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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圖書館 

106 年讀者滿意度暨服務品質問卷調查讀者開放意見處理情形一覽表 

一、 圖書館人員 

編號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1 
提升館員、志工圖書館服務

專業度。  

一般讀者服務方面：本館已安排服務禮儀與知

能教育訓練，使櫃檯館員、志工、保全皆能瞭解本

館各項服務規定、館內活動資訊，並加強圖書上架

尋書、櫃檯流通服務等業務訓練。此外，亦印製工

作職掌與電話分機表，以利第 1 線服務人員隨時聯

繫相關人員，即時提供正確資訊與服務。 

臺灣學服務方面：本館臺灣學研究中心有具日

文與臺灣史專業的館員，可支援讀者於查詢資源及

教學研究上的需求。櫃臺人員則是持續參與本館舉

辦之電子資源課程與臺灣學系列講座，並且熟悉使

用各館臺灣學電子資源，以提供讀者專業的服務。 

2 
館員、志工與保全之服務態

度應更親切溫和。 

本館已督促全館人員應時時注意服務禮儀，並

規劃辦理相關訓練課程，期使全館人員均能以溫和

的語調、親切態度服務讀者。 

二、 圖書館館藏資源 

編號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１ 
加速圖書資料採購與上架速

度。 

本館圖書採購，主要係分批次大量採購入館。

每次採購均需總校加工後，方能上架供讀者查檢、

使用，需有一定之作業時間。 

為縮短讀者對熱門議題、暢銷、得獎圖書之等

待時間，每月另透過閱選訂購及專案小額採購方

式，精選優質圖書快速採購入館、編目上架，以即

時滿足讀者閱讀需求。 

２ 
增加館藏圖書、期刊、報紙

種類及數量。 

本館近 2 年大幅增加各類型圖書資源採購預

算，每年新增館藏量均達 4 萬冊/件以上，平均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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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有 3,000 冊以上新書上架。如查有本館未及採購

之優質圖書資料，歡迎讀者薦購。 

另逐年增加報紙採購預算，並依報紙借閱熱門

程度，調整報紙訂構之種類及數量；除紙本外，每

年亦訂購聯合知識庫原版報紙資料庫公播版供讀

者線上使用。 

期刊為連續性刊出版品，有長期訂閱典藏考

量，採購需衡酌館藏學科主題平衡、讀者多元閱讀

需求等因素。基於圖書採購經費有效運用，實無法

一一滿足每位讀者，建議讀者可明確就所需圖書、

期刊、報紙提出薦購需求，供本館採購評估參考。 

３ 
圖書館圖書種類應更多元且

均衡。  

為使有限之圖書採購經費獲致最有效運用，本

館圖書採購向以著重多元語文及學科主題均衡發

展，並符合多數讀者閱讀需求為原則。 

然而，某些特定主題之圖書數量不多，係因臺

灣出版市場該類圖書出版量較少，若有新出版之該

類圖書，本館均會採購。惟本館讀者眾多，無法針

對特定語文或特定學科主題全面性、多元化大量採

購，如有優質圖書，歡迎讀者推薦，本館將視預算

許可情形審酌採購。 

4 
增購電子資源，提供館外連

線使用。 

考量讀者需求與經費額度，本館已逐年增加電

子書採購金額 (每年採購經費至少 300 萬元)，館

藏總量亦高達 8,800 餘種。 

近年採購之電子資源皆以可提供館外連線使

用及符合多載具、可離線使用者為優先考量。 

未來將持續依讀者使用情況及需求，適度增加

電子資源採購經費及數量。 

5 增購新書、熱門圖書。 

本館每年新增館藏量均達 4萬冊/件以上(每月

平均 3,000 冊以上新書上架)，惟因新書使用人數

多，許多新書一上架立即被讀者外借、預約，較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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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有本館新書較少之誤解。建議讀者可多加利用本

