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次全國圖書館會議 

中心議題與案由 
2010.12.14 

 

議題：法制及組織 

 

案由一：我國圖書館法已實施九年，其中若干條文尚未落實，另有關各級圖書館

設立與營運基準亦陸續頒布，仍有部分未落實，建請落實圖書館法及各

級圖書館營運基準。 

說明： 

一、依據〈圖書館法〉第 16 條，中央主管機關應建立圖書館輔導體系，但目前除了國

家圖書館之外，尚有國立中央圖書館臺灣分館、國立臺中圖書館等公共圖書館相

關單位，如何區分國家圖書館與該兩館在全國圖書館輔導體系之地位與分工，以

利於輔導圖書館經費之編列等事宜。 

二、依據〈圖書館法〉第 17 條，各級主管機關應定期實施圖書館業務評鑑，國家圖書

館曾辦理過公共圖書館之評鑑，為落實此條文之精神，大學校院圖書館、高中職

圖書館、國中圖書館等各類型圖書館有必要實施評鑑制度，以獎勵圖書館業務營

運優良之單位。 

三、民國 91 至 93 年之間所訂定的各類型圖書館營運基準，迄今已有 6至 8年，當時

所訂定的各級圖書館營運基準在實際營運過程中，如何予以落實，值得進一步探

討。 

四、依據〈公共圖書館設立及營運基準〉第 13 條規定：「公共圖書館之圖書資料購置

費之比例，不得低於該館全年預算經常支出總額的 15%」。但目前國內公共圖書館

之購書經費呈現逐年遞減趨勢，未能落實第 13 條之規定。 

五、鄉鎮圖書館專業人員嚴重不足，並未依〈公共圖書館設立及營運基準〉、〈國民中

學圖書館設立及營運基準〉之規定實施。 

六、國民中、小學圖書館在法規未明定設立圖書館主任的情況下，其圖書館非一級獨

立單位，而屬於教務處管轄。在國民中學階段，或為二級單位，或為三級單位。

至於國民小學大都在教務處設備組之下，設有一位編制人員負責圖書館(室)業

務，另外也有少數是由設備組其他人員兼辦圖書館業務者。再者，因無專業人力，

無法提供圖書資訊利用教育，亦無法配合學校課程、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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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依據〈圖書館法〉第 10 條，公立圖書館之館長、主任或管理員應由專業人員擔任。

目前各級公共圖書館，尤其是鄉鎮圖書館在進用圖書館負責人時，多未能依照規

定遴選「圖書館專業人員」擔任之；如何予以落實，以提升圖書館專業服務品質，

應進一步加以研討改進。 

八、民國 90 年 1 月公布施行〈圖書館法〉，第十五條規定：「為完整保存國家圖書文獻，

國家圖書館為全國出版品之法定送存機構…。」衡諸許多國家對於電子書送存，

均制定相關的規範或規則，例如：美國、英國、澳洲、加拿大等，其目的在使出

版業者瞭解，送存電子出版品有助於提升作品的能見度，進而鼓勵生產機構或個

人主動送存。 

九、圖書館要將館藏數位化後上載於網際網路，必須先得到著作權人之授權，圖書館

得向各個著作權人接洽授權事宜，可能還要負擔高額授權費用，再加上並非每家

出版社都擁有自由投稿者著作的數位化和網路傳輸權。因此，國內亟需能夠兼顧

保護著作權人，平衡民眾接觸、使用權益，並維持著作流通可能性的著作權法加

以保護，故應進一步加以推動促成。 

建議： 

一、建請教育部就〈圖書館法〉及各類型圖書館營運基準，未能落實及需修法之處，

成立專責小組進行研議辦理。 

二、區分國家圖書館與國立中央圖書館臺灣分館及國立臺中圖書館三者在圖書館輔導

之權責，以利政府資源能得到有效分配與運用。 

三、由國家圖書館負責推動公共圖書館、大學校院圖書館、高中職圖書館、國中圖書

館等各類型圖書館之評鑑工作，以獎勵各級圖書館營運優良之單位。 

四、各級公共圖書館之主管機關應逐年增加公共圖書館之購書經費，以符合〈公共圖

書館設立及營運基準〉之規定。 

五、各縣市政府應依〈公共圖書館設立及營運基準〉與〈國民中學圖書館設立及營運

基準〉之規定給予適當之圖書館人力，以符實際需求，並可健全圖書館正常營運

與發展。 

六、建請各級政府修改各級學校組織規程，將學校圖書館提升為一級單位，與教務、

訓導、總務三處平行，設置圖書館主任，承校長之命綜理館務，並分組辦理資訊

組織、讀者服務與教學支援等業務，或將中小學圖書館轉型為圖書館媒體中心，

併入圖書資源、電腦資訊及教材教具等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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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建請由國家圖書館邀集法律專家，共商因應數位時代來臨所面臨之各項新興問題，

並在保障著作人著作權益，調和社會公共利益，並促進國家文化發展基礎下尋求

解決方案，將相關數位化問題於〈著作權法〉增修之。 

八、建請於〈圖書館法〉中，就館藏資源、資訊組織、數位服務等面向，增列有關弱

勢關懷與特殊教育之條文，促使各級圖書館重視特殊與弱勢族群讀者的資訊服務。 

建議執行單位：教育部、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各縣市政府 

 

 

案由二：建請政府於中央設置專責的部門或委員會，建立新五都圖書館體系、並

將各縣市立圖書館，改制為縣市政府一級單位，鄉鎮圖書館納入各縣市

立圖書館系統，成為縣市立圖書館之分館。 

說明： 

一、過去數十年來，我國一直缺乏一個瞭解圖書館業務，並具有統籌規劃及推動圖書

館發展的、強有力的圖書館主管機制，且圖書館管理體系紊亂，事權不一致，各

類型圖書館之間亦缺乏橫向連繫。目前，國家（中央主管機關）層級圖書館有國

家圖書館、國立中央圖書館臺灣分館、國立臺中圖書館；直轄市層級圖書館中，

臺北市立圖書館隸屬於市政府教育局，高雄市立圖書館隸屬於市政府文化局；各

縣市層級圖書館則隸屬於各縣市政府文化局；鄉鎮層級圖書館隸屬於各鄉鎮公

所。大學校院圖書館分別由教育部高教司及技職司主管；專門圖書館體系分別隸

屬於各部會；中小學圖書館隸屬於各縣市政府教育局。 

二、依照〈圖書館法〉的規定，圖書館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教育部，唯過去作法，相

關圖書館事業政策或由國家圖書館負責研擬和推動，或委由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

研擬，此二者皆有其力有未逮之處。〈圖書館法〉第 11 條雖明訂：「各級主管機關

得分別設立委員會，策劃、協調並促進全國及所轄圖書館事業之發展等事宜。」

然由於屬於「得」而非「應」分別成立委員會，至今從中央到地方，都尚未依據

本法條規定成立各級委員會，以促進圖書館事業的發展；教育部的相關單位對於

全國圖書館事業的願景、藍圖、發展目標、執行策略及方案，亦缺乏整體性之規

劃。 

三、〈圖書館法〉賦予國家圖書館為「全國出版品之法定送存機關」之責任，然在執行

第 18、19 條之違反送存規定之罰則時，宜有上級主管機關協助進行跨部會的協調，

以使業務順利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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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觀各國圖書館事業的發展，統籌規劃全國圖書館事業發展的上層組織至為重要，

如新加坡在資訊、傳播暨藝術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and 

the Arts)之下設立國家圖書館管理局，英國主管圖書館事業的文化、媒體與體育

部(Department for Culture, Media and Sport)，或設立負有督導與協調圖書館

業務功能的委員會，如英國的博物館、圖書館與檔案館理事會（Museums, Libraries 

and Archives Council，MLA）。 

五、民國 99 年五都選舉後，新直轄市圖書館之處理方式約略有：(一)成立一所總館，

原有各鄉鎮市公所改制區公所，原有鄉鎮市立圖書館及分館由公所移出併入總館

成為各分館，如新北市、臺南市、高雄市。(二)過渡期先將各鄉鎮市區圖書館納

入文化局直接督導管理，如臺中市。為建立新五都圖書館體系，應行研討訂定處

理原則。 

六、目前縣市層級之圖書館業務由縣市政府文化局圖書資訊課辦理，為該局內部單位。

縣市立圖書館層級低，資源少，無法普設分館，以擴充該縣市之圖書資源。鄉鎮

圖書館是鄉鎮(市)公所之附屬單位或僅是某課室之業務，而臺灣的地方自治制度

賦予鄉鎮(市)長充分的行政裁量權，使鄉鎮(市)長可任意調度屬於鄉鎮(市)公所

的人力、物力。因此，目前鄉鎮圖書館之發展深受鄉鎮(市)長的施政理念、地方

派系、選舉恩怨等政治因素之影響，實非鄉鎮圖書館永續發展之福。 

七、縣市級圖書館與鄉鎮圖書館在正式的行政體系上並無隸屬關係，但是在圖書館業

務的輔導體系上卻又有上下輔導關係。圖書館主管機關和輔導單位不同，造成文

化局對鄉鎮圖書館之規劃，不易獲得主管機關的配合，圖書館的輔導體系僅有從

旁協助及導引的功能，而無強制服從的效果。 

八、由於早期文教合一政策，文化附屬於教育，文化中心初創時期隸屬教育廳、教育

局，嗣後社會快速變遷，文化發展與保存日受重視，臺灣省政府文化處、文建會

相繼成立，如今又有文化部之籌備，文教二元分立實務上已完成，除各級學校圖

書館原則上由教育部及所屬教育機關輔導外，其餘公共圖書館由文建會予以統

籌、規劃及執行各項輔導業務，似較妥適。惟囿於〈圖書館法〉第 3條規定主管

機關在中央為教育部，文建會始終無法編列公共圖書館業務相關預算，而教育部

每年僅編列少許預算，致公共圖書館業務之輔導政策遭受質疑。 

九、國家圖書館、國立臺中圖書館及國立中央圖書館臺灣分館皆為教育部所屬單位，

而各縣市圖書館仍舊在各縣市政府文化局之下，管理與輔導非一元化之問題依然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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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一、為了解決我國圖書館事業發展的困境，以及健全各類型圖書館的發展，充分發揮

