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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參考服務暨文獻傳遞模組

7.1 系統功能

7.1.1 一般需求

(M1) 7.1.1 參考服務暨文獻傳遞模組應包括：一般性參考諮詢、文獻傳

遞服務、期刊目次服務、資訊選粹服務(SDI)、館際互借服
務、讀書會服務、社區服務。應建立之檔案包括：遠距教學

課程檔、常問問題檔、參考服務人才檔、合作館資源檔、轉

介服務檔、館際互借檔、文獻傳遞服務檔、期刊目次服務

檔、讀書會檔、社區資料檔、讀者興趣檔(user profile)、讀者
問題檔、會計檔、價格檔、服務類型代碼檔、常用參考資源

檔。
(M1) 7.1.2 畫面應具親和力，且具備線上輔助功能，並能提示讀者何種

問題應請求那一種服務。
(M1) 7.1.3 各功能應可互相連接及支援，如使用者可在一般參考服務畫

面請求其他服務，並隨時提示參考館員之姓名及聯絡方式，

讓讀者樂於使用。
(O) 7.1.4 一般參考服務應具備線上交談功能，以便進行即時參考諮

商。
(M1) 7.1.5 盡量以選項方式讓讀者填答資料。

7.1.2 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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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作業功能

7.2.1 一般性參考諮詢

(M1) 7.2.1.1 使用者可透過參考諮詢畫面線上輸入問題，說明用途、希望

得到的資料類型、希望的服務類型、回答時限、回覆方式、

通訊住址與方式等基本資料，請參考館員於時限內作答。
(M1) 7.2.1.2 系統可提示館員是否有待回答之參考問題。
(M1) 7.2.1.3 可線上查詢某讀者之問題是否已被處理，及處理方式、時

間、答案等相關資料。
(O) 7.2.1.4 讀者可指定由那位館員回答問題。
(M1) 7.2.1.5 系統於館員回答問題時可自動記錄館員姓名，讓使用者知道

目前由誰解決問題。
(M1) 7.2.1.6 若館員無法回答該問題，系統可將問題線上或離線方式轉介

給合作參考服務館，並可自動追蹤轉介問題是否獲得解決。
(M1) 7.2.1.7 若參考問題乃屬於館際互借、文獻傳遞等服務，系統可自動

將問題轉到該項服務內，以該項服務方式處理並收費。
(M1) 7.2.1.8 參考諮詢介面應可連結本館OPAC、光碟資料庫、合作館等資

源，不必跳離該功能回主畫面查詢。
(M1) 7.2.1.9 系統可依據館員之需求或統計，建立常用參考資源檔，以提

示館員。
(O) 7.2.1.10 系統能提供線上交談功能，讓館員與讀者即時討論相關問

題。
(M1) 7.2.1.11 可連接OPAC查詢結果畫面，讀者可將意見及請求即時提出。
(M1) 7.2.1.12 可依照讀者類型，以權限控制其使用參考服務及文獻傳遞模

組相關功能。
(M1) 7.2.1.13 可儲存讀者之問題與館員之解答，整理為常問問題(FAQ)檔供

讀者瀏覽或查詢。
(M1) 7.2.1.14 系統可線上顯示參考服務人員名單。
(M1) 7.2.1.15 可線上建立參考服務人才資料，包括館內人員、它館參考

員、學者專家等，讓館員能以主題或資料類型等查詢，並作

轉介服務。
(M1) 7.2.1.16 系統可自動查核讀者資料之正確性(與流通之讀者檔核對)及讀

者類別，再提供服務。
(M1) 7.2.1.17 系統可追蹤並記載每一參考問題曾做過之轉介或其他活動。

7.2.2 資訊選粹服務

(M1) 7.2.2.1 可線上輸入、更新讀者興趣檔，並定期地依讀者興趣檔所建

立的主題資料自動查核新到期刊、圖書、光碟，或整批館

藏。
(M2) 7.2.2.2 館員可線上查核系統自動檢索之結果，並以該結果為基礎作

相關回饋檢索。
(M1) 7.2.2.3 可線上或離線將結果定期回覆給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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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 7.2.2.4 系統可提示主題名稱供讀者參考。

7.2.3 期刊目次服務       

(M1) 7.2.3.1 可自動轉入代理商或出版社等所提供的期刊目次。
(M1) 7.2.3.2 可線上輸入期刊目次。
(M1) 7.2.3.3 可線上建立讀者興趣檔，並依據讀者所要求之期刊傳送期刊

目次。
(M1) 7.2.3.4 可線上依刊名、篇名、主題、作者、年代、語言等檢索點查

詢期刊目次檔。
(M1) 7.2.3.5 該期刊若為網路版，系統可直接連結該網路電子期刊。
(M1) 7.2.3.6 除本館所訂之期刊、電子期刊外，系統可線上建立免費之網

路電子期刊書目，並提供讀者連線。
(M1) 7.2.3.7 可線上輸入並顯示各期刊目次服務之價格及收費方式。
(M1) 7.2.3.8 讀者可線上瀏覽期刊名稱並訂購所需之期刊目次，並每年續