館館藏查詢系統「新書資訊」通報功能或至 2、3

樓書庫新書展示區瀏覽每月上架新書，即時掌握新

書入藏資訊，借閱、預約新書。 

本館除已針對熱門議題、得獎、暢銷圖書增加

複本採購量外，107 年起亦針對預約數較多之圖

書，定期評估增購複本，以提供讀者借閱使用。 

6 
提升視聽資料之新穎度、數

量與類別。 

本館視聽資料係採取分批大量採購，並視讀者

需求與影片發行狀況，及時增加零星採購之次數與

數量，適時補充上架新片，每年館藏成長量超過千

片。 

實際上，廠商也多反映目前市面上所發行最新

的視聽資料本館幾乎都已採購。如查有本館未及採

購之優質視聽資料，也歡迎讀者薦購。 

由於讀者對於新片之需求較高，使新片常被外

借使用不在架上。本館將定期放置新片訊息於入口

網供讀者參閱、預約喜好之視聽資源。 

另一方面，本館已要求館員在視聽資料上架前

先檢查，如有故障或損壞應妥為處理；若讀者於使

用本館服務時，發現有無法播放之視聽資料，可直

接向本館館員反映，我們會儘速修復、更換該視聽

資料。 

7 
改善圖書逾期不還，以及未

外借卻找不到書之情形。 

對逾期未歸還之圖書，本館除了定期以電子郵

件、簡訊催還外，館員每週皆針對有讀者預約之逾

期圖書清單進行電話催還，以提醒尚未還書之讀者

儘速歸還。對於逾期未還書者亦依本館閱覽服務規

定予以停權或罰款。另，本館已定期確認館藏借閱

情形，加購熱門預約、長期逾期未還，以及借閱遺

失圖書，惟須圖書仍有出版前提下方能購入。 

8 汰換過於破舊、不潔之圖書。 本館已於 106完成西文區破舊且 10年內無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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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記錄圖書之移架、除塵，並將零借閱率之館藏移

往密集書庫。107 年將優先汰換陳舊已失時效電腦

資訊類書籍與破損小說，以常保館藏之新穎度。 

三、 圖書館服務 

編號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1 延長開館時間並於周一開館。 

為提供讀者安全舒適之閱覽環境及良好的服

務品質，本館於每周一休館日進行設備維護保養、

館舍清潔、修繕工程等重要的後勤工作，故休館日

有其必要性。至於延長開館時間涉及人力、資金成

本，人員安全及服務效益等因素，目前尚難全面實

行。惟為服務讀者，本館於考季時將自修室開放時

間延 2 小時（開館前後各延長 1 小時）。 

2 
周一休館日，開放圖書館大廳

通道，以利民眾通行。 

本館於周一休館日進行設備維護保養、館舍加

強清潔、打蠟、修繕工程等，考量讀者安全及管理

等因素，以全面閉館為宜。 

3 
開放參考書、工具書、期刊外

借。 

本館期刊不論訂購或贈送通常每種只有 1

份，而期刊室閱覽區讀者眾多，如開放外借，讀者

將會面臨無刊物可看之情形，故請在館內閱覽。 

至於參考書、工具書因複本有限，為避免有研

究或資料參考需求的讀者，無法及時尋獲所需館

藏，參考書仍以館內閱覽為主。 

4 增加圖書資料外借冊/件數。 

已於 106 年 9 月提高各種借閱證之借閱額

度。例如個人借閱證可借圖書由 10 冊增加至 20

冊，可借資料由 3 件增加至 5 件；家庭借閱證可借

閱之視聽資料，則由 5 件增加至 10 件；白金卡借

閱證可借圖書由 20 冊增加至 30 冊，可借資料由 3

件增加至 5 件，歡迎讀者多多借閱。 

5 
增加圖書借閱天數及續借次

數。 

考量讀者大量閱讀之需求，本館已於 106 年

修訂閱覽服務規定，提高各種借閱證之借閱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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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本館館藏有限，且圖書續借後借期可長達 60

