年進步，從 2007 年的最滿意度 70%，2011 年進步為 81%。但仍有需要改

善地方：如圖書館網頁不容易找到館際互借服務，需要改善；以及館際互借書刊

申請失敗的通知與補救服務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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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主要探討館際互借使用者行為與滿意度，並且建構館際互借服務品質

指標，因此採用文獻探討與焦點團體訪談法。館際互借服務使用行為研究設計主

要探究使用者的工作任務、使用動機、申請館際互借服務、使用館際互借系統經

驗、獲得館際互借資料、對於成本、速度、獲得資料的滿意度、與館際互借價值。

此外，本研究應用文獻探討建構館際互借服務品質構面指標草案，邀請受訪者探

討評鑑構面與指標之可行性，與館際互借服務品質評鑑之看法，據以訂定館際互

借服務品質評鑑指標。 

本研究採用焦點團體訪談法，邀請使用者與館員探討館際互借服務使用行為

與服務品質指標。焦點團體訪談是集體訪談，係指研究者同時對一群人進行訪談，

通過群體成員相互之間的互動對研究焦點問題進行探討(陳向明，民 91 年)。焦

點團體訪談分為三種團體，大學教師、研究生、與館際互借館員。主要探討議題

是：(1)館際互借使用者使用經驗；(2)使用者與館際互借系統的互動；(3)使用者

館際互借滿意度與價值；(4)對館際互借服務品質因素與指標看法。將這些議題

設計成焦點團體訪談大綱，依議題進行集體訪談。在進行時，先邀請教師與研究

生進行使用者焦點團體訪談，最後再進行館員焦點團體訪談。 

參與者以其使用館際互借的經驗來談使用現況與滿意度；館員他們提供圖書

館對館際互借服務觀點。使用者觀點與館員觀點二者不同，從三場焦點團體訪談

的對話探索圖書館館際互借服務的提供者與使用者看法以及兩者看法之相同與

相異。 

二、研究實施 

本研究舉行三場焦點團體訪談，主持人為研究者，二位助理協助焦點團體訪

談進行。實施步驟如下：(1)確定目的：首先蒐集各類型文獻進行探討，參考圖

書館館際互借服務現況、館際互借服務品質、館際互借服務滿意度相關研究，設

計焦點團體訪談議題。(2)選擇與招募參與者：主持人邀請參與者，使用過館際

互借的大學教師與研究生，與大學圖書館館際互借的資深館員。由於個人資料保

護法，圖書館不願提供使用館際互借的師生名單，故用口碑的方式尋找常使用館

際互借服務的教師；再由教師推薦邀請研究生，並且在政大網路公告找尋。(3)

安排焦點團體訪談場地：基於交通便捷考量，以及場地易於交談的合適性，第一、

二場使用者的焦點團體訪談皆於政大研究大樓研討室舉行，第三場焦點團體訪談

於政大公企中心。(4)發展訪談指引：根據焦點團體訪談方法與會前所擬訂的館

際互借服務品質與滿意度評鑑指標草案，編製焦點團體訪談討論題綱。(5)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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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由主持人作一簡短介紹，並提供訪談大綱也說明保密原則。(6)進行焦點

團體訪談：由主持人控制會議程序與主題探討，從一般性的開放問題開始，適時

「深入探測」，引導參與者增加介入，也可用來澄清概念與反應，使討論成漏斗

形式，隨著進度從一般性轉到特別性。會場中尚有助理對非口語與口語的反應做

成紀錄。結束訪談，做逐字稿，並請參與者過目修正。(7)彙整與分析焦點團體訪

談資料：資料分析從描述樣本開始，包括團體大小、參與者及其背景、焦點團體

訪談地點、以及選擇訪談者的程序。檢視主要論題來解釋資料，或者依照各種方

法記錄訪談錄音帶及編碼方式來分析，將三場焦點團體訪談內容做成紀錄，研究

者從訪談紀錄中分析核心概念，以及論題之重要性，將資料加以歸類，並探討訪

談對象對於各類議題的觀點，最後進行綜合分析，突顯重要且具代表性之看法。

分析結果並整理成館際互借服務品質指標。 

焦點團體訪談議題分二類。第一類是使用者焦點團體訪談，教師與研究生使

用者焦點團體訪談提綱包括下列十一題：(1)請您談一談過去一年使用圖書館館

際互借服務的經驗？使用目的為何？(2)您如何申請館際互借服務?如何使用館

際互借系統?是否方便好用？有何問題？(3)請問您對於獲得館際互借服務的圖

書是否滿意？(4)請問您對於獲得館際互借服務的論文複印與電子傳遞是否滿意？

(5)請問您對於館際互借服務的速度是否滿意？為何滿意？為何不滿意？(6)請問

您使用館際互借服務是否付費？費用是否合理？(7)請問館際互借服務無法提供

時，你會找何種方式替代？(8)圖書館館際互借服務是否有滿足您的需求？對您

是否有價值？有何價值？(9)您是否會希望館際互借服務可以提供電子書或電子

期刊論文？原因是什麼？(10)您對於圖書館館際互借服務品質指標與價值有何

看法?請參考所附清單？是否同意構面？是否同意這些指標？評量尺度？(11)有

沒有什麼建議可以提供給圖書館館際互借服務？ 

第二類為館員焦點團體訪談，館員的焦點團體訪談提綱包括下列十題：(1)

談一談您對於圖書館館際互借服務過去一年讀者使用的看法？是成長或減少?為

何?(2)您觀察到使用者如何申請館際互借服務與系統時?是否方便好用？有無問

題？(3)您觀察到使用者對於獲得館際互借服務的圖書是否滿意？(4)您觀察到使

用者對於獲得館際互借服務的論文複印與電子傳遞是否滿意？(5)您觀察到使用

者對於館際互借服務的速度是否滿意？為何滿意？為何不滿意？(6)您觀察到使

用者對於館際互借服務費用是否滿意？(7)館際互借服務無法提供資料時，使用

者會找何種方式替代？(8)您認為使用者是否希望館際互借服務可以提供電子書

或電子期刊論文？(9)您對於圖書館館際互借服務品質指標與價值有何看法？請

參考所附清單？是否同意構面?是否同意這些指標？評量尺度？(10)館際互借服

務未來發展為何？有沒有什麼建議可以提供給館際服務？ 

三、焦點團體訪談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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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民國 104 年 1 月 21 日到 22 日間舉行三場焦點團體訪談，使用者分

成教師與研究生兩場，教師場邀請政治大學的 5 位不同系所的教師，研究生場邀

請政治大學的 6 位不同系所的碩士生與博士生；另一場為館員，邀請 5 所不同大

學圖書館館員參與，各場次參與者基本資料如表 1，統計表如表 2、3。 

16 位參與者，性別方面，13 位參與者為女性，3 位參與者為男性；職稱方

面，使用者部分，以副教授 3 人(27%)、博士生 3 人(27%)、及碩士生 3 人(27%)

佔多數。館員 5 人，4 位組長(80%)占多數。三場焦點團體訪談參與者背景不同，

第一場焦點團體訪談參與者是大學教師使用過館際互借服務，第二場參與者主要

是使用過館際互借服務的碩士生和博士生，第三場參與者為大學圖書館負責館際

互借服務的館員。 

表 1 焦點團體訪談參與者基本資料表 

第一場焦點團體訪談 

編號 姓名 性別 系所名稱 職稱 

A1. 姜翠芬 女 英國語文學系 教授 

A2. 侯雅文 女 中國文學系 副教授 

A3. 黃柏棋 男 宗教研究所 副教授 

A4. 薩文蕙 女 英國語文學系 副教授 

A5. 張瑜倩 女 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 助理教授 

第二場焦點團體訪談 

編號 姓名 性別 系所名稱 身分別 

B1. 鍾雪珍 女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博士班四年級 

B2. 林奕志 男 社會學研究所 博士班三年級 

B3. 江培瑄 女 社會工作研究所 碩士班三年級 

B4. 蔡長廷 男 民族研究所 博士班五年級 

B5. 楊  婕 女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碩士班二年級 

B6. 范芯芸 女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碩士班一年級 

第三場焦點團體訪談 

編號 姓名 性別 圖書館名稱 職稱 

C1. 洪玉珠 女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閱覽組組長 

C2. 蔡金燕 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推廣服務組組長 

C3. 曾苓莉 女 輔仁大學圖書館 閱覽典藏組組員 

C4. 蔡香美 女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 典閱組組長 

C5. 洪妃 女 國立體育大學圖書館 讀者服務組組長 

表2 第一場與第二場焦點團體訪談參與者統計表(n=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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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次 

 項目                  
第一場 第二場 人數(%) 

性別 男 1 2 3(27%) 

女 4 4 8(73%) 

職稱 教授 1 - 1(9.5%) 

副教授 3 - 3(27%) 

助理教授 1 - 1(9.5%) 

博士生 - 3 3(27%) 

研究生 - 3 3(27%) 

總計人數 5 6 11 

表3 第三場焦點團體訪談參與者統計表(n=5) 

          場次 

 項目                  
第三場 人數(%) 

性別 1.男 0 0(0%) 

2.女 5 5(100%) 

單位 1.閱覽組 3 3(60%) 

2.推廣服務組 1 1(20%) 

3.讀者服務組 1 1(20%) 

職稱 1.組長 4 4(80%) 

2.組員 1 1(20%) 

總計 5 5 

肆、館際互借服務使用行為分析 

本論文從教師與研究生參與者焦點團體訪談研析館際互借服務使用行為，包

括下列七方面：使用者申請館際互借目的與經驗、館際互借系統使用經驗、圖書

互借服務使用、文獻複印服務使用、資料傳遞速度與收費、館際互借替代方案、

與電子資料庫館際互借的需求。兩場使用者焦點團體訪談，第一場為教師，第二

場為碩士生與博士生，以下分別從教師與研究生就七大方面探討。 

一、申請館際互借目的與經驗 

焦點團體訪談首先請參與者說明目前研究工作任務，以過去一年使用圖書館

館際互借服務的經驗，討論使用者申請館際互借的目的、使用那些類型館際互借

服務與頻次。 

(一)教師申請館際互借目的與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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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師參與者多從文學、教育與管理研究任務 

五位參與者均是政治大學教學與研究活躍的教師，來自不同學科，二位英語

學系、一位中文系、一位宗教所、一位科技管理研究所。他們研究任務多為人文

學、教育與管理，研究的主題多元，包括：英國與美國現代戲劇、唐代詩歌典律

史、印度宗教、自閉症小孩的語言學習、文化創意產業與博物館藝術行銷。參與

者的研究任務：有四位作科技部計畫，一位自行研究，還有一位館際互借需求與

教學有關。 

表 4 教師參與者背景 

 姓名 性別 系所名稱 職稱 研究任務 

1. 姜翠芬 女 英國語文學系 教授 科技部計畫, 英國美國現代戲劇 

2. 

侯雅文 

女 

中國文學系 副教授 科技部計畫,唐代詩歌典律史的

研究, 一個文學家叫劉辰翁，我

主要是做他怎麼評述唐代詩人的

研究 

3. 

黃柏棋 

男 

宗教研究所 副教授 印度宗教研究，偏向於文本的關

係，如說梵語和巴利，印度教和

佛教關係 

4. 
薩文蕙 

女 
英國語文學系 副教授 科技部計畫,自閉症小孩的語言

學習能力的發展 

5. 