圖書館在知識經濟時代的功能，提高國家競爭力，於〈教育部組織法〉內比照「醫

學教育委員會」、「國語推行委員會」等，設置「圖書資訊教育委員會」(名稱暫訂)，

對內綜理教育部各司處之圖書館業務，對外向各部會爭取資源與合作，強化圖書

館事業的發展；由層級高的專責單位負責全國圖書館事業的規劃，編列充裕經費，

並逐年推動，檢討成效，以建立完善的圖書資訊組織架構。 

二、五都選後縣市合併，以採用總館與分館的模式架構，統籌行政單位，採行政策集

中，服務分散之模式來規劃。未來圖書館應扮演社會學習中心角色，多元化經營，

在新的體制下提供新的服務，因此建議依據〈圖書館設立及營運基準法〉配置足

夠的人力、經費與館舍空間。 

三、建請各縣市政府研議，將直轄市立圖書館及各縣市立圖書館，改制為縣市政府一

級單位，並將鄉鎮圖書館納入各縣市立圖書館系統，成為縣市立圖書館之分館，

由縣市立圖書館統籌資源的分配、服務的規劃、作業標準的建立。長期以來鄉鎮

市立圖書館業務負責人的職稱，亦可從「管理員」修改為「分館主任」，並提高職

等。 

四、建請中央主管機關將縣市立圖書館的管理與輔導一元化，無論中央及地方政府皆

由教育主管機關負責。 

建議執行單位：教育部、內政部、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各縣市政府 

 

 

案由三：建請規劃國家圖書館新館舍，逐年推動我國圖書館事業朝向主題特色之

均衡發展，以帶動地區城鄉同步發展、均衡圖書資源配置與服務。 

說明： 

一、政府自民國 91 年有興建國家圖書館南部分館之提議，九年來也先後進行了許多籌

備工作，數次前往南部各處勘察、評選建館基地，近日教育部函示國家圖書館南

部分館及典藏總館等興設計畫案先緩議，俟三所國立圖書館組織定位與關係確定

後再議。 

二、環視世界各國之國家圖書館藏書數量豐富，以圖書為例，美國國會圖書館藏書 2,900

餘萬冊、大陸的中國國家圖書館藏書 2,210 餘萬冊、大英圖書館 1,331 餘萬冊、

日本國會圖書館 836 餘萬冊、新加坡國家圖書館 530 餘萬冊、韓國國家圖書館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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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萬冊，而我國的國家圖書館只有 245 餘萬冊，加上現有館舍空間已達飽和，面

對知識競爭時代，宜儘早覓地增建新館舍，購置大量館藏資源；再如日本、美國

因國家圖書館空間不足，都已另成立第二館舍，以解決空間不足之困境，方能強

化我國的國際競爭力。 

三、從國家施政、地方發展、國家圖書館建設、圖書館普遍資訊化及圖書館事業發展

上，以及教育部推動黃金十年的現代公民素養培育、多元文化弱勢關懷與特殊教

育、知識經濟人才培育、以及終身學習與學習社會等策略方案，都有設立的需求

性與必要性。 

四、考量五都選舉縣市合併後，臺北市、新北市與臺中市都有一所國立圖書館，惟大

臺南市與大高雄市仍缺少一所國立級圖書館，致使全國圖書資源之配置以及讀者

服務政策之落實推廣上，產生區域間懸殊之差異，值得政府面對解決。 

五、目前，我國缺乏獨立的科學性專門圖書館，更無科學知識服務系統的長遠規劃及

發展政策，加上，隸屬於各部會或各專門機構的專門圖書館不僅無法開放民眾及

企業組織自由使用，館藏資源及服務亦相當有限，更無針對政府專業部門和企業

需要，提供客製化之即時服務的機制，對於提升國家的科技競爭力是極為不利的。

因此宜有國立組織層級的科技專門圖書館。 

建議： 

一、建請中央主管機關積極爭取增建國家圖書館新館舍，以解決國家圖書館館舍嚴重

不足之窘境，並建設國家圖書館為我國的國家級總書庫，成為我國研究學者查找

資料根本的一個知識基地。 

二、建請中央主管機關規劃推動我國圖書館事業朝向主題特色之均衡發展，例如：在

臺南地區以科學技術為其主題特色，配合南部科學園區；高雄地區以工商貿易為

其主題特色，配合大高雄市工商發展，以符合我國國力發展之所需。 

建議執行單位：教育部、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國家科學委員會 

 

 

案由四：圖書館專業人員的任用應符合專業資格要求，專業資格應配合時代需求

重新訂定，並建立圖書館專業認證制度。 

說明： 

一、目前圖書館專業人員資格認定之條件有下列四項；由於時代變遷與品質要求，以

下四條件應重新討論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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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家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暨普通考試圖書資訊管理類科及格；或相當高等考試

暨普通考試之圖書資訊管理類科特考及格，並取得任用資格者。 

(二)國內外大學校院圖書資訊學系本科系、所或相關學系、所畢業者。 

(三)國內外大學畢業，並曾修習經圖書館各級主管機關核准或委託之圖書館、大

學校院、圖書館專業團體辦理之圖書資訊學科目課程 20 學分或 320 小時以上

者。 

(四)國內外大學畢業，並有圖書館專門學科論著經公開出版者，或三年以上圖書

館專業工作經驗者。 

二、隨著圖書館專業進步與時空背景之不同，對於圖書館專業人員資格認定應配合專

業發展與數位時代需求而重新討論。 

三、圖書館專業認證在國外行之有年，我國圖書館專業並未證照化，綜觀國內其他專

業人員之專業資格認定，除經學校專業教育養成外，另經專業資格認證，因此圖

書館專業人員應比照其他專業資格認定，建立圖書館專業認證制度。 

建議： 

一、圖書館工作人員區分為專業人員與非專業人員，專業人員的任用應符合專業資格

要求。 

二、單位主管需充分授權專業人員，由專業人員督導非專業人員，並在工作手冊中詳

載，以明責任。 

三、建議圖書館專業人員資格認定，取消「三年以上圖書館專業工作經驗者」之規定，

接受過圖書資訊學專業教育之學生，應加上具有 1年以上圖書館工作實務，並由

圖書館學會認證核可者。 

四、建議相關法規應就圖書館專業人員之資格認定加以修正，並確定專業館員之比例，

以使其真正具備圖書館專業資格。圖書館人員專業資格認證制度之建立，建請教

育部委託國家圖書館及相關學會辦理 。 

五、先行規劃基層館員認證制度，以強化公共圖書館與學校圖書館專業。 

六、圖書資訊學系所與大學圖書館可開設 20 學分課程，供非圖書資訊學系所有志者修

習。 

七、有關圖書館人員之任用應符合專業資格要求乙案，建請教育部協調相關機關處理。 

建議執行單位：教育部、考試院、行政院人事行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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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閱讀環境與資訊素養 

 

案由一：為改善弱勢及多元族群之閱讀條件與環境，應有效整合社會各方資源，

以弭平城鄉及社經地位的差距，強化社會各階層之語文及科學素養。  

說明：  

 一、隨著知識經濟時代的來臨，M型社會已逐漸在臺灣成型，臺灣基礎建設城 

鄉差距很大，閱讀建設亦面臨相同的窘境。而城鄉和社經地位的落差，造

成了教育機會的不公，也阻礙教育功能的發揮。人人必須終身學習，閱讀

能夠建立理解力、想像力、記憶力與創造力，是所有學習的開始，有了學

習，才有競爭力與持續進步的可能性。如何維護與提升弱勢族群的閱讀

力，使弱勢族群同享無歧視的友善閱讀環境與資源，是圖書館在推行全民

閱讀運動時，不容忽視的目標服務群之一。  

 二、閱讀風氣代表一個國家的軟實力，在「全面參與」與「機會均等」的理念

基礎上，身心障礙者應與一般人同享教育、就業、生活的均等機會，得以

全面參與於主流社會中；對於視障讀者，尤應加強典藏視障用書。圖書館

應培養全方位的圖書館館員，秉持無障礙環境的設計理念，構築圖書館內

外的使用環境，並結合相關新科技與新技術提供遠距服務，協助身障、視

障或高齡讀者在浩瀚的資訊洪流中，能有效地擷取適當的資訊資源。  

 三、「多元文化」是現今社會的表徵，外籍配偶新移民的人口，截至 2010 年 8

月底總人數直逼 45 萬人，形成臺灣的第 5大族群；如果再加上為數眾多

的外籍在臺工作人口，所形成的人口區塊更是無法漠視。而這些新移民普

遍面臨社會適應與生活調適的問題，包括因文化差異或民情風俗不同而造

成的困擾，家庭與婚姻的問題，子女教養問題，或因語言隔閡所引起的溝

通障礙，以及社會關係疏離、社會支持網絡薄弱；而部分來自經濟發展落

後地區或東南亞國家的外籍勞工，甚至必須面對社會歧視的問題。因此，

如何協助他們融入臺灣社會生活，並輔導其建構終身學習概念，以提升生

活適應能力，便成為臺灣社會必須正視的一大課題。而公共圖書館面對此

一社會現象，在全球化浪潮與人口結構改變之下，應適度彈性調整服務策

略，將新移民與外藉人口納為服務目標群之一，透過多元文化教育及閱讀

推廣，解決新移民因閱讀能力不佳而影響子女教養品質，並預防新臺灣之

子可能造成的社會問題。新移民及其子女均為臺灣社會之一份子，渠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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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發展亦為國家整體能力發展之一部分。藉由圖書館與學校及社區的合

