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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圖書館質性意見追蹤改善 
 

調查日期：2021年 10-12月 

回覆日期：2022年 7月 15日 

回覆人員：賴世烱館長與全體館員 

一、 教師意見 

編

號 
具體建議 追蹤改善說明 

1. 

書籍借閱 

借書規則僵化無法變通，校內人士

有急需時，規定多讓人著急又困擾 

本館依圖書館管理規則提供借閱資料服務，借用規則

並不繁複，請借閱人預留時間至圖書館借書，讓我們

多些溝通，了解彼此立場與需求。 

2. 

資料庫 

1) 可以少買一些論文或書，把錢

拿去買一些各領域(除了衛護

類)SSCI/SCI期刊資料庫 

2) 需新增電子資料庫及全文 

圖書館於每年 5月調查學校各學術單位在各自學術領

域之電子資源資料庫(含 SSCI, SSCI, SCI, SCIE, ESCI, 

EI, A&HCI, THCI, ACI等)之需求，請老師們向各自系

所學院中心提出需求，經學院或中心同意後，提請圖

書館諮詢委員會審議。 

3. 圖書館之影印卡無法報主計室核銷 

圖書館自 105學年度開始使用悠遊卡機器扣款，目前

已不使用影印卡機器，除北護核發之具悠遊卡功能的

教職員證/學生證之外，也可以使用讀者自己的悠遊卡

扣款。 

4. 圖書館的查詢電腦，速度有點慢 

本校電腦依規定需使用五年方可汰舊換新，且因各單

位預算限制，無法年限一到便立即汰換電腦。圖書館

目前最新一批電腦為 106年 09月購置，本館已編列預

算逐年汰換資源檢索區公用電腦，請讀者給予本館汰

換電腦之時間，並持續支持本館。 

 
 

二、 學生意見 

編

號 
具體建議 追蹤改善說明 

1. 

空調 

1) 圖書館有點空氣不流通。圖書

館好熱啊。冷氣可以常開，不

然好悶。圖書館的冷氣可以開

強一點，若是冷氣壞掉請公

告。空氣很悶，冷氣不夠涼。 

2) 夏天正中午死都不開冷氣，還

要學生去反應才開，笑死人。 

1. 圖書館空調全年開放，惟冷氣部分須配合全校節能

政策，夏季 28度以上才會開啟冰水主機。圖書館

教職員生是如同家人和朋友般的一般人，讓我們多

些溝通與同理心，讓悶熱的感覺變成溫暖的感受。 

2. 冷空氣由 B1東側(靠行政大樓)開始傳送，最後送達

三樓圓弧正中(靠操場)，冷氣傳送過程容易被各樓

層風口分散，再加上頂樓及半圓形窗戶那一側面臨

下午西曬，的確容易感覺悶熱，本館已於三樓座位

區裝置多部輕鋼架循環扇，亦已完成頂樓架設太陽

能板工程，有助於頂樓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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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具體建議 追蹤改善說明 

2. 

環境及清潔 

1) 燈太暗了。沒有電梯，燈光

極暗。  

2) 環境有待改善（和其他學校

比）。討論室的整潔度。圖書館

有點臭。研究小間環境有時

有蟲子或垃圾。整潔方面可多

加強，地上蠻多頭髮的甚至還

有乾掉的蟑螂屍體跟小昆蟲的

排泄物。圖書館的清潔可以加

強嗎？二樓三樓的有些個人座

位的窗邊都有小蟲的屍體，有

幾間小組研究室也很髒亂。 

3) 圖書館環境希望能跟新大樓一

起翻新，太舊。 

1. 圖書館於 107年 06月全面更換館內燈座，並於 108

年間加裝公用電腦區檯燈照明 16支、一般閱覽區

檯燈照明 18支，110年 12月一樓亦已建置寰宇閱

覽室，共有 44組桌椅及 44盞獨立燈光，歡迎讀者

多多使用。 

2. 圖書館會加強維護館內清潔，亦請讀者共同維護環

境整潔，若發現髒亂處，請向櫃檯人員反應，以便

及時清潔整理。 

3. 

