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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專題選粹服務是圖書館所提供的一種個人化新知服務，屬於期刊目次服務

所延伸出來的加值服務。在現今電子圖書館盛行「個人化」服務的同時，

專題選粹服務也顯現其重要的角色，因此圖書館在推行之前，有必要先了

解當前實施之概況及使用者的需求。 本研究採用立意抽樣法，以電子郵

件問卷調查法搜集陽明、世新、淡江、海洋、中央、清華、大葉等七所大

學圖書館之專題選粹服務概況資料，以瞭解其作業實施方式及經驗；同時

因為希望圖書館在提供服務時，能重視「使用者觀點」，因此，以國立中

央大學圖書館專題選粹服務的使用者為調查對象，取得 102 份問卷資料，

分析其使用情形、滿意度、需求與建議。 本研究發現受訪的七所大學圖

書館，全面以電子方式施行專題選粹服務，各館的負責單位不一，且未必

將專題選粹服務放在圖書館網頁中。在實施方面：目前各館會做使用人數

或轉檔筆數的定期統計，普遍由一位專業館員負責該項免費服務，皆未執

行使用者調查，並以 e-mail 方式每週傳送一次檢索結果為主，對於檢索結

果，各館都沒有另外存檔或做其它用途；多數圖書館是由讀者自行填寫、

登錄、隨時自行更新興趣檔，館方不會特別檢視讀者所選擇的興趣檔關鍵

用語，而針對實施專題選粹服務的困難因素，以「讀者興趣檔不易訂定」

居首，顯示興趣檔的重要性及困難度。 而在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專題選

粹服務使用者調查結果方面：全體樣本中，男性多於女性的使用者，以

「學生」佔最多數。調查結果顯示：使用者有多元化的新知管道，「圖書

館利用教育」是專題選粹服務的主要得知管道，而使用年資以「兩年以

下」居多，近七成的問卷填答者，表示對於登錄步驟「沒有問題」；而對

登錄步驟遇過的困難因素主要為「輸入檢索條件，例如關鍵詞、相關詞、

同義字」，及「選擇檢索條件與資料來源之邏輯關係」，顯示了讀者興趣

檔並不易訂定，而多數問卷填答者表示「曾發現過不符合」的情形，所幸

近九成的使用者會採取積極的處理方式，如「修改興趣檔」、「詢問同

儕」或「洽詢館方」。另外，近七成的問卷填答者是自行訂定檢索條件

（如關鍵字或作者等）；通常會選用「篇名」、「任何查詢詞」和「類

別、主題」等為主要檢索條件，收到檢索結果時，則主要依據「篇名」、

「摘要」判定是否與主題相關。使用者對其整體服務的滿意度持肯定態

度；在需求調查方面，中大圖書館專題選粹服務的使用者表示：最希望查

詢的語文類型是「英文」；「期刊」是最希望得到資料類型；與圖書館現

行普遍施行的方式一樣，使用者主要希望以 e-mail 方式每週傳送一次檢索

結果。 最後，研究者分別對圖書館及專題選粹服務系統兩方面，提出若

干建議： (一) 圖書館方面：善用電子環境，實施使用者調查；館際合作，

策略聯盟；保存各館實施之歷史沿革及服務成果，以供他館參考；加強各

館服務特色、後續服務；重視新業務的工作分配；加強專題選粹服務的推

廣與行銷；考慮開放使用者對象的限制。 (二) 專題選粹服務系統：增加帳

號、密碼的查詢功能；選擇輸出檢索結果的格式；加強系統的統計功能；



擴建自動索引典；增加電子式的使用者意見調查功能；強化界面管理；重

視系統運作效率；重視回饋機制；重視個人化的發展，協助使用者創新知

識。  

摘

要

(英) 

Selective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SDI) service is a personalized current 

awareness service provided by the library. It is a service extended from Table of 

Content (TOC) services. SDI servic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oday’s 

personalized services in college libraries. This study has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deals with investigating the current status of SDI services in 7 college libraries in 

Taiwan. The second part is a survey of SDI users in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Library. According to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two surveys mentioned above,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reveal that all the libraries surveyed provide electronic SDI 

services; Usually one professional librarian takes charge of the SDI service in each 

library; statistics was done periodically; the retrieved documents were sent to users 

by e-mail every week; no user survey was conducted in any library; most libraries 

let users key in and maintain their interest profiles; librarians did not examine 

users’ key words; and “setting up user interest profiles” is a difficult factor in 

providing SDI services. After analyzing data from 102 questionnaires sent by e-

mail, the user study found that male users are more than female users, students take 

the largest part of the user populatio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are as follows: Most 

SDI users obtained the information of SDI service through library user education; 

most users have take advantage of this service for less than two years; near 70% 

respondents have no problem in entering data; the most revealed problem is 

selecting the keyword and the logical relation between keywords and sources; 90% 

of the respondents would revise interest profile, ask colleague, or ask the librarian to 

solve the problems in using SDI services. Suggestions raised in this study include 

conducting more user studies and more extension services in college libraries; 

improving the promotion of SDI services. Improving the checking function of ID 

and passwords; the selection option of the format of output; improving the statistics 

function of the system; building automatic thesaurus; adding electronic user 

feedback function; improving interface manage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zed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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