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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大學圖書館是一所大學的知識寶庫。在大學首要任務是教學與研究，其所需

之圖書與資訊的提供途徑，則為大學圖書館館藏之首要使命。大學圖書館掌握教

學的需求與研究使命，而館藏發展政策能提供大學圖書館館藏的服務及配合學校

的課程、老師的研究及學生閱讀的需要。本研究以政策評估理論應用在大學圖書

館館藏發展政策執行上，並採用個案分析法及深度訪談法做為研究工具，主要係

檢視該政策，在政策執行前及政策執行過程中，乃至政策執行後，是否有達到政

策在制定時與執行時所欲達成的目標效果。最終目的是避免不當的政策或無效益

的政策在資源上的浪費，並適時發現修正政策的誤差。 

本研究之目的為：(一)探討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之內涵與現況。(二)探

討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執行過程與影響因素。(三)探討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

政策評估指標，並據以進行政策評估應用，以作為圖書館館藏政策未來發展建議。 

綜合研究結果與分析，歸納建議如下，期能供大學圖書館及未來之研究者做

進一步研究之參考。 

一、決策管理層面： 

(一)各校應成立館藏發展政策工作小組(二)館藏資源應占全校年度總預算之一

定比例(三)將館藏發展政策列入圖書館評鑑項目之一(四)制定數位資源館藏發

展政策(五)因應各大學學術與文化特色應建立特色館藏(六)定期進行館藏評鑑

與政策修訂(七) 圖書館學會應訂定館藏發展政策版本供參。 

二、行政執行層面：  

(一)加強館員的基本能力，持續在職教育訓練(二)館員應納入政策制定小組成員

(三)加強各館合作關係，強化資源共享平台(四)館藏資源必須適時適當的加以維

護(五)館藏發展政策書面文字化是必需的。 

 

關鍵字：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館藏發展政策、政策執行、政策評估、 

館藏發展政策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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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brary of a University is a treasure of knowledge of the University. The 

major missions of a university is teaching and research, and for those purposes, 

books and information required are rely on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hence, 

library control the needs of teaching and mission of research and Library 

Collections Development Policy is to provide the service of collection of library 

of a university and working together with the programs of the school, research 

of teachers and the needs of students in reading. In this research, policy 

Evaluation theory is applied to the execution of collection policy execution of 

the library, and case analysis method and in-depth interview are employed as 

tool of research. The purpose to examine whether the policy accomplished the 

target effect as was set in establishment of policy and in execution of the policy, 

in the process of execution,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he execution of the policy. 

The final purpose is to avoid resource waste in ill established policy or 

ineffective policy, and timely identify the error to correct.  

 

The purposes of this research are: (1) Study the content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Collection Development Policy of University Library; (2) Study the 

execution process and affecting factors of Collection Development Policy of 

University Library; (3) Evaluation indices of Collection Development Policy of 

University Library; and base on them to apply on policy evaluation to come up 

with suggestion of Collection Development Policy of University Library. 

 

Concluding the results of research and analysis, we have come to 

following suggestion, in the hope of providing university library and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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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ers for reference.  

 

1. Decision making and Management Aspect 

1) University shall set up Collection Development Policy task force, 2) 

Collection resources shall account for certain percentage of annual budget of 

a university, 3) Incorporating Collection Development policy to be one of the 

library appraisal items, 4) Establishing digital resources collection 

development policy, 5) Establishing characteristic collection to echo the 

unique features of university in academy and in culture, 6)Regularly 

conducting collection evaluation and policy revision and 7) Library 

Association shall establish  Collection Development Policy editions for 

reference.  

 

2. Administration and Execution Aspect 

1) Increase the basic skill of staff and continue the on-the-job training; 2) 

Staff members shall be member of policy establishing team; 3) Intensify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libraries and resource sharing; 4) 

Resources of collection must be maintained timely and properly; 5) It is 

necessary to document the Collection Development Policy. 

 

Keyword ： University Libraries, Collection Development, Collection 

Development Policy, Policy Implementation, Policy Evaluation, Collection 

Development Policy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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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問題陳述與動機 

  一、問題陳述 

書是人類連結歷史的中介橋樑，故藏書所在的圖書館是集人類智慧、知識、

資訊的總匯集地。傳統圖書館是保存人類生活紀錄的機構，將這些生活紀錄的圖

書資料典藏起來，建設成館藏，供後人利用圖書館館藏，不僅瞭解過去人類歷史

與文明，並且創造與建設更多的發明與成果。現代的圖書館是一個善用科學方

法，採訪、選擇、保存維護各種媒體的資料，並提供讀者各種查詢資訊的途徑以

方便讀者利用的專業機構。 

圖書館最重要的元素是館藏，館藏是圖書館的靈魂，所謂館藏簡單的說係

指：「圖書館經由採訪選擇途徑而獲取的資源，以提供圖書館使用者來使用」。

為方便使用者使用館藏資源，圖書館提供館藏查詢的功能一般有書目館藏查詢，

讀者紀錄查詢，是為讀者與圖書館間彼此互相溝通的管道，透過館藏查詢功能，

能讓讀者更快速方便地獲得館藏資訊。 

圖書館學大師阮甘納桑(S.R  Ranganathan)提出的圖書館學五律：「Books 

are for use; Every book , its reader; Every reader , his book; Save the 

time of the reader ；A Library is a growing organism」。「圖書是為讀者

使用的；每一本書有其讀者；每一讀者有其書；節省讀者的時間；圖書館是一個

成長的有機體」。這五律道盡了圖書館館藏的精義(Ranganathan，1931)。圖書

館保存與典藏人類生活紀錄建成的館藏，每一本圖書資料是要實用的，每一種圖

書資料要有讀者，每一位讀者能找到他要的圖書資料。圖書館館藏保存人類智慧

的結晶，並以讀者為中心，依照讀者需求供應他們需要的圖書資料，每一種館藏

也保障有讀者使用。圖書館首要的任務是將圖書資料選擇、採訪、徵集後經過正

確有效途徑建成館藏，並提供公用目錄給人們檢索館藏，進而取用圖書資料資

源。圖書館要成功的發揮這樣的機制，則需要對館藏發展有計畫有系統的制定策

略，這就是館藏發展政策。 

館藏發展政策(Collection Development Policy)理論是近3、40年來由國外

引進的並受到圖書館學界的重視。根據美國圖書館學家G.E.Evans (2000)認為，

在理論研究中，館藏發展和館藏發展政策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的。如果將館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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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機構的發展目標，那麼館藏發展政策就是實踐這個目標的一項工具，且這個

工具對館藏發展的進程、架構與成效有約制的作用。館藏發展政策它是一個專有

名詞，是專職在圖書館裡，對館藏規畫，採購決策的一個連續過程。有完善的館

藏發展政策，館藏才有明確遵循程序的依據，也才能確立館藏發展主題方向、預

防不必要的館藏進館，也可節省所需的人力及經費。通常館藏發展政策依序會先

從社區分析，使用者需求開始，接著採購採訪作業，館藏評估以了解使用狀況，

並以此做為修正館藏發展政策的依據。 

大學圖書館是一所大學的知識寶庫。在大學首要任務是教學與研究，其所需

之圖書與資訊的提供途徑，則為大學圖書館館藏之首要使命。大學圖書館掌握教

學的需求與研究使命，而館藏發展政策能提供大學圖書館館藏的服務及配合學校

的課程、老師的研究及學生閱讀的需要。本研究以政策評估理論應用在大學圖書

館館藏發展政策執行上，主要係檢視該政策，在政策執行前及政策執行過程中，

乃至政策執行後，是否有達到政策在制定時與執行時所欲達成的目標效果。最終

目的是避免不當的政策或無效益的政策在資源上的浪費，並適時發現修正政策的

誤差。期能透過本研究，將館藏資源的利用達到最大化，並早日訂定屬於自己大

學的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 

   

二、研究動機 

每個圖書館都有它的故事，一個好的圖書館它應該有一個策略的管理與規

劃，在圖書館界最有名的應該是大英圖書館，它的策略管理與規劃做得非常好。

館藏發展政策簡單的說就是策略管理與規劃。我們在看館藏發展政策的時候，其

實就是在看這個圖書館過去的歷史，現在的面貌現況與未來的發展遠景，以充實

館藏的質與量，擴大圖書館的功能。一個訂定有館藏發展政策的圖書館會判斷館

藏發展政策的強弱來建置館藏內容，來滿足讀者需求。故館藏發展政策必須是實

際存在依照暨有的方面持續性的運作與存在。但館藏發展政策並不是一個口號，

通常我們會要求它以書面的形式來呈現，以做為館方政策的指導，因此才有書面

文件的館藏發展政策的訂定。 

國內圖書館學專家認為書面文件的館藏發展政策確有其功能性存在。其功能

包括：1.告知每一個人館藏的性質與範圍2.告知每一個人館藏的優先順序3.強迫

思考館藏在組織的優先順序4.對達成組織目標，產生一定程度的承諾5.設定收藏

與不收藏的標準6.降低個人的影響及偏見7.新進人員訓練的工具8.確保因時間

及人員更迭的一致性9.館員處理讀者抱怨的指南10.館藏評鑑和淘汰的工具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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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分配經費的工具12.提供一種公共關係的文件13.提供評估整體館藏發展計

劃績效的方法14.提供外界有關館藏發展的資訊 (林呈潢，2014) 。 

國外學者Evans & Saponaro (2012)在20世紀版本中所提的14項功能，即至

2012年仍可續用，維持不變。(一)可使讀者知曉館藏性質與範圍(二) 可使讀者

知曉蒐藏的優先順序(三)圖書館館藏在機構中的地位(四)對機構目標做出承諾

的程度(五)設定蒐藏與不蒐藏的標準(六)降低選書館員的個別偏見(七)確保館

務運作的一致性，不受人員異動影響(八)作為新進館員的指導與訓練工具(九)處

理讀者投訴的應對手段(十)協助館藏淘汰與評鑑(十一)協助分配經費(十二)提

供公共關係合作(十三)作為評量圖書館整體績效之工具(十四)提供外界館藏發

展目的之訊息。 

館藏發展政策的功能可多達十多項，可見確有制定之必要，作者深深認為校

園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對大學和社會發展極為重要，且作者在修習館藏發展政策

這門課時，其中課程作業之一，是要找出一份校園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來做評

論，惟於網路查詢後，發現有訂定並公布於網路上的大學圖書館，數量少之又少，

但為何卻不訂定或不公布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呢？是不知其重要性？不知如何

制定？欠缺催生者或是又該由誰來制定呢？館長是否具有圖書館專業知能？館

員是否有這項工作認知？館長專業統整能力及意願如何？制定過程的工作小組

由誰號召？首長支持度如何？訂定大學館藏發展政策是有其必要性嗎？等等問

題，且上網搜尋館藏發展政策論文等相關議題後，發現很少有人做過此議題之研

究，也未有人做過館藏發展政策評鑑之相關議題的研究，遂引起作者想進一歩了

解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之執行現況及未來發展之評估研究。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一、研究目的 

對於館藏，我們除了重量之外，還需重質。而質的要求，就必須訂定館藏發

展政策，以確保購置的館藏符合圖書館經營的長遠目標以及符合讀者的需求。館

藏發展政策是一個書面的文件，它是幫助圖書館館藏有計畫的，有規劃的做採購

決策的依據，同時也是一個連續的，有系列的作業程序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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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透過本研究，藉由研究對象之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欲達成的目的有

以下幾點： 

  (一)探討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之內涵與現況。 

  (二)探討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執行過程與影響因素。 

  (三)探討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評估指標，並據以進行政策評估應用，以

作為圖書館館藏政策未來發展建議。 

 

  二、研究問題 

另藉由本研究探求所欲達成目的的同時，相對地也呼應出該研究所產生的相

對應的問題，茲敘述如下： 

    (一)目前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其內涵與現況為何？  

        1.政策制訂動機為何？參與者有誰？產生過程如何？有否成立委員

會？ 

2.在政策執行(制訂、選購、評鑑)過程中，是否有讓老師或學生參與？ 

3.主管是否具備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的專業知識？ 

4.政策內容項目有哪些要項？ 

    (二)目前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執行過程與影響因素為何？ 

1.政策內容是否有考量到哪些其他法規層面？執行本項政策的整體專業

素質是否足夠？ 

2.主管機關(或相關單位)在經費等資源方面是否給予挹注？資源如何做

分配？館藏資源是否受電子化影響而壓縮到其他類型資源之採購？ 

3.各個執行面向是否有遭遇滯礙困難或阻礙？ 

4.是否有政策權責不清問題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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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工作場合是否溝通無礙？主管能充分實施分層負責與適當授權？ 

6.是否在執行業務上與使用者社群(讀者)溝通良好並樂於看到館藏發展

政策的制定？       

    (三)透過執行評估指標如何對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之未來的發展提出

具體建議，並作為其他大學和相關單位之參考與建議？ 

1.政策方向是否明確易瞭？是否有定期修訂政策的計畫？  

        2.政策執行後對進館次數、借閱次數、館藏量、滿意度等是否有增加?