天，考量其他讀者權益及館藏流通速度，不宜再增

加借閱天數與續借次數。 

6 
縮短多人預約之熱門圖書借閱

時間。 

本館已按月增購熱門預約書，並規劃於 107

年 5 月 15 日起試辦縮短熱門圖書借閱天數（預約

人數多且讀者等候時間長之圖書，借閱時間由 30

天調整為 14 天），以加速預約書籍之流通。 

7 
與其他圖書館合作，提供跨館

借書服務。 

本館將參考北市圖、新北市圖與基隆市跨縣市

合作借書之經驗，並評估所需之人力、資金、系統

介接及相關技術，如可行，再進一步規劃合作計畫。 

8 
開放以健保卡辦理借閱證，或

將借閱證併於健保卡中。 

因健保卡並未顯示個人戶籍地址等相關資

料，部分卡片亦未有照片或照片模糊，無法證明為

本人證件，為免引起借閱糾紛，影響讀者權益，目

前尚無法取代身分證、駕照、戶口名簿正本等證件。 

本館規劃於 107 年下半年提供「行動借閱證」

服務，屆時讀者持手機，即可借閱圖書資料、領取

預約書，以及使用館內各項設備，不必再攜帶借閱

證。 

9 
增設自助還書機，以便讀者還

書。 

本館於館前門左側設置有 1 臺自助還書機，以

目前的使用量觀之，尚足以滿足讀者還書之需求。

而自助還書機採購金額動輒數百萬元，且需有足夠

空間方能容納，故目前暫緩增設，若將來有需要時

再增購。 

10 
妥善保養自助借書機，詳列操

作方式，以利讀者使用。 

自助借書機均定期維護保養並隨時巡視運作

情形，如有故障，館員會及時排除，若無法自行修

復，亦於在第一時間報修。 

此外，借書機之操作方式亦以圖示顯示於螢幕

及桌面。同時，本館已要求館員隨時注意，如遇有

讀者於借書機前徘徊者，應主動趨前提供協助及操

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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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改善電腦軟硬體設備，增加電

腦數量。  

本館於 106 年 11月全面汰換 1樓資訊檢索區

電腦，並在 107 年 1 月更新電腦座位登記管理系

統，電腦速度過慢的情形已改善。 

若讀者於使用電腦的過程中，有無法操作或其

他電腦問題，歡迎直接向本館館員反映，館員會儘

速協助排除問題或做適當之處理。 

此外，107 年下半年本館將在樂齡資源區、多

元文化資源區及期刊室增加電腦數量，方便讀者利

用。 

12 
改善圖書館網站、館藏查詢系

統。 

本館已於 107 年規劃自動化系統升級與館藏

查詢網站響應式網頁設計(RWD)，可支援個人電

腦、平板電腦及手機等多種設備使用，預計 107

年 10 月完成，以提供更符合讀者使用習慣，且易

於使用本館各項服務之網站。 

13 
加速網路連線速度，擴增 WIFI

訊號範圍。 

本館網路對外頻寬已提升至 300M。無線網路

訊號範圍已涵蓋全館區域，單一裝置頻寬從 5M 提

升至 7M，瀏覽影音網站已足夠使用。至於本館網

路偶爾斷線問題，密切追蹤處理中。 

14 

研發圖書館 APP，以便讀者借

還書、預約還書提醒、預約座

位。 

本館已規劃開發館藏查詢 RWD 介面，供讀者

以各種載具使用本館服務，可達與 APP 相同之方

便性。 

15 
圖書擺放位置應正確，避免無

法尋獲所需圖書之情事。 

本館派有專人專責讀架與順架作業，凡發現圖

書排列位置有誤，即調整至正確位置。如查找圖書

未獲者，會即時修正系統資訊，並持續尋書。 

若讀者無法找到需求的館藏，歡迎利用本館圖

書協尋服務，館員會即刻為讀者尋書。 

16 館藏分類應更細緻精確。 

本館中外文館藏已由專業編目館員就圖書主

題內容，分別依中文圖書分類法及杜威十進分類法

妥適分類編目。若圖書分類過於細瑣，反而不便尋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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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明訂公告圖書館開館排隊規