作，共同解決新移民及其子女閱讀適應問題，進而改善文化適應與衝突，

將對提升整體國力裨有助益。 

 四、美國布希總統在2001年提出「沒有孩子落後」的新移民教改計劃，其中針

對外來人口提出一系列的閱讀優先方案，透過經費補助與師資培訓，推動

家庭閱讀活動，協助家長帶領與陪伴學前及學童閱讀，對於提升外來人口

閱讀素養，成效顯著。英國閱讀政策的活動重點，包括：編列額外購書經

費送書到學校，增加小學閱讀課程，和媒體、企業、民間組織形成夥伴關

係，撥款80萬英鎊贊助86個民間組織提出閱讀推廣計畫等。而加拿大的「培

養閱讀人」(Raise a Reader)計畫，主要的活動有兩項：一為宣傳閱讀的

重要；另一個是募款贊助相關活動。利用募款補助各地圖書館，以協助弱

勢族群與外來人口，讓閱讀成為加拿大全民運動，而這個計畫能順利開

展，歸功於充分利用媒體推廣閱讀。以新加坡政府推動多元文化融合的經

驗，十分重視圖書館所扮演的角色，提供大量的閱讀資源服務（含書報及

網路數位資訊等），採多語（以英文、中文、馬來語及印尼文等）方式呈

現，以滿足各種不同族群的語文需求，提升各族群閱讀之便利性。  

建議：  

 一、針對目標族群新移民及身障、視障讀者、低收入戶等弱勢族群的需求，分

別規劃新移民及弱勢族群的「專屬閱讀年」，以整個年度力推單一社群議

題。 

 二、建議教育部與文建會、內政部、勞委會、青輔會等有關機關合作，共同策

劃推動系列閱讀活動，包含閱讀指導、舉辦識字班、輔導成立新移民讀書

會、協助使用圖書館資源、舉辦親子共讀日、提供身障者及高齡者免費的

圖書宅急便服務，及提供視障者數位有聲書等福利措施，鼓勵新移民及弱

勢族群的家庭成員藉由閱讀而成長。  

 三、建請政府相關部會編列專款，充實全國各地公共圖書館的多元文化圖書資

源，擴充多語館藏（如泰語、菲語及簡體字報紙及圖書等）。除建立全國

多元文化資源中心外，並可考量針對地域性特殊需求，於各地公共圖書館

成立特色語文專屬圖書閱覽室，透過館際合作的制度，建立互通有無的機

制，以充分發揮圖書資源之效益。藉由外語志工培訓課程，培養相關語文

人才，加入多元文化圖書館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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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由政府主導整合各方資源，積極推動弱勢及多元族群的閱讀活動；目前民

間資源橫向整合不易，資源利用效率分散，需由政府主導，結合圖書館、

學校、企業、媒體、社區等各種力量，蔚成讀書風氣，帶動全民閱讀潮流。

並藉由政府各部會的協調和相關政策的制定，結合媒體的協助，形成整體

力量，以發揮資源整合的相乘效益。  

建議執行單位：教育部、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內政部 

 

 

案由二：為建立社區閱讀支援體系，發揮各地中小學圖書館之社教功能，鼓勵開

放成為社區學習中心，提供社區居民一個就近便利與多元服務的場域，

以滿足民眾閱讀與學習的需求。  

說明：  

 一、因應少子化的臺灣社會趨勢，各地中小學均面臨減班減課的窘境，各校可

考量納入現有教師人力資源與學校閒置空間，有效利用中小學圖書館的設

施，轉型為社區學習中心，提供民眾優良的閱讀空間。此一方案，除能有

效解決超額教師的問題外，亦能善用學校資源，幫助社區民眾就近利用。  

 二、根據國際閱讀素養調查(PIRLS)結果公布，臺灣閱讀力嚴重落後於同樣使

用繁體中文的香港，學生語文能力低落之問題亟待政府正視。而國民中小

學圖書館是培養學生競爭力之重要學習資源中心，圖書館配置專業人員刻

不容緩。目前許多有熱忱的候用教師待聘，如增設圖書資訊教師，一來可

以有專業人員推動學校圖書館的業務，充分發揮學校圖書館功能；二來亦

可紓解候用教師或超額教師之問題。  

 三、廿一世紀是知識經濟及終身學習的新時代，今日社會必須回應這項需求與

趨勢，尤其面對高齡化社會的來臨，「成人終身教育」格外重要。而推廣

成人閱讀活動時，必須考量其可及性與親近性，住家附近的中小學圖書館

對社區民眾而言，具有一定程度的熟悉度與親切感。協助中小學圖書館對

社區民眾開放，除有益於民眾吸取新知，如同時輔以各種動態活動之舉

辦，擴大服務對象與服務層面，將能於短期間內具體落實「村村里里有圖

書館」的理念。  

建議：  

 一、建請在國中及國小設置圖書館閱讀推動教師，每師每週可減授10節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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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一閱讀教師為目標，除協助學校推動圖書館利用及閱讀活動之推廣

外，亦可指導社區居民閱讀學習活動，協助推動閱讀紮根計畫。  

 二、建議檢討「國民中小學圖書館設立及營運基準」，修正相關規定。學校圖

書館對其館藏發展，每年均應編列經費科目明列於預算書中；對於經費拮

据的中小學校，則由中央編列預算逐年補助，至少每年購置新書量可達到

一生一書之標準。同時為因應國中小學圖書館功能轉型與擴大，建議將圖

書館提升為學校的一級單位，以利落實社區學習中心相關功能，成為社區

居民一個就近便利與多元服務的場域，以滿足民眾閱讀與學習的需求。 

 三、建議由政府相關主管部門編列經費，全面更新各縣市現有之自動化系統，

增加創新資訊檢索服務機制，並發展各縣市中小學館際互借協定及功能，

以促進各地中小學圖書館自動化系統之整合檢索與服務。 

 四、建請由政府相關部門研訂企業圖書捐贈獎勵辦法，鼓勵企業界認養圖書館

之一座書櫃，以有效提升館藏量及發展各地館藏特色。  

 五、整合政府各種補助資源，由政府訂定合理妥適的補助方案，以學校圖書館

推動社區閱讀為核心理念，鼓勵各國中小學與社區居民踴躍提案，爭取規

劃辦理各種社會閱讀推廣活動，例如：培訓說故事人才、組成讀書會、舉

辦作家下鄉演講導讀、圖書證當折扣卡、閱讀與藝文活動結合，或協同地

方社團聯合辦理多元化的閱讀活動等，期望透過學校圖書館帶動民眾自發

性的閱讀動力，凝聚社區成員共識，營造富涵地方文化特色的終身學習環

境。 

 六、針對部分偏遠或交通不便地區，可與相關機構洽談假日圖書巡迴車，或辦

理「巡迴書籃」整批圖書動態借閱活動，除可解決場所問題外，又可結合

學校推動閱讀活動，以落實學校即社區學習中心之理念。邀集教師或志工

們於假日到館內外進行閱讀指導，真正落實親師生齊心閱讀之願景。藉由

閱讀習慣的養成，進而提昇閱讀及寫作的能力，最終目標得以提升民眾的

語文及科學素養。  

建議執行單位：教育部、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內政部 

 

 

案由三：為健全公共圖書館發展，政府應逐年編列穩定及充足的經費，改善圖書

館空間環境及充實館藏質量，以提升全民閱讀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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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一、在知識經濟時代，國民閱讀能力是國家競爭力的重要指標。近年來，政府、

企業及民間社團雖全力倡導閱讀活動，然依《遠見》雜誌 2010 全民閱讀

大調查顯示，全國 18 歲以上民眾平均每週看書時間僅 3.06 小時，遠不及

看電視及上網時數，而平均每月看書 2.02 本，也顯示出臺灣地區民眾之

閱讀習慣及風氣仍有極大改善空間。此外，根據甫於 12 月公布的 2009

年「學生基礎素養國際研究計畫」（PISA）的國際評比結果，我國 15 歲學

生的「閱讀素養」在全球 65 個受測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 23，比 2006 年

的 16 名退步，而且不如上海、香港及新加坡。我國學生閱素養在 2006

年排名第 16，教育部雖然投入大筆經費及人力推動閱讀，但 3年來成效

不彰，因此，除了在校園中推動閱讀外，如能結合公共圖書館共同合作，

有效規劃完整閱讀計畫，才能真正落實全民閱讀的目標。 

二、推廣閱讀運動與提升閱讀能力的關鍵，首在改善閱讀環境及閱讀風氣。圖

書館具備閱讀資源與空間，館員也具備專業能力，是推動閱讀的最佳場

所，理應在閱讀運動的推動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公共圖書館，遍及

全國各縣市與鄉鎮，服務對象不分年齡、族群，更是推動閱讀的前哨站。

閱讀空間品質的良窳，是圖書館能否吸引國民前往利用的重要因素，也是

推廣閱讀活動的基礎條件。為有效提升國民閱讀能力，政府必須改善全國

公共圖書館的閱讀環境，提供優質的閱讀氛圍，以避免因地方政府資源落

差，造成區域差距，影響執行成效。 

三、圖書館館藏資料豐富性是促進閱讀的重要基石。依《遠見》雜誌所做 2010

全民閱讀大調查顯示，全國仍有 8個縣市公共圖書館未能達到「公共圖書

館設立及營運基準」所規定每人一冊(件)之標準，而縣市圖書館年度購書

費用有 18 縣市平均每年每人不到 20 元，顯示公共圖書館在提供民眾最基

礎的閱讀資源─圖書資料，仍嚴重不足。 

四、近年來政府雖致力改善公共圖書館之營運空間及充實其圖書資源，例如

92 年「公共圖書館空間及營運改善計畫」及 98 年「閱讀植根與空間改造

計畫」。但均屬短、中期之專案計畫，無法為公共圖書館之發展擘畫出長

期及整體性發展政策。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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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面改善國內公共圖書館館舍空間，並建立各地圖書館建築及館藏特色。

落實「公共圖書館設立及營運基準」有關館藏量的規定，即圖書資料購置

費不得低於該館全年預算經常支出總額 15％為原則。 

二、各公共圖書館館藏量應以人口總數每人一冊為原則，且應逐年增加，對於

經費拮据，館藏量及年度購書經費無法達到法定標準的鄉鎮，由中央編列

預算逐年補助。各縣市政府應協助地方公共圖書館，擬訂館藏全面長期發

展計畫，以提升館藏質量，並依據各地讀者的特性，建立基本書目之館藏，

發展特色館藏。 

三、圖書館應積極辦理各類閱讀推廣活動，提升國民閱讀力。由圖書館結合學

校、老師、社區、媒體、父母、學童，有效規劃完整閱讀計畫，投入專業

人力以及適當的閱讀資源，落實執行，以提振閱讀風氣。閱讀能力的提升

應包括讀與寫二方面，建議可採下列策略：(1)配合寒暑假加強辦理閱讀

推廣活動；(2)加強推動讀書會輔導其運作；(3)加強辦理推廣親子閱讀指

導講座；(4)讓說故事活動方式趨向多元化 ；(5) 以舉辦班級訪問、小博

士信箱等經濟實惠的活動方式，推廣閱讀；(6)辦理寫作課程及比賽活動。 

建議執行單位：教育部、各縣市政府、各公共圖書館 

 