是否由館藏評鑑得知？ 

        3.是否認為該政策有助於提升大學圖書館整體品質？ 

        4.對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未來的看法如何？  

 

 

 

 

第三節 名詞解釋 

一、大學圖書館(University Libraries) 

根據我國「大學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總則所稱：大學圖書館，指以大學

校院教職員生為主要服務對象，負責蒐集教學及研究資料，提供圖書資訊服務，

並適度開放予社會大眾使用之設施(教育部，2008)。大學圖書館亦屬學術圖書館

性質，其藏書涵蓋各種知識領域，並以大學生、研究生與教職員為主要服務對象

(楊美華，1995)。本研究之大學圖書館所指範圍，包括公私立一般大學、綜合型

大學及科技大學等母機構所附之子機構圖書館。 

二、館藏發展(Collectio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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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發展」一詞係指：「圖書館有系統、有計畫、有目標地依據館方既定

的政策建立館藏資源，並且評鑑館藏，分析館藏強弱，探討讀者使用館藏情形，

以館藏資源來滿足讀者資訊需求的一種過程」。館藏發展的內容至少是包括：社

區分析、館藏發展政策之訂定、資料的選擇、資料的採訪、館藏評鑑、館藏淘汰

等六種活動的循環(吳明德，1991)。 

王梅玲等(2016：10)將館藏發展與館藏管理二詞合為「館藏發展與管理」

(Collection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將其界定其為：「圖書館配合母

機構的任務與使用者需求，在財務與人力範圍內，整合實體與虛擬資訊資源，對

館藏進行規劃、建設、與管理的程序。在此生命周期過程中，圖書館有系統、有

計畫地依據既定政策建置館藏，評鑑館藏，分析館藏強弱，探討館藏使用情形；

以滿足使用者需求為目標，即時與經濟地管理館藏資源，增進資訊長期保存與合

法取用，以提供使用者經濟有效地使用館藏與服務」。 

三、館藏發展政策(Collection Development Policy) 

館藏發展政策是一個專有名詞。對圖書館而言，為確保購置的館藏符合圖書

館經營的長遠目標以及符合讀者的需求，在重視量的提升之外，還需重視質的要

求。而質的要求，就必須訂定館藏發展政策。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Collection 

Development Policy)是圖書館有計畫、有組織地進行館藏發展的指導性的書面

文件，是對不同學科、不同深度、廣度的資料做出選擇和保存決策的指南，是圖

書館規劃藏書發展及合理安排購書決策及編列經費預算的基本依據，同時也是一

個連續的，有系列的作業程序過程。 

館藏發展政策(Collection Development Policy)是依據本館目的所制定有

關館藏發展與管理相關的政策，以文字明確敘述館藏的目的、館藏選擇與淘汰的

原則，列舉館藏的範圍與深度，確定選書工作的職責等。其功用在提供：(1)瞭

解館藏的性質與範圍。(2)瞭解圖書館蒐藏的順序。(3)作為圖書館規劃的文件。

(4)圖書館內部溝通工具。(5)有助於淘汰及評鑑館藏。(6)有助於預算編列與經

費分配。(7)提供外界瞭解圖書館館藏發展的資訊。(8)提供圖書資料選擇與採訪

之參考。(9)設定館藏蒐集與不蒐集之標準以確定館藏發展方向。(10)維持工作

一致性。(11)作為選書者訓練工具。(12)俾使圖書館有計畫地從事選書工作。(13)

解釋圖書館的館藏需求及作業方式。(14)作為圖書館公共關係文件。館藏發展政

策的制定一般由館藏發展委員會負責；委員會成員可以是一群在圖書館各個部門

工作的館員，另邀請與圖書館相關的人員參加，例如上級指導、圖書館讀者、專

家、學者代表等。委員會定期召開會議，對圖書館的近、中、長程發展達成共識

後，就有關議題做深度探討，並做最後的決定，以達成館藏發展政策的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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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顧及目的性、系統性、整體性及適應性(王梅玲，2016)。 

四、政策執行(Policy Implementation) 

政策執行的各項變數皆為政策規劃或設計之重要思考要素。國內公共政策學

者吳定（2009）就認為政策執行是指政策方案在經過政府合法化後，擬定施行細

則或辦法並確定專責機關，配置必要資源，以適當的行政管理方法，採取必要的

對應行動，使政策方案付諸實施，以達成預定目標或目的之所有相關活動的動態

過程。 

政策執行溝通模式計有決策面與執行面二大影響變項。決策面影響變項可分

為 4個，分別是：1.政策類型 2.理論的可行性與技術的有效性 3.政策內容明確

性及周延性 4.政策資源。執行面影響變項亦可分為 4個，分別是：1. 行政體系

的特質 2. 執行人員的心理意向 3. 標的團體的順服機能 4.參與者的互動關係。 

    五、政策評估(Policy Evaluation) 

政策評估應用在公共政策上，主要係檢視一項公共政策，在政策執行前及政

策執行過程中，乃至政策執行後，是否有達到政策在規劃制定時與執行過程中所

欲達成的目標效果。評估活動可以協助決策者決定某項方案是否應該持續進行、

提出改善、擴大或縮減政策，故其最主要的功能是避免不當的政策或無效益的政

策在資源上的浪費，並要能適時發現並修正政策的誤差(Rametsteiner & 

Weiss,2006)。 

政策評估係指對政策內容、執行和影響之估量和評價；在一系列教育政策活

動中，政策評估是最後一個階段。政策評估的目的，可以作為政策持續、政策修

正或政策中止的基礎，也可以作為今後推動類似政策的參考。有些學者以為政策

評估在政策過程的幾個階段皆可進行。在規劃階段，對各個政策方案之可行性、

成本及影響進行評估，以期在政策執行前修正方案內容，順利達成目標。在政策

執行時，則評估政策是否依原定的計畫進行，政策是否確實達到標的團體。在政

策執行之後，則進行影響評估，一為政策產出(policy output)，另一為政策影

響(policy impact) (黃昆輝、呂木琳，2000)。 

國內學者林水波與張世賢(2006)根據各學者說法綜合定義為基於有系統和

客觀的資料蒐集與分析，進行合理判定政策的投入、產出、效能與影響的過程。

吳定(2009)又將政策評估界定為利用科學方法與技術，有系統的蒐集相關資訊，

針對政策方案之內容、規劃與執行過程及結果的一系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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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館藏發展政策評估(Collection Development Policy Evaluation) 

館藏發展政策評估係指對館藏發展政策內容、執行和影響之估量和評價；在

一系列圖書館政策活動中，政策評估是最後一個階段。館藏發展政策評估的目

的，可以作為館藏發展政策持續、政策修正或政策中止的基礎，也可以作為今後

推動類似政策的參考。館藏發展政策評估在政策過程的幾個階段皆可進行。在規

劃階段，對館藏發展政策方案之可行性、成本及影響進行評估，以期在政策執行

前修正方案內容，順利達成目標。在館藏發展政策執行時，則評估政策是否依原

定的計畫進行，政策是否確實達到標的團體。在政策執行之後，則進行影響評估，

一為政策產出(policy output)，另一為政策影響(policy impact)。 

政策評估不僅為「方法」的研究，更是一項「應用」的研究。以政策評估理

論檢視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執行前及執行過程中，是否有達到政策規劃的預期

效果與預期目標。評估變項分為政策內容因素與執行脈絡因素兩大項，並以此檢

視資源分配的妥適性，增加政策在執行上的效益，並滿足政策支持者的實際需

要，同時避免資源上的浪費，又能適時發現並修正政策的錯誤。也就是說政策評

估在圖書館經費管理、圖書資料選擇、圖書資料採購、圖書交換、館藏淘汰、資

料的保存與維護等執行面上能發揮最大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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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館藏發展政策的意義與內涵 

一、館藏發展與管理 

一直以來館藏就是圖書館的靈魂所在，在一般人的概念裡，傳統的館藏指的

是一般書籍類的實體館藏，其論點就是擴展館藏量，故常讓圖書館員有進退維

谷，舉止失措的感覺。因為一方面館藏不可能無限制擴張，而且究竟要擴張到什

麼程度才是上限？另一方面圖書館又不願承認追求 「量」的增加是館藏規劃的

目標，而是以圖書館設立的目的乃是為了服務，加強「服務」為大量採購的擋箭

牌(沈寶環，1992)。因此館藏發展到一定的「量」時，就必須靠「管理」來經營

運作。但面對科技時代的來臨，電子書、電子期刋等各式各樣的資訊產品及非書

資料的出現，使得圖書館的經營管理變得更多元也更複雜了。但不論是傳統實體

圖書館、虛擬圖書館、數位圖書館、電子圖書館、無牆圖書館甚至雲端圖書館等，

最終目的都還是在滿足讀者對知識的需求與歷史文化任務的傳承，因此圖書館館

藏發展與管理就是現今我們要面對的重大課題。館藏發展與管理涵概面包括圖書

館館藏價值與種類、館藏發展與管理理論、館藏規劃、館藏發展、館藏管理及相

關法規等(王梅玲等，2016)。 

要瞭解什麼是館藏發展政策，首先就必須先知道館藏發展與管理的意義是什

麼。館藏發展 (Collection Development)的概念源於1970年代的美國，學者

Evans(2000) 認為「館藏發展」一詞係指：「圖書館有系統、有計畫地依據既定

政策建立館藏，並且評鑑館藏，分析館藏強弱，探討讀者使用館藏情形，以確定

能夠利用館內及館外資源來滿足讀者資訊需求的一種過程」。他並認為圖書館是

依其自身功能與任務及讀者需求與社區資源等，以鑑定圖書館館藏資料是否豐富

或不足，並試圖就該項缺失不足予以彌補改善的過程，而此過程應包括(1)館藏

及讀者分析(2)確定選書政策(3)選擇(4)採訪(5)淘汰(6)評鑑。其中館藏分析是

最主要的過程，它包含針對館藏本身的分析，及對館藏使用者的分析(林呈潢，

2006)。 

自1980年代起，我國圖書館界由臺大圖書館陳興夏館長與張鼎鍾教授開始引

進館藏發展此一觀念。於是開始有國內學者提出館藏發展的內容至少是包括：(1)

社區分析(2)館藏發展政策之訂定(3)資料的選擇(4)資料的採訪(5)館藏評鑑(6)

館藏淘汰等六種活動的循環(吳明德，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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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根據美國圖書館學會的《ALA Glossary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一書對於館藏發展(Collection Development)的解釋：「這個名詞涵

蓋發展圖書館館藏許多活動，包括：(1)決定及協調選書政策(2)評估讀者及潛在

讀者的需求(3)館藏使用調查(4)館藏評鑑(5)確認館藏需求(6)選擇資料(7)資料

共享的規劃(8)館藏維護以及(9)館藏淘汰等」(ALA，1977)。 

綜合上述國內外各專家學者之論點，館藏發展的過程至少應有六個階段，分

別是：1.讀者社群分析→2.制定選書政策→3.館藏的選擇→4.館藏的採訪→5.館

藏的淘汰→6.館藏的評鑑 

館藏發展的過程，在這六個階段是持續循環性的議題，也就是從使用者分析

之後，再做選書，及圖書書目的查證與採購，執行採購訪求圖書，館藏的淘汰，

接著做館藏評鑑，之後再回饋給館藏發展政策做適時修正的參考，這樣一直不斷

的循環運作過程，就是所謂的館藏發展工作。所以館藏發展工作不是只有下訂單

買書而已，而是完整的在建置館藏的一個理念及相關連的工作，每一個歩驟，也

都是可以個別深入探討的一個議題，特別是館藏評鑑工作的區塊，已經有可用現

代科學系統化的評鑑方式，來幫我們了解館藏內容的認識。 

因應數位時代的來臨，電子書、電子期刋等各式各樣的資訊產品及非書資料

的出現，為適應大環境的改變，圖書館環境概念也不得不隨之改變，於是管理科

學在圖書館界也就成為一門顯學了。所謂管理，就是組識在特有的環境下，對其

擁有的所有資源(包含經費、人力、有形財產、無形財產等)進行有效的規劃、經

營、領導和控制，以達成組織目標的過程。當人類文化在文明社會發展到一定階

段時便會出現管理。管理的最高境界就是以最少資源投入，獲取最大效能的產出。 

鑑於電子數位的日新月異及對圖書館環境的衝擊，如果只以「館藏發展」的

理論基礎恐將無法滿足科技讀者社群的需求，故而有「館藏管理(Collection 

Management)」一詞的產生，其理論基礎是以提供讀者社群的資訊需求、延長資

訊保存年限、即時更新資源資訊、促進館際合作、資源合法取用等，故其論點著

重於(Evans & Saponaro，2012)：1.使用者需求分析2.資訊選擇3.資訊採訪4.資

訊評鑑5.運用科技技術6.館際合作7.資料保存8.法律倫理 

有的學者認為「館藏發展」是「館藏管理」的一部份，也有學者主張二者是

一體兩面，但也有學者表示二者雖相關卻各不相同。但不可否認的是「館藏發展

與管理」對於圖書館館藏政策推動的成功與否佔有極重要的決定因素（Gregory，

2011）。 

http://wiki.mbalib.com/zh-tw/%E7%BB%84%E7%BB%87%E7%9B%AE%E6%A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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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梅玲等(2016) 國內學者於參酌國人對「館藏發展」與「館藏管理」用法

與概念後，將其合稱為「館藏發展與管理(Collection Development & 

Management)」，並定義為：「圖書館配合母機構的任務與使用者需求，在財務

與人力範圍內，整合實體與虛擬資訊資源，對館藏進行規劃、建設、與管理的程

序。在此生命周期過程中，圖書館有系統、有計畫地依據既定政策建置館藏，評

鑑館藏，分析館藏強弱，探討館藏使用情形；以滿足使用者需求為目標，即時與

經濟地管理館藏資源，增進資訊長期保存與合法取用，以提供使用者經濟有效地

使用館藏與服務。」。並依順序階段將館藏發展與管理分為三個階段，包括： 

1.館藏規劃階段 

2.館藏發展階段 

3.館藏管理階段 

在三個階段中，每個階段依順序範圍及功能的不同，又下分有九大功能，包

括：1.社區分析2.館藏發展政策3.經費管理4.圖書資料選擇5.圖書資料採購6.圖

書交換7.館藏淘汰8.館藏評鑑9.資料的保存與維護。 

 

 

 

 

 

 

 

 

 

圖2-1 館藏發展與管理三階段九功能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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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參考和修訂自王梅玲等要件示意圖 (2016) 

二、館藏發展政策的意義與要點 

眾所周知一間圖書館的靈魂所在就是館藏，圖書館功能之發揮，實繫於館藏

之建立。但要如何快速的了解館藏的特色?如何描述館藏?如何有效運用館藏資源?