廁所 

1) 館內洗手間衛生及沖水系統有

待改善。廁所清潔再加強。 

1. 圖書館廁所每日皆有清潔人員按時打掃數次，亦請

使用者共同維護廁所整潔，各樓層洗手間皆貼有清

潔維護專線，讀者若發現髒亂處，可撥打專線或向

櫃檯人員反應，以便及時清潔整理。 

4. 

館藏採購 

1) DVD可以再多一些種類和新片 

2) 語文檢定書可以多一點 

3) 希望進更多書。書不夠多元。

希望有更多教科書的選擇。有

些書已經老舊需要更新。 

4) 希望能多進一些新書（近出版

時間）或者是一些工具書（各

種習慣養成的方法、心理學相

關書籍、怎麼樣學習會比較

好，類似這種解釋的書籍） 

5) 推薦書籍採購流程繁瑣且慢 

6) 希望可以開放讓同學建議圖書

館可以添購哪些書。推薦的圖

書館書少，又沒有跟我們說清

楚怎麼登入，導致使用率不佳 

7) 希望可以有影音設備看電影 

8) 希望可以多一些各類的英文雜

誌、報紙等 

9) 文獻太少尤其是國際期刊 

1. 圖書館館藏資料以支援校內各系所單位師生教學研

究所需之專業圖書資料為主，一般性圖書資料為

輔。目前本館典藏之圖書類型與資源，包括人生哲

學、文史藝術、社會管理及休閒等各類圖書、期

刊、視聽資料、電子資源等。 

2. 圖書館各類館藏由本校教職員生推薦後而採購之，

歡迎本校讀者透過「圖書推薦採訪整合系統」

(http://140.131.94.4/weblink/)推薦圖書/視聽資料，經

系所學院中心同意後進入訂購程序，本館會加快新

書上架之速度。 

3. 本館透過校內及系上活動加強宣導並改善系統操作

頁面，請讀者多加利用「圖書推薦採訪整合系統」

進行圖書薦購。 

4. 館藏採購作業因包含複本查核、書況確認、編目加

工等必要程序。中文書採購入館至少需一個月，西

文書二個月，如讀者急需用書，請預留推薦時程或

提早薦書。當書籍到館後，讀者可提出新到館申

請，館員會優先分編提供薦書者優先借閱。 

5. 圖書館一樓設有視聽欣賞區，提供一至三人觀賞本

館採購之公播版視聽資料，歡迎讀者進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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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具體建議 追蹤改善說明 

10) 能多一點電子雜誌(商業或英文

相關的) 

6. 讀者若有期刊、雜誌、報紙需求歡迎向圖書館提

出，本館人員會轉知推薦者所屬系所學院，各系所

學院同意、且在經費範圍內，本館即可訂購。 

5. 

網頁 

1) 我覺得網頁應該讓學生更好操

作才對 

2) 網頁好古老，建議可以優化一

下視覺，一個超連結連去另一

個超連結，使用起來好亂 

3) 電腦網路超級慢 

4) 資料搜尋可以再簡化嗎? 

5) 網頁系統介面不是很好用（相

較於台北市立圖書館） 

6) 新版網頁內容太多，容易點到

隔壁欄位的資訊 

1. 提出本網頁建議之時間為 2021.10，Rpage 新

網頁已於 2022.5 上線。  

2. 圖書館網頁係由圖書館館長賴世烱主導設

計、館員協助維護網頁。網頁設計之是否便

利和是否美觀有其主觀性及使用者習慣性問

題，若有網頁編輯或連結使用上之想法，請

讀者可直接向館長提出具體建議，寫信給館

長或詢問館員館長在哪裡皆可。讓我們多些

溝通，使圖書館變成更好的地方。  

6. 

電子資源 

1) 建議購買 EMBASE資料庫 

2) 圖書館館藏非常豐富，希望能

進 uptodate的網路查詢資源 

3) 線上圖書館都登不進去，希望

可以出教學之類的 

1. 圖書館於每年 5月調查學校各學術單位在各自學術

領域之電子資源資料庫(含 SSCI, SSCI, SCI, SCIE, 

ESCI, EI, A&HCI, THCI, ACI等)之需求，請讀者向

各自系所學院提出需求，經系所學院同意後，提請

圖書館諮詢委員會審議。 

2. 圖書館提供電子資源影音教學檔案供師生學習利

用，如有任何資料庫操作問題，請擷取您使用中之

電腦畫面寄至本館電子信箱，以便館內同仁即時了

解情況協助處理。 

7. 