訂一次。
(M1) 7.2.3.9 系統可自動列印續訂通知單，以電子郵件或傳統郵件寄給讀

者。

7.2.4 文獻傳遞服務
        

(M1) 7.2.4.1 讀者可線上查詢最新期刊目次、館藏OPAC、光碟資源、合
作館資           源、其他資源(如FirstSearch、Uncover) 、或先
以一般參考諮詢方式請館員代查資源、在徵求使用者的同意

與條件下，申請文獻傳遞服務。
(M1) 7.2.4.2 可以線上或離線方式將文獻傳遞給使用者。
(M1) 7.2.4.3 可線上或離線列印帳單。
(O) 7.2.4.4 讀者可以以整批預付款方式先付整筆費用，系統再按實際使

用情況開給收據，並扣除經費。
(O) 7.2.4.5 可由讀者自行向線上資料庫請求文獻傳遞服務，由圖書館代

收款項(加手續費)，定期統一由圖書館付費。
(M1) 7.2.4.6 只有本館讀者方得利用此功能。

7.2.5 館際互借服務

(M1) 7.2.5.1 僅限本館讀者及有權限之合作館才能夠使用本功能。
(M1) 7.2.5.2 可線上建立合作館基本資料及合作資源，並標明與本館合作

方式及限制。
(M1) 7.2.5.3 外館可利用此畫面線上請求館際合作，自動列印報表及收費

資料。
(M1) 7.2.5.4 可自動按館別、資料類型、讀者別、期刊別等資料統計館外

申請。
(M1) 7.2.5.5 可按讀者身份(如系別、職業別、年齡)、向外請求資料類型、

刊名、題名、館別等統計本館對外需求。
(O) 7.2.5.6 館際互借服務應遵守Z39.50 ILL Profile 規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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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 7.2.5.7 首次申請之合作館填入資料後，資料即可長期使用，但每次

申請時，系統皆會自動顯示該館基本資料，並可隨時更新。
(M1) 7.2.5.8 系統可自動給予各申請館密碼資料，以便線上查驗資料。
(O) 7.2.5.9 館內向外館申請或外館向本館申請可共用同一畫面，但系統

能加以分別，並正確傳送資料給被申請者。
(M1) 7.2.5.10 可匯集館外申請資料，並自動核對本館館藏資料及館藏地，

形成待影印報表。
(M1) 7.2.5.11 可自動通知本館讀者在外館借書狀況;亦可通知外館,該館讀者

在本館借書狀況。

7.2.6 讀書會功能
       

(O) 7.2.6.1 系統可建立讀書會名錄、曾閱讀過之書籍、讀書心得等資

料。
(O) 7.2.6.2 系統可提供線上讀書會的功能﹐讓讀者可在線上交換某書之

讀書心得。
(O) 7.2.6.3 系統可讓圖書館請專家學者線上推薦圖書給讀書會成員。
(O) 7.2.6.4 讀書會相關訊息活動可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讀者。
(O) 7.2.6.5 可串連至網路書店。

7.2.7 社區服務功能
     

(O) 7.2.7.1 系統可讓圖書館就社區熱門話題提供相關參考資訊(全文、多
媒體等資料)

(O) 7.2.7.2 系統可讓圖書館公告社區活動﹐並具存檔統計功能。
(O) 7.2.7.3 系統可讓圖書館設計遠距教學課程﹐使圖書館成為社區資訊

教育中心。

7.2.8 會計功能

(M1) 7.2.8.1 可線上輸入各項服務之收費要求(如依著作權規定)、計帳方
式、付款方式，若有需轉付款者(如館際互借、館外文獻傳遞
服務)，系統可另外記帳。

(M1) 7.2.8.2 可線上按應付款單位(個人)統計各項服務費用，及付帳明細
表，通知付款或轉付款。

(M1) 7.2.8.3 可代收讀者直接作線上資料庫查詢之費用，徵得資料庫單位

同意後由圖書館代收款項，統一付費。
(M1) 7.2.8.4 系統對於具優待條件之讀者可以優待方式計價。

7.2.9 參考服務統計
             

(M1) 7.2.7.1 可按參考服務類型、讀者類型、資料類型等方式統計各類服

務之人數，並以數字或圖形顯示。
(M1) 7.2.7.2 可以線上作會計報表，統計各項費用收費情況，並以數字或

圖形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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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檔案規格     

7.3.1 讀者興趣檔
          

(M1) 7.3.1.1 讀者代碼檔(與流通模組共用)
(M1) 7.3.1.2 讀者基本資料(與流通模組共用，亦可線上鍵入非本館借閱讀

者之資料)
(M1) 7.3.1.3 興趣主題檔
(M1) 7.3.1.4 服務期限

7.3.2 參考服務人才檔
   

(M1) 7.3.2.1 人才類別
(M1) 7.3.2.2 基本資料
(M1) 7.3.2.3 專長主題
(M1) 7.3.2.4 著作

7.3.3 期刊目次服務檔
    

(M1) 7.3.3.1 期刊書目資料(與期刊模組共用)
(M1) 7.3.3.2 期刊目次
(M1) 7.3.3.3 服務價格
(M1) 7.3.3.4 讀者代碼
(M1) 7.3.3.5 訂閱期限
(M1) 7.3.3.6 付費情況