則，以避免讀者無所適從之情

形 

開館前排隊規則張貼於館前門左側公布欄與

本館網頁（讀者服務→自修排隊及使用須知），歡

迎參閱。另本館將於 107 年加強服務人員在職訓

練，要求保全人員悉依自修室使用規定辦理相關工

作。 

18 
改善閱覽區、自修室佔位問

題。 

本館保全人員悉依本館閱覽區、自修室使用規

定辦理相關工作。保全人員已加強巡場，發現有惡

意佔位情況，則進行勸導，並開立勸導單貼在離席

者座位。因本館人力有限，讀者亦可向櫃臺人員索

取閱覽室座位管理單，離座超過 60 分鐘之讀者會

被取消座位使用資格。在自修室離座超過 90 分鐘

之讀者，將由系統自動取消座位。 

19 
確實控管讀者於館內飲食、喧

嘩問題。 

本館保全人員、駐警衛、志工與館員巡邏時發

現讀者有飲食、喧嘩等違規或影響他人使用權益的

行為，皆會及時勸導並提醒讀者務必遵守規定。 

20 
加強環境清潔、除蟲，改善廁

所通風、整潔問題。 

本館已督促委外清潔廠商加強每日清潔作

業。並定期在休館日、閉館期間，於蟑螂易出沒之

處適度噴灑殺蟑藥劑，防止蟑螂滋生。此外，本館

每季均以藥劑清洗消毒各樓層地毯，每半年施作病

媒蚊防治消毒作業。 

至於廁所因使用量大，或民眾使用習慣不當，

造成廁所髒亂情形，本館委外清潔廠商已提高清潔

頻率，並檢查廁所排氣狀況及調整沖水量，以提供

民眾乾淨舒適之如廁環境。 

21 
適時調整圖書館空調，維持舒

適宜人之溫度與空氣品質。 

本館中央空調以電腦設定，全館溫度設定在

26~28℃之間，並開啟外氣風門及啟動各閱覽區壁

扇設施以調節室內溫度；另有專人每日監控各區域

溫度，並適時調整至適合之溫度。 

部分閱覽區出風口下方冷氣過強之問題，會派

員觀察測試後改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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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圖書館環境與設施 

編號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1 增加閱覽區、自修室座位。 

本館各閱覽空間及自修室之閱覽席位已飽

和，若再增加座位，會影響空間舒適度與安全動

線，故無法再增加座位。 

2 
增加可使用筆電/附插座之座

位。 

本館各閱覽區及自修室筆電使用數量及插座

數量等設施設備係整體考量現場管線配置現況，與

部分讀者對寧境閱覽環境之需求，故目前無法再大

量增加筆電區及自由使用插座座位。惟為方便讀者

使用筆電，107 年下半年將在 1 樓筆電區再增加 5

席筆電座位；若有充電需求，可至本館 1 樓資訊檢

索區充電。 

3 汰換過舊、不舒適之桌椅。 

本館人員定期巡檢閱覽桌椅，若有損壞故障，

會即時修繕。另，自修室採用易於清潔之木製閱覽

椅，係為整體環境衛生考量，且閱覽桌椅皆有其使

用年限，為節省資源，故暫時無法更新。 

4 各閱覽區域燈光不足。 

1.將排程檢測各樓層閱覽區域燈光，如有不足，依

照度標準改善；各樓層閱讀座位均有加裝照明設

備，讀者可視需要自行開啟。 

2.經實測，自修室座位照度皆達 400 ~600LUX 以

上，已符合一般閱讀所需照度 200~750 LUX)。 

3.本館將編列經費逐年汰換讀者區燈具為 LED 省

電燈具，同時檢討燈具數量並調整位置，以符合

CNS 標準照度，節省用電量。 

5 增設廁所。 

本館各樓層空間之配置，皆以閱覽用途、使用

人數、動線等因素進行整體規劃，目前各空間已達

最大使用容量，無法再增設廁所。未來有機會進行

空間整修時，將列入考慮。 

6 增設停車位。 本館停車場之停車格數量係依相關停車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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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倍計算所規劃設計，惟使用者眾，部分尖峰時段

車位略顯不足。民眾於圖書館周邊若有停車需求，

建議洽請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於路外增設停車位。 

7 增設什項設施。 
本館將依讀者需求，通盤研議辦理消毒櫃、愛

心傘區、手機翻拍架等設施之增設。 

8 

改善圖書館影印、列印服

務，例如透過影印卡即可列

印資料。 

本館於 106 年開發新版電腦使用登記管理系

統時，已將使用影印卡支付列印費之功能納入需

求，惟列印量牽涉影印機廠商之利潤及意願，且系

統開發成本亦過高，目前還無法實施，日後有機會

再改善列印付費方式。 

五、 圖書館活動 

編號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1 加強各類活動之推廣。 

本館藝文活動資訊會主動發送至訂閱之讀者

信箱，並於本館藝文資訊、新北市藝遊、本館入口

網、粉絲頁、合辦單位及身心障礙協會之媒體等處

道刊登活動內容；另外，本館各樓層電子看板亦於

開館時間輪播活動訊息。 

2 
辦理更為多元、適合各年齡

層參與的活動。 

本館經常於館內、外辦理展覽、講座、說故事、

電影賞析、研習、書展、閱讀公園等適合親子、青

少年、樂齡、新住民等各年齡層讀者與族群參與之

閱讀推廣活動，詳細活動資訊歡迎參考本館入口網

及粉絲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