張瑜倩 

女 

科技管理與智

慧財產研究所 

助理教授 教學科目是文化創意產業跟偏藝

術行銷; 研究文化藝術節, 演藝

術跟音樂, 故宮博物館服務創新 

2.教師使用館際互借服務目的多為研究計畫 

參與者表示在過去幾年中他們經常使用本校館際互借服務，多為了執行科技

部計畫，或是提報計畫。教師參與者使用館際互借服務目的包括：提報科技部計

畫；執行科技部計畫；研究需求；寫文章；教學。歸納教師使用館際互借目的以

研究需求為主。 

我比較集中使用的時間是在去年年底，因為要提國科會計畫。(張瑜倩:99) 

在使用上多半是研究和教學為主，學校這邊的館合服務都非常周到。(侯雅

文) 

政大圖書館由於提供全校教師館際互借補助費用，每學年有 1,000 元可以運

用，不論是圖書借閱或是期刊論文複印，都可申請圖書館補助，但是若於學年中

花完，則須等下一個學年才能重新提供 1,000 元。圖書館館際互借補助辦法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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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們使用館際互借服務意願。 

因為 1,000元的優惠就先使用了館合，因為以前在國外讀書時，館際合作是

學校自由提供的。(黃柏棋) 

3.教師申請館際互借服務的類型 

政大圖書館館際互借是透過「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申請，申請作業分為

圖書互借和文獻複印二大項。教師參與者申請館際互借多半為圖書互借，有些是

期刊論文複印；有些申請中文書刊互借，有些是英文書刊互借。 

我去年用比較多，都是以博物館裡面附設的圖書館，書跟期刊都有，不過大

多是書，期刊的都是比較久的，大約是 1988年的文獻，所以都是複印的。(張

瑜倩) 

書好像一兩次，大概三分之二可能是書，三分之一是期刊，期刊都比較早的。

(薩文蕙) 

圖書館館際互借申請又分館內國合與國外國合。教師參與者全都申請國內館

合，只有一位教師由於是國外取得博士學位，從美國經驗早期使用國外館合。教

師並稱讚圖書館因館際互借而提供額外服務，政大圖書館對於這位教師申請的國

外館合圖書，事後進行採購的服務，實踐「需求導向採購」(Demand Driven 

Acquisition)的真實案例。這項因館際互借需求而引導的「需求導向採購」，令教

師稱讚不已。 

對，不過是跟國外哪一所大學有點忘記了，但是就覺得說有點麻煩，後來就

比較少用，那去年是因為需要論文集的裡面一篇文章，那我就去跟學校講，

學校就說可以幫你做館際合作，那之後可以再購買這本書，因為圖書館也需

要這本書，所以就很好。(A黃伯琪一) 

4.教師使用館際互借較去年少 

有關教師參與者使用館際互借情形，教師會運用補助款去使用館際互借服務，

但過去一年申請館際互借次數減少。過去一年使用情形有：七次到八次以上，五

次以上，三到五次，或最少的一年也有二次的使用經驗不等。但有三位教師表示

今年比去年使用館際互借服務次數減少。 

我如果用國科會的研究和學校的部分大概有七八次，可是這次更多。(張瑜

倩) 

這幾年都是一年差不多三到五次。(A薩文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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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有五次以上，因為臺大和師大有互惠，我就比較沒有那個需求，可是以

前的需求量都會有十本以上。(A 姜翠芬一 ) 

我大概過去用過一兩次，因為我的專業不像其他教師還有其他的系所，所以

平常也不太會館際合作，事實上我幾年前也用過館際合作，但不是在臺灣借，

是在國外，這比較麻煩。(A黃柏棋一) 

我去年用的比較少，不過前幾年我都是把那額度(學校補助 1,000 元)用完的。

(A 侯雅文一) 

5.館際互借聯盟服務增多影響申請量減少 

教師談到館際互借申請減少了，原因有許多，首先是政大參加北一區教學資

源平臺，提供代借代還服務；有些教師會用跨校圖書互借、與師大圖書館聯合服

務借書；或請臺大研究生借臺大圖書，這三個原因造成對館合數量減少。教師談

到臺大與師大有互惠聯盟直接去借較方便，也造成減少申請館際互借。 

每個學校好像不太一樣，有的比較快，有的可以久一點，因為常常會申請館

合的對象是臺大，所以有研究生考到臺大，就會請研究生幫忙借，也給研究

生當助理，所以之後需借臺大的書我就請助理幫忙，除非是中正、清華、靜

宜，就會使用館合，為什麼館合會減少，是因為透過研究生借了，可以借比

較久。(姜翠芬) 

6.教師抱怨圖書互借期限太短 

多位教師抱怨圖書互借借書期限太短，借書三周太短，希望放寬期限。而且

教師對服務到期時並未事先通知，十分苦惱。 

學校這邊的館合服務都非常周到，只是說的確如姜教師所說的，這個時間很

短，所以我也會超過這個時間，我全部都是借圖書，很少借期刊。(侯雅文) 

它借用的時間是嫌短了一些，所以會有點壓力，就是馬上來要先處理那筆資

料，可是其實我們借的都是滿冷門的東西，其實那個擺在那邊也沒什麼人要

用。(薩文蕙) 

(二)研究生申請館際互借目的與經驗 

表 5 研究生參與者背景表 

 姓名 性別 系所名稱 身分別 研究主題 

1. 鍾雪珍 女 
圖書資訊與檔

案學研究所 

博士班

四年級 

博士論文主題國家圖書館八十

年來館藏發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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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林奕志 男 社會學研究所 
博士班

三年級 

我做碩論的時候，是運動社會

學，棒球 

3. 江培瑄 女 
社會工作研究

所 

碩士班

三年級 

主要使用圖書館館際互借服務

都幫教師在做研究，最近會用到

館際合作的是做科技部計畫 

4. 蔡長廷 男 民族研究所 
博士班

五年級 

我讀民族所之前是讀歷史所，碩

班是歷史所，所以都會用論文複

印的服務 

5. 楊  婕 女 
圖書資訊與檔

案學研究所 

碩士班

二年級 

使用圖書館館際互借服務幫教

師在做研究 

6. 范芯芸 女 
圖書資訊與檔

案學研究所 

碩士班

一年級 

使用圖書館館際互借服務幫教

師在做研究 

1.研究生工作任務為擔任助理與研究學習 

六位研究生有三位博士生，與三位碩士生，目前工作任務主要是擔任教師研

究助理、博碩士課程研習、與撰寫博碩士論文。有四位擔任教師研究助理，有三

位撰寫論文。 

2.申請館際互借的目的 

研究生參與者過去申請館際互借主要目的為博士與碩士論文或計畫書，也有

擔任教師助理幫助老師申請館際互借。二位研究生為撰寫博士論文；一位撰寫課

堂報告；三位研究生為幫助教師做研究計畫。 

我是在寫論文的時候需要那個書，剛好我們政大沒有，就去申請。(鍾雪珍) 

我主要使用圖書館館際互借服務都是幫教師在做研究。(江培瑄) 

3.研究生使用館際互借的原因 

政大並未補助碩士生與博士生申請館際互借費用。研究生使用館際互借的主

要原因：政大圖書館中找不到所需的館藏；或電子期刊有延遲出刊的狀況，需要

透過館際互借來獲取所需。但是三位研究生參與者也提到會自行前往其他圖書館

去尋找館藏。 

政大就是找破頭就是沒有訂那一本期刊，就是只有臺大有，資料庫也都沒有，

資料庫找到的東西都是要付費的，所以我只好幫教師用臺大的館際互借。(江

培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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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比較喜歡當場去借，因為有些書你順便看，可以順便借，如果是你當場

借，你只能搜索有的片段。(蔡長廷) 

我比較習慣去圖書館直接看書，也不是說一定是同一本去找，反正就是有相

關的。(林奕志) 

4.研究生較少使用館際互借 

研究生使用館際互借次數較教師少，過去一年中，研究生參與者使用館際互

借的頻率：零次、一次、二至三次、六次不等，其中六次是研究助理幫老師借書。

比較教師的使用頻率研究生使用次數是算較低的，因為他們會透過圖書館中其他

不需付費的服務來借到所需，或是直接前往各圖書館使用館藏。歸納而言，研究

生使用次數比教師少。 

差不多一個學期都要用到兩、三次。(江培瑄) 

過去一年差不多三、四次。(蔡長廷) 

其實我最近一年沒有用到館際互借。(過去)有去，其實我比較多是剛講的去

辦館際互借，然後去那邊借。就是辦那個跨校借書，這個(NDDS系統)我有去

看過，可是我實際上使用的頻率很低。(林奕志) 

5.申請館際互借的種類 

研究生參與者主要申請國內館際互借，以期刊論文的複印為多，少數申請圖

書借閱。研究生與教師不同，多以期刊複印為多。研究生多會使用跨校圖書互借，

因為是免費服務。 

因為我用這個部分主要是用論文複印的部分，因為我讀民族所之前是讀歷史

所，碩班是歷史所，所以那時候不管是我自己在做自己的小論文，還是做教

師的東西，都會用論文複印的服務。(蔡長廷) 

我幫教師用的居多都是文獻傳遞，因為教師對期刊論文的需求比較大。(江

培瑄) 

(三)小結 

教師與研究生館際互借的目的主要以研究需求為主，包括科技部計畫研究，

博碩士論文的需求，均會使用到館際互借。但研究生有許多是為擔任助理，教師

與研究生使用館際互借服務情形不同，教師比研究生多使用館際互借，有些自行

申請，有些教師由助理協助申請。政大圖書館補助教師每學年 1000 元，鼓勵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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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多使用，使用次數較研究生為多。研究生除了使用館際互借之外，也會透過跨

校借書證或是其他不用付費的服務；而在申請館際互借的種類上，教師較多申請

圖書互借，而研究生多申請文獻複印。 

二、館際互借系統的使用經驗 

目前館際互借服務申請多半透過全國文獻傳遞服務(NDDS)，使用者在系統

上查詢與申請，故探討使用者如何申請館際互借服務，如何使用館際互借系統，

是否方便好用？希望能了解使用者在利用系統的過程。 

(一)教師使用館際互借系統 

1.申請館際互借服務 

有二位教師自己申請館際互借，二位教師透過助理申請，一位請館員協助。

教師若遇到困難時，會向館員提出疑問。也有教師會請在其他學校的研究生幫忙

借書，這樣借書的期限也較長。有些教師由助理幫助申請館際互借與拿回申請資

料，所以不熟悉館際互借系統。由於教師申請館際互借均是透過系統與網頁，較

少與館員接觸，只有一位教師因為不熟悉館際互借系統，而打電話請館員協助。 

我是自己處理。就是上網，在網路上申請(侯雅文)。 

都是研究生幫我弄，因為研究生都做得很好，我也很感謝學校有這樣的服務。

(薩文蕙) 

所以要用到書的話，就是請助理幫忙，過幾天來了再去拿，唯一一個比較不

好的就是它有期限。(姜翠芬) 

2.館際互借申請過程 

教師申請館際互借過程，在有需要館際互借，教師首先會先至圖書館聯合目

錄中去查詢所需的館藏在哪一所圖書館，以確定要申請哪所圖書館時，之後再進

入 NDDS 系統中提出申請。也有教師提出在學校的館藏目錄找不到所需資源時，

希望直接連結 NDDS 系統申請館際互借。但有一位教師雖然自己申請館際互借，

但不是使用政大圖書館館際互借網站，而是使用臺大圖書館網站，因為她找不到

與不確定本校的館際互借服務網頁與系統。 

我是利用這個平臺(電腦顯示是臺大的聯合目錄)去知道我需要的那個館藏

哪間圖書館有，找到最近的那一間，然後在貼到申請的平臺中進行申請。(侯

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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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館際互借平臺使用經驗不良 

教師參與者申請館際互借系統大都發現有問題，多透過助理與館員的幫助，

教師覺得系統平臺不好用。教師發現這個平臺的整合度是不夠的，希望 NDDS

可以整合網頁和平臺，從查找政大圖書館目錄 OPAC，到發現政大館藏没有時，

可以直接連結館際互借平臺申請，可以「一次購買」完成館際互借申請。此外館

際互借系統密碼經常發生問題十分困擾教師，NDDS 系統有其專屬的帳號密碼，

與學校的帳號密碼並不相容，教師們常常忘記自己帳號密碼而無法順利申請館合，

以致於造成申請上的困難。教師參與者反應館際互借系統不好用，不整合，不友

善。 

我是在想說，會去使用館際，一定是因為學校中找不到，有沒有可能我們在

找的時候，下面直接有 link，就是找不到，可以直接連到 NDDS 系統，因為

我常常會忘記我的密碼，所以又要請研究生幫忙，這樣很麻煩。...對，像電

子期刊會直接 link 到學校的資料庫，就是指學校的資料庫有，你就可以連過

去，所以如果可以這樣的話會更方便。(薩文蕙) 

但是像剛剛薩老師講，我覺得非常困擾我的地方就是帳號跟密碼，(張瑜倩) 

(二)研究生使用館際互借系統 

1.申請館際互借服務 

五位研究生參與者自己申請館際互借服務，只有一位透過圖書館員申請，大

都是透過 NDDS 系統申請。有一位研究生申請跨校圖書互借時會透過館員服務。

研究生較少接觸館員服務，但如果透過館員服務，都感到館員服務很好。 

我應該是沒有直接自己使用這個系統，因為我借的都是直接請館員處理，所

以我應該是沒有直接使用過這個系統。(林奕志) 

我都是直接上(系統)，我們在辦公室沒有那樣還跑去找館員，你就自己得會。

(江培瑄) 

2.館際互借申請過程 

研究生較為熟練館際互借申請程序，都是使用 NDDS 系統。首先他們查找

政大圖書館電子資料庫，若查無，再查政大圖書館館藏目錄，若無，再進入 NDDS

系統使用館際互借文獻複印或圖書借閱服務。研究生對於館際互借介面的使用較

沒有困難，認為僅是使用習慣的問題。 

我一定先查政大電子資料庫，然後我就查了非常久都沒有，不然是要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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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我就會開始查館藏，館藏也沒有，我就發現最近有臺大，可是臺大好像

只收錄到 2012年，然後我就最後才會考慮文獻傳遞，因為這要等。(江培瑄) 

3.館際互借平臺使用經驗 

研究生參與者大多是自行使用 NDDS 系統申請館際互借，在使用系統的過

程中並沒有太多的困難，但是在帳號申請的部分，也覺得困難。研究生表示 NDDS

系統的帳號密碼有使用的期限，如果換了一所學校或是使用期限到期，則須致電

到原來申請 NDDS 系統帳號密碼的圖書館取消其身分，再重新提出申請，研究

生認為這樣的過程是不方便的。 

我在大學的時候就申請一組帳號，因為他其實帳號密碼，密碼是自己設，帳

號是身份證字號，他那時候要填寫說你是哪一個學校，等到我從輔大畢業來

到政大之後我之前那組帳號就不能用。(楊婕) 