 

案由四：為提升民眾資訊素養能力，政府應加強整合各項資源運用及規劃有效措

施，促使圖書館成為資訊素養教育中心，並配合民眾閱讀習慣的改變，

強化各圖書館提供數位閱讀功能。 

說明： 

一、面對資訊科技的蓬勃發展及網際網路快速發展，傳統識字的素養已無法滿

足國民與社會的基本需求，資訊素養成為現代人的必須條件。圖書館除建

置良好的資訊通道、環境及資源，讓民眾可以便捷獲取閱讀資源及各項資

訊外，尤應重視如何提升民眾的資訊素養能力，以有效地利用資訊。 

二、資訊素養是獲得知識能力與作為的基礎，就個人而言，可以分為三個層次，

第一層次：基本通訊技巧和發現資訊源；第二層次：數位資訊媒體與知識

媒體的掌握與瞭解；第三層次：組織知識、創造有用資訊與提出知識創新

的知識管理能力。圖書館在提供數位化服務時，應顧及不同層次民眾的資

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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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內民眾的資訊素養由於居住地區都市化程度、學歷、年齡、貧富差距及

族群等的不同，仍有相當大的落差。各部會近年來對縮短數位落差，投注

相當多資源，例如教育部推動「創造偏鄉數位機會推動計畫」，於偏遠地

區設置「數位機會中心」，並針對新住民、原住民及中高齡等不同族群開

設資訊培訓課程；原住民委員會補助原住民部落成立「部落圖書資訊站」；

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推動「縮減婦女數位落差計畫」，補助民間非營利

團體/學校辦理相關訓練課程等，均獲致相當成效。 

四、隨著資訊科技的發達，民眾使用網路的習慣逐漸成熟，圖書館的服務也從

傳統紙本逐漸加強數位資源比重。2009 年資策會公布之統計，個人上網

的普及率近 7成，更有近九成民眾有機會接觸到數位閱讀。而依據《遠見》

雜誌所進行之「臺灣數位閱讀大調查」，有近 1/4 國人在紙本與電子書同

時可選擇的情況下，將優先選擇購買電子書，顯示數位閱讀的風潮已然形

成，不但日本出版業將 2010 年稱為「電子書元年」，我國出版業界也宣稱

2010 年為「數位閱讀元年」，行政院於 2009 年 8 月核定推出「數位出版

產業發展策略及行動計畫」(2009 年~2013 年)，積極推動 10 萬本華文電

子書進入市場之「補助發行數位出版品」行動計畫，由新聞局補助出版社

將紙本圖書轉置成電子書並送存國家圖書館永久典藏，此一政策勢將大幅

改寫國人的閱讀習慣。 

建議： 

一、各級圖書館應加強圖書資訊教育課程或活動，圖書館是一個最佳的資訊機

構，有各類型的館藏為基礎，是最好的資訊素養教育中心。培養資訊素養

可經正式教育與非正式教育兩種方式，建議各級學校推動資訊素養教育，

將圖書館利用教育列入通識課程；公共圖書館則是推動成人終身教育的主

要機構，定期辦理圖書館導覽、電腦網路基礎訓練、資料庫利用介紹課程

等，都是培育民眾資訊素養的管道；學術圖書館則應致力於提升創新的知

識管理服務，以滿足民眾不同層次資訊需求。 

二、政府應有效結合運用現有資源，結合目前各部會、民間團體等所推動之相

關計畫，並將各地數位機會中心與圖書館資源及人力重整，以發揮最大效

用。 

三、政府應加強推動數位出版及數位閱讀風氣，以公共圖書館為數位閱讀推廣

據點，提供數位閱讀相關設備及內容，以因應數位閱讀發展之趨勢。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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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之型態活潑且多樣化，數位閱讀推廣應配合不同族群生活及閱讀習

慣，利用各種不同媒體及載具，例如青少年族群習慣利用電腦網路，上班

族群則透過 PDA、閱讀器等行動載具閱讀，銀髮族人口則應加強電視（含

公共電視臺）、MOD（含有線電視臺）及廣播等公眾傳播媒體推廣。 

建議執行單位：行政院、教育部、經濟部、各圖書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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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數位化與圖書館發展 

 

案由一：建請規劃全國數位資源館藏發展政策，建立學術知識永久保存與分享機

制，以提升國家競爭力並保存當代文化與紀錄。 

說明： 

隨著科技技術快速發展，許多資源以數位形式進行傳播，數位化資源分為兩

種：一為將既有資料數位化(digitalization)、另一為數位原生(born 

digital)。面對這種變化，許多國家已完成全國性數位資源館藏發展計畫與數位

資訊發展策略之制定，且多是由國家圖書館或政府資訊政策單位負責，例如：澳

洲國家圖書館、美國國會圖書館、加拿大國家圖書館及檔案館等。國內在既有資

料數位化部分，已有「全國性數位典藏國家型發展計畫」的執行且成果斐然，但

對於教學與研究不可或缺的數位原生及外購資源，卻缺乏全國性發展的規劃，若

不及時進行，將影響未來學術資源的供應與文化保存，以下就此問題，觀察先進

國家規劃的要項，從外購資源、網站典藏(web archiving)以及政府出版品三方

面說明其必要性： 

一、外購資源 

全國各類型圖書館每年編列大筆經費投注於外購之電子資源，以大專校院

為例，95 年度接受問卷調查的 142 所圖書館花費之總金額高達新臺幣 14

億元。然而廠商為保障其商業利益，大都採遠距連線使用模式，即只提供

訂戶使用權。這種作法存在下列潛在危機：(1)國內每年雖持續投注龐大

經費於使用權之取得上，卻難如紙本資料至少存留一份複本在國內；(2)

所有知識資源均掌握在出版社及系統廠商，若遇公司倒閉，則有無法取用

的危機；(3)隨出版社間出版權之轉移，期刊前後卷期無法透過相同系統

檢索，甚或曾支付過費用的卷期亦無法持續使用；(4)我國研究人員的使

用行為全掌握在出版商手上；(5)使用統計的數據大都取自於系統廠商，

其中，採遠距連線使用模式的資料庫，較難取得數據並確保其正確性。 

二、網站典藏 

網路資料增加快速、變異性大、時效短且不易保存，使得圖書館難以將網

路資源納入館藏，遺漏許多極具研究價值的資源，加上網站存活週期短

暫，平均壽命約 44 天至兩年。有鑒於此，許多國家成立專責單位或透過

大型計畫，著手進行數位網路資料的典藏工作。包括澳洲國家圖書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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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DI(Preserving Access to Digital Information)計畫、美國國家科學

基金會與國會圖書館所支持的 Internet Archive 計畫、英國網路保存聯

盟(UK Web Archiving Consortium)以及歐洲地區的圖書館與博物館共同

合作的歐洲典藏(European Archive)等，我國如不正視及重視此問題，許

多數位原生資源將消失於無形。 

三、政府出版品與各式研究計畫成果 

(一)國內政府機關的出版品，以及各項委託研究計畫成果，若非屬限閱或

機密者，應公開給民眾取用，以促進研究成果之交流，並可讓社會大

眾更瞭解國家發展現況。 

(二)「各機關委託研究報告寄存作業規定」依據「行政院所屬各機關委託

研究計畫管理辦法」第十條訂定之。該規定之內容明文：各機關應於

委託研究計畫結束後四個月內，將非屬限閱或機密之委託研究報告，

分別函送國家圖書館及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以下簡稱科技政策

中心)各二份。科技政策中心應於收受研究報告後二個月內，以電子

資料形式保存，非屬限閱者可透過政府研究資訊系統(Government 

Research Bulletin，簡稱 GRB)查詢及全文線上瀏覽服務，保存年限

以十年為原則，但不得低於十年。 

(三)先進國家積極推動學術成果開放取用(Open Access)的觀念，如美國

國家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簡稱 NIH)訂定

公共取用政策，以規範凡是接受該單位補助之研究計畫，皆須將其投

稿於學術期刊的成果報告電子檔呈繳給美國國家醫學圖書館，最晚須

於結案後一年內公開，提供檢索的永久典藏機制，讓研究成果更易於

被民眾、醫護人員、教育人員及科學家等使用；又如歐洲大學協會

(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簡稱 EUA)等單位極力推動開

放取用。 

四、整合圖書館、檔案館、博物館等單位資源，促進合作發展 

（一）資料數位化後以 0與 1的方式儲存，令各機構產生共同性，而且資

料的應用不應分散各單位，宜整合於一，以便利使用者利用。 

（二）國際間已有許有國家型跨機構性的常設機構案例，如：加拿大將國

家圖書館與國家檔案館予以合併，而英國設有博物館、圖書館及檔

案館委員會(Museums, Libraries, and Archives Council，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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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A)，將博物館、圖書館與檔案館三者的行政管轄合一；美國則設

有博物館與圖書館服務研究院(Institute of Museum and Library 

Services，簡稱 IMLS)，作為輔導全國博物館及圖書館開發數位學習

資源的專責機構。以國科會所推動的數位典藏計畫而言，實際上已

將博物館、圖書館與檔案館的資源都予以數位化。因此，國內所進

行的數位發展情況，有必要在參與單位（圖書館、檔案館與博物館）

三者之間建立密切的合作關係。 

建議： 

一、成立全國數位資源保障與服務中心： 

由此中心統籌規劃數位館藏發展政策，以推動數位資源之發展，可依學科

主題(綜合、醫學、農業、理工…)及使用群組(大專校院、公共圖書館、

中小學)，分工成立「主題資源典藏單位」，裨便規劃、訂購、服務學術數

位研究資源，並典藏國內已引進的外購資源，積極促成在我國典藏一套數

位版本，以保障永久取用 (permanent access) 與提供文獻傳遞服務。韓

國 KISTI(Korea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簡稱 KISTI)將韓國各大專校院聯合訂購之數位資源，統籌

