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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圖書館的設置，是以服務社區民眾為第一要務，它必須提供配合時代

發展需要的資訊服務給社區民眾繼續教育的機會，面對數位化資訊的蓬勃

發展及使用者對數位化資訊的使用率及普及率日漸攀升，公共圖書館必須



要了解現今讀者於數位化資訊的需求及尋求行為上的改變。 本研究之目

的在探討公共圖書館使用者對圖書館提供電子資源館藏的態度、使用者實

際使用電子資源館藏之情形、以及藉由使用者使用公共圖書館數位化資源

行為及態度之分析，了解公共圖書館在使用者資訊需求及尋求管道所扮演

的角色及地位；並根據研究結果，提出使用者在資訊需求及資訊尋求行為

時所遇到的困難，提供公共圖書館改進服務之參考。 研究結果發現： 1.

圖書館館藏是台北市立圖書館使用者最重要的資訊尋求管道，儘管紙本式

資料類型館藏仍是受訪者最常用的資料類型，但有半數以上的受訪者已經

開始使用電子資源作為資訊尋求的管道，甚至已經很習慣常常利用這些管

道 2.儘管有半數以上的受訪者已經開始使用電子資源作為資訊尋求的管

道，但不同類型的電子資源，受訪者使用意願的差異很大 3.「對電子資源

不了解」是受訪者使用電子資源的最大障礙，尤其是電子資料庫，由於各

家資料庫的介面都不太一樣，查詢方式一大不相同，使用者必須分別學習

各種資料庫的使用方式，是造成受訪者使用意願不高的主因 4.圖書館應在

建置自己的網站，並將圖書館的電腦館藏目錄、電子資料庫、電子期刊、

視訊系統與館外資源結合於同一網際網路平台提供整合服務 5.將近八成的

受訪者都希望圖書館能提供一套可以一次檢索所有館藏資源的檢索系統 6.

近七成的受訪者認為圖書館應提升電子資源館藏的質與量，尤其應優先蒐

集、整理網路資源及加速紙本式資料的電子化 綜合文獻探討及調查結

果，提出若干結論，包括： 1.圖書館在建置或採購電子資源之前，必須先

考量資源內涵是否符合圖書館與使用者需要 2.圖書館應提供一個可以一次

檢索所有館藏資源的檢索系統 3.公共圖書館應加強使用者對電子資源的利

用教育  

摘要

(英) 

Community service is the prime mission of the public library. It must provide up-to-

date information services to the community to facilitate the continuing education of 

the public. In face of the digital information boom and the augmentation of the uses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uses of digital information,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public 

library to understand the needs of modern readers with regard to digital information 

and changes in searching behavior. This research aims at exploring the user’s 

attitude toward library electronic collection resources and the user’s status of 

library electronic collection resource uses; at understanding the role and position of 

the public library in terms of the user’s information needs and search channels 

through analyses of the user’s behavior and attitude in using the digital resources 

of the public library; and at stating the difficulties the user faces in terms of 

information needs and searche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as reference for 

improvements to the public library. Findings of research: 1.Library collec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channel of information search to users of Taipei City Public 

Library. Though paper data collection is still the most-often-used type of data, over 

50% of respondents have started using and even are accustomed to electronic 

resources as channels for information search. 2.Though over 50% of respondents 

have started using electronic resources as channels for information search, there is a 

big difference in willingness to use of users among various kinds of electronic 

resources. 3.‘Lack of understanding’ is the biggest barrier which hinders the 

respondent’s use of electronic resources. Especially when the database interface of 



different public libraries is not quite similar, users are needed to learn the uses of 

individual databases before they can really use them, and that is the cause of the 

user’s unwillingness to use the electronic resources of the public library. 4.The 

public library should integrate the library electronic collection resources, database, 

e-periodicals, video system and links to external resources on the same Internet 

platform while implementing the library website, in order to provide integrated 

services to users. 5.Nearly 80% of respondents hope the public library to provide a 

search engine which enables them to search all library collection resources at one 

time. 6.Nearly 70% of respondents consider that the public library should improve 

both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the library electronic collection resources, with 

priority to the collection and organization of Internet resources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digitization of paper data, in particular. Conclusions from the review of 

literature and research results: 1.The public library must first consider if the 

contents of resources satisfy the needs of both the library and the user before the 

implementation or procurement of electronic resources. 2.The public library should 

provide a search engine, which enables the search of all library collection resources 

at one time. 3.The public library should reinforce the user’s education about the 

use of electronic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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