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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我國縣市圖書館數位參考服務現況之問卷調查我國縣市圖書館數位參考服務現況之問卷調查我國縣市圖書館數位參考服務現況之問卷調查我國縣市圖書館數位參考服務現況之問卷調查 

 

親愛的館員，您好： 

感謝您撥空填答本問卷，本問卷調查之目的在瞭解國內縣市圖書館對於數位參考服務的

推行現況，期望日後能作為圖書館界數位參考服務發展之參考。您的寶貴意見將是本研究成

功關鍵，所填答的資料內容僅供本研究分析使用，不會對外公開，請放心填答。如果您對本

問卷有任何疑問，請與我聯絡。敬請於 2月 20日前回覆。 

 

敬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楊美華 博士 

研究生：毛明雯 敬啟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二月 

聯絡信箱：96155011@nccu.edu.tw 

聯絡電話：0953-049-998 

  

 填答說明： 

� 數位參考服務是指「參考館員利用電腦和網路，以數位化的方式，協助使用者查詢資

訊或回答問題，提供使用者遠端、即時和無時空限制的服務。提供的方式包括電子郵

件、網頁表單、線上交談、視訊參考服務、線上共同瀏覽、知識庫、線上參考資源整

合查詢介面等。」 

� 請依據您的實際情況與想法，在適當的□中打ˇ，除標示「可複選」外，其餘皆為單選。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 圖書館基本資料圖書館基本資料圖書館基本資料圖書館基本資料 

1. 貴館所屬區域？ 

 □(1) 北區 □(2) 中區 □(3) 南區 □(4) 東區 

   

2. 貴館現有館員人數？ 

□(1)  1位 □(2)  2位 □(3)  3位 □(4)  4位 □(5)  5位以上 

 

3. 貴館現有專職參考服務館員人數？ 

□(1)  無    □(2)  1位 □(3)  2位 □(4)  3位 □(5)  4位以上 

 

4. 貴館擁有的數位資源類型？(可複選) 

□(1) 資料庫       □(2) 電子書、電子期刊 

□(3) 影音多媒體(VCD、DVD等)  □(4) 錄音帶、錄影帶 

□(5) 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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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貴館是否已實施數位參考服務？ 

□ 尚未提供 

        貴館不提供數位參考服務原因為何？(可複選) 

  □(1) 人力不足拓展其他服務 

  □(2) 數位參考服務資源不足 

  □(3) 未提供數位參考服務的相關課程 

  □(4) 對於服務中所使用的軟體不熟悉 

  □(5) 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跳至第四部分填答請跳至第四部分填答請跳至第四部分填答請跳至第四部分填答 

 □ 已提供  

      貴館推行數位參考服務的理由？(可複選) 

 □(1) 受其他圖書館推行之影響   

 □(2) 館內資源已具備推行服務之水準 

 □(3) 欲增加圖書館為民眾服務時間 

 □(4) 欲增加參考服務的使用量 

 □(5) 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貴館推行數位參考服務，提供的服務方式為何？(可複選) 

    □(1) 電子郵件    □(2) 網頁表單   □(3) 線上交談 

    □(4) 視訊參考服務  □(5) 線上共同瀏覽 □(6) 知識庫 

    □(7) 線上參考資源整合查詢介面     

 □(8) 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部份第二部份第二部份第二部份 圖圖圖圖書書書書館服務內容館服務內容館服務內容館服務內容 

7. 貴館推行數位參考服務已有多長時間？ 

 □(1) 1年(含未滿 1年)  □(2) 2年  □(3) 3年  □(4) 4年以上 

 

8. 近一年來，數位參考服務的使用量？ 

 □(1) 未統計    □(2) 0～100件  □(3) 101～200件 

 □(4) 201～300件   □(5) 301～400件  □(6) 401件以上 

  

9. 每日施行數位參考服務的高峰期？ 

 □(1) 早上    □(2) 中午   □(3) 下午 

 □(4) 晚上    □(5) 不清楚 

 

10. 每件數位參考服務紀錄所包含內容？(可複選) 