由該中心典藏並建置服務機制的方法，值得我國借鏡。 

二、訂定網站典藏原則： 

訂定網站典藏的蒐錄原則與管理辦法，包括收錄主題、類型等項目，並據

網站的性質設定典藏更新頻率(如：學術會議常因活動結束不再更新，只

要典藏一次即可，社會重大事件，於短時間內會有很大的變動，則考量每

週或更短時間內就要更新典藏)，以及提供使用者存取檢視的方式。而新

型的資料(如：YouTube、Blog、Wikipedia…等)則是發展趨勢，不容忽視。 

三、積極推動學術成果開放取用的觀念： 

(一)建請政府相關機關訂定辦法，強制於限期內公開取用。將「政府出版

品寄存服務作業規定」、「行政院所屬各機關委託研究計畫管理辦法」

及「行政院所屬各機關委託研究計畫管理辦法」等辦法加以整合，制

定一套強制政府出版品及政府機關委託之研究計畫成果公開及提供

取用之辦法。 

(二)基於學術研究結果應公開大眾取閱的精神，應積極推動開放取用的觀

念，師法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與歐洲大學協會(EUA)等國外單位

 18



第四次全國圖書館會議  中心議題與案由 

的作法。 

四、建立高密度紙本資料聯合典藏中心： 

數位資源受電腦硬體、儲存標準應用軟體等資訊科技的影響，具保存困難

且易損毀等危險性，而紙本資源較具穩定性，且在電子內容不完整或是出

版商授權範圍不夠完備時，得以補充與支援數位資源。因此，建請成立全

國性紙本資料聯合典藏中心，典藏數位資源廠商提供(如：Elsevier 於

2008 年贈送臺灣三套紙本期刊供國內典藏即是一例)，或各館使用率不高

的紙本資料。 

五、為因應國際潮流，面對資訊科技快速變遷的挑戰，建請成立數位化專責機

構，由政府提供經費贊助，協助與鼓勵博物館、圖書館及檔案館等文化機

構進行跨機構的合作，進行數位化工作與研究發展。 

六、在服務顧客第一的前提下，建置整合型查詢系統或單一入口網站，將博物

館、圖書館與檔案館所進行的各項數位化資源整合於一，亦即分散型運

作，共用同一平臺裨便使用者利用。 

建議執行單位：國家圖書館、大學圖書館代表、教育部、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國科會數位典藏辦公室、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案由二：因應知識與數位時代的快速發展，除需積極進行人才培育計畫，推動資

訊素養教育以縮短使用者的數位落差，同時應重視數位學習在高等教育

的應用，以及其與圖書館資源的整合，提升教學成效。  

說明： 

資訊時代的到來與指數性成長的資訊量，為全球帶來巨大挑戰，如何培育數

位發展工作者與使用者之資訊產出、儲存、組織與取得資訊的技能，並轉化為知

識與行動力，決定全球競爭力。因此，應教育的對象包括：圖書館員、資訊人員

與使用者，此外，落實使用者教育，發展重點在於從「純知識擷取」轉移至「應

用知識利用」的訓練，提升資訊素養已成為各級學校及各類型圖書館的重要任務

與目標。茲從館員的養成及教育、縮短使用者的資訊落差、數位學習的推動等三

方面說明： 

一、館員的養成及教育 

數位化要得以順利發展，相關人才之培育計畫不可或缺，其應接受之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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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包括：數位範疇之界定、數位資源的使用、如何促進數位內容產業

之發展、數位化資源建置所使用之標準與規範，以及法律的限制等，均是

需關心與致力解決之課題。以大英圖書館為例，為因應數位時代的衝擊，

擬訂了圖書館2005-2008的整體發展策略，將豐富使用者經驗(enrich the 

user＇s experience)，與發展圖書館人員(develop our people)等納入

六大圖書館優先發展策略，作為該館在數位時代的發展指引。 

二、縮短使用者的資訊落差 

(一)隨著 M型化社會的到來，城鄉數位落差、校園資訊落差及都市階級落

差等問題益形嚴重，如何有效縮短各項落差，為教育推動之重要工作

之一。行政院推動「縮減數位化城鄉落差」，擬以縮減城鄉數位落差，

成立行政院專責單位(協調中心)，整合相關部會原有的縮減數位落差

專案，並結合大專校院與民間社會團體資源，建構偏遠地區之網路通

訊基礎環境與服務，提升弱勢團體與族群資訊素養，將偏遠地區打造

成一個以當地居民為主的數位學習與數位文化保存的數位機會點，最

終希望能創造一個公平運用資訊通信科技的環境與機會，以達伸張社

會正義與健全 e化發展。然實施以來其推動的方向，只重視城與鄉的

落差，忽視城(都市)裡的階級落差。 

(二)在政府「數位臺灣」的政策下，由行政院 NICI 小組數位機會組指導

的「縮減數位落差四年計畫(94 至 97 年)」中，教育部電算中心擔任

城鄉組之分組協調單位，整合協調包括內政部、教育部、交通部、新

聞局、環保署、青輔會、研考會、農委會、文建會、勞委會、原民會

等十一個部會，所建置的 115 個機會中心，其中有 15 個中心是由圖

書館經營且其成果都相當不錯。 

(三)教育部「推動大學通識核心課程方案」之八大核心能力建議，包括：

(1)品德倫理素養；(2)法治觀念；(3)人際互動能力；(4)資訊能力；

(5)解決問題能力；(6)創新思維能力；(7)中文表達能力；(8)外語能

力，其中的「資訊能力」可透過資訊素養相關課程加以養成。然根據

調查(95 及 96 學年度)，164 所大專校院中，僅 38 所在通識課程中開

設圖書館利用教育相關課程供學生選修，且技職體系多於高教體系。 

三、數位學習的推動 

(一)近年來，數位學習的發展受到矚目，已成為推動資訊素養的重要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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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方式，除「數位典藏及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已列為「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劃」十項重點建設之一外，各級學校單位積極

發展相關課程、平臺及數位教材，國內數位學習產業也在經濟部輔導

下，主要分成平臺工具業者、內容業者與服務業者等三部分蓬勃發展。 

(二)2006年全球數位學習市場規模從2002年的206億美元，增長至2,518

億美元，其中成長率較高的區隔市場，包括個人消費市場、公協會市

場、職業訓練市場、模擬訓練市場，以及高等教育市場。根據 FeedBack 

Research 針對美國地區 18 歲以上網友的調查發現，網友使用數位學

習的前三大原因，分別為個人生涯發展(52%)、在職進修並取得學位

(50%)、以及賺更多錢(48%)。由此可知，數位學習已成為使用者提升

個人競爭力的學習方式。此外，據資策會的研究結果指出，數位學習

的應用，將使學校與企業的建教合作更為頻繁，企業可更有系統的培

育人才。 

(三)圖書館在數位學習扮演著不可或缺的角色，推動時除需考量如何與圖

書館資源整合，並滿足不同學習上資源的需求，啟動數位互動式的學

習窗口外，並提供跨領域的學習支援，落實支援學習等功能。然在推

動數位學習，圖書館所提供的資源仍有許多問題應加以思索，如：外

購資源是否可放置於教學平臺供學習者使用？既有的印刷式資料是

否可由各館自行數位化等問題。 

建議： 

一、建請計畫性且有系統地規劃學程，供圖書館數位化從業人員得以有效訓

練，如：CC(Creative Commons)與 CA(Creative Archive, UK)授權等相

關技能。 

二、建請教育部積極推動圖書館利用教育相關課程列入大學修業學分，使校方

重視資訊素養教育之重要性，並重視數位學習之推動，以有效提升資訊素

養。 

三、推動「數位資訊服務」之全國性研究型計畫，鼓勵各圖書館成立「數位資

訊管理與服務」單位，積極進行全國資訊素養網路教學，以解決資訊素養

之教育問題。此外，由於數位學習服務牽涉之相關層面與議題甚廣，建議

責成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成立工作小組，或由政府單位委託專家學者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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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推動數位學習現況之研究，瞭解各執行單位之想法與遭遇之困難後，

再就各層面尋求解決之道。 

四、建請教育部重視數位學習在高等教育的應用，協助各校發展數位學習與豐

富圖書館數位化資源，並應將教學平臺與資料庫、系統整合等。 

建議執行單位：教育部、大學圖書資訊學相關系所、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案由三：建請建立我國數位出版品出版登記認證機制，裨保障數位出版者及相關

產業權益。 

說明： 

一、資訊科技突飛猛進，促使數位出版成為當今全球出版的發展趨勢，電子書的出版

更帶動數位出版相關產業及資訊服務的快速發展。 

二、依據美國出版協會（Association of American Publishers, AAP）統計預估，

2009年美國電子書的銷售額超過美金3億 1仟萬元，比2008年成長 176%，而 2002

年至 2009 年間，美國電子書的複合成長率（Compound Growth Rate）為 71%，與

其他媒體形式之成長率比較，均一枝獨秀，遙遙領先。另從銷售總額來看，2009

年美國電子書銷售額佔銷售總額的 1.31%，顯示電子書的發展還有很大的成長空

間。 

三、我國行政院於民國 98 年 8 月核定跨部會之「數位出版產業發展策略及行動計畫」，

預計自民國 99 年至 102 年五年內推動 10 萬本華文電子書進入市場，可預見我國

未來電子書的出版量及市場也將快速成長。 

四、數位出版品呈現多樣化，在型式上有電子書、電子期刊、電子報、電子資料庫、

數位影音等；在檔案格式上，以電子書為例，目前有 PDF、FLASH、EPUB 等格式；

在閱讀環境上，數位出版品可以在一般電腦、平板電腦或智慧型手機上閱讀，或

需特殊裝置之閱讀器，如 Kindle 等。 

五、相同的數位出版品（如電子書），不同的檔案格式及在不同的閱讀載具上，其內

容可能不完全相同，此外數位出版品內容更新容易，如何區分版本的差異是隨著

數位出版的快速發展必須正視的問題。 

六、由於數位出版品檔案傳播容易且易於修改，如何認定及保障作者、出版者及相

關產業權益亦是數位出版發展重要的議題。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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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落實我國數位出版品送存制度，凡欲在我國境內出版之數位出版品，均應送存我