如何抉擇選書採訪的優先順序?這時就可以用館藏發展政策來做檢視，當然我們

也可藉由館藏發展政策向外界說明圖書館的最終目標與服務標準。不論圖書館的

規模大小與類型，皆視館藏的資源為基礎，館藏資源則仰賴館藏未來發展目標。

館藏未來發展目標需有一定的原則所遵循，而館藏發展政策即是以書面的文件方

式所呈現，是形之於文字的明確敘述，說明館藏之目的、選擇與淘汰的原則，列

舉館藏的範圍與深度等等，故有書面館藏發展政策的訂定（Ｇardner，1981)。 

「館藏發展政策 Collection Development Policy」在圖書館是十分重要

的，它是圖書館建立館藏的書面指導性文件，不僅描述館藏現況與強弱，並可提

供館員徵集館藏的指引，是圖書館有計畫、有組織地進行館藏發展與管理的藍

圖。透過館藏發展政策，以文字形態明確敘述館藏的目的、館藏選擇與淘汰的原

則，並列舉館藏的範圍與深度，確定選書工作的職責 (王梅玲，2016)。 

館藏發展政策(Collection Development Policy)是圖書館有計畫、有組織

地進行館藏發展的指導性文件，是對不同學科、不同深度、廣度的資料做出選擇

和保存決策的指南，是圖書館規劃藏書發展、合理安排購書經費的基本依據。簡

言之，館藏發展政策是館藏規劃的文件，可提供圖書館訂定館藏的優先次序、館

藏規劃、館藏評鑑，作為發展館藏以符合讀者需求的依據，也是館員日常的工作

指引，更是圖書館對外部溝通的文件工具，其內容包含圖書館過去、現在及未來

的採訪準則，也是使用者與管理者之間的溝通橋樑（許秋芬，2001）。 

館藏發展需要依據一定的原則，制定館藏發展政策並非容易的事，通常需要

在特定條件之下，考量當時圖書館的內外部環境變化，並非一成不變，是必須隨

著環境及技術的演變不斷調整和改善。圖書館要發展一個適用於選書程序且可使

用的文件，不但非常困難而且是一項負擔(林巧敏，2008)。 

總而言之，館藏發展政策的定義就是，它是指圖書館有計劃有組織的進行館

藏發展的一個指導性的文件，它是對不同的學科不同的深度廣度的資料做出選擇

與保存的一個指南，所以館藏發展政策通常是描述一個圖書館的館藏過去現在與

未來最重要的一個文件，它的功用第一個是幫助我們了解館藏的數值與範圍，做

為我們在規劃館藏的優先順序，例如在一般大學圖書館中文書與外文書的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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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外文書又以英文與日文為最優先，另外也可做為淘汰評鑑，選擇採訪，經費管

理的最佳文件。所以館藏發展政策制定的時候，必須清楚表達圖書館的最終目標

與使用者的需求。館藏發展政策必須時時檢視與它的目標有沒有一致性，才能保

證資源分配的一致性，它涵概的大部份是圖書，期刊與視聽資料，最重要是館藏

發展政策必須經過公開的討論並經首長核可。 

因此，圖書館在訂定館藏發展政策時，應符合以下幾點： 

1. 政策須有書面文字記錄資料； 

2. 政策目標是一致性的，不可前後矛盾； 

3. 政策是可行的，須能完成館方的目標與計畫； 

4. 政策是靈活的，可隨館藏評鑑結果做適度調整與修正； 

美國圖書館學會(ALA，1996)以其權威性與專業性指出館藏發展政策應有七

大要項：(1)序論(2)一般性館藏管理與發展政策(3)主題館藏詳析 (4)特殊館藏

詳析(5)館藏蒐集層級(6)語言代碼(7)索引。 

Hoffmann & Wood (2005)兩位學者則認為，二十世紀圖書館館藏的工作，不

過是將資料予以彙集，除了讀者的需求及館藏的成長之外，圖書館很少注意其他

的問題，但到了二十一世紀時期，讀者的需求將影響採購的館藏內容，故標準必

須重新審視，他們在彙整了將近 90 所的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後，臚列了多達廿

幾種的要項：(1)主旨說明 (2)背景陳述 (3)館藏發展職責 (4)目標與初衷 (5)

需求對象 (6)預算編列與經費管理 (7)量測標準 (8)型式聲明 (9)政府出版品 

(10)特色館藏資源 (11)特殊資源 (12)資源共享 (13)服務事項說明 (14)選書

工具 (15)著作權聲明 (16)知識自由權利 (17)徵集途徑 (18)贈送與交換 (19)

館藏維護 (20)淘汰機制 (21)館藏評鑑 (22)政策修訂 (23)名詞釋義與詞彙 (2

4)書目 (25)附錄。 

國內學者吳明德( 1991)則認為館藏發展政策至少包括下列 12 個基本項

目：(1)圖書館的目的。(2)社區的描述。(3)館藏學科範圍。(4)非書資料的館藏

政策。(5)贈書處理。(6) 爭議性資料的館藏政策。(7)選書工作的職責。(8) 選

書工具。(9) 館藏淘汰。(10) 與其他館的合作計畫。(11)讀者意見的處理。(12)

館藏發展政策的訂定與修訂。另館藏發展政策亦須具備有以下特質：1.館藏發展

政策敘述的是基本策略和原則，而非工作的流程或工具。2.館藏發展政策應定期

檢討修訂並依一定的程序公開發表。3.館藏發展政策制訂目標應作為規劃館藏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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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及對館內外溝通的指標。 

一份完善館藏發展政策內容訂定應有二大層面，第一個是資料處理層面，例

如館藏的目的、社區的描述、館藏學科的範圍、非書資料的選擇、贈書處理的原

則及爭議性資料的館藏等，第二個是評鑑管理層面，例如選書工作、用何種工具

選書、館藏淘汰、館際合作、讀者意見處理及政策的訂定與修訂等。在要撰寫館

藏發展政策內容時，我們應將搜尋其他機構館藏發展政策後轉化為自己的館藏發

展政策，並將這十二個分項大綱事項連集起來，但也並非每一分項大綱都一定要

涵概在館藏發展政策裡面逐項撰寫，也可以將二至三項分項大綱做一個整併。一

份優良的館藏發展政策，其內容必定是很豐富的，即館藏發展政策的內容必須有

十二項以上重要的要件，但一般較優的館藏發展政策，如具備有七至八項，就可

算是不錯的館藏發展政策了。 

有關館藏發展政策的必要項目國內外論述很多，但用詞不一，標準也不一，

敘述也不盡相同，但理念應是相通的，故國內學者在參酌國內外的學者著論與參

詳圖書館政策的實際運作後，認為傳統館藏發展政策應涵蓋下列15項重要項目

(王梅玲，2012)： 

（1）館藏的目的：館藏目標說明圖書館發展館藏的目標，意味著圖書館對

於各種圖書資料，可以依照優先順序進行選擇。不同類型圖書館在此項目論述的

重點亦有差異，大學圖書館在此項目通常是介紹館史，並強調支持教學、研究與

學習服務等(王梅玲，2012)。香港大學圖書館(2015)將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

的目的定義為： 

1.作為館員明確的目標與溝通的工具，並在日常決策方面有助於運營效率。 

2.提供預算的正當合理分配。 

3.促進館際間的協調與互助合作。 

4.指導開發並運用豐富優質的館藏資源支持教學和研究的維護。 

5.平衡各學科資源並提供採購和選書的客觀標準。 

6.提供讀者使用館方各項資源服務。 

7.達到高效和有效的選購和提供學術研究指導所需。 

（2）社群描述：圖書館社群指的是讀者或使用者。許多政策都會對於社群

作簡短的介紹與背景的說明，包括人口結構、教育程度、圖書館服務的特色、圖

書館服務的領域、圖書館的目標或任務。使用者研究就是在瞭解使用者對資料的

需求，對圖書館的期望，以及其利用方式與過程等（楊美華，1994 )。 

（3）館藏概述：包含過去館藏歷史、現在館藏描述與未來館藏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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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應對本館館藏的歷史、館藏數量、各主題的館藏分布情形作描述，並針對

館藏強弱，說明未來在各主題、各語言、各資料類型館藏未來發展的方向，以及

未來館藏深度與廣度的發展目標。對現代圖書資訊從業人員而言，欲確保讀者獲

取知識的自由與公平，必須深入掌握館藏的資源和其內容（楊美華，2006)。 

（4）館藏學科範圍與收藏層級：範圍分為主要蒐藏學科與其他相關學科為

次要蒐藏範圍。根據美國研究圖書館組織(Research Libraries Group 簡稱RLG) 

將分類表層級分為1：0 不蒐藏(Out of scope)、1 微量級(Minimal level)、2 基

礎級(Basic information level)、3 基本支援學習與教育級(Study or 

Instructional support level)、4 研究級(Research level)、5 廣泛級

(Comprehensive level)。收藏層級深度1-3級適用小型圖書館、學校圖書館、公

共圖書館，1-5級適用於大專院校、學術圖書館，1-6級適用於學術圖書館、研究

圖書館，館藏收集深度是所有館藏描述的基礎(楊美華，1994)。 

（5）館藏管理目標與組織：成立館藏發展與管理工作小組，推動徵集豐富

的館藏資源，以滿足民眾資訊需求，增進館藏服務多元性，強化特色主題資料蒐

藏，展現質與量的館藏。 

（6）圖書採訪與選擇：圖書資料採訪的過程在館藏發展政策中是必需的，

包括採購、贈送與交換資料的方法與程序。另選擇的標準，主要是協助個別主題

領域資料的選擇，並說明選擇資料所適合收藏的型式，包括圖書、期刊、數位資

源和網路資源等不同類型資料的選擇標準。 

（7）非書資料館藏政策：起於科技的崛起與發達，主要為各類型視聽資料、

圖檔、電子書及電子資料庫等。館藏發展應著重於電子資源的完整性、正確性、

長久保存、整合維護等工作，將有效管理與長期保存之觀點納入館藏發展政策中

(林孟玲，2003) 。 

（8）贈書處理：圖書館可以利用贈送的方式蒐集到許多免費或無法從其他

來源獲得之具館藏價值的資料。其贈送的種類大致可分為請求贈送(Solicited 

Gift)、主動索贈(Unsolicited Gift)、贈送金錢(Momey Endowment)三種。另圖

                                                 
1
 館藏發展綱要區分為：0 不蒐藏(Out of scope)、1 微量級(Minimal level)蒐集該學科最基本的資料、

2 基礎級(Basic information level)蒐集該學科概論，包括字典、百科全書、書目、期刊等、3 基本支

援學習與教育級(Study or Instructional support level)支援個別學習與學校教學，包括圖書、作家

全部作品、經過挑選的次要著者作品、有代表性學術期刊、參考工具等、4 研究級(Research level)可

以用來支援博士論文及個別研究的館藏。包括研究報告、新發現的報導、科學實驗結果，以及其他對研

究者有用的資料，專門主題圖書、廣泛的期刊館藏，包括主要的索引與摘要、5 廣泛級(Comprehensive 

level)儘可能蒐藏所有有意義的記錄知識的作品，涵蓋各種類、各語言，目的在建立特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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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對於多餘的複本或自有出版品也會用以物易物的交換行為，來增進館際友誼