那個介面與其說好不好用，應該是問習不習慣的問題，因為我是差不多兩、

三個月才用一次，所以當然會有一點不習慣，會忘掉，好像還要用密碼。(蔡

長廷) 

(三)小結 

教師與研究生使用館際互借系統，大都透過 NDDS 系統，教師有些自行申

請，有些由助理申請，或由館員協助；而研究生多由自己申請使用。二者對於

NDDS 系統的使用方式大致相同，均是先進入聯合目錄查詢所需館藏位於哪所圖

書館，再進入 NDDS 系統填寫申請資料送出。教師多認為 NDDS 系統不整合與

不好用，研究生感到系統還好用。教師與研究生十分困擾 NDDS 系統密碼帳號

問題，教師建議 NDDS 系統應與政大圖書館網頁整合，帳號密碼可以與學校的

帳號密碼結合，不然容易造成困惑以至於無法提出館合申請。研究生提出 NDDS

系統的帳號密碼有使用期限，若換了單位則須重新申請，十分不便。 

三、圖書互借服務品質與滿意度 

館際互借服務提供圖書互借與文獻複印二類服務，了解使用者對於獲得的圖

書與文獻複印的滿意度是館際互借服務成功關鍵。本論文首先探討使用者對於獲

得圖書品質看法與滿意度。 

(一)教師圖書互借服務品質與滿意度 

1.借到的圖書品質 

教師參與者館際互借申請大多以圖書互借為主，對於收到申請借閱圖書的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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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均為滿意。教師分享互借圖書成功率分別有：80%、90%、100%。但一位教師

反應有些圖書借來發現並非自己所要的而感到失望。一位教師提及無法從館際互

借借的書，由研究生從網路取得該書的 PDF 電子檔提供教師使用。一位教師表

示，有時需借閱文學套書，但無法確定自己要借套書中那一本書，而感到館際互

借有困難。 

 

應該有 80%。書借到，其實都滿滿意的，書借到，其實都滿意的，可是有的

時候會發現，書到了看了，結果發現這本書其實不是我要的，就覺得這一百

塊，好像就這樣沒了，就覺得很可惜。……但是另外我發現現在研究生很厲

害，我們那個研究生真的很厲害，他可以幫我弄到整本的 PDF檔。(姜翠芬) 

 

我想提一個問題就是說套書互借，比如說我只要看其中的一本或一篇，但是

我不知道是其中的哪一本，這種情況底下，那我有很急的話，我只好用館合，

但是如果那一套書是 10本的話，我等於一次就用完那 1000元了。我可能不

知道在哪一篇可以幫忙找，但是如果是不知道是哪一本呢？有的時候的狀況

是我連是哪一篇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要那個東西，他可能散在套書裡面，

或是某一本中，可是這種情況我們也沒辦法請館員幫我做判斷，這種情況下

只能用整套書去借，可是整套書又太貴。(侯雅文) 

 

2.教師抱怨借期太短不滿意 

所有教師參與者抱怨圖書互借借閱期太短，並且沒有提供提醒使用者圖書即

將到期服務，以至於常常會逾期需要繳逾期罰款。希望可以延長借期或者提供續

借功能，以及系統提供即將到期自動提示功能，以免受罰。 

所以就是借期太短，希望可以有續借功能的館際互借服務。(黃伯琪) 

如果可以的話，是不是可以發個 e-mail告訴我們還有幾天要記得還這樣。

希望館合系統也可以提醒到期日。(張瑜倩) 

(二)研究生圖書品質與滿意度 

研究生較少使用圖書互借，少數使用過的研究生對於書況滿意；所提出的申

請也都成功處理，他們對於此服務感到滿意。 

書也有借 100元，書況不錯。(申請成功率)都成功(百分之一百)，沒有錯誤。

(鍾雪珍) 

四、文獻複印的品質與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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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師文獻複印服務的品質與滿意度 

教師參與者申請過期刊論文複印，大都對於收到複印論文複印品質感到不滿

意，認為複印不清晰或會有漏印情形。 

不滿意…..我覺得就是有跳動，有的時候滿好的，有的時候就覺很尷尬，不

知道要怎麼看。(薩文蕙) 

我也用過期刊，品質也是不一，有時候 ok，可是大小就又不一，有時候很大，

有的就又還好，……可是有時候它那個字卡在書的中間，就會印不到，或是

最下面的字它沒印到，偶爾會有這樣的狀況。(張瑜倩) 

(二)研究生文獻複印服務的品質與滿意度 

研究生參與者大多申請文獻複印，他們大都對於品質滿意，但是也有研究生

提出透過 Ariel 文獻傳遞，文獻複印品質比較不清晰。 

我那次是很滿意很清楚，幫我印得很好。我有借過書也有印裡面的部份的，

印一個 chapter的，他幫我印得東西讓我覺得很感動。(鍾雪珍) 

透過 ariel就會不清楚，因為他又再掃描，我的期刊是他直接幫我印好，世

新直接幫我印好給我，然後臺大只是印好給我們。不用 ariel的學校就會很

清楚。(鍾雪珍) 

五、資料傳遞速度與收費 

(一)教師資料傳遞速度與收費看法 

1. 教師滿意資料傳遞速度 

對於館際互借資料傳遞速度，教師參與者十分滿意，覺得有符合其對所需文

獻的急迫性。 

有的時候就是因為很急才會需要用到這個，它很快送來，幫我們解決很大的

難題，不然我們走不下去，要引用這些東西的急迫性。(黃柏棋) 

2.教師對收費合理看法不一 

一位教師參與者因有計畫補助認為收費合理；一位教師認為收費太貴；多數

教師希望學校可以全額補助館際互借申請費用。二位教師提到國外使用館際互借

免費與費用較合理的經驗，認為臺灣館際互借的收費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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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覺得學校是不是可以全額補助更好，我記得國外很多學校都是不用付

費的，這是為了研究也不是升官發財，無利可圖，我以前從英國借一本書，

就要 1000多塊，光是空運費用。(黃柏棋) 

我自己覺得和國外的館合費用來比，其實臺灣是偏高的，我以前在英國影印

一篇期刊大約是 1.5英鎊，大概是 70幾塊臺幣(政大一本書要 100元)。(張

瑜倩) 

(二)研究生資料傳遞速度與收費看法 

1.研究生滿意資料傳遞的速度 

多數的研究生參與者都是滿意館際互借文獻傳遞速度。但有時文獻傳遞的時

間超過 5 天以上，研究生則會覺得速度太慢。 

我是知道他會三到五天，所以我很滿意。(鍾雪珍) 

基本上只要超過五天我就覺得有點久，就會不是很滿意。(江培瑄) 

2.研究生覺得收費合理 

研究生參與者大多是覺得收費合理，主要是文獻傳遞需要郵寄，郵費負擔是

合理範圍。一位研究生指出自己曾提出國外的館際互借申請，費用昂貴，讓他覺

得國內的館合費用是便宜很多，但仍有研究生提出各校的收費不一希望統一標

準。 

收費算是合理，只是覺得他如果每個學校統一付費標準會好一點。(江培瑄) 

現在臺灣大多都是紙本的傳送，國外都是用有些有電子的，所以我覺得如果

是需要用紙本傳遞寄信的話，收郵費我覺得是合理的。(楊婕) 

(三)小結 

教師與研究生參與者大致滿意圖書互借獲得的圖書品質與成功率；但教師不

滿意圖書借期太短。文獻複印滿意度方面，教師反應文獻複印品質不佳。教師與

研究生滿意館際互借文獻傳遞速度均符合使用者的需求。教師與研究生收費看法

不一，研究生認為收費合理，但教師們認為申請館合是為了做研究，希望學校可

以免費提供館際互借服務。 

六、館際互借的價值與替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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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探討館際互借對於使用者是否具有價值，當館際互借無法滿足其需求

時，使用者有何替代方案？以下說明討論內容。 

(一)教師看法 

1.教師認為館際互借價值獨一無二，不可取代 

教師參與者對於館際互借服務大都滿意的，多認為館際互借對於他們的研究

非常有價值，有不可取代性，也願意繼續使用該項服務。教師認為館際互借有許

多價值：(1)圖書館館藏在某些領域缺乏時，教師研究有需求可藉由館際互借來

滿足需求。(2)當他們急需文獻時，透過館際互借可以滿足需求。(3)支持他們的

研究進行。(4)節省找資料時間。(5) 具有急迫性和重要性。(6)是唯一是不可取代。

(7)支持教師跨領域研究，十分重要。 

對我來說當然是有價值，因為我的東西比較跨領域，……我覺得館合對我來

說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說我東西又在一些比較難到達的地方，……我就只

能透過館合的系統來取得，我覺得跨領域的會很需要，那我就會需要學校館

合支持。(張瑜倩) 

非常高的價值，沒有這個書就不行，一定要有阿，沒有的話怎麼辦。(姜翠

芬) 

我一般也不太用館際合作，除非是真的很需要那本書或是這篇文章，沒有這

本書會這篇文章就做不下去，我就會請圖書館幫我借這本書，因為做研究碰

到這個障礙，學校都沒有，你一定要借到，這個有他的急迫性和重要性，這

方面來說他真的非常有價值。(黃柏棋) 

2.當館際互借無法提供時的替代方案 

當館際互借無法取得是否有替代方案，教師參與者在館際互借無法滿足時，

會透過下列方式解決問題：透過國外館合取得；請國外的朋友幫忙找；趕快再找

別的文獻；希望用電子期刊與電子資源取代；請圖書館購買這本書。 

就我有一些朋友在國外大學工作，我就會請朋友幫我找，因為他們可以下載

PDF檔，我覺得有時候會比較方便，因為他也會有東西要我幫他找，我們就

是一種互惠的概念。(張瑜倩) 

就是真的找不到，就會請圖書館一定要買這本書，我發現圖書館有一個很好

機制，平常買書的確比較晚，但是他們也可以去電子資料庫裏面去買書，所

以滿快的。(黃柏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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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生對館際互借價值與替代性 

1.館際互借對研究生也有價值 

研究生參與者認為館際互借滿足他們的需求，因為他們在政大圖書館找不到

所需要的文獻資源時，館際互借可以解決他們在研究上的迫切性問題。館際互借

對他們有下列價值：支持提供研究資源、節省研究時間。 

他在我尋找資訊的時候給我很大的支持，不管是透過館員還是系統，他們都

很有耐心，就會幫忙我找，如果真的沒有也會想辦法幫我擴充，幫我找到，

所以就覺得很有安全感。(鍾雪珍) 

有滿足，價值當然也是可以縮短研究時間，因為你有時候不一定都有時間去

館藏的所在地去找，這樣可以減少搜尋的時間。(蔡長廷) 

2.館際互借無法提供的替代方案 

研究生參與者在館際互借無法滿足其需求時，有下列替代方案：自己到其他

圖書館複印；到圖書館申請圖書薦購；請教師用計畫經費買書；去請朋友幫忙；

買二手書。但是也有一些經典的文獻，無法取代。 

我就是四種情況，一個就是買了，想辦法去買那個書，這是第一種，然後第

二個就是，假如說我看我本人能不能親自去那個圖書館印，知道哪個圖書館

有，然後第三個可能請人家幫我印，第四個也是請圖書館幫我們薦購，……

有時候他 citation就是那個最經典的，有時候無法替代。(鍾雪珍) 

(三)小結 

教師與研究生均肯定館際互借對於他們非常有價值，在他們急需某筆文獻時，

館際互借可以滿足他們取得所需，以及節省時間。大多申請成功率都很高，讓他

們願意繼續使用此項服務。有時館際互借無法滿足其需求，教師們會透過自己的

人脈或是申請國外的館際互借來取得所需；研究生則會希望圖書館去購買所需的

文獻，由此可知，館際互借對於研究者而言是不可取代的服務。 

七、電子館際互借服務看法 

教師與研究生參與者均表示希望館際互借服務可供電子書或電子期刊服務

以擴大館際互借的範圍。 

這好，當然好，因為很好用阿，電子版的最好用，對我來說是這樣。(薩文

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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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當然是需要，像上次我修馬教師的課，結果他那是電子書，就是《流離尋

岸》幫助學生解決教科書閱讀問題。(鍾雪珍) 

八、對館際合作的建議 

(一)館際互借減少的原因 

教師與研究生參與者探討館際互借服務量減少的原因，主要為：(1)科技部

會提供經費支持教師購書。(2)圖書館資料庫可以支持需求。(3)Google, Google 

Scholar 可以提供所需資料。(4) 公開取用 OA 資源可以提供所需資料。(5)網路上

易取得掃描的 PDF 電子檔。 

那個我剛一直在想一個問題，就是現在館合會減少，會不會是因為現在的國

科會計畫是可以買書的？(張瑜倩) 

對，Google和 Google Scholar都會影響。(黃伯琪) 

有比較少一點，因為有一些就是資料庫裡都有。(薩文蕙) 

(二)對館際合作的建議 

1.教師建議 

教師參與者對於改進館際互借提出了下列建議：(1)建議館際互借提供續借

的功能，或是提醒使用者圖書借閱到期日。(2)建議改善館際互借系統 NDDS 介

面，並與圖書館線上目錄整合可以無縫使用。(3)館合系統可以和學校的帳號密

碼整合。(4)希望可以提供電子檔的文獻傳遞。(5)希望在借套書時，可以優惠費

用。 

如果可以的話，是不是可以發個 e-mail告訴我們還有幾天要寄的還這樣。

(張瑜倩) 