國法定送存機關，除可以有效保存我國數位文化資產，亦可以掌握我國數位出版

品的出版，達到全國數位出版品書目控制的目的。  

二、落實我國數位出版品國際標準號碼的編訂，如 ISBN，讓每一數位出版品均有其世

界唯一的身份識別，裨益出版品之全國及全球流通。 

三、依據我國著作權法規定及送存者的授權模式，送存之數位出版品由法定送存機關

予以數位版權控制，以保障作者、出版者及相關產業權益。 

四、凡完成送存、國際標準號碼編訂及版權控制之數位出版品，由法定送存

機關發予數位出版品版權聲明，除提供數位出版品書目全球通報服務，

亦將此出版認證嵌入電子書全文完整檔案內，或印製於實體發行物件之

明顯處，以完成電子書之正式出版認證。 

建議執行單位：教育部、新聞局、經濟部工業局、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經濟部

智慧財產局、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國家圖書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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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學術傳播與國家競爭力 

 

案由一：國家圖書館應與圖書館學術團體、大學圖書資訊系所、學術研究機構及

其出版單位結合，從事學術生產力研究，以便掌握各領域之生產力，協

助建立合理的學術評鑑制度。 

說明： 

一、目前芬蘭、美國、英國、荷蘭、澳洲、中國大陸等國家都已發展出學術評

鑑制度，綜合歸納起來有評鑑指標多元化、同儕評鑑、質化與量化評鑑並

重、不同學科以客製化指標進行評鑑四項特點。量化評鑑應採用多樣化資

料庫，除 WOS 之外，可考量以主題索引資料庫為指標，例如：Scopus, 

ProQuest, CA, ERIC, MEDLINE, BIOSIS 等。引文索引方面，亦可考慮除

WOS 以外其他引文索引資料庫，例如：Google Scholar、Scopus、Cite Base, 

CiteSeer, NASA ads, PubMed Central 等。 

二、學術評鑑應尊重學科差異，學術研究成果之範圍包括：著作圖書、編輯圖

書、圖書內的章節、期刊文章、會議貢獻(如：會議論文、會議評審、會

議議程委員等)、專利、電腦軟體、網路出版品、影音表演、作曲、設計、

藝術品、展覽、視覺設備與產品、數位或視覺媒體、學術性出版品、研究

資料集或資料庫等。不同領域的學者，不能以相同指標進行評鑑，因為不

同領域的學者有其獨特的傳播媒介及發表行為。例如：社會學偏重專書、

電腦科學重視會議論文、自然科學與理工領域以期刊發表為主；藝術類以

展演活動發表成果，而體育類則以獎項表示卓越度。 

國內科技學界衡量研究成果多半以 SCI 期刊論文作為評鑑的指標，而人文

社會科學的本土性強，且多以中文發表，因此國科會推出 TSSCI 與 THCI

等索引資料庫做為參考指標。 

三、學術評鑑應著眼於提升國家整體競爭力，重視學術研究應用於社會、經濟、

環境或文化方面的成果，同時應提出範例性指標。 

四、學術生產力雖不等同於社會生產力，但高水準的學術研究對該領域具影響

力，因此學術評鑑不該忽略學術研究對社會的影響力。國內許多大學教授

參與公共政策的制定，為產學合作發展之重要角色。這些都難以期刊論文

的發表數量來量化評判。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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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學圖書資訊系所應多從事學術生產力相關研究，擴大學術研究關懷範疇。 

二、大學圖書館除了提供學術資源外，更應建立合作計畫，掌握各領域多元之

生產力。 

三、國家圖書館應與大學及學術研究機構圖書館合作，建置臺灣學術生產力統

計資料庫，研究先進國家各種合理的學術評鑑方式，使學術生產、學術傳

播、學術評鑑相互結合，提供國內學術評鑑單位之參考。 

建議執行單位：國家圖書館、大學圖書資訊學相關系所、大學及研究所圖書館、

學術研究單位圖書館 

 

 

案由二：鼓勵學術圖書及期刊出版，提升學術圖書及期刊編輯的專業能力，使更

多臺灣學術期刊被收錄到 SCI 及 SCOPUS 等引文資料庫中。 

說明： 

一、臺灣的學術期刊及專書出版，不是由大學系所或大學出版中心、就是由專

業學會苦撐，長期面臨經費、人力不足的困境。因經費不足，編輯人員多

為兼任，少為專職，難以累積專業編輯與出版能力。 

二、期刊部分，瀏覽「臺灣期刊論文索引系統」，得到的臺灣學術期刊大約 4,800

多種，但收錄在 SCIE、SSCI 及 A&HCI 的總共只有 21 種。由此可以看出，

臺灣可以擠進國際性索引，如 SCIE、SSCI、A&HCI、EI 的學術性期刊數量

非常少，期刊的學術內容及編輯專業都有待加強。再者，臺灣有少數期刊

為擠進 SCIE、SSCI 或 A&HCI 之列，花鉅資引進 Elsevier 與 Springer 等

國外學術出版商，藉助國外的資源與技術，將原本由國內學術機構編輯出

版的期刊加以改造，快速變裝成「國際期刊」。但靠著這種操短線的手段

掙得國外青睞，實非紮根政策，只能治標不能治本，將來恐怕無法面對來

自中國大陸學術出版產業的威脅。 

三、國內學術期刊出版存在稿源匱乏的問題。1999 年至 2007 年，臺灣學者發

表在 SCIE 的文章數成長了二倍，發表在 SSCI 上的則成長了四倍，雖然

A&HCI 的數量減少了一些，但整體來看，投稿到國外的論文總數還是呈雙

倍成長。這個數據顯示，越來越多國內學者選擇將自己的研究成果發表在

國外的期刊，並授權給國外出版商，最後臺灣的大學圖書館，必須用高價

將這些期刊買回來，不但花錢，也使得臺灣學術期刊水準一直無法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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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編輯水準方面，國內學術期刊的編輯工作多不符合國際標準。在全球知

識體系中，英語不但宰制學術生產與傳播，西方世界也訂定學術引文格

式、研究報告撰寫及排版規範，臺灣若要將自己的出版品送進國際舞臺，

也必須遵守這些學術引文格式、報告撰寫及排版規範，然而臺灣多數的學

術期刊並不符合這些標準。 

五、目前國內外研究單位最常使用的書目管理系統為 Endnote 及 Refwork，該

兩系統收錄數千種引文格式，其中 APA 的中文版本乃由香港建置。我國中

央標準局（於民國 88 年改制為智慧財產局及標準檢驗局，其中有關標準

制訂的業務，全歸標準檢驗局管轄）制訂有「學位論文撰寫格式標準」

（CNS-13503），其中包括中文參考資料引文格式，但自民國 84 年 2 月 16

日發佈以來，多年未修訂，應經常性檢討修訂，並納入 Refwork 及 Endnote

系統中，做為國內研究者之中文引文格式。 

六、學術出版的發展與學術評鑑制度息息相關。由於國內學術評鑑制度以

SCIE、SSCI 和 A&HCI 或 EI 的引文數量作為評鑑或鼓勵研究之標的，一者，

混淆了多數人對「國外期刊」與「國際期刊」的認知，同時也漠視了「國

際期刊」不一定等同於「被收錄於 SCIE、SSCI 和 A&HCI 或 EI」之事實。

二者，目前國內學術評鑑機制，偏向以引文計量方式看待學術成就，忽略

了對期刊出版業務的檢視與評比。三者，人文社會學科領域的研究著重專

書發表，然目前偏向量化方式的學術評鑑制度，並未完整呈現人文社會學

科領域的學術生產力，亦無法有效激勵人文社會學領域的學術出版。 

建議： 

一、以舉辦說明會、工作坊等方式，加強培植出版編輯人才，改善國內期刊編

輯品質，積極扶植國內學術期刊出版產業，提高評鑑績優期刊之人事與經

營費用，督促其品質提升與國際化，而非僅挹注於國內學者著作的國外期

刊發表。從稿件來源、稿件評閱者（Reviewer）、編輯委員等的國際化開

始，互為因果而漸進地改善體質，提高臺灣期刊被 SCIE、SSCI、A&HCI

收錄之數量。 

二、落實期刊評鑑作業，妥善設計與統整規劃質與量兼具之評鑑機制，引導臺

灣學術期刊出版邁向正軌。 

三、成立專案小組，擬定學術出版之標準作業流程（SOP），協助建立學術產出

（包含期刊、研討會論文等）之出版機制，鼓勵大學院校設置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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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已成立之大學出版中心，協助教師出版專著。同時將學術期刊的編輯

出版納入大學評鑑制度中的行政業務指標，提高系所及學校對學術期刊出

版的重視。 

四、建立質化導向的「優良學術期刊清單」，以及量化導向的「引文索引資料

庫」，可望透過國內期刊的國際化與臺灣引文資料庫之開發，產生更多的

研究動力，提升國際學術競爭力，也可未雨綢繆，早日因應未來兩岸華文

學術發展、期刊資料庫產業之競合關係。 

建議執行單位：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高教評鑑中心、國家圖書館、各大學院

校 

 

 

案由三：整合臺灣學術研究成果，以數位及網路技術，提高國際曝光度。 

說明： 

一、臺灣在遠距教學上的論文發表數量為世界第三，但目前臺灣學者研究成果

的曝光管道主要仍為 SCIE 與 SSCI 收錄之國際期刊。然而除了國際期刊之

外，國內尚有研討會、碩博士論文、研究報告、專書等各類型的學術產出，

還有以中文撰寫及具地域特色的研究成果，均缺乏對外輸出的管道。 

二、大學是國內最主要的學術產出機構，部分大學已經開始建置機構典藏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以保存學校的研究成果，為完整展現國

內眾多的學術成果，需要擴大與加速建置各校之機構典藏。 

三、除了各校分別建置機構典藏外，教育部已於 2006 年 6 月委託臺灣大學圖

書館，建立共同之臺灣學術機構典藏（Taiwan Academic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TAIR, http://tair.org.tw/）入口網站，作為國家整體學

