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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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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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綱要

•國家圖書館概述

•國家圖書館新時代的任務

•國家圖書館發展的問題

•美國與英國圖書館作法

•國家圖書館需要新規劃與新館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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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是一國家的大書庫

•是一國家的知識水準的指標

•是一國家的文化典藏與詮釋的具體表現

•需要國家的重視與全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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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國家圖書館的歷史

•1933年，「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創建立於南
京，1940年正式成立。

•歷經抗戰遷都、勝利還都、隨民國政府遷播至臺
灣，於1954年在台復館，1955年遷入臺北市南海
路植物園內

•1986年，再遷至臺北市中山南路現址

•2001年，由總統頒布施行的「圖書館法」，改名
國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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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國家圖書館的功能

•以政府機關(構)、法人、團體及研究人士
為主要服務對象

•是國家圖書館也是學術研究圖書館

–徵集、整理及典藏全國圖書資訊

–保存文化

–弘揚學術

–研究、推動及輔導全國各類圖書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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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送存與典藏臺灣當代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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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政府機關(構)、學校、個人、法人、團體
或出版機構發行第二條第二項之出版品，
出版人應於發行時送存國家圖書館及立法
院國會圖書館各一份。

•前項圖書資訊，指圖書、期刊、報紙、視
聽資料、電子媒體等出版品及網路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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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空間嚴重問題

•2009年度館藏量已增近400萬冊

•主要館藏包括當代出版品、善本書及特藏、政府
出版品、學位論文、漢學研究資料、國際組織出
版品等

•每年臺灣出版4萬多種新書, 5,000多種期刊雜誌, 
與每年至少2萬到5萬種博碩士論文, 每年各種來
源的圖書文獻至少約20萬冊不斷入館

•25年的舊建築, 典藏空間已嚴重不足，另於桃園
楊梅承租自動倉庫儲設立遠端書庫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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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傳統核心功能

•IFLA, Section on National Libraries在1998年

•(1)藉由全國出版品(含印刷與電子出版品)送存制度，以
建立國家館藏；

•(2)提供國家書目編製與國家典藏服務；

•(3)直接對個人使用者或透過其他圖書館以及資訊中心，
提供參考服務、書目、圖書文獻流通、與館際合作等集中
服務；

•(4)保存與提升國家文化資產；

•(5)提升國家文化圖書館並以國家代表身份參加國際組織
與計畫的對話論壇。這些核心活動正說明現代國家圖書館
的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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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時代的國家圖書館的角色

•(1)發展國家館藏，包括實體館藏與數位館藏，建
立二元化國家書館。

•(2)編製國家書目與典藏國家館藏。

•(3)提供使用者從圖書館與網路各種途徑取用國家
圖書館館藏與服務。

•(3)代表本國積極參與國際圖書館計劃及加入論壇

•(4)成為本國數位資訊典藏、保存與服務中心

•(5)提升本國與世界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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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tish Libray2008-2011願景

• OUR PURPOSE■Advancing the world’s knowledge.

• OUR VISION

– We are central to the world of research, providing a trusted 
source of content that opens minds, solves problems and creates 
opportunities.

– We provide services to anyone who wants to do research. We aim 
to provide both physical and digital access to world-class 
information where and when people need it.

– We inspire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with our outstanding content 
and expertise and we complement this by engaging the knowledge 
and expertise of others where it adds to the quality of 
experience for our users.