7.3.4 合作館資源檔

(M1) 7.3.4.1 圖書館或資料中心基本資料
(M1) 7.3.4.2 合作方式代碼
(M1) 7.3.4.3 合作資源
(M1) 7.3.4.4 聯絡人

7.3.5 讀者問題檔

(M1) 7.3.5.1 問題內容
(M1) 7.3.5.2 關鍵字或主題
(M1) 7.3.5.3 請求服務類型或代碼
(M1) 7.3.5.4 期望回答之時限
(M1) 7.3.5.5 期望回答之資料類型
(O) 7.3.5.6 指定服務館員代碼
(M1) 7.3.5.7 問題用途
(M1) 7.3.5.8 讀者代碼
(M1) 7.3.5.9 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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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 7.3.5.10 參考文獻
(M1) 7.3.5.11 實際回答館員代碼
(M1) 7.3.5.12 實際回答時間

7.3.6 文獻傳遞服務檔
    

(M1) 7.3.6.1 題名
(M1) 7.3.6.2 文獻出處
(M1) 7.3.6.3 讀者代碼
(M1) 7.3.6.4 傳遞方式代碼
(M1) 7.3.6.5 最高預期服務價格
(M1) 7.3.6.6 希望取得文獻之期限
(M1) 7.3.6.7 得知資訊方式代碼

7.3.7 館際互借檔

(M1) 7.3.7.1 被請求服務館代碼
(M1) 7.3.7.2 申請之期刊刊名等基本資料(含刊名、題名、年代、卷期、頁

次)
(M1) 7.3.7.3 期望服務期限
(M1) 7.3.7.4 申請人
(M1) 7.3.7.5 申請館別基本資料
(M1) 7.3.7.6 傳遞方式代碼
(M1) 7.3.7.7 價格

7.3.8 轉介服務檔
  

(M1) 7.3.8.1 問題代碼
(M1) 7.3.8.2 讀者代碼
(M1) 7.3.8.3 轉介館代碼
(M1) 7.3.8.4 聯絡人
(M1) 7.3.8.5 轉介結果代碼

7.3.9 服務類型代碼檔

(M1) 7.3.9.1 代碼
(M1) 7.3.9.2 服務類型(如線上資料庫查詢、網路資源查詢、光碟資料庫查

詢、特定主題相關資料查詢、即時性參考問題、館際互借服

務、文獻傳遞服務、請求教授線上查詢技能服務等)

7.3.10 會計檔
     

(M1) 7.3.10.1 問題代碼
(M1) 7.3.10.2 讀者代碼
(M1) 7.3.10.3 服務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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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 7.3.10.4 資料庫代碼
(M1) 7.3.10.5 刊名、篇名
(M1) 7.3.10.6 請求時間
(M1) 7.3.10.7 服務時間
(M1) 7.3.10.8 費用
(M1) 7.3.10.9 備註

7.3.11 價格檔

(M1) 7.3.11.1 服務代碼
(M1) 7.3.11.2 資料庫代碼
(M1) 7.3.11.3 刊名代碼
(M1) 7.3.11.4 費用
(M1) 7.3.11.5 幣別
(M1) 7.3.11.6 優待條件

7.3.12 讀書會檔
(O) 7.3.12.1 讀書會名稱
(O) 7.3.12.2 讀書會成員基本資料
(O) 7.3.12.3 讀書會曾讀過之書及讀書心得
(O) 7.3.12.4 讀書會目前閱讀之書及讀書心得
(O) 7.3.12.5 作家學者推薦讀書會閱讀之書
(O) 7.3.12.6 讀書會負責人基本資料
(O) 7.3.12.7 其他有聯繫之讀書會
(O) 7.3.12.8 網路書店網址

7.3.13 社區服務檔
(O) 7.3.13.1 社區熱門話題

(O) 7.3.13.2 社區話題相關參考文獻
(O) 7.3.13.3 社區活動
(O) 7.3.13.4 社區教育課程

7.3.14 常問問題(FAQ)檔

(M1) 7.3.14.1 服務代碼
(M1) 7.3.14.2 常問問題
(M1) 7.3.14.3 解答
(M1) 7.3.14.4 主題
(M1) 7.3.14.5 關鍵字

7.4參考標準
7.4.1 Profile for the Use of Z39.50 Item Order Extended Servic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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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ort ILL Protocol APDUs (Z39.50/ILLProfile1)
7.4.2 Profile for the Use of Parameters From the ILL-Request APDU in

Z39.50 Item Order (Z39.50/ILLProfile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