就是說一組學號、員工代號進去之後，就可以做所有的事情，…..即使我

很熟悉這個介面，所以說如果說要我給一個建議的話，我希望系統是可以

整合的。(張瑜倩) 

這好，當然好，因為很好用阿，電子版的最好用，對我來說是這樣。(薩文

蕙) 

2.研究生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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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參與者對於館際互借提出了下列建議：(1)館際合作服務的推廣可透

過新生入學導覽告知。(2)圖書館的資料庫使用課程介紹館際互借服務與系統。(3)

圖書館網站上放置 PDF 使用說明，利用截圖製成手冊以利參考。(4)政大研究助

理手冊列入全國文獻傳遞服務使用說明。 

館合是不是在新生入學的時候讓他們知道有這項服務，在 Library Tour ，

你們都知道，大一都知道，對研究生。(鍾雪珍) 

我碩一的時候有被教師要求全班要去參加圖書館開的資料庫使用課程，我是

覺得他其實可以一併介紹這個文獻傳遞系統，因為他其實沒有，只有教我們

怎麼使用政大的資料庫。(江培瑄) 

我覺得這是一個 PDF文件就可以了，就截圖然後告訴大家要按哪個、輸入那

些東西。(江培瑄) 

 (三)小結 

使用者對於館際互借服務覺得有價值但也有不滿意，故提供許多建議。教師

們希望可以續借或是圖書到期日提醒的功能，而研究生希望相關的利用教育課程

可以學習和推廣此項服務。由此可知，雖然大都滿意該系統，但仍有需要改進，

讓服務更好並推廣給更多人知道。綜合建議為：(1) 館際互借建議提供續借的功

能，或是提醒使用者圖書借閱的到期日。(2)建議改善 NDDS 館際互借系統介面，

並可以與圖書館線上目錄整合。(3)館合系統可以和學校的帳號密碼整合。(4)希

望可以提供電子檔的文獻傳遞。(5)借閱套書時，可以費用優惠。(6)透過新生入

學導覽時推廣館合服務。(7)圖書館資料庫使用課程介紹文獻傳遞系統。(8)圖書

館網站上放置 PDF 使用說明。(9)研究助理手冊列入 NDDS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使

用說明。 

伍、館員對館際互借服務使用的觀察 

館員是館際互借服務的提供者與服務者，他們對使用者使用館際互借了解程

度是影響服務成功的關鍵。本研究探討館員對於館際互借服務的看法，以及其對

於使用者使用館際互借服務的認知。將從服務館員觀點審視使用者使用館際互借

服務滿意度。提供服務的館員想法是重要的，可從使用者端與服務端相互對照館

際互借服務使用與滿意度議題。本論文探討館員提供館際互借服務現況、館際互

借量減少原因、館員使用者使用館際互借服務看法、館員看到使用者館際互借的

滿意度、以及對館際互借的建議，探討如次。 

本次邀請五所大學圖書館館際互借服務的館員，分別來自臺灣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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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輔仁大學圖書館、政治大學圖書館、體育大學圖書館，四

個公立圖書館，一個私立圖書館。四位組長與一位資深館員。 

一、館際互借服務範圍擴大應重新界定 

五位館員參與者首先分享他們館際互借服務的工作經驗，以及過去一年圖書

館館際互借服務現況，並分析因為館際互借聯盟產生使館際互借服務範圍擴大。

近年來，大學圖書館提供館際互借服務類型與系統趨於多元，國內館際互借服務

多採用「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National Document Delivery Service, 簡稱

NDDS)，但因為各校合作結盟與教學資源共享觀念興起，而出現許多新館際互借

服務，如：(1)國外的 RapidILL 期刊複印；(2)北一區圖書教學資源服務平臺代借

代還；(3)跨校借書證；(4)虛擬借書證等。五館有三館參加國外 RapidILL 服務，

一館提供使用者免費使用，二館 RapidILL 期刊服務收費。此外，北一區圖書教

學資源服務平臺代借代還、跨校借書證、虛擬借書證是免費提供，對 NDDS 館

際互借服務量有影響，館際互借減少，由此可知，圖書館不斷推出新服務，以幫

助讀者方便的取得所需的資料。 

政大與輔大圖書館有二組負責有關館際合作服務，參考組負責 NDDS 與

Rapid ILL 服務，閱典組負責北一區代借代還服務。北一區的學校可以免費由代

借代還借書，所以出現 NDDS 申請減少現象。館員參與者認為今日館際互借服

務的定義與範圍要擴大，應將 全國文獻傳遞 NDDS、代借代還、北一區區域資

源教學平臺、交換館際借書證、RaipdILL 列入館際互借服務範圍。 

輔大圖書館的現況，其實館際合作是一個很大的定義範圍，我們現在館合(部

份)其實參考是做 NDDS跟 Rapid ILL，閱典組是北二區代借代還服務，代借

代還服務對於我們北一區對我們付費申請的館合借書，衝擊性很大，因為北

一區的代借代還是免費的，所以很多研究生會因為不用錢就用代借代還。(曾

苓莉) 

圖書資源教學平臺有兩個層面，一個是虛擬借書證，因為以往我們不是彼

此換證嗎？譬如說我們簽約，以我政大為例，我有跟五十一個學校友簽約，

簽約就彼此互換借書證，...經過這個平臺是虛擬借書證，我在家裡直接可

以印出來，直接可以去對方的館借書，也就是說不用來借證，另外一個問題

不是虛擬借書證的問題，是代借代還，這是教育部付的費用。(蔡香美) 

……如果是有期刊文獻，申請 NDDS，我們發現 Rapid ILL 可以免費的，我

們的工讀生會先幫他申請 Rapid ILL，……所以這樣的服務對 NDDS 是很大

的衝擊，我之前的統計期刊文獻從六百多件降到兩百多件。(曾苓莉) 

二、館際互借服務使用量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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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員參與者均提到館際互借服務使用量改變，輔大、政大、以及師大發現館

際互借服務使用量減少，臺大館際互借供應量仍多並大於申請量。有些圖書館文

獻複印量未少，但圖書互借減少。師大圖書館代借代還或影印的總提供量與申請

量皆下降，該館民國 100 年兩項服務合計為 5,600 多件，103 年度減少為 3,950

件。跨館借書證都維持一兩千件，使用量大概兩千多次。師大圖書館 RapidILL

起初未收費，後改收費後使用量下降，故現在又改為不收費。臺大服務量最多，

對外申請減少，但其他學校向臺大申請館際互借數量仍然增加。臺大對外申請減

少原因為自己館藏的資源足夠，並且電子資源訂購完整可以支持師生需求。 

綜合館員參與者討論，大學圖書館近年館際互借使用量減少原因包括：(1)

在原來 NDDS 系統的館際互借服務外，出現北一區教學資源平臺的代借代還服

務、虛擬借書證、以及跨校借書證，RaipdILL 的服務，使得 NDDS 館際互借申

請量減少。(2)網路資源豐富。(3)研究生反應館際互借借書費貴。(4)免費 OA 公

開取用資料很多可替代。(5)圖書館提供資料庫。 

我們的服務量都還是最多的，然後如果呈現成長還是減少，我們自己對外反

而是減少的，可是外面對我們 request 一直是增加的。(申請減少的原因)就是

我們自己館藏的資源夠，然後電子資源真的訂得非常的完整。(臺大_洪玉珠) 

我們的數字是減少的，(圖書借閱、複印) 都減少。可能有很多原因，就是現

在網路資源比較多，就是想要速度快一點，也會有研究生反映說借書很貴(臺

大 130 元)，我們跟世新借要 140 元，世新好像是最貴的要 140，其他的國立

就他們比較貴(臺灣大學)，其他的就 100 塊。(蔡金燕) 

研究生普遍反應一件事，就是他們現在用 Open Access 非常多，有沒有發現

Open Access 是一種勢力，他很快的蓬勃起來，所以他們變成不僅使用的越

多，而且依賴程度也越來越深。(體大_洪妃) 

三、館員看館際互借服務的使用者 

館員參與者說明對使用者使用館際互借服務觀察，使用者使用館際互借系統

的看法，以及館員自己使用此系統的經驗。 

(一) 使用者使用館際互借服務觀察 

師大圖書館發現教師使用量低於研究生很多，因為教師計劃案需求，故館際

互借尤其研究生助理申請。體大圖書館發現研究生大學時會使用 NDDS，就讀碩

博士學位後因館際互借速度不夠快速而不用。師大使用者反應網路資源比較多，

速度較快，借書很貴，使用者傾向使用快的、免費的、全文的資料，故使用網路

資源量增加，館際互借請量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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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大使用 NDDS 館際互借服務申請的很大部分是博碩士論文互借，向各校

借紙本論文，因為有一些論文並沒有電子檔，也沒有授權，需要去借紙本論文。

但更困難的是每次要去借論文有些學校沒有電子檔，不能外借紙本，只能複印三

分之一，這也是館際互借服務的困難問題。 

(二)館員觀察使用者使用館際互借系統不好用 

館員參與者表示無法直接觀察到使用者使用館際互借系統的情形，因為是由

使用者自行上網申請館際互借，除非使用者來電詢問或是現場指導教學，不然很

難看到使用者使用系統的狀況。所以館員較不了解使用者如何使用系統申請，但

從經常有使用者詢問觀察到使用者認為系統不好用。館際互借對於館員很熟悉，

但是對於使用者來說，他們不一定清楚該服務的內容和申請程序。館員參與者發

現在網站呈現也不理想，網站很難說明清楚該服務的意義與內涵，因此使用者常

常會打電話或是寄信來詢問相關的問題，希望館員協助處理。有研究生向館員反

應 NDDS 服務不夠快速，以至於不願使用。歸納館員參與者看到使用者常詢問

的問題：(1)圖書館網頁呈現館際互借與連結並不明顯，所以很多使用者在剛開

始就不清楚應該要選擇哪一個項目。(2)NDDS 系統介面不好用，使用者對於說

明與使用步驟不易看懂。(3)帳號申請不好用。(4)聯合目錄查詢不容易。(5)使用

者忘記帳號密碼。(6)網站缺乏使用者有問題求救區。 

第一次使用的時候，就會有問題，就會打過來問，第二個就是說他可能連圖

書館的介面在哪裡，從哪裡進去都不知道。(蔡金燕) 

我看到的每一個圖書館都不會(把館際互借)放在第一層，所以我們都不太清

楚的情況下，使用者怎麼會知道那個服務項目被放到哪裡去。..還是有一個

說明、步驟，有的人看得懂，有的人看不懂。(蔡金燕) 

NDDS 剛改版的時候要輸入學校，大家都說輸入不進去，因為他不是有一個

要選，對讀者而言這是困擾，他會覺得這個好難用，不 friendly，而且就是

說他第一關在申請帳號的時候，就會有很多問題，他並不是那麼好用。(曾苓

莉) 

(研究生)他說這一個叫求救區，就是說是不是可以在這裡 po 上說，我需要

什麼東西，然後就有人來救我。很多研究生這樣跟我反應。(洪妃) 

(三)館員自己使用館際互借系統的經驗 

館員參與者自己使用 NDDS 系統時，也感覺不方便不好用，歸納館員建議

改善：(1)將館際互借的名稱改為讀者可了解語言進行宣傳。(2)館際互借系統應

修改設計，以使用者為中心，查詢後可以直接申請才是最友善的方式。(3)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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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最大困難是使用首先需要需先申請帳號，理解系統設計架構後，使用聯合目錄

查詢，最後才能提出申請館際互借，困難重重，程序繁瑣，。這些問題應優先改

善。(4)建議 NDDS 發展成區域聯盟，整合北一區、北二區跨校借書的功能，集

合所有服務於一處，才有利於使用者。(5)加強館員服務相當重要。(6)館合人力

不足，處理相關業務都不足，而櫃臺回答讀者問題十分需要。故需要增加館際互

借的人力與提升人員能力以改善服務品質。 

覺得 NDDS 系統很不好用。我們自己的館員都覺得不好用，其實就是說很

難把這個服務講得很清楚，你很難講清楚怎麼樣可以用到這個服務，因為我

們把他定義成服務，我們的首頁設定他在服務裡面的某一種服務。(洪玉珠) 

他沒辦法像北一區的平臺一樣，查了之後就可以馬上申請，那個對讀者是比

較 friendly。(曾苓莉) 

四、館際互借資料提供滿意度 

(一)使用者對館際互借不滿意及其問題 

師大圖書館與政大圖書館近年都有進行讀者使用滿意度調查，透過調查了解

讀者對於圖書館服務的看法。政大圖書館館際互借服務滿意度為 3.68；師大圖書

館館際互借服務滿意度為 3.8，顯示使用者對館際互借都不滿意。師大圖書館的

讀者對於館際互借服務的滿意度不高，使用者反應可以透過網路資源來取得，傳

遞速度也不夠快，而且還要另外付費，降低他們對於該項服務的使用意願。體大

的使用者也認為館際互借服務的速度不夠快，希望可以加強。 

他說大學部的時候還有過館際合作，等到他唸碩士跟博士，他竟然都不用了，

我就問題為什麼，他說那時候年輕不懂事。而且我發現這是種很普遍的現象，

就是說他們一定要快。(洪妃) 