充實館藏。 

（9）爭議性資料館藏政策：依中華民國101年5月31日文化部訂定發布之「出

版品及錄影節目帶分級管理辦法」將館藏標列為限制級、輔導級、保護級、普遍

級等四種級別，以顧及成年人觀覽權利與青少年身心正常發展。 

（10）選書工作：此要項是圖書採訪與選擇方前置作業，在採購前應先確立

館藏各類型選書標準，選書工作才可順利進行，對館藏品質而言才是有益的。圖

書館成立選書工作小組，組成人員必須對館藏業務有充分的了解，並選派專業人

才專責處理選書標準的審核工作，如此也可減少不必要的採購資源浪費。 

圖書資料採訪的過程在館藏發展政策中是必需的，包括採購、贈送與交換資

料的方法與程序。另選擇的標準，主要是協助個別主題領域資料的選擇，並說明

選擇資料所適合收藏的型式，包括圖書、期刊、數位資源和網路資源等不同類型

資料的選擇標準。 

（11）預算結構與分配政策：圖書館購置資源經費的來源大致包括政府機構

撥付的經費、學校或母體機構的撥款、地方稅收、捐款、政府或基金會的特殊獎

金或專案補助計畫、以及圖書館在業務上的收入。預算採用會計年度，即每年的

1至12月。在〈大學圖書館營運要點草案〉中建議圖書及業務費至少需佔全校年

度預算總額的百分之五為原則。 

（12）館藏評鑑：圖書館的評鑑與評估的技術可應用許多的規範和理論，在

評鑑時應該呈現圖書館館藏的強弱。圖書館應定期進行館藏的評鑑與評估，以了

解館藏是否真正能符合社群使用者的需求。一些統計的工具可以應用在館藏評

鑑，如圖書流通報告、館藏的流通率、參考諮詢率等。而圖書館也藉由館藏評鑑

結果找出優點與缺失，以作為修正館藏發展政策的依據。圖書館在規畫館藏評鑑

時，必須要先確定其建立館藏的目的為何？因為館藏評鑑的主要意義，在於要瞭

解館藏是否能夠滿足其建立的目的，而滿足的程度又是如何（Perkins，1979）？ 

（13）館藏淘汰：(Weeding)是從館藏中選擇資料以便將資料撤銷的工作。

將淘汰政策和標準列入館藏發展政策，可以讓圖書館在進行資料的註銷時有依據

可循，並且在使用者有疑問時提出說明。 

（14）合作館藏計畫：任何圖書館均無法完全館藏到全世界的圖書資料，故

兩個以上的圖書館制定協約，使彼此的館藏資料，在合作互惠的基礎上，可互相

流通，以達到資源分享的目的。館際合作活動包括：館際互借、合作編目、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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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合作館藏發展與採訪、文獻傳遞、館際參考服務、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

作典藏等。 

（15）政策的審查與修訂：經參與政策制定的人員多次討論審查通過後，呈

首長核准後公告實施，修訂時亦同。政策具公開性、公正性、可行性、明確性、

效益性。 

所以館藏發展政策內容，看似簡單，實屬不易，因為要整併這些分項大綱，

最後還要以書面文件的方式呈現，通常須要一個工作小組來分析、討論、制定。

所以目前有制定館藏發展政策的公共圖書館並不是很多，那麼可以想見有訂定館

藏發展政策的大學圖書館更是少之又少了。因此對很多大學圖書館來說，最缺乏

的就是這種跨部門的工作小組的機制，所以對訂定館藏發展政策也就顯得裹足不

前了。一般館藏只要單純的透過採購人員買書，而買書的原則也只是從市面上的

書目查詢新書來推薦進購，所以館藏進館只是單純由館員做採購這項，但制定一

個長遠的書面工作政策，是很耗費時日，人力，精神，責任壓力更是繁重，對圖

書館成員來說這是很大的一項負荷。 

 

第二節 大學圖書館之館藏發展政策 

大學之首要任務在教學與研究，而教學與研究所需之圖書與資訊的提供，則

為大學圖書館之首要使命。為滿足大學師、生教學與研究之需，大學圖書館常是

花費鉅資蒐集圖書、期刊等資訊來供應所需，故常導致較具規模的大學圖書館其

館藏量十分驚人，有些甚至多達數百萬冊的館藏，也因此造成大館的思想，這些

圖書館不但以龐大的館藏來滿足讀者，也因鉅大的館藏量而足以傲人（薛理桂，

1998）。科技時代下的大學圖書館館藏目標是提供傳統圖書、視聽資料、圖檔、

電子書及電子資料庫等非書資料和電子資源，以支持教師教學，學生學習和學術

研究的利用，並將這些資源整合為有效的結合(香港圖書館，2015)。 

依據教育部大學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2008)大學學校圖書館的設立以大

學校院教職員生為主要服務對象，負責蒐集教學及研究資料，提供圖書資訊服

務，並適度開放予社會大眾使用之設施。大學學校圖書館設立的目的在於配合學

校的課程與課程目標，提供教師教學及輔助學生學習的資料。因此學校圖書館應

積極發揮其四大教育功能：1.提供有益知識；2.培養高尚的情操；3.建立群體的

觀念；4.訓練自學能力等（王梅玲，2003）。「現代的圖書館是為資訊建立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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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並為使用者提供服務的機構。所以學校圖書館是教師教學支援的單位；同時

也是學生知識的寶庫，培養終身學習的場所」（胡兆述、王梅玲，2005）。為掌

握讀者的需求及館藏的任務，使得大學圖書館所建立的館藏與提供的服務要能配

合學校的課程、老師的研究及學生閱讀的需要，使圖書館成為教、學共享的資源

中心，因此制定館藏發展政策在大學圖書館裡就顯得益加重要了。 

細屬全國一百多所公私立大學，在他們的圖書館裡大多是訂定管理辦法、要

點、規則等，但充其量也只能稱之為館藏發展策略，與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終究

是不盡相同的。其實一所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的制定，除了參考別的大學圖

書館館藏發展政策，也可先參考共同圖書館的館藏發展政策，例如國家圖書館

等，依其內容修訂增刪條文後，再制定為屬於自己大學校園圖書館的館藏發展政

策版本，所以在制定大學校園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上，並不是那麼的困難。那麼

為何大學圖書館很少訂定館藏發展政策？是不知其重要性？不知如何制定？欠

缺催生者或是又該由誰來制定呢？館長是否具有圖書館專業知能？館員是否有

這項工作認知？館長專業統整能力及意願如何？制定過程的工作小組由誰號

召？首長支持度如何？訂定大學館藏發展政策有其必要性嗎？跨部門的溝通管

道由誰連繫呢？資源又是否充裕呢？這是另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議題。 

在國內有制定館藏發展政策的公共圖書館並不是很多，其實不止公共圖書

館，一般大學圖書館有制定館藏發展政策更是少之又少，因為要撰寫涵概這十幾

項大綱的書面政策，必須透過討論機制等方式來完成，確實需要一定的時間與人

力，但往往館員僅限於採購圖書，書目的查證及下訂單等，就已經忙得人仰馬翻

了，若要其來規劃撰寫訂定館藏發展政策，館員就會覺得並非有急迫性或需求

性，且會對館員增加工作量與壓力，是一項很大的工作負擔，對主動有心成就館

藏發展政策的館員來說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因此在大學圖書館一般都是由

館長做為政策的決策者。 

但很多大學圖書館的館長並不具圖書館的專業知能，假設今年的館長是資訊

專長的，那麼他有可能偏向採購資訊學科的藏書，明年又由法律專長的擔任館

長，那麼他就又有可能偏向採購法律方面的藏書，如此在採購原則上無所依循，

因此很容易致使館藏的核心圖書比重失衡。大學圖書館館藏特色是校系所獨有的

一個強項，例如對一個社會人文科學色彩偏重的大學來說，對人文社會科學的藏

書徵集有優先進館的存在需求，而以自然科學系所為主的大學來說，即是以自然

科學的藏書為優先進館的存在需求，以上都是為吻合各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

方向的主題圖書文件，因此制定各大學圖書館所屬的館藏發展政策確有其必要

性，也具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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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知道大學圖書館的館藏發展政策在制定與執行上的先決條件，除了決

策者的魄力與執行者的支持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有足夠的經費，充裕的資源

在後面支持，如此才能實踐館藏發展政策支援教學及研究需求的目標。但近年來

大部份圖書館都面臨經費不足的窘境。當然電子資源需求越來越多，紙本需求變

少，閱讀習慣的改變等因素也是直接或間接影響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訂定的

因素之一(吳明德，2006)。 

經作者搜羅有制定館藏發展政策並公開於網路的大學圖書館後，發現其制定

的預期目標與目的訴求不外乎以下幾點：（一）運用各種圖書資源，以支援教學

與研究，促進學術發展；（二）培養學生閱讀習慣及利用資訊的素養，以增進其

專門知識與技能；（三）經費的合理分配與有效運用；（四）確立館藏資料徵集原

則與程序；（五）確立館藏資料淘汰原則與程序； （六）維持館藏資料時效及完

整性；（七）作為館藏選擇、徵集、典藏、淘汰、評鑑的依據；（八）作為館際合

作與資源共享基礎；（九）建置豐富館藏資源及具學術價值之特色館藏；（十）做

為校校發展學術性及一般性圖書資源的最高指導原則。以下表2-1為作者於網路

搜羅有制定館藏發展政策並公開的全國大學圖書館校數統計暨政策訂定(修訂)

的時程明細： 

表2-1 全國大學圖書館有制定館藏發展政策之校數統計 

暨政策訂定(修訂)時程表 

(依初次訂定時程排序) 

項次 校    名 初次訂定 最新修訂 地區 備  註 

1 國立成功大學 1993年 2005年 06月  南區 本研究對象 

2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1994年 10月 2013年 05月 北區  

3 國立中興大學 1995年 2013年 05月 中區 本研究對象 

4 環球科技大學 1996年 09月   中區  

5 南開科技大學 1997年 09月 2007年 12月 中區  

6 美和科技大學 1998年 09月 2013年 03月 南區  

7 元智大學 2000年 12月 2013年 04月 北區  

8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2000年 12月 2004年 07月 北區  

9 慈濟大學 2001年 12月 2014年 04月 東區  

10 中臺科技大學 2002年 05月   中區  

11 靜宜大學 2003年 04月 2006年 11月 中區  

12 正修科技大學 2003年 05月 2012年 05月 南區  

13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2003年 10月 2014年 10月 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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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2003年 11月 2010年 09月 南區  

15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2004年 01月 2015年 11月 北區  

16 朝陽科技大學 2004年 03月 2004年 12月 中區  

17 華夏科技大學 2004年 08月 2014年 08月 北區  

18 亞洲大學 2004年 10月 2010年 12月 中區  

19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2004年 12月 2005年 09月 南區  

20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2004年 12月 2010年 10月 中區  

21 聖約翰科技大學 2004年 12月   北區  

22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2005年 03月 2016年 03月 北區  

23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2005年 06月   中區  

24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2005年 06月 2013年 12月 中區  

25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2005年 09月 2008年 04月 南區  

26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2005年 11月   南區  

27 景文科技大學 2005年 11月 2014年 10月 北區  

28 大華科技大學 2006年 05月 2015年 12月 北區  

29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2006年 10月 2014年 03月 中區  

30 長榮大學 2007年 01月 2013年 12月 南區  

31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2007年 03月 2008年 04月 南區  

32 玄奘大學 2007年 06月 2007年 09月 北區  

33 高苑科技大學 2007年 09月 2007年 10月 南區  

34 南榮科技大學 2007年 10月 2009年 04月 南區  

35 輔英科技大學 2008年 05月 2013年 12月 南區  

36 臺北市立大學 2009年 04月 2015年 10月 北區  

37 國立宜蘭大學 2009年 05月   北區  

38 國立聯合大學 2009年 06月   北區  

39 中國文化大學 2010年 04月   北區  

40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2010年 05月   南區  

41 大葉大學 2010年 10月 2015年 06月 中區  

4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010年 10月   北區 本研究對象 

43 國立金門大學 2010年 12月 2014年 11月 離島  

44 國立中正大學 2011年 01月   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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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中央警察大學 2011年 06月   北區  

46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2012年 05月 2012年 12月 中區  

47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2013年 01月   北區  

48 佛光大學 2014年 05月   北區  

49 輔仁大學 2014年 05月   北區 本研究對象 

50 致理科技大學 2015年 09月   北區  

51 中國科技大學 2015年 12月   北區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參考各大學圖書館網頁資料依初訂時程排序製作 (2016.11.20) 