影印設備 

1) 彩色影印太貴 

2) 希望影印可增加其他收費方式 

 

1. 影印計價方式是與簽約廠商制定的，目前合約期間

至民國 114年 03月 31日止，彩色影印費用為 A4

及 B4一面 5元、A3一面 10元，請自行斟酌。 

2. 圖書館自 105學年度開始使用悠遊卡機器扣款，目

前已不使用影印卡機器，除北護核發之具悠遊卡功

能的教職員證/學生證之外，也可以使用讀者自己的

悠遊卡扣款。 

8. 

其他硬體設備 

1) 插頭太少 

2) 座位區沙發可再增加 

3) 希望桌椅及電腦能做更新 

1. 圖書館於 110學年度重新配置一樓中央區空間，規

劃全新寰宇閱覽室，增設 44個閱覽座位，每個座

位皆配置桌燈及插座，歡迎讀者進館使用。 

2. 本校電腦依規定需使用五年方可汰舊換新，且因各

單位預算限制，無法年限一到便立即汰換電腦。圖

書館目前最新一批電腦為 106年 09月購置，本館

已編列預算逐年汰換電腦，請讀者給予本館汰換電

腦之時間，並持續支持本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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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具體建議 追蹤改善說明 

9.  

研究小間 

1) 希望可以擴建圖書館，圖書館

太小了，研究小間不夠用 

2) 增加開放予大學部的研究小間 

3) 研究小間太少了，希望能多一

點 

4) 討論室和觀賞室好少間每次都

要搶 

1. 本校圖書館以藏書量(27萬冊)、全校師生總數(5500

人)、及入館使用人數而言，圖書館整棟建築物之規

模並不算太小，但研究小間不夠的確是事實。本館

正在規劃增建研究小間和討論室，請給予本館籌備

增建研究小間和討論室之時間，並持續支持本館。 

2. 各大專校院研究小間設置之目的乃為教師與研究生

學術研究之使用，目前圖書館僅有 9間研究小間，

已開放 4間供大學部有研究需求者使用，其餘 5間

保留予研究生及教師輪流登記使用。 

3. 圖書館討論室共計兩間，為使其發揮最大效益及滿

足讀者使用需求，請依使用人數規定申請借用，並

限使用三小時，冀望共同維護討論室品質。 

10. 

借書期限及數量 

1) 電子資源借閱時間有點少 

2) 預約借書限制時間取書，研究

生大多一週來一天，較無法配

合取書時間就會被取消借閱 

1. 各電子書平台借閱冊數及期限皆不相同，當借閱期

限到期時系統會自動歸還，若閱覽人仍有需求可再

登入平台重新借閱。 

2. 為避免熱門圖書預約久候，影響其他預約者借閱權

利，系統會自動發信通知讀者於期限內取書，如有

特殊需求請洽圖書館櫃檯。 

11. 

圖書外借 

1) 無法先線上預約借閱的書籍，

有點麻煩 

1. 為保障到館讀者優先借閱之權利，館內架上圖書不

提供預約服務，如需用書，請讀者預留借書時間，

或與櫃檯人員討論您的特殊借書需求。 

12. 

