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NCERT資料庫系統評估表        附件三 

 
1. 連線／使用模式  
 

傳輸速度 __ 優良 (           bps) 

__ 尚可 (           bps) 

__ 不良 (           bps) 

主機穩定度 __ 穩定  __ 偶而當機  __ 經常當機 

確認方式 __ IP控制  __ 識別號/密碼 

__ 兩者兼具 

本地鏡射站 __ 提供  __ 不提供 

Z39.50 __ 提供  __ 不提供 

CGI __ 現成程式  __ 需自行開發 

 
 
2. 檢索介面 
 

使用難易度 __ 新手使用容易   

__ 新手使用困難 

__ 熟手使用方便   

__ 熟手使用不方便 

查詢層次 __ 僅有基本介面 

__ 基本/進階兩種 

__ 基本/進階/專業三種 

年份區隔 __ 所有年份一次同時檢索  __ 逐年分開檢索 

介面銜接 __ 各個介面間之銜接移動，流暢好用 

__ 各個介面間之銜接移動，不夠流暢好用 

螢幕設計 __ 外觀  __ 色彩  __ 瀏覽功能 



  

3. 檢索功能 
 

檢索類別 __ 布林邏輯  

__ 自然語言  

__ 關連性  

索引 __ 基本索引  

   __ 含摘要  __ 含全文 

__ 可瀏覽  

   __ 品質佳  __ 品質不佳 

特定欄位檢索 __ 不提供 

__ 提供 

    __ 欄位充足  __ 欄位過少 

查詢歷史 __ 可組合先前查詢 

__ 可修改前次查詢條件 

__ 可刪除先前查詢 

範圍限定 __ 語文  __ 年限  __ 文獻類別 

__ 全文  __ 館藏  __ 其他 

精準(片語)檢索 __ 提供  __ 不提供 

單複數自動查詢 __ 提供  __ 不提供 

切截 __ 左  __ 右  __ 中間 

跨資料庫  __ 能延續前一資料庫之查詢 

__ 能同時查詢數個資料庫 

檢索策略 __ 可儲存，日後人工執行 

__ 可儲存，系統自動執行 

檢索回應時間 __ 快 (1-2秒)  

__ 慢 (超過 10秒) 

 



  

4. 檢索結果 
 

顯示格式選擇 __ 簡略式 

__ 完整式 

__ 可由使用者自訂輸出項目 

排序選擇 __ 按出版日期、作者、期刊等 

__ 按相關性 

相關連結 __ 其他檢索結果 

__ 其他檔案 

__ 其他資料庫 

標示記錄產生

集合 
__ Mark all 

__ Marked records set 

顯示/下載筆數
限制 

__ 太少 

__ 合理 

__ 無限制 

Email之功能 __ 一頁一頁 

__ 部分頁數 

__ 整份文件 

列印之功能 __ 一頁一頁 

__ 部分頁數 

__ 整份文件 

列印之品質 __ 行距、換行正常無控制碼之干擾 

__ 特殊符號、字型、圖表保存完整 

__ 影像清晰可讀 

__ 影像保留原始文獻風貌(色彩灰階等) 

下載之功能 __ 一頁一頁 

__ 部分頁數 

__ 整份文件 

 



  

5. 輔助說明 
 

線上輔助 __ 隨畫面內容而變動 (Context sensitive) 

__ 不能隨畫面內容而變動 

__ 內容說明 

   __ 詳盡清楚  __ 可接受  __ 過於簡單 

使用者手冊 __ 可自系統下載 

__ 無法自系統下載 

線上教學 __ 有 __ 無 

錯誤訊息 __ 有幫助的訊息 

__ 不太有幫助的訊息 

線上辭彙檔 __ 提供(自動對應至辭彙說明)  __ 不提供 

收錄文獻一覽

表 
__ 線上提供                  __ 不提供 

   __ 整合在同一查詢介面中 

   __ 需至另一介面查閱 

   __ 列出來源刊收錄年份 

   __ 正確性 

 

6. 使用統計 
 

 是否提供  __ 是  __ 否 

 __ 可線上瀏覽 ( __ 限館員  __ 不限館員 ) 

 更新頻率  __ 每日  __ 每月  __ 每季  __ 每年 

 ( __ 準時提供  __ 延後多時 ) 

 統計項目 

  

 __ 詳盡  __ 可接受  __ 過於簡略 

 __ Article level  

 __ Journal level  

 聯盟團體   

使用分析 

 __ 有  __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