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錄

編號 
71 

狀態 NC090FJU00448013 

助教

查核  

索書

號  

學校

名稱 
輔仁大學 

系所

名稱 
圖書資訊學系 

舊系

所名

稱 
 

學號 486106076  

研究

生

(中) 

張賢淑 

研究

生

(英) 

Chang Hsien Shu 

論文

名稱

(中)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圖書館館藏使用研究 

論文

名稱

(英) 

Use Study on the Collection of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Library 

其他

題名  

指導

教授

(中) 

高錦雪教授 

指導

教授

(英) 
 

校內

全文

開放

日期 

 



校外

全文

開放

日期 

 

全文

不開

放理

由 

 

電子

全文

送交

國

圖. 

 

國圖

全文

開放

日

期. 

 

檔案

說明  

電子

全文  

學位

類別 
碩士 

畢業

學年

度 

90 

出版

年  

語文

別 
中文 

關鍵

字

(中) 

使用研究 館藏評鑑 流通分析 館際合作 藝術圖書館 

關鍵

字

(英) 

Use study Collection evaluation Circulation analysis Interlibrary loan Arts library 

摘要

(中) 

摘要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圖書館館藏使用研究 圖書館的經營，以館藏為起

點，以服務讀者為目標，以滿足讀者之需求為終點。換言之，技術服務的

規劃與施行，皆以讀者服務為最終目的。因此，本研究立足於館藏發展的



實務探討，著眼於相關的讀者服務效應。 本研究選擇以國立臺北藝術大

學圖書館為研究對象，希望在瞭解單一圖書館的館藏使用情況之外，也能

提出一些可供國立大學圖書館及單科大學圖書館或藝術相關院校圖書館參

考的資料。本研究試由該館館藏之分布情形，流通情形，及讀者尋求館際

合作之情形，瞭解圖書館館藏被使用狀況，以深入瞭解臺北藝術大學讀者

使用館藏特質，及其是否能滿足讀者之需求。 研究之初，先以文獻分析

法得知藝術圖書館的館藏特色，館藏評估之理論基礎和實施方法之根據。

而後以個案研究法蒐集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之流通記錄、館藏記錄，試圖深

入研究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各館藏類號、各館藏類型之流通狀況；各館藏類

號、各館藏類型之分布狀況；再求其使用係數和期望使用比率，以瞭解館

藏是否使用過度或使用不足。其後再以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之館際互借申請

單加以統計分析，瞭解尚有哪些館藏類型或館藏類號尚未能滿足讀者需

求，而有待加強？最後，綜合流通記錄與館際互借申請單之統計分析，探

究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圖書館該如何建立一較健全、滿足讀者需求的館藏。 

研究結果所得結論如下：（一）、教學方式與學校課程安排，會影響圖書

館之館藏使用，（二）、資料內容及資料媒體品質的優劣，常影響讀者的

借閱意願，（三）、資料使用方式會影響讀者借閱之意願，（四）、資料

媒體之演變，也是影響館藏量及借閱量重要之因素，（五）、閱讀本國語

言圖書資料的習慣，影響館藏資料所用語文，（六）、單科大學應對直接

相關學科之資料加強館藏之深度與廣度，以符合使用需求，（七）、圖書

館應建立能平衡各類科、各語文別、各類型資料的選購圖書資料機制或方

式，以符社群所需，（八）、圖書館應建立視聽中心提供讀者視聽空間及

設備，以因應資訊科技所帶來的使用型態變革。 希望由國立臺北藝術大

學圖書館的經驗，瞭解藝術類型大學圖書館館藏之使用情形、讀者使用館

藏之特質、資料媒體演變與使用方法與館藏使用現象之關係，及其他影響

館藏使用現象之因素。探尋出可作為藝術類型大學圖書館館藏規劃與發展

之參考。 關鍵字：使用研究；館藏評鑑；流通分析；館際合作；藝術圖

書館 論文總頁數：159 頁  

摘要

(英) 

Abstract Use Study on the Collection of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Library Library management starts with collection building while aiming at public 

services of all kinds. In other words, the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technical 

services should take public services as the ultimate goal. Hence, this study takes the 

standpoint on the practical base for collection development, while keeping an eye on 

the relevant effects in terms of public services. This study endeavors to use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Library as a sample for promoting wider and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libraries of national universities, specific-subject oriente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s, and/or special libraries in the art-related subject fields. 

This study was designated to have a close look into the structure of the 

collection?the status of circulation?and the phenomena of inter-library loan, in order 

to see how does the collection satisfy its users, and what are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se pattern by the users of this library. At first, analysis of 

relevant literature was used to get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for the 

survey and evaluation of art library collections. Case study approach was then used, 

with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Library as the object, by way of 



gathering such information as its circulation data analysis and collection records, for 

the sake of further studies in the structure of library collection (in terms of 

classification of materials in this library ) and library circulation (in terms of the 

types of materials circulated). Calculated use factors and expect use rate were used , 

then, to see whether the collection was overused or underused, and if the collection 

is ample and satisfactory to the users, as well as how should that library improve its 

collection. The result is expected not only to be of significance to the case studied 

(namely, the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Library ), but also of 

considerable reference value to the special libraries and university libraries of 

similar nature. Key words Use study. Collection evaluation. Circulation analysis. 

Interlibrary loan. Arts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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