第三節 政策執行理論 

政策執行這個概念，早期是與「行政」的概念相結合，是屬於非政治性與技

術性的，學者們甚少將注意力集中於這個領域，而於 1960 年代開始，美國社會

政策及社會立法逐漸形成聯邦政府的施政內容，所以到了 60 年代末期，公共政

策這個概念，才有政策制定或採行的意涵。（Goggin et al，1990） 

    70年代，由於詹森政府的「大社會」政策未能達到預期的成果，學者乃開始

關注於法律如何變成政策，以及政策的實施成效，遂興起政策執行和評估的研究

浪潮。所以直到 70年代，始有文獻來探討政策過程中「失落聯絡」（The Missing 

Link）－執行過程的部分，因而研究政策執行的學者大致都把 1970 年作為政策

執行系統性研究的起點。 

    Sabatier （1986）則將這二十年間的政策執行理論，歸納為三種研究途徑：

一為由上而下研究途徑（top-down approach）；二為由下而上研究途徑（bottom-up 

approach）；三為整合的研究途徑（synthesis or integrated approach）。而Lester 

et. al.（1987）則將 1970 至 1987 年間的執行研究區分為：（一）個案研究期（二）

理論架構發展期（三）理論架構應用期（四）理論架構整合及修正期。 

    國內學者柯三吉（1991b）以為，Sabatier 和 Lester 等對政策執行研究途徑

發展的分類和分段各有其優缺點。Lester 所採的時程分段雖有一目瞭然的優缺

點，但其分段方式卻很難週全，而且未將各種研究途徑放入適當的時期。而

Sabatier 的分類方法之優點為不分時程，可清楚瞭解每一研究途徑的特色，但卻

看不出各種研究途徑內，不同時程是否也有假設和概念上的差異，遂採用綜合的

觀點來研究政策執行理論的發展和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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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代政策執行研究 

    所謂第一代執行研究是指著重於一項權威性政策或計畫如何在某一地區或

幾個地方執行的研究，最典型的研究莫過於Jeffrey Pressman和Aaron Wildavsky

的 Implementation（Goggin et al，1990）。 

    在這本經典文件中，Pressman & Wildavsky（1973）對於奧克蘭（Oakland）

方案的執行情形作一研究，而提出如下的建言： 

1. 政策制定與政策執行不能完全分離。 

2. 政策執行的參與者和決策點不宜過多。 

3. 政策行動所依據的理論基礎必須正確。 

4. 在政策過程中，決策者和執行者的立場最好保持一致，以便維持政策的持

續性。 

5. 政策執行的歩驟應儘量簡化，歩驟愈少執行愈易有成效。 

早期對於政策執行的研究，除了少數的研究者外（例如 H. M. Sapolsky），

幾乎都悲觀地認為政府的施政計畫很少能達成目標（Lester, Bowman, Goggin & 

O’toole，1987）。 

所以第一代執行研究遭到非理論性、著重於個案研究、致使究成果無法累積

且過於悲觀的批評。儘管如此，第一代執行的研究仍然達到一些階段性的目標，

例如： 

1. 將研究的焦點置於探究如何從靜態的法律條文轉變為動態的執行，而不是

探究法律的決策及合法化經過。 

2. 視執行為複雜而動態的過程。 

3. 強調次級系統的重要性，以及次級系統間協調和控制的困難。 

4. 指出影響執行成果的變數。 

5. 偵測出影響執行行為者的原因（Goggin et al，1990）。 

由於此一時期的研究者主要目的在找出有效執行的各種障礙因素，而未發展

出解釋影響執行動態的模式（Linder & Peters，1987），因此產生「多變數／少

樣本」（Lijphart，1971）之情形。 

二、第二代政策執行研究 

    第二代執行研究，其主要論點為探討影響政策執行成敗的變數，強調分析架



 

 32 

構的建立，企圖建構一個影響政策執行過程和結果的一般性理論，這些架構大致

可分為三個研究途徑：一為由上而下途徑；二為由下而上途徑；三為整合的研究

途徑。 

    這一代的研究者最特殊的貢獻是發展了可以解釋執行複雜性的分析架構，儘

管他們在各個不同的模式中提出不同的變數來解釋執行，但大體而言，有三個變

數是他們提到的：政策內容與形式、組織和其資源及人員等（Goggin et al, 

1990）。 

    以下為依據三個不同的研究途徑，分別探討其重要的研究成果。 

（一）由上而下研究途徑 

由上而下研究途徑是探討一項公共政策目標達成的程度，以及有那些主要因

素影響政策的產年和結果。 

    第一個由上而下的研究途徑所建立的理論模式，乃由 Van Meter & Van Horn

（1975）在 "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Process " 中提出了 6 個影響政策

執行的變數，分別為：政策標準和目標、政策資源、組織間的溝通與增強活動、

執行機關的特徵、政治與社經條件和執行人員的意向。 

    另 George C. Edwards Ⅲ（1980）在" Implementing Public Policy " 一

書中則提出溝通、資源、官僚結構以及態度傾向等四個變項，對政策執行的成果

具有影響力。至於 Sabatier & Mazmanian（1983）則將影響執行的變數分為三大

類（圖 2-2）： 

    1. 問題的可處理性（tactability of the problem）。 

    2. 法規規範執行過程的能力（ ability of statute to structure 

implementation）。 

    3. 非法規因素（nonstatutory variables affecting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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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Sabatier & Mazmanian 的執行模式 

資料來源：Sabatier, P., & Mazmanian, D. (1983) 

    Sabatier 和 Mazmanian 所提出的模式，可說是「由上而下」研究途徑中最

具廣博性者，無論在概念上和影響變數的界定上兩者所提的模式受到超過二十次

不同的政策領域檢證，而且得到良好的解釋（Sabatier，1986）。 

    然而，由於該模式乃為先進國家的理論，不見得適用於第三世界國家，有鑑

問題的可處理性 

1. 技術困難程度 

2. 標的團體行為的特殊性 

3. 標的團體的數目 

4. 標的團體行為須調適程度 

法規規範執行過程的能力 

1. 政策目標的明確性 

2. 政策本身的因果理論 

3. 政策資源 

4. 機關內部的層級整合 

5. 外界人士的參與管道 

6. 執行人員的徵募 

7. 建構執行機關的規則 

影響政策執行的非法規因素 

1. 社經環境與技術 

2. 大眾的支持 

3. 標的團體態度與資源 

4. 大眾傳播媒體對問題的注意 

5. 監督機關的支持 

6. 執行人員的承諾與領導技巧 

執行過程各階段 

執行機關的政策產出→標的團體對政策產出的順服→政策產出

的實際影響→對政策產出所知覺到的影響→政策的主要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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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Merilee S. Grindle （1980）乃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政策執行進行研究而

建構出「視執行為政治和行政過程」（ Implementation as a political & 

administrative process ）的理論模式，並認為執行活動深受政策內容（content）

和政策脈絡（context）的影響，至於執行結果（outcomes）的衡量是否達成政

策目標以及計畫和執行傳送是否符合原先的設計，皆為政策執行成敗的指標，如

圖 2-3。 

 

圖 2-3 Grindle 「視執行為政治和行政過程」的執行模式 

資料來源：Merilee. S. Grindle，1980

影響執行活動 

A、 政策內容 

1. 利益受影響型態 

2. 效益的類型 

3. 行為改變的程度 

4. 決策地點 

5. 執行者行為 

6. 資源投入 

B、 執行脈絡 

1. 參與者的權力、利

益和策略 

2. 制度和體制特徵 

3. 順服和責任性 

 

 

 

結果 

1. 對社會、個

人和團體的

影響 

2. 改變和其接

受性 

政策目標 

方案和計畫 

計畫依原設

計傳送？ 

成功程度的衡量 

目

標

是

否

達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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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所謂由上而下研究途徑乃從分析政府（中央決策）制定一項政策開始，

然後探討（Sabatier，1986）： 

    （1）執行官員與標的團體的行動，符合政策目標的程度？ 

    （2）在一定時間內，政策所造成的影響符合目標的程度？ 

    （3）影響政策產出和結果的主要因素有那些？ 

    （4）基於執行過程的經驗，該項政策如何再修正？ 

    不過，由上而下的研究途徑亦遭到其他學者的批評，經由 Sabatier（1986：）

整理得知有以下四點： 

    （1）由上而下研究途徑，由決策者的觀點出發，忽略其他參與者。而他們

所採行的方法論，使他們認為決策者才是主要的行動者，而忽略來自

私人部門、基層官僚和其他政策次級系統（policy subsystem）及參

與者的策略性創造力（strategic initiatives）和所使用的策略將影

響政策目標的達成。 

    （2）當缺乏一個主導政策（dominant policy）或機構的狀況時，很難應用

由上而下的觀點，因而無法預測執行的成果。 

    （3）可能忽略或低估基層官僚和標的團體規避政策，使政策符合自己本身

利益的策略，以至於不能達成原有的目標。 

    （4）區分政策規劃和執行是一種誤導，而且不太有用，因為他們忽略許多

組織包含在這二個階段之中，而且也忽略地方執行人員和標的團體，

常會有意地忽略中央立法人員和行政官員的意圖，而私自處理這些問

題。 

 

 (二) 由下而上研究途徑 

由下而上研究途徑出現於 70 年代末期，主要是由西歐的政治學者所發展出

來，主要的研究者包括： 

    Hjern, B., & Porter, D. O. (1979)—Implementation Structure: A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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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of Administrative Analysis. 

    Hanf, K. (1982).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gulatory policy: enforcement 

as bargaining. 

Hull, C. J., & Hjern, B. (1987). Helping small firms grow: An 

implementation approach.    

由下而上研究途徑的學者，體認到由上而下研究途徑方法論弱點，於是發展

相互主觀可信的方法論（Intersubjective reliable methodology）關心許多公

營和私人組織所形成的政策，這些學者試圖找出服務傳送系統中參與者網路

（networks）和參與者的目標、策略、行動，以及提供上達上級決策者的管道，

故 Hjern 等人認為方案的成功與否更依賴地方執行機關內部人員的技能，而非只

靠中央官員的努力（Sabatier，1986）。 

    除了 Hjern 等西歐學者外，美國的 Michael Lipsky, Richard F. Elmore 及

Giandomenico Mahone 和 Aaron Wildavsky 等也被視為由下而上研究途徑的研

究者。如 Michael（1980）對基層官僚的研究，認為政策執行研究應尋求另一研

究途徑，即著重於執行者或政策服務傳送者（policy deliverers），因為他們擁

有廣大的自由裁量權，可以形塑政策的面貌。 

    第二代執行理論發展，採由下而上的研究途徑，除了 Lipsky 外，Richard  F. 

Elmore（1978）也提出「Backward mapping」後向型研究途徑，並認為：（1）基

層行政人員的知識和解決問題能力；（2）執行政策的誘因結構（incentive 

structures）；（3）執行過程中各層級參與者間的討價還價關係；（4）影響自由

裁量選擇資金的策略運用（the scrategic use funds to affect discretionary 

choices）等變數乃影響執行的主要變數。柯三吉（1991b）並認為後向型的規劃

在政策執行過程中的地位是具有政治意義的，前向型的規劃與後向型規劃的最大

差異為－－前者強調中央集權的正式指揮與控制之設置，而後者則重視權力分散

的非正式授權和自由裁量權（Richard，1980）。 

    Wildavsky & Majone（1979）認為執行是演進的，執行者在過程中處於一個

從未設定的世界（in a world we never made），在這過程中執行者必須應付新

的環境，以達成政策目標，可是因資源輸入的類型不同，執行者又往往必須改變

政策，因此，政策理論在促進轉型以產出不同的執行結果。 

    Sabatier & Mazmanian（1980）以為，由下而上研究途徑有下列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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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已發展明顯且可重覆的方法論，以驗證政策網路（policy network）。 

    （2）由參與者所認知的問題與處理問題的策略開始，藉此巷他們能夠評估

政府方案，在面對私人組織和市場力量時的相對重要性，不致於如由

上而下研究途徑一般，高估了政府計畫的重要性。 

    （3）不將研究重心置於政策目標的達成，所以能有較大自由來比較各種不

同類型政府和私人方案未預期的政策結果。 

    （4）可以處理多面向的政策（multitude of public programs）。 

    （5）相對於由上而下研究途徑，他們比較能夠探討參與者的策略性互動。 

    雖然由下而上研究途徑具有上述各項優點，但也受到如下的批評： 

（1）可能過於強調邊陲者（periphery）執行的能力、目標和策略，忽略中

央能運用間接影響力來影響制度結構的運作，和參與者的策略。 

    （2）將現有的執行結構中的參與者視為理所當然，因而末探究先前其他參

與者影響政策所作之努力。 

    （3）過於著重參與者的認知和行動，而未能界定出這些參與者認知和活動

的直接和間接影響變數，所以與其說他們正在研究執行，倒不如說其

在探討各個政策中，次級系統間的互動情形（Sabatier，1986）。 

    （4）除了 Sabatier 的論述外，Linder & Peters （1987）也提出由下而上

研究途徑的缺失，他們認為如果不加考慮的接受此一觀點時，則在民

主系統中的政策控制和政治責任的歸屬，勢必產生問題。 

由上而下研究途徑與由下而上研究途徑，各有其優缺點。由上而下研究途

徑，較適合於探討手段與政策產出和結果間之關係，而由下而上研究途徑，適合

於探討地區間的變異性（inter-local variation）（Sabatier，1986）。 

Sabatier 曾以下表 2-2說明二個途徑之間的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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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由上而下（Top-down）、由下而上（Bottom-up）途徑之比較表 