 □(1) 未紀錄    □(2) 使用者性別  □(3) 使用者年齡 

 □(4) 使用時段   □(5) 問題類型  □(6) 參考資料來源 

 □(7) 參考諮詢回覆內容 □(8) 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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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使用者所提出的數位參考諮詢內容大多屬於下列何種問題？(可複選) 

 □(1) 生活資訊   □(2) 休閒娛樂   □(3) 健康醫療 

 □(4) 商業金融   □(5) 電腦網路   □(6) 教育學習 

 □(7) 社會人文    □(8) 課業問題   □(9) 學術研究 

 □(10)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回覆使用者諮詢問題，所運用的形式？(可複選) 

 □(1) 整理於知識庫中回覆 □(2) 電子郵件   □(3) 網頁表單 

 □(4) 即時通訊回覆  □(5) 視訊參考服務回覆  

 □(6) 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部份第三部份第三部份第三部份 圖書館服務政策圖書館服務政策圖書館服務政策圖書館服務政策 

13. 貴館目前制定的數位參考服務政策內容為何？(可複選) 

 □(1) 尚未制定     □(2) 服務內容      □(3) 服務時間 

 □(4) 答詢範圍  □(5) 提供資源類型   □(6) 使用者權益 

 □(7) 施行程序  □(8) 服務倫理(隱私權聲明)  

 □(9) 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 貴館執行數位參考服務的地點？(可複選) 

 □(1)參考諮詢櫃檯  □(2)參考諮詢室   □(3)資訊檢索室   

 □(4)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 貴館每日執行數位參考服務的時數？ 

 □(1) 1 小時(含未滿 1 小時)             □(2) 2 小時      □(3) 4 小時 

 □(4) 4 小時以上               □(5)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 

 

16. 收到使用者數位參考諮詢問題後，回覆答案的期限？ 

 □(1) 即時   □(2) 1 天   □(3) 2 天       □(4) 3~5 天 

 □(4) 依參考問題之難易度而定   □(5)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 

 

17. 貴館推廣與行銷數位參考服務的方式？(可複選) 

 □(1) 傳單   □(2) 海報   □(3) 電子郵件 

 □(4) 報章雜誌  □(5) 口頭宣傳  □(6) 在圖書館活動中推廣 

 □(7) 在圖書館網站首頁加入服務超連結 

 □(8) 圖書館刊物中刊載數位參考服務內容 

 □(9) 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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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第四部份第四部份第四部份 對數位參考服務的看法對數位參考服務的看法對數位參考服務的看法對數位參考服務的看法 

18. 您是否贊成使用即時通訊(MSN、Yahoo即時通)提供數位參考服務？ 

  □ 贊成 [理由為何？(可複選)] 

 □(1)可立即回覆使用者問題 □(2)便利   □(3)無時空限制 

 □(4)費用低廉    □(5)功能豐富強大 □(6)操作簡單、介面友善 

 □(7)可作為行銷數位參考服務的新方式    

 □(8)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不贊成 [理由為何？(可複選)] 

  □(1)無法在短時間內做出完整回應  □(2)無法與使用者進行非口語溝通  

  □(3)使用者須有足夠耐心等待回覆  □(4)資訊安全問題(病毒侵入問題等)  

  □(5)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 您認為數位參考服務的核心能力應包括下列何者？(可複選) 

 □(1)深度了解紙本資源      □(2)深度了解電子資源  

 □(3)進階搜尋技巧的能力        □(4)具備網路運用的相關技能 

 □(5)深度了解目標使用者的特性與行為 □(6)擁有線上參考晤談的專才 

 □(7)能善用資源評鑑指標評鑑參考資源  

 □(8)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 您個人常使用哪些網路服務？(可複選) 

 □(1)電子郵件  □(2)即時通訊     □(3)部落格    □(4)維基百科 

 □(5)照片分享平台 □(6)影音分享平台 □(7)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 

  

21. 您在推行數位參考服務時曾遇過哪些問題？(可複選) 

 □(1)使用者無法清楚表達問題      □(2)使用者不熟悉參考服務流程 

 □(3)您無法清楚回答問題       □(4)使用者需求量大於原先規劃 

 □(5)服務工具的使用困難       □(6)工作時間無法配合  

 □(7)無法負荷數位參考服務的工作量 □(8)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 

 