開閉館時間 

1) 想問何時可以延長開放時間 

2) 盡快恢復平日開放時間到 22:00 

3) 希望學校有圖書館可 24小時開

放，假日開放時間比照平日上

課日，以便實習中的同學到館

查找資料 

4) 平日開放時間可以晚一點 

5) 希望圖書館在考前幾週可以開

久一點。希望期中考期末考週

可以開放 24小時 

1. 一般正規學期中，圖書館開館時間：週一至週五

0830-2200；週六至週日 0900–1700。 

2. 2022.7.3-9.2，週一至周五開館時間：1000-2000。

2022.9.3-9.11，開館時間：0830-2000。 

3. 提出本開館時間建議之時間為 2021.10，回覆本題

時間為 2022.7，學期中的平日已經恢復開放至晚上

22:00。疫情或將趨緩，9.12 開學後亦會恢復為上

述第 1點之開館時間。 

4. 圖書館櫃台之晚上值班人員，是如同家人、同學、

和朋友的一般人，圖書館每天開到晚上 10點，我

們的這些櫃台同學和朋友便要在晚上 10點半才能

閉館、回家休息。讓我們多些關愛與同理心，讓圖

書館變成校內的溫暖場所。 

13. 

其他 

1) 建議可安排線上學習的課程，

讓在職學生可利用夜間或假日

學習。 

2) 隔音差，有時候一樓櫃檯講話

很大聲 

1. 圖書館不定期舉辦電子資源線上課程，請參考圖書

館網頁公告。另有電子資源影音教學檔案供師生學

習利用。 

2. 櫃檯同仁及工讀生會多注意服務態度及交談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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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具體建議 追蹤改善說明 

3) 希望圖書館內的職員可以不要

隔空講話，保持安靜 

4) 人員服務專業程度待加強 

5) 圖書館服務不積極 

6) 希望擴建增加自修位置 

7) 我覺得看電影的同學聲音有時

很大聲，會影響旁邊看書的人 

8) 視聽資料的觀賞區可以多一些

隱秘性，用灰色隔間 

9) 可與陽明大學合作 

10) 希望能跟其他學校有校際借閱 

11) 資料詢問可否更好些，比如資

料詢問除了告知位置外，能否

告知在館內或已借走 

3. 圖書館於 111年 12月重新配置一樓中央區空間，

規劃全新寰宇閱覽室，增設 44個閱覽座位，歡迎

讀者進館使用。 

4. 圖書館視聽欣賞區空間有限，將協同總務處營繕組

共同討論隔間替代方案。本館日後亦會加強巡視適

時勸導音量過大之讀者。 

5. 有關與其他大學流通圖書資源方面，請可善用本館

網頁上方中間區塊/館際合作中的METACAT+即時

跨館整合查詢，可查詢全國所有大學之圖書藏書。 

6. 本館已於民國 99年加入「八芝連館際合作組織」，

請讀者可持教職員/學生證至北護圖書館櫃檯登記並

外借「陽明大學館際合作證」便可持證自行進出陽

明大學圖書館。除臺大圖書館及八芝連館際合作組

織(共 12校)，也歡迎使用科政中心之全國文獻傳遞

服務系統申請校際借閱。 

7. 圖書館將加強指導讀者利用館藏查詢系統，即可查

詢所需圖書資料之館藏所在位置及借閱狀態。 

14. 

城區部 

1) 城區部搬空。城區部已沒有圖

書館，資源不平等 

2) 希望城區可以一樣有圖書館 

3) 舊校區跟本沒有好嗎 

 

1. 配合全校校園規劃及安排，城區部館藏及服務於

110年 03月已與石牌校本部整併。目前以城區部圖

書代借代還方式，提供城區部師生借還書需求，歡

迎全校師生多加利用。 

2. 除了紙本館藏，圖書館有豐富的電子資源，含電子

書、期刊、資料庫等。本校師生以遠端登入帳號密

碼認證後，可不限時間及地點使用本校電子資源。 

15. 

感謝類  

1) 資源非常多很滿意。服務很棒 

2) 學校圖書館是我最常去也使用最

多的地方，服務態度好，可接納

學生建議 

3) 服務態度優良。用心協助同學 

4) 滿意。非常滿意。還不賴。很

好。很滿意。很滿意。服務很好 

5) 電子資源豐富，非常有幫助 

6) 櫃檯業務嫻熟，態度友善，感謝

櫃檯人員 

7) 圖書期刊豐富，易於尋找資料，

謝謝 

 

1. 感謝您的鼓勵。 

2. 圖書館裡的所有教職員和工讀人員，是如同家人、

同學、和朋友的一般人，讓我們多些溝通、討論、

聊聊天，使圖書館變成一個溫暖快樂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