差異類別 Top-down Bottom-up 

最初焦點 中央政府的決策 地方執行機構 

過程中主要 

參與者的認定 

由上而下 

（由政府到私部門） 

由下而上 

（由地方政府、私部門

到中央政府） 

評估標準 特別注重正式目標達成的程

度，也注意到政治上重要標準

及非預期結果 

較不明確，並未仔細分

析政府的決策 

整體焦點 如何達成決策者所預期的結果 政策網路中多元參與

者的策略性互動 

資料來源：Paul A. Sabatier，1986 

 

(三) 整合的研究途徑 

    第一代、第二代政策執行各有其優缺點，每一代的研究各自可以適用於不同

的情境，第一代由上而下模式，適用於管制性政策與重分配政策的型態，所渉之

公共事務具有全國一致性特質，地方政府不宜各自為政，如此才能發揮公共政策

的管制與重分配效果（丘昌泰、李允傑，2009）。 

政策執行理論在歷經由上而下研究途徑與由下而上研究途徑之後，不少的學

者乃綜合運用二種途徑的變數和概念，來解釋政策執行的過程和結果，有的強調

互動觀點，有的則著重於權變觀點。 

   Lane, J. E.（1987）提出責任（responsibility）及信任（trust）的概念，

他採用這二個觀點來批評由上而下研究途徑與由下而上研究途徑，他認為由上而

下研究途徑，過於重視責任面，試圖根據計畫或控制的結構來掌握不確定因素；

而由下而上研究途徑，則太重於信任面，欲保持執行者自由裁量的空間，而以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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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學習的觀點，來控制不確定性因素的發生，但是真正的執行過程是責任和信

任的配合，二者不可偏廢。 

    而 Sabatier 在檢討由上而下研究途徑與由下而上研究途徑後，乃提出政策

變遷的「支持性聯盟」架構（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 of policy change）

作為整合研究途徑，以政策次級系統（policy subsystem）、政策取向學習

（policy-oriented learning）和政策變遷概念基礎，來解釋政策變遷的執行過

程（Sabatier，1986）。 

    如圖 2-4所示，Sabatier 的這項整合理論架構概念和要素包括： 

（1）政策次級系統（policy subsystem）－即先運用「由下而上」途徑的網

路分析技巧認定公私組織的政策參與者或次級系統，再檢視他們所運用

的執行策略。 

    （2）法制和社經因素（legal and socio-economic factors）－即採用「由

上而下」途徑概念以探討：1.政策網路或次級系統外的社經條件變遷

對參與者的資源和策略的影響。2.為達成政策目標各參與者如何運用

政府方案的法制特性。3.參與者對改進他們了解影響政策問題因素所

作的投入。 

    （3）時間幅度（time span）－即加長研究時間為 10~20 年。然而為避免資

訊超載，在加長研究時間也應考慮減少參與者的數目至可處理的程度。 

    （4）支持性聯盟（advocacy coalitions）－即要探討公私組織參與者是否

共有一套信仰策統（beliefs），以實現共同的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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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Sabatier 的政策變遷的支持性聯盟架構圖 

資料來源：轉引自柯三吉（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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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的研究途徑中除了 Elmore 的前向性規劃和後向性規劃，以及 Sabatier

的政策變遷模式外，另有 Robert T. Nakamura 和 Frank Smallwood 於檢視「由

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執行理論後，建構出將政策過程視為系統的執行理論，

而將政策過程分為三個相互關聯和影響的政策功能環境，即政策制定環境、政策

執行環境和政策評估環境，而每一個政策功能環境都包含許多參與者和競賽場

合，這些功能環境間，則透過聯結關係，形成一政策過程循環系統，如圖 2-5

（Nakamura & Smallwood，1980）。 

 

圖 2-5  Nakamura & Smallwood 的「視執行過程為系統」的政策執行模式 

資料來源：Nakamura & Smallwood，1980 

    另外，Goggin 等以為不論是由上而下研究途徑或由下而上研究途徑，都各有

如下的缺點：忽略了部分執行情況的影響因素，也未陳述變項間相對的影響力，

更重要的是未將執行過程概念化，以便清楚地解釋變數之間的互動如何影響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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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於是提出：政府間政策執行的溝通模式（the communication model of 

intergovernmental policy implementation），將政策執行研究帶入到另一個新

的境界（Goggin et al，1990）。 

    總之，綜括第二代研究的特色為下列數項： 

1.了解執行行為隨著時間、政策、執行機構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風貎。 

    2.建立和解釋影響執行的模式。 

    3.透過系統性的實證研究，提出解決影響執行因素的各種因應之道。 

    4.已注意到政策研究中，時間這個變項的重要性。 

    第二代政策執行的研究者提出不同的模式與變數，而他們的模式卻無法告知

什麼變數比較重要，因此遂開啟了以科學化的方式檢驗這些模式的第三代研究

（Goggin et al，1990）。 

三、第三代政策執行研究 

    第三代的研究目的，乃是建立一個解釋執行行為產生的原因及其理由的理

論，以系統性來觀察實際執行狀況，並探究這些理論的有效性。更言之，較於前

二代的執行研究，第三代的研究將更為科學化（Goggin et al，1990），而所謂

科學化乃指先釐清概念的意涵，並視執行為一動態過程，而對於影響執行的變

數，提供一些指標和測量方法。 

第三代執行研究有如下的特點： 

1.明確的理論模式。 

2.概念擁有運作化的定義。 

3.探究可解釋執行行為的可靠指標和預測變數。 

4.從理論中導出假設。 

5.採用適當的定性和量化的統計分析以及案研究來檢驗這些假設（Goggin et 

al，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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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colm L. Goggin, Ann O’M Bowman, James P. Lester 以及 Laurence 

O’Toole, Jr. 於 1987 年利用 5個州對早期定期掃描診斷處理方案（The Early 

and Periodic Screening,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Program）的執行，分析

出不同的政策執行類型，而他們認為儘管各州的執行有所差異，但有些型態及規

約仍可辨識出來，這些共通性即值得去建構模型（Goggin et al，1990）。 

Goggin等人於是建構政府間政策執行的溝通模式，而認為有三項變項影響州

的執行：即(一)來自聯邦的誘因及限制； (二) 來自州與地方的誘因及限制；(三)

州的決策結果和本身的能力，而州的決策結果是州政府內外參與者討價還價的結

果，並由聯邦的決策出發，採用由上而下的觀點，分別檢驗：1.政策內容( the 

content of the policy message )；2.政策宣稱的形式( the form of the policy 

message itself )；3.溝通者的聲望( the reputations of the communicators )，

而在州與地方政府的誘因和限制上，則採用由下而上的觀點，探討下列因素：1.

利益團體；2.地方的決策官員和政治體制；3.主要的執行機構。而在上一模式中，

由於州處於來自聯邦和地方兩方訊息的接受者，所以其地位顯得格外重要，透過

州的組織能力和生態能力而決定州的決策結果，並透過相互調適和政策學習的過

程及反饋的功能，達到政策再設計的目標。而政策再設計的意義，乃指現存政策

的修改，無論是指修改現存的法令或採用新的法規，政策再設計的產生，必須經

由下列的程序進行： 

1.有一現存的政策。 

2.對於此一政策有某種程度的不滿。 

3.來自執行機構諸如民選或任命官員為利益團體及政策對象扮演中介者的角

色要杈決策者維持或改變現狀的聲浪。 

    4.國會或行政部門回應這些壓力而採取行動，如圖 2-6（Goggin et al，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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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政府間政策執行的溝通模式 

資料來源：Goggin, Bowman, Lester & O’Toole，1990 

     

此模式的最大特徵為其動態性（dynanism）與綜合性（synthesis），在動態

性方面，它採用了政策學習和再設計；在綜合性方面，它綜合由上而下及由下而

上的研究途徑，進入更廣博的政策執行視野，並指出一些可驗證的假設，此外，

也採用菁英面談、問卷、內容分析等研究方法，突破早期研究方法的限制，而架

起了第二代到第三代政策執行研究的橋樑，亦鋪述了從理論架構到理論測試的階

段。誠如 Goggin 等人所言：「對於研究執行的學者而言，未來的挑戰就是設計一

套研究設計，而能夠做較有比較性、長期性，或系統性的研究。政策規劃者及管

理者能從第三代的研究中，獲取知識來設計或再設計他們的工作。」（Goggin et 

al，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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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所述，研究者參考 Sabatier & Mazmanian, Grindle 及 Goggin, 

Bowman, Lester & O’Toole，柯三吉教授等人所發展出來的模式，建構出適合

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執行的模式。如圖 2-7所示，茲分別說明各變項如下： 

 

 

 

圖 2-7  本研究政策執行的溝通模式 

資料來源：作者參考自 Goggin, Bowman, Lester & O’Toole，（1990）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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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政策評估理論 

    一項政策不論規劃的再完善、再周全，如不經過政策的執行過程，是無法有

效產生結果的。而政策評估的主要目的就在於檢視一項政策在規劃過程、執行階

段、執行結果是否產生政策正效益或負效益的結果？對於標的團體(大學圖書館)

或使用者社群(讀者)的影響效益是正面的或負面的？該政策經執行結果是有效

的？亦或是一項無效的政策？政策的執行是成功或失敗？滿意或不滿意呢？因

此政策執行與政策評估是有一定的先後順序與遵循的方向的。 

一、政策評估的發展趨勢 

政策評估雖是20世紀來公共政策研究的新領域，然究其根源則可追溯至1930

年代後的一些社會學、心理學和行政管理學方面的研究。其中最出名的當屬美國

西方電氣公司的霍桑研究(Howthorne Studies)，這是一項針對工人行為與工作

效益間的因果關係的實驗結果。政策評估研究發源於美國，歷經二次世界大戰期

間，對美軍在歐洲戰場的士氣及國內物價管控調查研究的大量經驗累積，使得戰

後美國大規模援外計畫的評估頗有成就，尤其是在 50 年代之後，對亞洲地區的

家庭生育計畫及拉丁美洲國家的營養衛生計畫等，政策評估在這方面是有目共睹

的。及至本世紀初，政策評估運用先進的電腦統計，結合科技技術與社會科學調

查方法，使得政策評估為現今世界各國政府在推行或制定公共政策議題時，普遍

積極使用的行政管理方法（柯三吉，1998）。 

政策評估應用在公共政策上，主要係檢視一項公共政策，在政策執行前及政

策執行過程中，乃至政策執行後，是否有達到政策在制定時與執行時所欲達成的

目標效果。故政策評估其主要的功能是避免不當的政策或無效益的政策在資源上

的浪費，適時發現並修正政策的誤差(Rametsteiner & Weiss，2006)。 

美國學者 Guba 和 Lincoln（1989）在《第四代評估》(Fourth Generation 

Evaluation)書中，將公共政策評估的演進，依照研究所在場所、研究主要論題、

研究途徑與方法所形成的不同典範，分成四代說明（吳定，2013；丘昌泰，2009；

林鐘沂，2000）。前三代乃為著重量化之評估，第四代則為質化評估，本研究分

別對前三代量化政策評估及第四代著重政策關係人回應性的質化評估說明之： 

(一)量化評估 

評估乃為許多因素相互影響下長時間演進的結果，評估主要起源乃源於教育

領域，為對於學童學業成績的測量，以及科學管理的興起（Guba & Linco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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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第一代所採用的方法是將想要測量的變項，放在實驗室中進行評估，並

且控制自變項、自變項以外的因素及測量工具，將測量誤差減到最小。其焦點在

於「衡量」（measurement），強調科學管理，效率為主要的考量基礎（Guba & 

Lincoln， 1989；丘昌泰，2009；林鍾沂，2000）。 

由於第一代評估之缺失，如僅將學生作為評估的標的，缺少學生以外的資

訊；在實驗室內進行，評估結果難以適用於現實社會等，遂興起第二代評估，乃

在現實環境中進行實驗，並利用隨機化實驗與多項控制，來提高實驗的精確度。

焦點為「描述」（description），以期望的結果作為既定目標，並藉由目標達成

度所回饋的資訊，在過程中修正實驗方案，以達到目標標準，即採所謂形成評估

（formative evaluation）之方式，並著重受評對象活動的客觀描述與現場分析

（Guba & Lincoln，1989；丘昌泰，2009；林鍾沂，2000）。 

第二代目標取向的描述途徑亦有若干問題，如評估者僅能在有具體方案目標

時才能進行評估，但方案目標卻往往到方案發展後期才成形；仍著重對方案的敘

述，而忽略對方案價值的判斷等，故促使第三代政策評估發展。其擴大了評估的

範圍，將實驗設計擴展到整個政府所推動的公共政策，以實驗成果做為評估政策

的主要方法論。例如美國紐澤西州進行的負所得稅實驗（Negative Income Tax 

Experiment）。評估焦點在「判斷」（judgment），強調政策目標本身的價值重要

性，判斷乃成為後 1967 時期評估不可或缺的部份（Guba & Lincoln，1989；丘

昌泰，2009；林鍾沂，2000）。 

前三代政策評估皆採量化的實驗評估方法，並利用多變量分析、統計方法等

來確定變項之間的因果關係，盡量使評估結果科學化與標準化。但後來，許多評

估者開始批判先前流行的實驗評估，如 Michael Q. Patton、Guba 和 Lincoln 等

人皆認為，過去實驗評估強調評估者地位，忽略了被評估者的感受，因此主張評

估者與被評估者的夥伴關係。且 Guba 和 Lincoln 認為社會現象是因為社會建

構而存在的，並不像實驗評估所認為的社會現象是客觀具體的存在；他們也反對

實驗評估所稱，能夠透過實驗結果而建立放諸四海皆準的定律與通則，因為所有

真理皆是相對、因時因地而不同。於是 1970 年代之後，開始興起以質化方法為

主軸的第四代評估（丘昌泰，2009）。 

(二)質化評估 

1.第四代政策評估 

Guba 和 Lincoln（1989）認為前三代政策評估有下列問題：(1)管理主義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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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2)無法調和價值的多元主義(3)過份承諾於科學調查的典範。故認為評估者應