……可是這些費用對研究生來說，因為他一次借四本或十幾本，其實對他來

說(難以負擔)，所以有研究生反映很貴的，然後速度也是有關係，所以他們

還是希望能夠快的，能夠找到免費的、全文的，以這些資料為優先，那可能

網路資料也很多，所以他們來申請量就會比較少。(蔡金燕) 

(二)使用者滿意圖書互借但不滿意文獻複印 

館員參與者表示圖書互借，使用者大多都滿意借來的圖書品質，但是對傳遞

的速度有些不滿意。在文獻複印服務品質，使用者較不滿意，會覺得掃描不清晰、

歪掉、或是有缺頁的情狀；尤其是圖片與彩色圖片問題更多。目前五大學圖書館

館際互借文獻傳遞許多使用 Arial，掃描成果清晰度較為不佳，因此常會讓使用

28 
 



者在獲取複印資料不滿意。但臺灣目前因著作權法限制，無法使用電子檔傳遞館

際互借資料。 

ariel 弄出來的東西，有時候會掃描不清楚、歪掉，或者是說缺頁(黑掉、彩

色)，圖片的地方，而且我們收圖片會有問題，就是他檔案都很大，收不下來，

或是我們的印表機沒有那麼好，那讀者就會抱怨。(曾苓莉) 

(ariel 掃描)比較不清楚，他沒有那麼的……就是你印得再好，他都還是會(不

清楚)。……圖書的話相對就會比較滿意，會抱怨頂多就是速度，覺得會什麼

要等這麼多天，常常會來問。(洪玉珠) 

(三)圖書互借成功率高過文獻複印 

關於館際互借成功率，政大館員有統計出在圖書互借成功率大概是 85%，文

獻複印大概是約 69%至 70%之間。而文獻複印不清楚也會影響成功率。 

這邊我們去年來算政大圖書成功率大概是 85%，期刊複印大概是 70%，差一

點，就是六十九點多，當然他有原因，剛剛講的複印都是有關係的，因為有

些印來真的不清楚，他們就沒辦法看。(蔡香美) 

五、使用者對館際互借傳遞速度看法不同 

使用者對於館際互借傳遞速度滿意度不同，有些館滿意，如師大，臺大，政

大；有些館不滿意，如輔大與體大。館員參與者提到圖書館有特別服務，當使用

者很緊急的希望能馬上獲取資料，館員會特別處理，在系統中備註為「急件」，

或是打電話至供應館希望他們可以優先處理該申請件，讓使用者可以更快速拿到

所需資料。 

讀者覺得太慢，他想要加速，他一通電話打來，像我們申請件是讀者一送出，

就打電話來說能不能幫我催一下，就打給你們政大負責館員，所以我們館合

代表人都會有個共識，如果你今天打電話過來請我們幫忙，我們就趕快做那

一件，因為急件，或是在備註裡裡面「急」，我們會優先幫他做。(曾苓莉) 

六、使用者對館際互借費用滿意度因各館政策不同有異 

館員參與者提到各校圖書館使用者對於收費的意見不同，臺大和師大的使用

者認為收費太貴或是不應該收費。政大和輔大的使用者對收費沒有太多意見，因

為政大有提供教師館際互借費用的補助。輔大則是除了使用 NDDS 系統之外，

還有免費 RapidILL 服務，因此使用者可以自行選擇。但歸納發現許多學校使用

者不滿意館際互借收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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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滿意呀！每個都跟我們講說收太貴。(洪玉珠) 

不滿意，不用錢是最好的。(蔡金燕) 

政大都還好，其實是教師在申請，或是研究生來幫教師申請，他們大部分都

比較表示有補助，然後我們學校也有一千塊的，那是我在推廣的時候推的。

(蔡香美) 

其實我們有精算過，你再怎麼樣，多貴，都是不符成本的，如果把館員的薪

水，什麼都拿去算，就像你去年，那個(每頁)其實五、六塊都是不符成本的。

Rapid ILL 可以免費，因為他都是固定的。(曾苓莉) 

七、館際互借替代方案 

館員參與者討論到館際互借服務申請失敗無法提供資料時，使用者會找何種

方式替代，發現使用者會用下列方式取代：借帳號；直接前往館藏地；利用他校

校園網路漫遊取得資源。 

我們很多研究生都是跑去(其他學校，如)臺大上網，因為校園漫遊就可以進

去了，也不用進你們圖書館，只要 IP 在你們裡面，也不用臺大帳號，因為

現在 E-MAIL 各大學都可以漫遊。(曾苓莉) 

八、電子館際互借服務在臺灣很難實行 

有關使用者希望提供電子書或電子期刊館際互借服務，體大館員提到研究生

認為這就是時代的演變，他們很少紙本，都是 PDF，希望可以提供 PDF 檔。館

員也很希望可以提供電子檔的傳遞，但是因為臺灣的著作權法問題，圖書館無法

進行電子的文獻傳遞。也有使用者提出在國外是可以使用電子文獻傳遞，而臺灣

卻不能讓他們覺得很不方便。 

陸、館際互借服務品質與價值 

一、館際互借服務品質的意義與內涵 

本研究為後續館際互借使用問卷調查，而用焦點團體訪談討論館際互借服務

品質與滿意度評量指標。使用者滿意度係指使用者需求與期望的符合程度與使用

者滿意度相似的另一概念是「服務品質」(Service Quality)，楊錦州(2009)定義其

為：「服務提供者所提供給顧客的服務及其提供過程能符合顧客需求，且滿足顧

客期望，讓顧客滿意」。服務品質研究是想要了解使用者使用服務的滿意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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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與其期望的差距，並明確找到哪些服務符合期望與不符合期望。因此將服務品

質研究運用在館際互借服務，進而改善服務可以幫忙診斷與分析。 

研究者依據研究目的，綜合下列參考七篇相關文獻：SERVQL(楊錦洲, 2009)、

Hernon(2010)、Naylor(2008)、 Atwater-Singer(2011)、Fong, Y. S. (1996)、

Weaver-Meyers(1996)、Levene, L. A.(1996)，提出館際互借服務品質指標草案四個

構面：(1)申請服務與地點；(2)館際互借提供資料；(3)館員服務；(4)價值，及其

23 項指標，見表 6、7。本研究綜合文獻相關七構面：可靠性、準確性、回應性、

便利性、館員專業能力、關懷性、有形性，修改為館際互借服務品質三構面草案：

申請服務與地點、館際互借提供資料、館員服務。「申請服務與地點」構面係指

使用者在館際互借申請時所接觸的實體，包括從圖書館網頁找尋館際互借服務，

在館際互借系統 NDDS 提出申請與填寫申請單、查詢聯合目錄以確認申請圖書館，

在圖書館取得館際互借提供資料等。「館際互借提供資料」構面係有關於館際互

借可靠性、準確性、回應性、便利性，所以包括館際互借提供書刊資料的速度、

正確性、書刊資料清晰程度、成功次數、處理速度、取得方便、對我有用。「館

員服務」係指館員具有專業能力可以解決我的問題，並且有禮貌關心我的需求。

「價值」構面係指館際互借對於使用者是否有價值，是否願意繼續使用、與整體

滿意度。 

表 6 館際互借服務品質構面對照表 

SERVQUAL Hernon Levene(1996) Atwater-Singer 本研究 

可靠性 可靠性 

準確性 

申請處理 

可靠性 

傳遞書刊正確 

館員了解作業程

序 

可靠性 

準確性 

館際互

借提供

資料 

回應性 時效性  

便利性 

速度 

傳遞 

傳遞快速 

ILL 書容易取得 

館際互借論文易

用 email 傳遞 

回應性 

便利性 

保證性 館員專業

能力 

館員互動 館員盡力協助 館員專業能

力 

館員服

務 

關懷性 館員禮貌 溝通  關懷性 

有形性 建築接受

度 

 電子館際互借易

填寫 

圖書館網頁易找

到館際互借服務 

有形性 申請服

務與地

點 

  成本 成本   

價值   滿意度 滿意度 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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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L 價值  ILL 價值 

  US18 費用   

  取用政策   

表 7 圖書館館際互借服務品質構面與指標草案 

構面 指標 參考來源 

申請服

務與地

點 

1. 圖書館網頁容易找到館際互借服務 Atwater-Singer(2011), 

2. 館際互借系統容易申請與填寫。  Levene, L. 

A.(1996);Atwater-Singer 

3. 館際互借系統方便好用  

4. 館際互借申請便利符合我的需要  

5. 館際互借聯合目錄容易使用 Atwater-Singer 

6. 我很方便從圖書館服務處取得館際互借圖書

資料 

 

館際互

借提供

資料 

7. 館際互借費用合理 Levene, L. A.(1996); 

Atwater-Singer 

8. 館際互借提供的書刊正確 Levene, L. A.(1996); 

Atwater-Singer 

9. 館際互借提供的書刊傳遞快速 Levene, L. A.(1996) 

10. 館際互借提供的書刊方便取件 

11. 館際互借提供的論文複印或影本清晰符合我

的需求 

Levene, L. A.(1996); 

Naylor (2008) 

12. 館際互借提供的圖書書況良好符合我的需求 Levene, L. A.(1996); 

Naylor (2008) 

13. 館際互借提供的論文電子檔格式與傳遞方式

符合我的需求 

Atwater-Singer 

14. 申請館際互借書刊成功次數符合我的需求  

15. 館際互借提供的圖書對我有用 Naylor (2008) 

16. 館際互借提供的論文對我有用 Naylor (2008) 

館員服

務 

17. 館員即時處理我的問題 Levene, L. A.(1996)  

18. 館員正確地處理我的問題 Levene, L. A.(1996)  

19. 館員有禮貌關心我的需求與問題 SERVQUAL; Hernon 

20. 館員具有專業能力足以解決我的問題 SERVQUAL; Hernon 

21. 館員電話與 Email 與我充份溝通並理解我的

需求 

Levene, L. A.(1996) 

22. 館員熟悉館際互借程序 Atwater-Singer 

價值 23. 我願意繼續使用本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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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館際互借服務對我的研究有價值 Levene, L. A.(1996) 

 25. 整體館際互借滿意度  

二、圖書館館際互借服務品質評鑑與指標 

經過三場焦點團體訪談討論，教師參與者、研究生參與者、館員參與者對館

際互借服務品質構面與指標提出許多意見與建議，本研究歸納如下。 

(一)構面 

教師參與者與研究生參與者對於構面大致同意，構面一與二有 15 人同意，

構面三全體同意。館員參與者提出修改建議，館員建議構面一應改成「服務申請

與地點」或是「服務申請」；構面二則應改成「館際互借資料提供」。 

(二)指標 

有關館際互借服務指標，22 項服務品質指標，3 項價值指標，16 項指標全

體同意，5 項指標 15 人同意，1 項指標 12 人同意，1 項指標有 11 人同意，將予

以刪除。教師參與者認為指標15和16很類似，建議合併或是更明確的說明區別。 

研究生參與者建議：(1)問卷前加說明：可以在問卷一開始先說明國文獻傳

遞目錄的介面系統，也可以加上該系統的介面截圖。(2)定義不清：館際互借書

刊需要明確的定義和說明，否則容易讓使用者產生混淆。(3)合併指標：認為指

標 15 和 16 可以合併為同一個指標；(4)刪除指標：建議可以刪除指標 13，因為

臺灣並未提供電子傳遞服務。(5)館員服務的部分，研究生有提出說她從來沒有

使用到此一服務，所以可以建議問卷增加沒有使用過該服務。(6)價值的部分，

建議可以從館際互借的服務中去肯定圖書館存在的價值。 

館員參與者建議：(1)申請服務與地點的部分，館員建議指標說明應更清晰，

例如：指標 2 至指標 5 均很類似，所以應再把指標說明得更清楚。(2)館際互借

提供資料的部分，建議可以刪除指標 13，因為圖書館館際互借服務並未提供電

子檔的文獻傳遞，並且在此構面中有些指標不清，可以再作調整。(3)館員服務

的部分，建議可以增加一個欄位填寫不知道或是沒有是用過該服務，或是若沒有

使用過該服務就不需要繼續填寫。 

 

 

 
33 

 



表 8 三場焦點團體訪談構面與指標意見統計表 

構

面 
指標 

第一場 

(N=5) 

第二場 

(N=6) 