– By providing these services effectively, the British Library 
plays a vital role in society and the economy, both today and 
for future gen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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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時代國家圖書館新任務

•數位典藏

•網站典藏

•數位保存

•數位出版的送存與典藏

•影音資訊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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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國家圖書館發展問題

1. 典藏全國出版品，空間不足

2. 資訊典藏與服務重人文社會而輕科技

3. 全國性科學技術、醫學生物、農學、商學
資訊典藏與服務嚴重匱乏

4. 數位圖書館的發展空間不足，無法執行

5. 數位科技帶來人民新的閱讀與使用需求，
舊空間需要調整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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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出版品典藏需要空間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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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萬冊，而我國的國家圖
書館只有245餘萬冊圖書，館藏仍有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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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在2009年12月花30億台幣完成近郊Boston Spa館
舍的新裝修, 備迎接下個10年的挑戰

•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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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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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大書庫長人文社會而短科學技術

•從前有科技資訊中心與農學資訊中心, 如今均已
消失

•我國缺乏全國性的科學、醫學與農學圖書館，更
無科學知識服務系統的長遠規劃及發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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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國立組織層級的科技專門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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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與英國圖書館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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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 of Congress

•美國有三所國家圖書館: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國家醫學圖書館(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國家農業圖書館(National Agricultural 
Library)

•美國國會圖書館為了庋藏豐富的典藏建有三大建築物
:Thomas Jefferson Building、John Adams Building、
James Madison Memorial Building

•著作權局設在美國國會圖書館

•美國國會圖書館積極發展web archiving, 還要興建新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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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tish Library1/3

•大英圖書館是英國三所國家圖書館之一（其他為蘇格蘭國
立圖書館、威爾斯國立圖書館）

•大英圖書館根據大英圖書館法案（British 
Library Act)於1973年成立, 整合人文社會與科
技於一館

•整合大英博物館的圖書館、專利局圖書館（Patent 
Office Library）、國立中央圖書館（National Central 
Library）、國立科技借閱圖書館（National Lending 
Library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英國國家書目
公司（British National Bibliography Ltd.）、科技資
訊局（Offic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等單位，而成立一個新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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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tish Library2/3

•British Library 有位於倫敦總館和設於近郊的波士
頓．斯巴（Boston Spa）館。

•總館與Boston Spa分工合作, 各有所司

•倫敦總館1998年新館重建完成,設有科學參考與資訊
服務（Science Reference & Information Service
）、館藏及維護（Collection & Preservation）、
人文及社會科學（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
、公共服務（Public Services）、特藏（Special 
Collection）、新館工程計畫（St Pancras
Occupation Project）等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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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tish Library3/3

•波士頓．斯巴館舍設在近郊

•設有文獻供應中心（Document Supply Center）
、電腦及通訊（Computing & Telecommunication
）、採訪及編目（Acquisition Processing & 
Cataloguing）、國家書目服務（National 
Bibliographic Service）等單位，另有行政部門
（Administration）和研究發展部門（Research 
& Development。

•2009年12月花30億整修新建完成

•British Library個案值得我國研究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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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應重新檢討功能與定位

•台灣現代圖書文獻典藏大書庫

•發展數位典藏

•發展網站典藏

•研發數位保存科技

•全國閱讀與資訊素養中心

•建立全國科技、醫學與農業資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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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發展建議1/3

•1.國家圖書館身負領導全國圖書館事業重擔，面
對數位時代數位資源發展與資訊科技的挑戰、空
間嚴重不足、人文社會與科技資訊服務失衡等危
機，需要研訂策略發展計劃書，以有效經營國家
圖書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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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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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發展建議2/3

•3、建請中央主管機關規劃推動成立全國科
技、農業、醫學主題圖書館以維持均衡發
展，以及提升國家競爭力

•4. 可考量在[政府組織再造]工程時, 將相
關的科技、農業及醫學機構與國家圖書館
整併, 如將原[科技資料中心]的科技政策
研究與資訊中心與國家書館整併, 以擴大
科技農業及醫學資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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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發展建議3/3

•5. 新館舍規劃

–可參考美國Library of Congress做法, 原館
附近另興建新館

–或參考British Library 做法：在近郊覓地與
空間興建新館

•總館主責大書庫、讀者服務、科技醫學與農業資訊
服務

•近郊新館提供：技術服務、國際出版品交換、數位
圖書館與數位保存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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