該重視目標而非管理的手段，並且要調和社會中的多元價值，即各政策關係人的

觀點，而非僅接受政策制定者的單一價值（丘昌泰、李允傑，2009）。 

Guba 和 Lincoln（1989）因而提出第四代的評估途徑以為替代。第四代評

估途徑即為回應性的建構性評估（responsive constructivist evaluation）。

評估的焦點是回應性的（responsive），即評估範圍以及界線乃透過政策關係人

之互動和協商而決定，並認為此種回應性評估能解決大部分前三代評估所產生的

問題。 

第四代評估的方法取代過去科學的模式，採用建構的（constructivist）方

法論，在本體論上，建構方法論否定有客觀實體的存在，宣稱實存是由人類意識

所建構出來的；知識論上，否定主客二元論，認為研究發現由評估者與被評估者

的互動而來；方法論上，建構式方法論所採取的自然典範（naturalistic 

paradigm）拒絕控制、操弄的途徑，而代之以解釋的、對話的過程，透過評估者

與被評估者的互動來建構真實狀態（Guba、Lincoln，1989）。 

自然評估途徑主要強調過程評估，其所依據的質化評估方法能夠幫助我們更

為了解多元利害關係人－尤其是方案管理者與執行者－的需求及關切。質化評估

方法亦能提供評估者豐富與第一手的方案執行相關資訊（Chen，1990）。 

吳定（2013）認為，第四代政策評估在「評估時會考慮到人類整體的福祉，

並綜合考量政治的、社會的、文化的，即前因後果相關之所有因素；強調結合評

估人員與利害關係者，在彼此互動、協商中進行評估；重視評估過程及結果的公

帄性與公正性」。故評估的焦點在「協商」（negotiation），並肯定受評者的主體

凾能角色（林鐘沂，2000）。 

綜合而論，第四代評估主要有兩項特色：(1)回應性：重視對於政策利害關

係人內心感受的回應，內心感受即利害關係團體的要求、關切與議題，故必須認

定政策所涉及到的利害關係團體(2)建構性：方法論強調建構者的方法論，偏重

於質化方式，運用自然調查的方法，來建構政策利害關係人內心感受的回應（丘

昌泰，2013；丘昌泰、李允傑，2009）。 

2.回應性評估 

回應性評估（responsive evaluation）最早乃由 Robert E. Stake 提倡。

它是一種途徑或評估傾向，很大程度依賴個人對於方案的經驗來做評估。回應性

評估的焦點 在於利害關係人所界定出的要求，（claims） 關切、 （conc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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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議題（issues）。要求乃利害關係人對於方案的喜好，希望政策採納的意見；

關切是利害關係人認為方案可能會引發的負面問題；議題是對於事務的陳述，通

常是理性的個體會不太同意之處，像是障礙、團體困惑，或社會問題等，並特別

注意非預期的回應以及連帶效果。議題可能詢問＂可行的標準是否過高？宣傳手

冊會不會讓標的團體對提供的服務感到混淆？＂等問題（Guba、Lincoln，1989; 

Stake，2004）。 

不同利害關係人有不同的要求、關切與議題，評估者要將之找出，並且尋求

他們之間的共識，將之納入評估中。評估者找尋的不僅是方案結果以及影響，還

有遇到的麻煩以及解決方式、方案的優缺點、對於方案的價值等。回應性評估很

少採用工具性的測量方式 來測量服務接受度或利用其他指標來測量官方的目

標，達成度，而是透過對活動的觀察、訪談利害關係者，以及檢閱相關文件，最

後提供方案活動、議題以及相關解釋，讓讀者們可以藉由評估報告判斷方案的優

劣（Guba、Lincoln，1989 ; Stake，2004）。 

回應性評估（responsive evaluation）的貢獻乃在於多元性，廣泛透過多

元價值來源以及多元的基礎作出評估，希望納入非正式但評估者卻無法忽視的議

題或關切，來補充官方陳述每每充斥官樣文章的限制（Stake，2004）。 

(三)本研究以質化評估為研究途徑  

綜合上述評估方法與理論的趨勢演進可知。早期評估理論著重政策成果，多

採量化的研究方法；而近期的評估理論則修正早期的缺失，著重多元價值，改強

調自然的非操縱的評估方式，學者們提出的途徑乃為回應性、建構性評估。而事

實上，無論量化的科學途徑或質化的回應性建構性途徑、自然途徑，皆有其有優

點及限制。不同方案適合何種評估方法，可能會受到評估目的、方案特性、時間

與資源、評估者或利害關係人之價值等因素影響（Chen，1990）。 

本研究欲了解大學圖書館在推動館藏發展政策的執行狀況，從執行力層面做

評估，了解政策成效可能產生之原因。而政策執行的能否順利推展，有賴政策關

係人努力與配合，故政策關係人之想法與感受對於理解政策執行狀況甚為重要。

其次，政策優劣非如自然科學有完全客觀之標準，事實應斟酌不同利害關係人之

觀點建構出來，單以評估者角度看待政策問題，將無法得知問題的全貌，故需透

過多元政策關係人主觀的見解，才能切實找出問題的癥結。 

故本研究採取質化之評估方式，偏向於第四代評估途徑，在採用各受訪大學

圖書館官方的資料或量化統計數據來了解政策成效之餘，主要乃透過訪談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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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尋求相關政策關係人對大學圖書館在推動館藏發展政策的看法與意見。希望

能經由政策關係人的看法與價值，得知其需求、關切與議題，以找出大學圖書館

在推動館藏發展政策缺失之癥結，以利未來政策之修正與改進。 

二、政策評估的定義與類型 

關於政策評估的定義，以國外學者Peter H. Rossi和Howard E. Freeman的

定義最具廣博性，依照Rossi和Freeman(1993)的說法，評估研究乃是有系統地應

用社會科學的研究程序來評價社會問題解決方案(Social Intervention 

Programs)的規劃過程、執行過程和效益結果。而國內學者林水波與張世賢(2006)

根據各學者說法綜合定義為基於有系統和客觀的資料蒐集與分析，進行合理判定

政策的投入、產出、效能與影響的過程。另吳定(2009)又將政策評估界定為利用

科學方法與技術，有系統的蒐集相關資訊，針對政策方案之內容、規劃與執行過

程及結果的一系列活動。 

對於政策評估的定義，因國內外各學者對「評估」一詞的概念所具有的經驗

意涵有不同的看法，以致於在學界有種種的定義界定說。綜合上述國內外學者所

言，政策評估應是使用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來檢視、判別和評鑑各項公共政策議

題(例如教育、環境、社會福利等)的規劃設計、行動監測、結果成效。而這也說

明了評政策評估是一項研究方法，但更是一項應用科用的活動，蓋政策評估結果

可作為政策決策和資源分配的依據，當然我們也可將其視為公共行政管理重要之

一環。  

政策評估可說繫乎整個政策執行過程，因此依政策執行的各個期程，我們可

將政策評估的類型，區分為預評估、過程評估與結果評估三種（丘昌泰，2013）。 

   (一)預評估 

此時期的評估以政策是否已開始執行做為分界，又可再分為政策規劃

階段的評估與政策執行前期之評估。政策規劃階段的評估可事先明瞭該項

政策的預期影響或預期效益，並依據此階段的預評估結果，分析修正該政

策的計劃內容，以期資源能做最優分配。故學者將此時期之預估稱為規劃

評估(Planning evaluations)或事前評估。而政策執行前期之評估係指政

策在執行前期或執行不久的時間內進行執行現況初歩評估，並以此初歩評

估結果做為該政策未來在執行後的全面性評估的基礎依據。故學者將此時

期的預評估稱之為可評估性評估(evaluability assessment) 。 

此時期的預評估，不論是規劃評估或可評估性評估，均為滿足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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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與解決政策執行可能面對的問題，舉凡政策備選方案的可行性、成本

效益、設計變更、運作程序以及政策修正的必要性等，均為此時期的評估

範疇。 

   (二)過程評估(執行評估) 

每項政策在執行過程中，不論事前規劃的再完善，或預評估過程再詳

盡，仍不免在執行階段有不可預測的窒礙問題產生，故此階段對政策執行

過程中進行評估，目的即為找出執行中的困境和衝突，並將此階段政策過

程評估結果提供給決策者與政策執行者，以適時修正或調整整個政策的執

行手段。 

一般來說，此階段的評估，是探究政策執行過程的內部動態，以瞭解

政策各部如何配合以達到政策之最終目標。因此在此階段必須檢視機關的

作業流程、資源分配、執行人員的意向與態度以及執行人員所採用使標的

團體順服的機能等。故在過程執行評估中，需確認兩個問題，第一是政策

的涵蓋範圍(coverage)為何？政策傳達程序如何？第二是所傳達的政策內

容是否符合原先政策規劃設計的程度內容？此階段強調的是政策傳達過程

中的資源、人員、時間和程序。但在政策傳達前，須先確認涵蓋範圍，否

則無法測知該政策的執行成效。 

   (三)結果評估 

最廣為社會大眾所熟悉的評估類型就是結果評估。公共政策在執行完

成後即會產生結果，而民眾即以此結果來評斷政策的績效與政府的效能，

故民眾對評估的概念，應屬結果評估此一階段。通常我們在進行結果評估

時，必須回頭檢視我們的政策： 

1.政策是否有效地達成我們的預期目標？ 

2.政策是否產生非預期的效果？ 

3.政策執行過程中的服務成本佔多少？ 

4.政策參與者(標的團體、使用者社群)效益如何？ 

5.如與其他政策或方案相較，該政策是否屬有效率？ 

6.政策影響層面如何？ 

        因此，結果評估係對政策執行後，對所產生之結果加以評估，其內涵包

括 政 策 效 益 評 估 (efficiency assessment) 與 影 響 評 估 (impact 

assessment)。前者係指政策行動對於標的團體或社群所提供的服務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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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後者則指政策產出對標的團體或政策環境所產生的的預期或非預期之改

變。 

館藏發展政策評估係指對館藏發展政策內容、執行和影響之估量和評價；在

一系列圖書館政策活動中，政策評估是最後一個階段。館藏發展政策評估的目

的，可以作為館藏發展政策持續、政策修正或政策中止的基礎，也可以作為今後

推動類似政策的參考。館藏發展政策評估亦有其消極的目的，政策評估可以有延

遲作決定、規避責任、進行公共關係、分配政策資源的依據及偽證、掩飾與攻擊

等功能 (黃昆輝、呂木琳，2000)。 

館藏發展政策評估在政策過程的幾個階段皆可進行。在規劃階段，對館藏發

展政策方案之可行性、成本及影響進行評估，以期在政策執行前修正方案內容，

順利達成目標。在館藏發展政策執行時，則評估政策是否依原定的計畫進行，政

策是否確實達到標的團體。在政策執行之後，則進行影響評估，一為政策產出

(policy output)，另一為政策影響(policy impact)。 

館藏發展政策影響的評估最為重要，政策影響評估包含政策產出對實施對象

的影響、對實施對象之外的情境和團體的影響、對目前及未來情境的影響，以及

政策所使用經費等。 

一項政策如能歷經規劃評估、過程評估和結果評估這三階段，那就再完善不

過了。但儘管如此，身為評估者也應考量評估在應用上的諸多問題限制。例如： 

(1)應由誰來做評估？如主張由機關內部評估人員進行評估，較易引起決策

者、管理人員與執行人員間的衝突，影響單位間的和諧性。但若由機關外的人員

或顧問機構進行評估，則外部人員往往無法得知行政管理特質與執行人員個人特

性，而影響評估的正確性。 

(2)決策者對評估結果接受程度如何？一項政策的評估結果，是要提供給決

策者做為政策修正的參考依據。若評估者不了解決策者的認知型態，以致其所提

出的評估報告，可能因決策者的個人因素而不被接受。 

綜上所述，政策評估確為決策者最有效的管理工具之一，因此評估人員必須

不斷充實本身專業知能、精進評估方法的研究技巧、累積工作職場的經驗，先決

條件達到了，才能做出正確有效的評估結果。 

要如何評估館藏發展政策的執行是成功或失敗？滿意或不滿意呢？有二種

館藏發展工具，即衡量政策目標的指標(indicator)和計算政策成果的績效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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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 of performance)。指標分為量化指標及非量化指標，量化指標係指