第三場 

(N=5) 
總計 

構面  

申請服務與地點 5 6 4 15 

館際互借提供資料 5 6 4 15 

館員服務 5 6 5 16 

一、申請服務與地點構面  

1.圖書館網頁容易找到館際互借服務 5 5 4 14 

2.館際互借系統容易申請與填寫。 5 6 5 16 

3.館際互借系統方便好用 5 6 4 15 

4.館際互借申請便利符合我的需要 5 6 5 16 

5.館際互借聯合目錄容易使用 5 6 4 15 

6.我很方便從圖書館服務處取得館際互借圖

書資料 
5 6 4 15 

二、館際互借提供資料構面  

7.館際互借費用合理 5 6 5 16 

8.館際互借提供的書刊正確 5 6 5 16 

9.館際互借提供的書刊傳遞快速 5 6 5 16 

10.館際互借提供的書刊方便取件 4 5 3 12 

11.館際互借提供的論文複印或影本清晰符

合我的需求 
5 6 5 16 

12.館際互借提供的圖書書況良好符合我的

需求 
5 6 5 16 

13.館際互借提供的論文電子檔格式與傳遞

方式符合我的需求 
5 4 2 11 

14.申請館際互借書刊成功次數符合我的需

求 
5 6 4 15 

15.館際互借提供的圖書對我有用 4 6 5 15 

16.館際互借提供的論文對我有用 4 6 5 15 

三、館員服務構面  

17.館員即時處理我的問題 5 6 5 16 

18.館員正確地處理我的問題 5 6 5 16 

19.館員有禮貌關心我的需求與問題 5 6 5 16 

20.館員具有專業能力足以解決我的問題 5 6 5 16 

21.館員電話與 E-mail 與我充份溝通並理解

我的需求 
5 6 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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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館員熟悉館際互借程序 5 6 5 16 

四、館際互借價值構面  

1.我願意繼續使用本服務 5 6 5 16 

2.館際互借服務對我的研究有價值 5 6 5 16 

3.整體館際互借滿意度 5 6 5 16 

表 9 三場焦點團體訪談構面與指標修正意見一覽表 

原構面與指標 修正意見 

構面 

申請服務與地點 (1) 服務申請與地點(蔡金燕) 

(2) 服務申請(曾苓莉) 

館際互借提供資料 建議修改為館際互借資料提供(曾苓莉、蔡金

燕) 

館員服務  

一、申請服務與地點 

1.圖書館網頁容易找到館際互

借服務 

建議改為圖書館網頁容易找到館際互借服務說

明(洪玉珠) 

2.館際互借系統容易申請與填

寫 

1.建議改為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NDDS)服

務容易申請與填寫(鍾雪珍) 

2.指標 2 到指標 4 很類似(蔡金燕) 

3.館際互借系統方便好用 1.建議改為 

(1)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NDDS)服務方便好

用(鍾雪珍) 

(2)館際互借系統易於查詢、了解申請處理進度

(洪玉珠) 

2.指標 2 到指標 4 很類似(蔡金燕) 

4.館際互借申請便利符合我的

需要 
指標 2 到指標 4 很類似(蔡金燕) 

5.館際互借聯合目錄容易使用 建議改為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NDDS)聯合

目錄介面系統容易使用(鍾雪珍) 

6.我很方便從圖書館服務處取

得館際互借圖書資料 

1.題意不清，是指館員服務？(林奕志) 

2.建議改為圖書館服務處方便我取得館際互借

圖書資料(洪玉珠) 

二、館際互借提供資料 

7.館際互借費用合理 修正為： 

(1)費用是否該統一(林奕志) 

(2)各校應統一收費標準(江培瑄) 

35 
 



8.館際互借提供的書刊正確 建議改為館際互借提供的書刊文獻資料正確

(洪玉珠) 

9.館際互借提供的書刊傳遞快

速 
 

10.館際互借提供的書刊方便

取件 
和指標 6 類似 

11.館際互借提供的論文複印

或影本清晰符合我的需求 
 

12.館際互借提供的圖書書況

良好符合我的需求 
 

13.館際互借提供的論文電子

檔格式與傳遞方式符合我的需

求 

建議刪除該指標(鍾雪珍、洪玉珠) 

14.申請館際互借書刊成功次

數符合我的需求 

建議改為申請館際互借書刊成功率符合我的需

求 

15.館際互借提供的圖書對我

有用 
指標 15 和 16 類似，建議可以合併或是更明確

的說明其區別(薩文慧、鍾雪珍) 

16.館際互借提供的論文對我

有用 

1.指標 15 和 16 類似，建議可以合併或是更明

確的說明其區別(薩文慧、鍾雪珍) 

2.建議改成館際互借提供的論文、期刊對我有

用(范芯芸、楊婕) 

三、館員服務 

17.館員即時處理我的問題  

18.館員正確地處理我的問題  

19.館員有禮貌關心我的需求

與問題 
 

20.館員具有專業能力足以解

決我的問題 
 

21.館員電話與 E-mail 與我充

份溝通並理解我的需求 
 

22.館員熟悉館際互借程序 建議改成館員熟悉館際互借流程(蔡香美) 

四、價值 

23.我願意繼續使用本服務  

24.館際互借服務對我的研究

有價值 

建議改為館際互借服務對我的學習與研究有價

值(曾苓莉) 

25.整體館際互借滿意度 
建議改為整體館際互借服務滿意度(鍾雪珍、林

奕志) 

其他建議 建議增加指標 26：我肯定圖書館提供館際互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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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以持續服務使用者為目標(鍾雪珍) 

建議增加一欄位為沒有使用過該服務或不知道

(林奕志、蔡香美、蔡金燕) 

應再詢問基本資料前說明館際互借的定義，也

可以附上 NDDS 系統的截圖(江培瑄) 

本研究綜合16位參與者意見，獲得館際互借服務品質的四構面與25項指標。

將三構面修正為：服務申請、館際互借資料提供、館員服務、價值。22 指標中

刪除原指標 13「館際互借提供的論文電子檔格式與傳遞方式符合我的需求」及

指標 4「館際互借申請便利符合我的需要」，並加入新指標「館際互借系統與本

館線上目錄整合好用」；刪除原指標 6「我很方便從圖書館服務處取得館際互借

圖書資料」，共 20 指標，並保留 3 個價值指標。各指標依參與者意見修訂下表，

服務申請 5 項指標、館際互借提供資料 9 項指標、館員服務 6 項指標、價值 3
項指標。 

表 10 修正後圖書館館際互借服務品質指標 

構面 修正後指標 指標草案 

服務

申請 

1.圖書館網頁容易找到館際互借服

務說明 

1.圖書館網頁容易找到館際互借

服務 

2.館際互借系統容易申請與填寫(如

NDDS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 

2.館際互借系統容易申請與填寫 

3.館際互借系統方便好用 3.館際互借系統方便好用 

4.館際互借系統與本館線上目錄整

合好用 

4.館際互借申請便利符合我的需

要 

5.館際互借聯合目錄容易使用 5.館際互借聯合目錄容易使用 

刪除該指標 
6.我很方便從圖書館服務處取得

館際互借圖書資料 

館際

互借

提供

資料 

6.館際互借費用合理 7.館際互借費用合理 

7.館際互借提供的書刊正確 8.館際互借提供的書刊正確 

8.館際互借提供的書刊傳遞快速 9.館際互借提供的書刊傳遞快速 

9.館際互借提供的書刊資料方便取

件 

10.館際互借提供的書刊方便取件 

10.館際互借獲得的文獻複印或影本

清晰品質良好 

11.館際互借提供的論文複印或影

本清晰符合我的需求 

11.館際互借獲借的圖書書況良好適

合閱讀 

12.館際互借提供的圖書書況良好

符合我的需求 

刪除該指標 13.館際互借提供的論文電子檔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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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與傳遞方式符合我的需求 

12.申請館際互借書刊成功率符合我

的需求 

14.申請館際互借書刊成功次數符

合我的需求 

13.館際互借獲得複印文獻對我有用 15.館際互借提供的論文對我有用 
14.館際互借獲得互借圖書對我有用 16.館際互借提供的圖書對我有用 

館員

服務 

15.館員即時處理我的問題 17.館員即時處理我的問題 

16.館員正確地處理我的問題 18.館員正確地處理我的問題 

17.館員有禮貌關心我的需求與問題 19.館員有禮貌關心我的需求與問

題 

18.館員具有專業能力足以解決我的

問題 

20.館員具有專業能力足以解決我

的問題 

19.館員電話與 Email 與我充份溝通

並理解我的需求 

21.館員電話與 E-mail 與我充份溝

通並理解我的需求 

20.館員熟悉館際互借工作流程 22.館員熟悉館際互借程序 

價值 

21.我願意繼續使用本服務 23.我願意繼續使用本服務 

22.館際互借服務對我的學習與研究

有價值 

24.館際互借服務對我的研究有價

值 

23.整體館際互借滿意度 25.整體館際互借滿意度 

柒、結論 

本研究發現館際互借聯盟出現，對傳統以全國文獻傳遞系統為主的館際互借

服務生態投下若干變數。本研究在館際互借使用行為觀察，涵蓋教師與研究生目

前主要工作任務、館際互借服務使用動機、館際互借服務使用類型、館際互借系

統使用歷程、館際互借服務的速度、成功率、價格、圖書複印取得品質滿意度看

法、館際互借的價值、與館際互借服務品質指標看法，以及館員相關看法，總結

於後。 

(一)館際互借服務使用行為 

教師參與者多是館際互借服務經常使用者，他們使用館際互借動機多為做研

究，做科技部計畫或是準備申請計畫，或是其他研究計畫。研究生參與者多為作

博士或碩士論文而申請館際互借，或擔任助理協助教師。教師申請互借圖書為多，

較少申請文獻複印，少數教師會使用國外館合。研究生多使用文獻複印為主。過

去一年教師使用次數比研究生多，在 3-7 次較多，但較從前申請減少。教師大多

自己申請，也有由助理來申請。教師與研究生均是透過全國文獻傳遞服務 NDDS

系統申請。政大提供教師每年有 1,000 元館際互借補助，這也鼓勵教師使用館際

互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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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對於圖書互借品質傳遞速度、成功率感到滿意。但教師對館際互借系統

不滿意，覺得不好用，未與 OPAC 整合，對於使用者密碼管理更加困難，研究生

較能接受 NDDS 系統，但也不滿密碼管理問題。教師對於文獻複印服務，滿意

傳遞速度與成功率，收費合理，但覺得 Ariel 複印不清楚。研究生參與者對於文

獻複印品質感覺可以接受，成功率、傳遞速度、收費合理制度均可接受。教師與

研究生對館際互借均肯定價值，不可取代，更期望可以使用電子期刊與電子書館

際互借服務。教師與研究生分析對於館際互借服務減少，認為受到代借代還服務、

以及網路上豐富資源影響。館際互借系統不好用是影響館際互借使用主因。但政

大教師獲得館際互借補助是提出使用的原因。 

(二)館員對館際互借服務使用行為的看法 

館員參與者提出近年許多館際互借合作與服務聯盟出現。除了全國文獻傳遞

服務 NDDS，增加 RapidILL 國外館際互借服務、北一區服務學習代借代還、跨

校借書證、虛擬借書證，因此使得 NDDS 系統統計的館際互借數量減少。館員

認為館際互借服務種類增多，建議重新定義館際互借範圍。館員參與者歸納館際

互借減少的原因包括：提供資料庫、網路資料豐富、以及公開取用 OA 資料增加。 

館員參與者發現館際互借教師申請人數比研究生少，因為研究生是以助理工

作請館際互借。館員認為使用者對館際互借使用不滿意原因有：系統不好用、收

費太貴、資料庫與網路資源很多好用。館員自己使用也覺得館際互借系統不好用。

他們觀察使用者對館際互借不滿意：對收費不滿意，對圖書互借品質滿意，但覺

得文獻複印品質不佳，使用者不滿意館際互借服務。館員反應我國限於著作權法，

目前不可能增加資料庫、電子書、電子期刊館際互借服務。 

從本研究探討，發現使用者與館員在館際互借使用看法相似，均體現到館際

互借服務種類多元，而傳統 NDDS 系統使用減少，也同意館際互借系統不好用，

文獻複印品質不好，使用者不滿意收費。使用者都肯定館際互借有價值並有獨特

性。館員認為許多館際互借聯盟出現，應該重新討論館際互借定義與範圍。 

(三)館際互借服務品質指標 

本研究綜合參與者意見，獲得圖書館館際互借服務品質的四構面與 25 項指

標。服務申請構面有 5 項指標，館際互借提供資料構面有 9 項指標，館員服務構

面有 6 項指標，價值構面有 3 項指標。本圖書館館際互借服務品質指標將提供下

一階段圖書館館際互借滿意度與服務品質調查的依據。 

二、研究建議 

1.建議改善館際互借服務系統。由於使用者與館員參與者均一致提出全國文獻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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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服務系統介面不好用、未與各館目錄整合、帳號申請不好用等問題，希望中

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可以邀請合作圖書館與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參考

本研究與使用者、館員意見，改善系統介面與功能。 

2.建議圖書館檢討館際互借服務作業與政策。在館際互借費用政策方面，考慮付

費提供與統一圖書館館際互借收費標準。增加圖書館人力，提升館員服務觀念

與能力。 

3.由於館際互借服務增加許多新的聯盟服務，建議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可

以召開座談會，討論重新定義館際互借服務範圍與作業種類，並研究整合與協

作館際互借服務以利全國北、中、南、東各區館際互借服務作業人力資源，以

增進館合效能，提供使用者滿意的館際互借服務。 

4.建議採用電子書讀者導向採購與美國的需求導向採購模式，應用在館際互借服

務，當使用者申請館際互借時，館員將申請單送交採編組考慮進行圖書採購或

進行電子書採購。 

5.建議圖書館重視館際互借推廣，設計活潑實用的館際互借推廣活動，改善館際

互借網站的好用，整合線上目錄與館際互借申請服務，以提供一站購足好用的

館際互借服務。 

6.圖書館定期進行館際互借滿意度與服務品質調查，以了解使用者滿意度，並了

解使用者不滿意，以求改善，使館際互借符合使用者需求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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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QQML 圖書館研究方法國際研討會：使用者資訊互動新趨勢 