術研究成果的累積、展示與利用窗口，目前雖已有 113 所大專院校（一般

大學 51 所、技職院校 55 所、其他 7 所）加入，但可進行全文查詢的文章

比例約僅一半。由此可知，臺灣已出版的學術成果，仍缺乏統一管理與發

展規劃，以及有效的授權機制，以至於臺灣在市場沒有足夠數量之電子學

術資料，難以建置足以展現臺灣研究成果，且達外銷輸出品質的學術資料

庫。因此需要健全 TAIR 發展基礎，使其能成為有效向國外傳播臺灣學術

創造力的平臺，提高臺灣學術成果的國際曝光度。 

四、電子資料的商業和使用模式與傳統紙本不同，終端使用者很少直接訂購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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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電子資料，圖書館成為主要的訂購者及提供者，電子科技一日千里，因

此圖書館亟需建立合時宜的電子資料數位傳輸與數位閱讀模式（包括收費

機制、收費對象等）。 

建議： 

一、國家圖書館應進行全國博碩士論文、政府出版品、及中文期刊索引全面雙

語化的工作，整合前述之英文摘要或全文，並以國家圖書館做為學術資源

典藏中心，建置國家總書庫及雲端論文庫及全國學術出版品統一交換共享

平臺，迅速充實可輸出國際之臺灣學術內容。 

二、扶植體質良好的國內期刊，協助爭取納入各學科領域現有之引文、索摘或

全文電子資料庫(商業及非商業)，並爭取加入 WOS（CSCD）與 Scopus 全

球兩大引文索引資料庫，增加國內學術論文之國際曝光度。 

三、由教育部及國科會組成委員會，結合學者專家選擇臺灣應該數位化的專

書，補助出版界將其數位化，初期建議至少二萬種，使具市場規模。並由

國家圖書館整合政府出資數位化之電子專書(商業及非商業)、政府出版

品、研究報告等做為國家數位出版品永久典藏。 

四、更全面性的擴大與加速分散建置、整合呈現的臺灣機構典藏。分散建置各

校機構典藏以保持學校主體性，展現本身的研究特色與研究能量；各機構

典藏成果則應統一集中於國家圖書館，由國家圖書館整合規劃 Open 

Access 平臺，集中呈現臺灣機構典藏，作為國家整體學術研究成果的累

積、展示與利用窗口，提高臺灣學術研究整體曝光率與學術影響力。 

建議執行單位：教育部、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國家圖書館、各大學院校 

 

 

案由四：合理輸入國外知識，世界各國的學術出版品，臺灣至少有一份，並建立

永久典藏機制，保障其在國內的傳遞與分享。 

說明： 

一、國內圖書館每年花費相當多經費購買國外知識產品，包括圖書 (含電子

書)、期刊(含電子期刊)、視聽資料、電腦軟體及資料庫等。據保守估計，

臺灣一百多所大學每年至少花費約新臺幣數十億元購買西文資料，此外，

公共圖書館為呼應民眾對西文資料的需求，購買全國公共圖書館授權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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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文電子書，每年花費亦不在少數。這些國外知識的輸入，基本上反映了

本土對多元知識來源的需求。 

二、臺灣所引進的外國知識大多偏重美國的出版品，以英文圖書與期刊為主，

而且偏重理、工、醫等學科領域的文獻，知識獲取的觸角有所侷限。 

三、自從昔日的印刷出版轉為電子環境後，不但知識傳播模式起了改變，也連

帶影響知識傳播機構的典藏策略。電子資源價格昂貴，計價模式也比傳統

紙本資料複雜，令圖書館窮於應付。同時有越來越多的國外資料庫廠商壟

斷電子資源的典藏權，只販售使用權，圖書館為維護國內使用者取得知識

的權力，被迫接受廠商訂定的採購合約，逐年支付連線使用或定期更新費

用，否則就必須付出極昂貴的價格買斷，才能取得永久典藏的權利，臺灣

各大學圖書館及研究單位長期下來為此支付了相當可觀的費用。 

四、過去大專校院自國外購買教育研究用品，乃依「關稅法」第 49 條第 3項

訂定之「教育研究用品免稅辦法」辦理免稅，但現在電子書及電子資料庫

係透過網路方式購買使用權，非有實體經海關輸入，因而無法適用「關稅

法」免稅規定。 

五、為了突破國外知識產業商業模式，以更經濟有效的方法輸入國外知識，國

內圖書館先後成立各種採購聯盟，形成經濟規模向出版商爭取有利的價格

談判，並共享採購資源。但出版商的授權合約仍以保護自己的利益為主，

對資料的使用做了許多限制，例如禁止傳送電子全文做為館際互借之用、

不能放上教學網站供學生使用、不能納入教材或列為線上指定參考等。  

六、國內圖書館界曾先後成立各種採購聯盟，包括：「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

共享聯盟﹙CONCERT﹚」、逢甲大學圖書館發起的「臺灣電子書供給合作社

﹙TEBNET﹚」及「學術資源倍增行動方案聯盟」、「南區技專校院校際整合

聯盟」、「技專校院共用性電子資料庫購置計畫」、「臺灣學術電子書聯盟」

等。上述聯盟雖在不同階段完成不同任務，引進國外的學術知識，但卻如

分頭馬車，有整合必要，此外，這些聯盟對於將國外的知識長久典藏在國

內並進行合理的館際合作等關鍵任務，仍未能有重大的突破。 

七、教育部、國科會、文建會等單位應圖書館界要求，歷年來均以實際行動給

予經費上的補助，用於採購西文資料，此做法對國內各大學及研究機構引

進國外研究資料具有相當大的實質助益，但終究只是臨時性的補助，無法

提供圖書館穩定的經費來源進行長遠的館藏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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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一、教育部應成立學術資源委員會，聘請各領域學者專家及國家圖書館館長、

大學圖書館館長擔任委員，每年定期開會，檢視全球學術研究資源在臺灣

可得率問題，編列固定經費每年補助重要資料庫全國版的購買，以保障國

內學者學術資源最基本的取得率。 

二、圖書館應： 

（一）建立完整的國外知識輸入及服務模式，保障國內學者可利用國內圖書

館資源快速取得 80%外文資料，及 100%的中文資料。 

（二）積極擴大資料引進的範圍，重視美國以外地區的知識產出，包括歐洲、

加拿大、中東、日韓、東南亞國家等各種語文之出版品。 

（三）資料型式不應只著重圖書期刊，應盡量涵蓋廣泛，引進各種類型的資

料，例如統計資料、會議論文、GIS 資料、技術報告、專利、電影、

音樂、書畫、檔案、軟體、各類資料庫等，以擴大知識獲取的範圍。 

（四）平衡國內各學科文獻，特別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獻，以利社會的發

展。 

三、國家圖書館應結合目前圖書館聯盟的經驗和力量，進行更精細的策略規

劃，加強與國外資料庫廠商的談判，爭取電子資源的永久典藏權和允許館

際合作等條件，保障這些知識在國內的傳遞與分享，建立國內外數位資源

永久典藏中心，以利學術傳播。 

四、教育部應與財政部、關稅總局、國稅局等單位協調，依「教育用品免稅辦

法」之精神，針對國外電子資源輸入免課稅問題，提出修法建議。 

建議執行單位：各大學院校圖書館、國家圖書館、教育部、財政部、行政院國家

科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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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國際合作暨兩岸交流 

 

案由一：建請進行建置全國圖書館多國語言整合入口網站，以使國際瞭解臺灣圖

書館事業、學術研究發展現況與各館特色，以成為國際認識臺灣圖書館

與華文知識發展之窗口，加速國際交流。 

說明： 

一、目前包括德國與東北亞各國圖書館界，皆積極建置全國性圖書館入口網

站，吸引各國研究者利用學術資源與大眾認識文化活動，不僅有效拓展各

館數位化服務與文獻引用率，其扮演文化窗口的角色，儼然形成國際活動

的重要管道。 

二、目前臺灣各類圖書館受限學校圖書館與公共圖書館分屬不同部會機關管

轄，加上專業圖書館之間聯繫不足，缺乏整合服務，難以形成整體力量，

而建置網站可超越組織形式，透過資訊傳遞，以入口網方式形成整體一致

的統合力量。 

建議： 

一、為推展國際交流與合作，提高本國圖書館在國際能見度與服務知識輸出能

量，使國際學術界了解臺灣圖書館最新發展及成功經驗，增加網站連結程

度與作為實務引用之典範，建請編列長期性預算，建置全國性圖書館多國

語言整合入口網站，如德國「德國圖書館入口網」

http://www.bibliotheksportal.de，使國際社會能即時、無障礙地瞭解

我國圖書館界之發展。 

二、為使本項計畫能持續執行，建議由國家圖書館、大型公共圖書館、大學圖

書館，以及圖書館專業組織，輪流主辦經營，以期透過執行過程，累積館

員國際視野與國際型網站服務經驗。 

 建議執行單位：國家圖書館或其他大型公共圖書館、大學圖書館，以及圖書館

專業組織(如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等) 

 

 

案由二：建請政府重視圖書館領域對外參與國際組織、會議，對內擴大海外東亞

圖書館來臺訪問進行交流研究，以期提昇臺灣圖書館界在國際活動上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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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力，裨益本地圖書館員素質精進，增加國際能見度及影響力，避免國