22. 您覺得影響數位參考服務成效的因素可能有哪些？(可複選) 

 □(1)圖書館設備  □(2)經費多寡  □(3)館員心態 

 □(4)館員知能  □(5)讀者心態  □(6)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 

 

23. 請問您對於數位參考服務有何寶貴建議與看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問卷到此全部結束本問卷到此全部結束本問卷到此全部結束本問卷到此全部結束，，，，煩請您再次檢查是否有遺漏之處煩請您再次檢查是否有遺漏之處煩請您再次檢查是否有遺漏之處煩請您再次檢查是否有遺漏之處。。。。 

再次向您的熱心填答與提供的寶貴意見，致上最誠摯的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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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 「「「「我國縣市圖書館數位參考服務之研究我國縣市圖書館數位參考服務之研究我國縣市圖書館數位參考服務之研究我國縣市圖書館數位參考服務之研究」」」」訪談問題綱要訪談問題綱要訪談問題綱要訪談問題綱要 

 

訪談問題綱要如下： 

一一一一、、、、館員基本資料館員基本資料館員基本資料館員基本資料    

                性別：□男□女 

1. 請問您在圖書館內的所屬單位？全館館員人數多少(包含約聘人員)？ 

2. 請問您從事圖書館相關工作約有多長的時間？以前曾擔任過圖書館哪些職務？ 

3. 請問您本身在館內負責哪些業務？主要業務為何？從事參考服務工作已有多長的時間？ 

4. 可以先談談您對參考服務(含數位參考服務)的認識嗎？ 

    

二二二二、、、、圖書館數位參考服圖書館數位參考服圖書館數位參考服圖書館數位參考服務之現務之現務之現務之現況況況況    

1. 貴館的參考服務(含數位參考服務)包含哪些項目？有哪些單位組別會參與參考服務的工

作呢？ 

2. 貴館在參考服務(含數位參考服務)的施行狀況為何？ 

3. 貴館是否記錄、整理每件參考服務(含數位參考服務)的服務過程？  

4. 貴館在施行參考服務(含數位參考服務)方面，是否制訂相關作業程序？館員對於參考服

務的工作流程是否熟悉？ 

5. 貴館若接到首長信箱(讀者意見)中，內容有關圖書館的問題時，處理程序為何？在這部

分接收到的問題多偏向哪一方面呢？是否進一步整理建立知識庫？ 

6. 貴館是否已進行線上參考資源的相關整理？做法為何？對於網路資源的整理是否有運用

相關的評鑑機制？沒有建立線上參考資源的原因？ 

7. 貴館是否曾面對有關於課程問題(教育學習)方面的諮詢，服務程序為何？您贊成使用數

位的服務方式來回覆讀者這方面的問題嗎？ 

8. 貴館進行參考服務(含數位參考服務)推廣與行銷的情況為何？ 

 

三三三三、、、、圖書館數位參考服務圖書館數位參考服務圖書館數位參考服務圖書館數位參考服務之之之之發展發展發展發展    

1. 貴館的參考服務(含數位參考服務)在推行上遇到哪些困難？面臨的最大問題為何？有哪

些方面需要其他單位共同協助？ 

2. 貴館是否考慮聘請志工(學科專家、退休教師或圖資系所學生)參與參考服務(含數位參考

服務)的工作行列？現有多少位志工？ 

3. 您個人認為貴館以數位化方式進行參考服務，是否有增進參考服務的成效？ 

4. 您個人對於推行數位參考服務的意願與建議為何？ 

5. 貴館是否有意願結合其他類型圖書館(如：鄰近學術圖書館與鄉鎮圖書館等)的資源與人

力，共同合作發展數位參考服務？ 

6. 您個人認為合作數位參考服務如何推行才能夠使參考服務達到更好的成效？ 

7. 未來若推展數位參考服務，您個人會需要哪方面的課程支援？ 

四四四四、、、、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1. 對於本次訪談內容是否有補充說明或其他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