1040608 

一、2015QQML 概覽 

第七屆圖書館質化與量化研究方法國際研討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在優雅美麗的法國巴黎於五月 26-29 日舉行，

地點在市中心的 IUT Université Paris Descartes大學。共有 57國家 224篇論文發表。

本會旨在促進國際間探討圖書館與圖書資訊學研究方法，由希臘學者 Anthi 

Katsirikou 發起，與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會支持。本研討會不僅探討圖書資訊學議題，還涵蓋其他領域，如：創新與經

濟學、管理與行銷、統計與資料分析、資訊科技、人力資源、博物館、檔案館、

專門圖書館等。本年一共舉行四場工作坊，七場主題研討會與十七份海報展覽。

七場研究主題是：書目計量學研究、圖書館管理與評鑑、線上學習評鑑、資訊與

圖書館創新、數位圖書館教育與研究、學校圖書館學、公開取用科學評鑑與圖書

館機運。四場工作坊包括：影片攝影站收集質化資料，資訊尋求行為，圖書館使

用者經驗、圖書館品牌：新機會、新行為、新客戶，以及研究計畫如何募款。 

臺灣有五位學者出席本次會議發表論文，政治大學王梅玲教授發表〈數位時

代臺灣地區圖書館館際互借績效評鑑研究〉、鍾雪珍博士生發表〈Scopus 中公開

取用文獻書目計量分析〉、臺灣大學林奇秀教授發表〈OA 期刊的瓢竊現象探索研

究〉、中興大學羅思嘉教授發表〈圖書資訊學課程協作設計：圖書館員與研究生

合作〉、蘇小鳳教授的〈大學圖書館行動服務評鑑〉，學術成果豐富並受到與會者

關注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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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索使用者資訊互動新趨勢 

網際網路興起與數位科技發達促進圖書館服務與圖書資訊學改變。本次有二

場主題演講，傳達資訊檢索服務轉向「使用者資訊互動服務」的新趨勢。第一場，

國際社會學會總裁希臘學者 Christos H. Skidas 以「資訊與圖書館：新紀元」演講。

他說傳統圖書館以文化典藏為職志，而蒐集許多圖書文獻，所以資訊在圖書館，

在美麗建築物中提供服務。但隨著電子資訊系統發明，圖書館在人們心目中不再

像從前一般的吸引與有價值，而成為國際電子系統的一部分。如今，資訊無所不

在，每個人最重要的事是打開瀏覽器來找資訊，這樣新紀元已經來到，並且引起

圖書館環境的危機。各種社群媒體出現，如部落格、FB、twitter 等。科技研究作

品以指數快速成長，並且供應大學的學生研習；同時也在科學與人文學社群間形

成鴻溝。圖表與數據現今成為重要傳播要素，也受到科技學術群的關注。傳統圖

書館與研究者以保存資訊與研究資料以及教育民眾為主要工作。但圖書館角色面

臨不可知的未來，因為資訊系統的角色不斷擴大，客戶不在圖書館，不在城市、

也不在國家，而是在世界各地使用他的瀏覽器在尋找他的資訊。圖書館不要期待

客戶走進來，而是圖書館要成為國際性具競爭力的電子系統一員，可以走到各地，

可以走向使用者。 

第二場，美國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大學的 Dania Bilal 教授演講〈在資訊檢

索之後：了解青少年整合資訊互動經驗〉。她首先談到青少年是數位住民與 google

世代，其正形塑資訊組織、取用、使用、分享、與創作新範式。青少年的資訊行

為與互動正挑戰研究者、教師、與系統設計師。許多領域均在研究青少年，我們

面臨如何建構「數位時代整合青少年資訊經驗」的挑戰。不論使用圖書館自動化

系統、檢索引擎、資料庫、社群媒體、或數位工具，青少年需求與期望不斷演變，

需要跨界協作研究與整合綜效。青少年不同於成人，他們有自己獨特的資訊需求

與資訊行為。 

Dania 先回顧「使用者資訊互動」(Human Information Interaction)相關研究與方

法，這是一種探討人們如何與資訊互動的新領域，屬於使用者資訊行為的分支，

與資訊系統設計有關。環境形成人與資訊互動，包括：認知、資訊處理、與價值

情感。青少年的資訊互動會依不同階段的認知發展，但均植基前一階段而發展下

階段認知。人與資訊處理主要包括三項績效表現：感知(視覺與聽覺儲存)、認知

(短期記憶與長期記憶)、動機(行動、手、腳、眼，如打字、眼動、使用滑鼠)，

這些資訊處理會隨著青少年發展階段而不同。青少年的資訊世界不同了，從書本、

線上目錄、網際網路、到 google；因而改變檢索取用與互動，包括社群媒體、社

交線上目錄、行動載具。到了 google 時代，青少年研究包括其使用檢索引擎、社

群媒體與線上遊戲。有關收集青少年使用資訊行為資料出現許多新方法，包括：

眼動儀、腦電波儀(Electroencephalography, EEG)、皮膚電阻的感應(Galvanic Skin 

Response，GSR)、功能性磁振造影（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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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a 正與 Google 合作一項新計畫，〈兒童友善檢索引擎畫面：使兒童更易了解

與閱讀 google 查詢結果〉，研究目的是了解兒童如何閱讀與理解檢索引擎結果，

以及如何解釋查詢畫面，主要用眼動儀收集資料以了解兒童在查詢情境脈絡中的

閱讀行為。「使用者資訊互動」是未來發展趨勢，但也遭遇若干挑戰：如資訊檢

索行為的發展、找尋參與者、發展測試工具、父母參與使用經驗實驗室與 google

網頁程式設計等。 

這二場演講指出圖書館面對現今網路與數位時代新發展，重點不在於實體建

築物空間的服務，因為使用者多在網路資訊空間與電子系統中遊走，因此要關注

使用者如何使用資訊系統及其與資訊互動。使用者資訊互動是屬於資訊行為研究

分支，也是未來值得關注與參與的新研究領域。 

三、圖書館管理與評鑑 

圖書資訊評鑑是歷屆 QQML 會議的重要議題，本年度許多學者提出研究，

如 Lymn Wiley 探討人文學、社會科學與科學者的電子書使用與接受，從圖書館

價值探討電子書使用與看法。芬蘭國家圖書館團隊介紹圖書館管理深受經濟影響，

進而比較公開取用資訊與商用資料庫的服務成本。Sebastian Mundt 探討電子資源

使用統計報告的標準化實務。Rodica Volevici 探討數位圖書館對於學生學習行為

影響。Ane Landoy，報告挪威學術圖書館研發績效指標應用在標竿管理評鑑；

Shafiq Ur Rehman 探討使用者評鑑圖書館服務品質；Aggeliki Gianoporlou 探討使用

者對學術圖書館的滿意度評鑑。 

四、LIS 線上學習評鑑研究方法 

許多圖書資訊學校實施線上學習，故線上學習評鑑研究方法探討十分重要，

包括學者對於不同線上形式課程的接受度(如同步與非同步課程)，以及應用在建

立實體與虛擬線上情境時，各種教學法的優缺點。本單元有四篇論文發表，包括：

(1)線上課程學生滿意度與喜好：比較線上碩士學程與其他學程異同。(2)虛擬與

實體連結：評估圖書資訊學學生對線上學程的滿意度。(3) 圖書資訊學同步與非

同步線上課程的評鑑與影響：比較美國與歐盟國家。(4)科學教師對行動科技與遠

距教育資訊服務的態度。 

五、書目計量學 

書目計量學是一種對圖書的評鑑研究，包括紙本圖書與電子書的資訊之統計

分析。近年又出現新書目計量法，如 Altmetrics、網路影響力分析、社群媒體、

科學計量學。本主題研討共有七篇論文發表：(1)柏克萊大學博士論文書目計量與

量化分析。(2) 印度的公共衛生資訊學術貢獻：PubMed 資料庫科學計量研究。(3)

義大利人文學核心期刊書目計量學。(4)巴西科學家的葡萄牙文信函的使用頻次書

3 
 



目計量分析。(5) 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研究的生產力與效率評鑑：義大利圖書資訊

學。(6)圖書出版型態變革。(7)旅遊期刊的書目計量分析。 

六、公開取用科學及其評鑑 

2002 年開始公開取用運動之後，而形成二類資訊資源，商用資訊資源與公

開取用資源。圖書資訊學與高等教育均受到公開取用科學(Open Science)影響。於

是公開取用科學形成並發生影響，圖書館需要因應挑戰與進行公開取用科學評鑑。

本議題有四篇論文發表：(1)公開取用科學對圖書館經濟的影響。(2)芬蘭研究產

出的公開取用資源與商用資源成本的比較。(3)為何大學開放典藏：原住民科學產

出。(4)EUI 圖書館探討決策。 

七、資訊素養 

資訊素養是每位社會公民立足於現今社會需要具備的最重要的技能，是應用

資訊來幫助生活、工作、學習的利器。因之，現代圖書館員最重要的一項任務是

提供資訊素養教育。本次會議也關注這方面的研究，共有五篇論文發表，包括：

從資訊素養觀點以評鑑使用者訓練活動的影響；針對不同目標族群應用使用者中

心的資訊素養電子課程模式；上遊戲應用在資訊素養教學；資訊素養評論觀點討

論；圖書館使用者利用教育評鑑設計研究。 

其中一場演講特具啟發性，Bouderbance  Azzedine 學者報告阿爾及利亞的

Constantine University 大學圖書館進行的利用教育評鑑實驗研究，首先他說到：

「今日成功的館員不在是提供好的館藏；而是回應使用者需求，而提供他們取用

館藏」。而圖書館教育訓練也是如此，應該要回應使用者需求，提供對他們有用

的圖書館利用活動。因此，他們探討如何設計圖書館訓練課程以及評鑑課程。他

們評估圖書館教育課程的目的是：(1)對學生有利益；(2)圖書館利用課程是有用

的；(3)評鑑訓練課程的效率。他們的研究提出十項圖書館教育活動評鑑指標：(1)
改善被訓練者能力；(2)學生接受訓練課程後是否增進圖書館使用次數；(3)使用

者易於取用資訊；(4)改進圖書館管理；(5)使用者滿意度；(6)訓練者滿意度；(7)
改善提升更多人力、資料與財務資源；(8)學生學習激勵；(9)改進教學法與學術

成果；(10)提升大學學術聲譽與層級。我國圖書館普遍提供圖書館利用教育與推

廣活動，但缺乏檢討與反省，用評鑑角度檢視使用者參與者是否滿意，以及教育

推廣是否獲得成效是一項重要值得研發的工作。  

八、設計與創新圖書館服務 

2015QQML 研討會出現新研究議題：圖書館創新服務研究，有二場特別的演

講，包括蘇格蘭圖書館的科技創新研究，以及應用設計思考在使用者中心設計圖

書館創新服務研究方法。網路與數位化社會的變遷快速，圖書館是人類文化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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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也是社會變遷的容器，需要配合時代迅速調變以提供人們需要的資訊與服

務。因之，圖書館研究發展可以使圖書館服務更符合使用者期望。目前圖書館研

究發展有二派重要學說，一是「證據式圖書館學」(evidence based librarianship)，
一是「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捷克學者 Ladislava Sucha 在會議提出他們

團隊所提出的「圖書館使用者導向創新的設計思考框架研究」，具體應用。他們

研發一套以使用者為中心的創新設計思考框架研究方法—LibDesign ，主要包括

四大要件：學習、分析、設計、與測試，以及 35 種創意思考研究技巧。他們向

學術圖書館與公共圖書館推廣這套圖書館創新設計思考研究方法，實施步驟是：

(1)以使用者中心定義問題與所知。(2)用 SWOT 技巧來分析結果。(3)設計好的解

決方案。(4)實施新方案後評估使用學習成效。他們在捷克圖書館舉行工作坊，

教授館員「圖書館使用者導向創新的設計思考框架研究」方法以推動設計思考，

創新圖書館服務。 

九、法國圖書館事業 

法國是許多人喜歡旅行造訪的國家，是歐盟最大國家，歐洲第二大國，地理

上，法國有很長海岸線與阿爾卑斯山脈，景觀美麗享有許多美名。目前全國有 6
千多萬人口。在歷史上，法國歷經文藝復興、啟蒙運動與法國大革命等重要事件，

造就了法國人勇於改革、富於創新設計，而形塑其今日卓越與豐富的成果。巴黎

是法國首都，是一座美麗迷人的國際城市，人們給了她許多名字：「光之城」、「設

計之都」、「花都」。1593 年，法國亨利四世皇帝形容巴黎「是值得我們為她祈禱」。

大文豪海明威稱讚她：「是一場流動的饗宴」。 

法國經歷了一千年的時間長河，建設了三種重要的文化記憶之地：檔案館、

博物館、圖書館。法國圖書館事業從二十一世紀以來經歷許多改變：館藏成長、

科技革命、圖書館作業成本提高、全球化效應、使用者數量與類型成長、並向社

會大眾開放。 

法國圖書館源自於中古世紀的神學院的手稿保存工作。1483 年，皇家開始

建立皇室館藏，1560 年，Chateau of Blios 建立一個 Louvre 皇宮圖書館，並發明第

一個分類法。法國是一個勇於創新的國家，開創許多圖書館制度。1521 年，法

蘭西斯一世實施圖書呈繳制度，開創世界圖書館呈繳制度先河，規定出版社要向

國家圖書館呈繳以保存當代出版品。1694 年，法國皇家圖書館第一個用複本與

英國、德國交換圖書，創立交換圖書的先例。迄今，法國圖書館事業發展成六類，

涵蓋市立圖書館、政府圖書館、學校圖書館、學術圖書館、文化部圖書館與專門

圖書館。共有 2,913 所市立圖書館及其 24,200 位館員；99 所政府圖書館，約 10,000

位人員；約 8,000 所學校圖書館，以及 70 餘所大學圖書館，10,000 餘所專門圖

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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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參加大會安排的法國國家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簡