際生存空間萎縮。 

說明： 

一、圖書館發展攸關國民智識之提昇，而圖書館對外交流，則關係到世界文明

知識管理經驗能否透過參與國際活動，轉化為服務國人瞭解與參與國際知

識之動力。近年來，臺灣圖書館界代表積極參加國際組織相關委員會，如

國際圖書館協會暨機構聯盟(IFLA)，實際參與組織的運作與分工，期共同

為全球圖書館專業貢獻心力，以增加我國圖書館界參與國際事務的能見

度，同時建立國際圖書館界長期互動合作的人脈。然往往因經費無著，致

使無法持續參與，長此以往，形同自動退出，對於臺灣在國際生存相當不

利。 

二、目前世界重要圖書館為維持優勢領導地位，提高國家知識形象，紛紛開設

國際圖書館員專業訓練，如香港大學圖書館於 2003 年與美國研究圖書館

協會（ARL）合作創辦「圖書館領導研修班」，之後每年繼續規劃辦理；以

香港、中國、臺灣、新加坡、日本及亞洲其他國家的學術與研究圖書館員

為對象；北美地區專業圖書館組織多次辦理「中文圖書館員暑期培訓班」，

以強化當地中文館員之特殊需求。至於在臺灣，國家圖書館於民國 98 年

舉辦「國外圖書館專業館員工作坊：漢學研究文獻運用及服務」，吸引各

國東亞圖書館員參加，提供海外圖書館從業人員，認識並瞭解專業發展趨

勢及資源的深度與廣度，同時也增強海內外的專業交流合作，提昇臺灣在

國際圖書館界的能見度與影響力。 

建議：  

一、在對外參與國際組織活動方面，建請主管機關重視並鼓勵圖書館界主動參

與國際活動，培養國際事務參與人才，裨深化耕耘國際圖書館界友誼，建

立互動合作機制，如 IFLA、ALA、PNC、WDL，編列常態穩定參加國際活動

相關預算，以鼓勵各級圖書館主動參與國際活動、出席國際會議，主動提

供各館在國際業務上重要發展政策、經驗、合作成效等訊息。 

二、在行銷外國參與臺灣國際圖書館員專業訓練之方面，建議由政府編列預

算，提供國家圖書館持續辦理「國際圖書館員專業研習計畫」，以達專業

人員國際專業素養之培育與國際交流推廣的目的，建立國際友好人際關係

網絡，協助臺灣突破國際生存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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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執行單位：教育部、國內專業圖書館組織(如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中華圖

書資訊學教育學會等)、國家圖書館、各大專校院圖書資訊系所 

 

 

案由三：擬建立文獻資源合作分享永續機制，以推動國際及兩岸文獻資源的合作

與共享。 

說明： 

一、圖書館所藏文獻資源傳布廣泛、影響深遠，有助於文化的傳播以及創新。

值此資訊時代、網路勃興，而圖書館文獻的數位化更充實了網路資源的內

涵，益加凸顯其重要。 

二、臺灣自民國 89(2000)年由政府推動大規模的的數位典藏國家型計畫，不

僅積極將國內各機構的重要典藏加以數位化並提供檢索，並且與海外著名

典藏機構彼此合作。之後，國家圖書館於民國 94(2005)年與美國國會圖

書館建立古籍數位化合作關係，大步邁出跨國合作計畫，自民國 97(2008)

年起更進一步參與由聯合國教科文組織和美國國會圖書館，所共同建置的

「世界數位圖書館計畫」。此外，自民國 79(1990)年起兩岸開啟圖書館交

流活動，雙方互動日益密切，民國 87(1998)年在香港舉辦「區域合作新

紀元：海峽兩岸圖書館與資訊活動研討會」，開啟兩岸多地進行文獻資源

共建共享的對話，其後在民國 89(2000)年於北京舉行「第一次中文文獻

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議」，掀開此後十年間兩岸多地的資源共建共享合作

的序幕。 

三、以上不論是臺灣所推動的數位典藏計畫、國家圖書館所開啟的臺灣古籍數

位合作計畫，或是兩岸多地所共同發展的共建共享合作項目，它們彼此間

雖然在合作的內容以及規模不一，但是具有兩個共同的特徵，就是在性質

上係屬於文獻資源的共同合作與分享；在地域上屬於跨地區的國際交流，

分述如下。 

（一）以國家圖書館所參與的國際性以及跨國性文獻書目及數位化影像為

例，包括： 

      1.「世界數位圖書館（World Digital Library）」，目前國家圖書館除上

傳館藏重要中文古籍影像之外，並參與該計畫「中文內容選擇工作小

組」，定期召開會議討論年度上傳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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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國家圖書館與美國國會圖書館合作進行的「古籍影像數位合作計畫」，

自民國 94(2005)年迄民國 98(2009)年底，已完成古籍數位影像 1,494

筆，超過 73 萬 4 千餘影幅，中英文詮釋資料 1,000 筆；此外並公開對

外開放書目查詢及影像全文瀏覽。 

      3.國家圖書館與美國華盛頓大學圖書館合作進行的「古籍影像數位合作

計畫」，執行期程自民國 99(2010)年 9 月份開始至民國 101(2012)年

12 月，預計將合作掃瞄約 20 萬影幅該館重要中文古籍資料。 

（二）以國科會所推動的「數位典藏國家型計畫」、「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

家型科技計畫」之中的海外合作項目為例，包括：中央研究院歷史語

言研究所「傅斯年圖書館善本古籍國際學術知識網絡建置計畫」，以善

本圖籍為合作內容，海外合作對象包括美國國會圖書館，哈佛大學哈

佛燕京圖書館、普林斯頓東亞圖書館。 

（三）以「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議」中，本館所參與的兩項合作項

目，即「古籍聯合目錄資料庫」及「中文名稱規範（權威）資料庫」

為例，包括： 

     1.古籍聯合目錄資料庫：由國家圖書館召集並建置，自民國 87（1998）

年迄今；已收錄海內外 35 所圖書機構，所藏古籍數目 60 餘萬筆。 

     2.中文名稱規範（權威）資料庫：由國家圖書館代表臺灣參與，並提供

國家圖書館與臺灣大學圖書館共同建檔並經整併的名稱權威。 

綜上可知，臺灣在參與國際及兩岸文獻資源的合作與共享上不遺餘力。其

中國家圖書館因職責所在，多年來對國際及兩岸文獻資源的合作分享，始

終敬謹從事而不敢稍有怠忽，繼而奠定了國家圖書館的數位軟實力。展望

國際及兩岸圖書館之間的競爭與合作，正方興未艾，參與跨地區間的合作

與分享攸關臺灣在國際的地位，至希國內各典藏機構一起合作，訂定政策

與實施方案，共同建立文獻資源合作分享機制，如此，必有助於我國在國

際及兩岸圖書館的地位與聲譽。 

建議： 

一、建議由各有關機構，包括「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計畫辦

公室及國家圖書館等，共同建立文獻資源合作分享機制，在相關計畫結束

前，由中央編列預算逐年補助，早日未雨綢繆建立永續加值服務機制，建

置國際及兩岸文獻資源合作平臺，集中並整合相關資源，以發揮並增強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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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合作的影響力。 

二、建議各典藏機構積極參與上述國際及兩岸文獻資源合作平臺，由國內向國

際及兩岸延伸，擴增數位資源的參與層面，發揮文獻資源的傳播力與影響

力。 

三、建議各典藏單位、學術機構踴躍參與上述「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

議」，並提出「合作專案計畫」，整合海內外文獻資源，發揮國際及兩岸合

作影響力。 

建議執行單位：教育部、「國科會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計畫辦

公室、各典藏機構，國家圖書館 

 

 

案由四：建請政府編列「臺灣資料專區」（Taiwan Corner）經費，由國家圖書館

統籌辦理相關計畫，提高臺灣政府及民間優質出版品之國際能見度，裨

利臺灣研究資源之傳佈。 

說明： 

一、國家圖書館從其前身─國立中央圖書館始，一直代表政府在國際間進行此

項文化交流的任務，不但豐富館藏，更扮演起文化外交橋樑的角色；近年

來，更和許多重要的國外交換單位建立多元化的合作關係，提高我國的國

際形象。 

二、近年來世界各國重要圖書館，例如韓國國會圖書館的「韓國之窗」(Window 

to Korea)計畫、上海圖書館的「上海之窗」（Window to Shanghai）及日

本國立國會圖書館的政府出版品寄存計畫，皆在該國政府支持下，於海外

重要圖書館設置資料專區或進行專案贈書，除可強化與受贈單位之瞭解，

並促進彼此間合作外，更可提高臺灣政府及民間優質出版品之能見度。 

三、「美國資料中心」（American Corner）是由美國各地駐外單位與駐在國的

組織或機構聯合成立，成立宗旨在提供美國的資訊，其服務性質則類似於

公共圖書館的參考服務。美國在臺協會文化新聞組從美國本土直接採購有

關美國的資料，資料內容包括美國文化與社會的資料、英語教學與研究的

資料、美國留學資訊、旅遊資料等，是經過特別設計的一個虛擬美國中心，

經由線上服務，希望提供使用者更多關於美國風土民情的資訊。目前該協

會與公共圖書館合作，分別於國立臺中圖書館等地設置「美國資料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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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一、國家圖書館為讓本國優質出版品傳布世界，更讓中華文化豐厚內涵，嘉惠

海外一般大眾及學術研究人員，展開「臺灣資料專區」設置計畫，近年已

積極展開於香港大學圖書館、拉脫維亞國家圖書館、法國里昂第三大學、

越南社會科學院漢喃研究所圖書館等地設立臺灣資料專區計畫。2009 年 7

月 9 日已於蒙古國立兒童圖書館成立「臺灣書苑」 （Taiwan Reading 

Garden）專室。  

二、「臺灣資料專區」亦可結合國際書展活動進行。國家圖書館每年皆參與世

界重要國際書展，展後圖書贈送當地圖書館強化其臺灣研究參考資源；亦

可仿「美國資料中心」（American Corner）設置方式，由我國駐外單位之

推薦，與當地圖書館合作進行「臺灣資料專區」設置相關活動。 

三、「臺灣資料專區」設置，若能在政府的專案經費支持下，由國家圖書館統

合各單位出版品參與，並請新聞局、研考會、外交部駐外單位及教育部國

際文教處共同協助，自交換單位中，選擇較具規模之圖書館或有臺灣研究

及教學需要之單位擴大設置，並與受贈單位共同擬定於網站或圖書館簡介

等相關資訊媒體上告知讀者之宣傳方案；或由國家圖書館協助海外圖書館

成立臺灣研究專題館藏。國家圖書館在專案經費下，統籌規劃及辦理此類

之專案贈書，並基於輔導國內圖書館之角色，亦可協助國內公共圖書館與

國外公共圖書館締結姐妹館之專案贈書。 

建議執行單位：國家圖書館、新聞局、外交部駐外單位、教育部、行政院研究發

展考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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