稱 BnF）總館參訪，它目前擁有數個館址，總館主要位於巴黎十三區的密特朗館

址。館藏文獻約三千多萬冊，是四十八個參與歐洲圖書館計劃的國家圖書館之一。

其歷史可上溯至查理五世（1364－1380 年）為收藏歷代王室藏書而建立的國王圖

書館。後經弗朗索瓦一世（1515－1547 年）在楓丹白露重建，稱皇家圖書館， 1792

年更名為國家圖書館。1981 年，密特朗總統提出要建一座「世界第一圖書館」。

他要求：「這座全新的圖書館將涵蓋人類知識的各個學科領域，供所有的人使用，

應用國際上最先進的資訊傳遞技術，能提供遠端查閱和檢索服務並與歐洲其它諸

國建立網路關係。」經議會通過後，1988 年 7 月 14 日法國國慶之際，密特朗總

統親自宣佈建立法蘭西圖書館的消息。1990 年末奠基，法國國家圖書館在希拉

克總統的主持下於 1996 年 12 月 20 日正式開館，並被命名為密特朗圖書館。法

國國家圖書館已有五百多年的歷史，分成兩大部分：新館收藏書籍、雜誌、視聽

製品以及 專業資料等；舊館珍藏著手稿、版畫、照片、地圖冊、錢幣、各類獎

章、演出道具和音樂資料等。 

法國國家圖書館有 207,000 平方公尺面積，由四座像巨大圖書展開的建築群

組成，館藏三千萬冊件，包括 1,400 萬種圖書與各種類型館藏資源，與 2,700 位

館員服務。該館願景有二：(1)蒐尋、保存與編目館藏。藉由呈繳制度與徵集館藏

與編目典藏館藏來實踐。(2)提供全世界使用館藏，並將館藏數位化與提供研究與

合作。雖然該館建築物已有二十年歷史，但外觀與氛圍美麗引人，主要秉持下列

六項建築設計理念：永恆無時間性建築；風格經典而不傳統；提供新的圖書館東

邊入口，一座實用圖書館；舒適而合理的內部空間設計；一座花園；一座高塔；

形成寬大又親密空間。雖然法國國家圖書館占地 20 萬平方公尺空間，超高挑空

設計與四處設置各式各樣舒適座椅，使人流連忘返，不忍離開。雖然國家圖書館

的圖書不外借，但他們設計了十個美麗的專科圖書室空間，舒適與時尚，涵蓋：

A 視聽室；B 媒體與報紙室；C 科學與技術室；D 法律、經濟與政治室；E 書目

研究與圖書館學室；F 藝術室；G 外國文學室；H 法國文學室；I 青少年文學室；

J 哲學、歷史、人文學室。 

有關法國圖書館事業的報導很少出現在現代圖書館學文獻，本次研討會也很

少看見法國學者出席。猜想或許法文是法國圖書館事業通往世界的障礙。在國際

舞台我們經常看見法國的時尚、設計、與創新的卓越表現。但很可惜地，郤因法

國語言與語文的隔閡，使人們看到的法國圖書館事業如同罩了一層薄紗，模模糊

糊，看不清楚真實面貌。 

十、法國圖書館資訊學研究與教育 

法國在近代圖書資訊學教育發展與一般國家不同，其稱之為「資訊科學

(Information Science)」或「資訊與通訊科學」(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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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但在十九世紀時，法國的圖書館學觀念卻領先各國，並早於美國杜威

設立第一所圖書館學校之前。現今存在的第一本最早的圖書館相關圖書， 即為

法國學者 Gabriel Naude 在 1627 年著作的《Advis pour clresser une bibliotheque》
(圖書館建設的建言)，他是有名的目錄學家與歷史學家；並被紅衣主教任命在巴

黎建立 Bibliotheque Mazarine 圖書館。自此，法國的圖書館教育實施師徒制與個

人實務學習。 

歐洲的圖書館教育發展最早是 1864 年的奧地利，1869 年的法國，1877 年的

英國，但都僅是鬆散與隨機開設課程。法國第一個圖書館課程是在1821年的Ecole 
Nationale de Chartre 開設，但是附屬於歷史研究中，畢業生獲得檔案學文憑，可

以獲得圖書館員與檔案館員工作。1850 年以後法國 Bibliotheque Nationale 館長

僱用了許多 Ecole Nationale de Chartre 培養的畢業生到館工作，主要從事編目工

作，Leopold Delisle 館長是第一個強調「圖書館專業訓練具有技術特質」的專家，

而師徒制是圖書館的重要管理與領導方法，他重視書目學與圖書館學是科學，需

要時常精進。1897 年，他領導編製《Catalogue geneal des impremes de la 
bibliotheque》國家書目，成為當時全世界最重要的書目，這些法國革命思想日

後啟發了美國杜威大師。 

法國正規的圖書館教育最早是由美國圖書館學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協助，在 1923年設立第一所圖書館學校 Paris School of Library，但 1929
年關門。1963 年，法國自已成立第一所圖書館學校，Ecole Nationale Superieure des 
Bibliotheque，後來改名為 Ecole Nationale Superieure des Science de I’ Information 
et des Bibliotheque (ENSSIB)，學制為期 1 年。 

但是後來由於法國政府政策的引導而改變圖書館教育方向。自1955年開始，

法國政府訂定科學與技術資訊公共政策，將「資訊科學」視作提升國力的策略政

治工具。1974 年，法國將資訊科學納入資訊與傳播科學(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ciences, ICS)領域。時至今日，法國均以資訊科學稱之，而不談

圖書資訊學。 

法國資訊科學課程結構，主要是資訊科學高級文憑，是在大學接受 2 年技術

教育，第一個學位是由 Institute of Technology(IUT)提供；第一個碩士學位是在 1970
年由 IUT 提供；博士學位是在 1974 年由四所大學提供博士生學位，稱為 
EHESS(Ecole des Han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四所大學是巴黎的 Pierre 
Mendes France University of Grenoble 2， Bordeaux  University, 與 Universities of 
Lyon。法國目前有 14 所資訊科學學校列如附表，提供大學部、高級文憑、碩士

班、與博士班資訊科學教育。 

法國圖書館的研究與教育開創甚早，1627 年已有論著探討圖書館學，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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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9 年開始實行師徒制教育。但近代受到法國政府科技政策影響，發展資訊科

學研究與教育，但不談圖書資訊學，似有缺憾。此外，法國語言不易親近了解，

其出版品難與外界溝通，並未普及。法國人很難吸收外界的新觀念、新資訊、與

新趨勢。時值全球化發展，在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的研究與實務發展中，法國像

是化外之民，孤芳自賞。 

 
學校名稱 系所名稱 

1. Conservatoire National des Arts et 

Métier 

Institut National des Techniques de la 

Documentation (INTD) .Training 

programmes 

2. CRRM, Marseille - Facult des 

Sciences et Techniques de St Jrme 

 

3. E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s 

Sciences de l'Information et des 

Bibliothèques 

 

4. 4.L'Institut National des 

Techniques de la Documentation 

(INTD), o, of the Conservatoire 

National des Arts et Mtiers 

(CNAM 

 

5. LInstitut Universitaire de 

Technologie Grenoble 2 (IUT 2) 

Département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Licence Professionnelle - 

Communication visuelle  

 Licence Professionnelle - 

Biblioth&egraves;ques, 

documentation et archives 

numériques  

 Licence Professionnelle - Littérature 

et documentation pour la jeunesse 

6. Units rgionales de formation 

l'information scientifique et 

technique 

They are, thus, continuing education 

programmes, rather than university 

departments in the normal sense.  

 URFIST de Lyon  

 URFIST de Strasbourg  

 URFIST de Nice - Sciences et 

Techn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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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FIST PACA / 

Droit-conomie-Humanits 

7. Université Charles-de-Gaulle - 

Lille 3 

UFR Information, Documentation, 

Information Scientifique et Technique 

8. Université Michel de Montaigne 

Bordeaux 3 

(1)Institut des sciences de l'information 

et de la communication (ISIC)  

 L'IUP Mtiers de l'Information et de 

la Communication  

 Le DESS en Information et 

Communication des Organisations 

(DESSICO)  

(2)IUT Michel de Montaigne  

 Le ple des Mtiers du livre  

 Licence Professionelle  

 DUT Bibliothèques-Médiathèques  

 DUT Edition Librairie  

Littérature pour la jeunesse en 

bibliothèque-médiathèque 

9. Université Paris I, 

Panthéon-Sorbonne 

Maîtrise de sciences de l'information et 

de la documentation 

10. Université Paris 8 - Vincennes - 

St-Denis 

Spécialité professionnelle 'Gestion de 

l'information et du document' 

11. Université Paris X-Nanterre Médiadix . Mdiadix, is one of twelve Centres de 

formation aux carrires des bibliothques. 

12. Université René Descartes Paris V Licence professionnelle Métiers de 

l'édition, spécialité métiers des 

bibliothèques, de l'édition et du 

commerce du livre 

13. L'Université de Toulouse II Le 

Mirail 

Dpartement Archives et Médiathèque 

14. Université de Tours Licence professionnelle Management de 

l'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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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學圖書館館際互借服務使用行為與服務品質研究]本研究旨在探討我國

大學教師與研究生圖書館館際互借服務使用行為與使用滿意度及價值。圖書

館館際互借服務主要提供使用者在本館找不到所需的圖書資料時，可申請館

際互借，向他館申請借書或影印論文以滿足其資訊需求。從使用者的滿意度

與服務品質評鑑，可了解使用者對館際互借服務的評價，將可以發現圖書館

館際互借服務的價值。服務品質評鑑不僅可以了解使用者對服務滿意度，還

可以具體知道使用者對於各項服務的期望與感知的落差，以為改進方向。本

論文研究目的包括：(1)探討大學教師與研究生館際互借服務使用經驗。(2)

探討圖書館館際互借服務對使用者的價值。(3)探討館員對館際互借服務使用

看法與服務的經驗。(4)探討館際互借服務減少原因以及替代性。(5)探討館際

互借服務品質的意涵與指標。本研究採用焦點團體訪談法，探討圖書館館際

互借服務使用者經驗、服務滿意度與價值、以及服務品質評鑑指標建議。本

研究邀請使用過館合服務的大學教師與研究生以及館際互借館員參與三場焦

點團體訪談，依據訪談進行議題分析及整理，獲致館際互借使用行為，並建

構圖書館館際互借服務品質指標，包括三構面與 20項指標，可為大學圖書館

館際互借服務滿意度與服務品質評鑑參考。 



2.[政治大學圖書館館際互借服務品質與滿意度調查報告]本研究旨在探討政

治大學教師與研究生圖書館館際互借使用滿意度與服務品質看法。圖書館館

際互借服務主要提供使用者在本館找不到所需的圖書資料時，可向他館申請

借書或影印論文以滿足其資訊需求。從使用者的滿意度與服務品質評鑑，可

了解使用者對館際互借服務使用現況與評價，發現館際互借服務的價值。服

務品質評鑑可以從使用者對館際互借服務的期望與感知的落差，以為服務改

進參考。本論文研究目的包括：(1)探討政治大學圖書館館際互借服務對使用

者的價值。(2)探討使用者館際互借服務使用現況。(3)探討使用者對館際互借

服務期望。(4)探討館際互借服務使用滿意度，分析重要性與滿意度的落差，

以提供館際互借服務改善建議。本研究採用的館際互借服務品質評量表包

括：服務申請、資料提供、館員服務三構面及 20項指標，進一步針對政治大

學圖書館進行教師與研究生館際互借滿意度與服務品質問卷調查。研究顯示

圖書館館際互借使用者 235 人，佔 40.5%；教師與研究生認為館際互借服務

重要性李克特量表平均為 4.26，但館際互借服務滿意度只有平均為 3.91，表

示大家認為館際互借服務重要但不滿意，為不優良服務品質。本研究反映政

大圖書館館際互借在服務申請與館際互借資料提供二方面有需要改善地方，

尤其有三項危機服務需要優先改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