館藏數量、館藏品質、館藏成長率、館藏使用率等。非量化指標係指館藏發展某

些施政，需要用更多的資料，包括質的指標，去作綜合分析，無法量化。本研究

館藏發展政策評鑑質的指標包括館藏發展 15 項政策內容。在第二章第一節有提

出館藏發展政策的應涵蓋下列 15項重要項目(王梅玲，2012)：（1）館藏的目的。

（2）社群描述。（3）館藏簡史與概述。（4）館藏學科範圍與收藏層級描述。（5）

館藏管理與發展目標與組織。(6)圖書採訪與選擇。(7）非書資料館藏政策。（8）

贈書處理。（9）爭議性資料館藏政策。（10）選書工作。（11）預算結構與分配政

策。（12）館藏評鑑。（13）館藏淘汰。（14）合作館藏計畫。（15）政策的審查與

修訂。至於績效標準，是衡量政策施行成果的一種標準，顯示政策成就的意義，

包括館藏發展生產力或工作效率、使用率、有效程度、適當性、回應性等等。 

三、政策評估的標準 

政策評估標準是政策評估者評估一項政策的成效，依據政策目標而設定的可

進行比較的指標。標準可以分為兩大類：一般標準與特定標準。一般標準是指各

種類型的公共政策在進行評估時均可適用的標準；特殊標準則指各種類型公共政

策在進行評估時，依照政策特殊性質所設定的標準。評估標準係依據政策目標設

定，而此目標必須盡量具體化、操作化，以減少設定標準上的困難（吳定，1983）。 

政策評估的標準以 Dunn 學者的論點最具代表性。根據唐恩（Dunn，2008）

學者的論點，吾人可歸納出下述可普遍應用於各種政策的一般性評估標準(吳

定，2013；丘昌泰，2009)： 

(1)效能性：效能所指涉的意涵並非政策是否按原訂計畫執行，而是政策執

行後是否對環境產生期望的結果或影響。簡單的說，效能就是指某一政策能否產

生有價值的行動結果，通常以提供產品的數量或服務單位來衡量。 

(2)效率性：指政策用最小的成本，獲取最大的產出。效率較著重於以較佳

方法執行政策，而非著重於以有效的途徑達成目標。效率可進一步分成兩類：技

藝性效率與經濟性效率。前者指以最少努力或成本完成某項活動或產品，亦即在

成本受限下，尋求政策期望影響的最大化。而後者是指政策整體成本與整體利益

間的關係，包括間接成本與所有的影響在內，亦即著重於對資源作分配及使用，

並使民眾因此獲得最大的滿足。 

(3)充分性：當政策目標達成後，解除問題的程度。有時候政策執行後，目

標常被迫縮小成一小部分，或是對問題只能作部分的解決。如此，則政策並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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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的解決問題或滿足公眾的需求。政策與目標效益之間的強度關係，若關係越

密切，充分性強度越高。 

(4)公平性：政策資源、成本或利益是否公平分配於不同標的團體的情形。

一個公平的政策必然是一個政策資源、成本或利益都能公平分配的政策。 

(5)回應性：回應性指政策執行結果滿足標的團體需求、偏好或價值的程度。

此項標準甚為重要，因某一政策也許符合其他所有的標準，但因未能回應受此政

策影響的標的團體的需求與期望，故仍然被評估為失敗的政策。 

(6)適當性：適切性的政策須同時滿足效能、效率、充分、公平，及回應五

個標準，所以適當性標準應優先於其他標準。 

根據 Dunn 及國內多位學者的論點，作者亦採用上述普遍應用於各種政策的

一般性評估標準，效能性、效率性、充分性、公平性、回應性、適當性等六項評

估指標，來檢視大學圖書館的館藏發展政策執行成效(表 2-3)： 

表 2-3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評估指標 

指標 內     容 

效能性 
評估館藏發展政策執行後是否有按原訂計畫執行，對期望的結果或

影響層面如何?是否有達到館方的預期目標? 

效率性 館藏資源利用情形如何? 政策內容是否具有彈性? 

充分性 
在政策的執行下，讀者的滿足程度如何? 人力是否充足? 讀者的進

館(借閱)次數有否增加?館藏量有否增加? 

公平性 政策資源是否公平分配? 

回應性 
政策是否有助提升整體品質？執行結果能否滿足館方? 政策成功

或失敗？滿意不滿意? 

適當性 

政策是否明確易暸？有需要修正、改進的地方?適當的政策須同時

滿足效能、效率、充分、公平，及回應五個標準，所以適當性標準

應優先於其他標準。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政策執行與評估之關係密不可分，如果任意切割這兩個階段或是只進行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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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階段，都難以完成一個完整的政策系統。政策執行的目的在於運用健全的行

政組織、執行適當的預定計劃並善用管理工具用以實踐政策目標。但執行成效到

底好不好？是否有達成計劃預定目標？這就需要政策評估者為我們來解答這些

問題。因此，政策評估的主要目的在於檢視政策執行中或執行結果是否有產生正

面或負面的結果？是否有達到我們預期的目標？對於標的團體或社會的影響是

好或壞？成功或失敗？滿意不滿意？由此看來，政策執行與評估是息息本關，密

不可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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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主要係探討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在執行過程中的困境與成效做

一評估，細屬國內一百多所公私立大學，在他們的圖書館裡大多是訂定管理辦

法、要點、規則等，但充其量也只能稱之為館藏發展策略，與專有名詞「圖書館

館藏發展政策」終究是不盡相同的。因此研究者於網路搜查有制定館藏發展政策

並公開的大學圖書館後，其中一般大學有 27 所，科技大學有 24所，排除科技大

學後擇定以北、中、南部各一所大學圖書館，分別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中

興大學及國立成功大學為本研究範圍。爾後又因訪談地域方便性，再增列一所天

主教輔仁大學做為本研究的對象。 

這四所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初訂時期分別是國立成功大學 1993年、國

立中興大學 1995 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010 年 10月、輔仁大學 2014 年 5 月，

成功大學制訂的時間最早且與輔仁大學剛好間隔在 10年左右，正好可以比較兩

校在這段時期政策執行的成效與困境有何不同之處。另輔仁大學訂定政策的時間

恰好又是推行電子化與數位閱讀的新興時期，因此擇定以這四所大學圖書館作為

深入訪談的範圍時期。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係採質性方式，運用深度訪談法與研究對象進行對談及訪問。每所大

學圖書館皆有其個別差異性及特殊性，而本次研究僅針 4 所一般大學圖書館進行

訪談，且研究象僅限於北、新北、中、南地區擇一而為，無法像量化方式涵蓋所

有大學圖書館。 

1.研究地區的限制： 

本研究探討之主題為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執行與評估，經於網路搜查有

制定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並公開的大學圖書館共有 51所，其中北部有 22

所，中部有 14 所，南部有 13 所，東部及外島各 1 所，考量研究者在時間及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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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便性，故擇定以北部一般大學圖書館為範圍，排除科技院校圖書館，其中又

以台北市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新北市的天主教輔仁大學等院校圖書館為代表，

作為本研究對象並進行深入訪談，後又再經指導教授的建議下再增加 1 所中部的

代表性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及 1 所南部的代表性大學-國立成功大學。 

 

2.研究對象政策要點不同的限制： 

本研究對象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輔仁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及國立成功大

學，但這四所大學的館藏發展政策要點項目並不完全相同，例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的政策要點有：1.館藏範圍2.徵集3.複本4.薦購處理5.交

換贈送6.館藏淘汰7.館際合作8.館藏評鑑9.館藏發展政策之實施與修正。 

輔仁大學的政策要點有：1.目的與任務2.服務對象3.館藏學科範圍4.經費來

源分配5.館藏徵集政策6.館藏評鑑7.館藏淘汰8.合作館藏9.政策的訂定與修訂

10.附錄。 

國立中與大學的政策要點有：1.目的與未來發展目標2.館藏概況3.經費來源

4.館藏深度5.館藏徵集6.圖書選擇7.館藏評鑑8.館藏維護9.館際互借及複印10.

政策的訂定與修訂。 

國立成功大學的政策要點有：1.前言2.本館簡史3.本館之服務對象與任務4.

館藏學科範圍5.館藏蒐藏政策6.館藏採訪7.經費分配8.館藏評鑑與維護9.館藏

政策的訂定與修訂。 

以上四所大學館藏發展政策之各項要點，與本文第二章第一節各項要點不同

之部分，例如爭議性資料館藏政策、非書資料館藏政策等並未加以深入討論。 

3.利害關係人(政策參與者)的限制： 

本研究採取質化之評估方式，偏向於第四代評估途徑，主要乃透過訪談的方

式，尋求相關政策關係人對大學圖書館在推動館藏發展政策的看法與意見。希望

能經由政策關係人的看法與價值，得知其需求、關切與議題，以找出大學圖書館

在推動館藏發展政策缺失之癥結，以利未來政策之修正與改進。故本研究之利害

關係人(政策參與者)為館長、主任(組長)、館員等三類，排除讀者身分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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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因係探討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執行與評估，在政策執行的研究採

用第三代的整合觀點，在政策評估的研究採用第四代的質化的訪談做為架構設計

的基礎，以求本研究更具嚴謹性、真實性與正確性。故本研究之構面主要分為三

個構面，分別為「政策內容」、「政策執行」與「政策評估」。如表 3-1 所示，並

透過政策評估結果的產出，來檢視政策目標之達成度。 

表 3-1館藏發展政策執行與評估構面 

館藏發展政策執行與評估構面 細項 

館藏發展政策內容 

(1)館藏的目的（2）社群描述（3）館

藏概述（4）館藏學科範圍與收藏層級

描述（5）館藏管理與發展目標與組織

（6）圖書採訪與選擇(7)非書資料館

藏政策（8）贈書處理（9）爭議性資

料館藏政策（10）選書工作（11）預

算結構與分配政策（12）館藏評鑑（13）

館藏淘汰（14）合作館藏計畫（15）

政策的審查與修訂 

館藏發展政策執行 

1.法規;  

2.資源;  

3.執行者認知 

4.讀者配合, 

5.溝通工具等 

館藏發展政策評估 

1.政策方向明確 

2.政策修訂 

3.館藏評鑑(進館次數、借閱次數、館

藏量、滿意度)  

4.提升圖書館整體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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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本研究政策執行與評估構面 

 

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 

（1）館藏的目的（2）社群描述（3）館藏概

述（4）館藏學科範圍與收藏層級描述（5）館

藏管理與發展目標與組織（6）圖書採訪與選

擇(7)非書資料館藏政策（8）贈書處理（9）

爭議性資料館藏政策（10）選書工作（11）預

算結構與分配政策（12）館藏評鑑（13）館藏

淘汰（14）合作館藏計畫（15）政策的審查與

修訂 

政策執行 
 

1.法規 

2.資源 

3.執行者認知 

4.讀者配合  

5.溝通工具等 

政策評估 
 

1.政策方向 

2.政策修訂 

3.館藏評鑑(進館次數、借

閱次數、館藏量、滿意

度)  

4.提升圖書館整體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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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為使前述研究目的能順利完成，本研究方法計畫採取個案研究分析法與訪問

法及以第三代政策執行與第四代評估模式的觀點進行本議題之研究。一方面經由

靜態的資料蒐集分析；另一方面就由動態的訪談將二者結合，再加以整合做綜合

討論與分析，以期達到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如下： 

一、個案研究分析法  

(Yin，1994)所謂個案研究是一種實證的研究方法，是對真實狀況的一種描

述。一般來說，個案研究的優點有(1)具深度性：可獲取個案較整體與深入詳細

的數據資料。(2)具動態性：能便利的放入時間因素，掌握複雜的動態變化與因

果關係。而缺點則是(1)欠缺普遍性：因樣本為一個或少數，致較難將結論說服

至大眾。(2)欠缺客觀性：受訪者的主觀意見或有扭曲、隱藏，因此結論易摻有

個人主觀論述。 

本研究係蒐集國內外文獻分析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執行評估的專家學

者的相關資料、論述、期刊、論文之理論等，藉以了解過去有那些相關大學圖書

館館藏發展政策執行評估之理論基礎及參考依據。參考國內外資料，包括政府出

版品、學術研究報告及報章雜誌等相關文獻，探討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執行

評估的相關課題，針對這些課題資料，選擇國內具有代表性的四所訂定有大學圖

書館館藏發展政策之大學進行該館人員編制、館藏發展歷程、政策執行等做一客

觀的描述及分析，以期最終從中獲致研究結論。例如執行過程如何？問題困難何

在？以及如何處理解決？ 

二、訪談法 

本研究選擇四所有訂定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並刻正執行中之大學做為

評估對象，並進行深度訪談、實地調查，藉以獲得初級資料，再參考其他大學圖

書館館藏發展政策的文件資料，以為彌補研究之不足。訪談將請教四所大學相關

部門有關負責單位主管、管理層級以及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執行者，以瞭解

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執行評估之規劃管理，推動方向、經營狀況及實施困難

等情形，充實與印證資料內容。 

最後再將深度訪談資料及個案研究與文獻分析之各類數據運用圖表加以分析

比較，並整理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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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訪談大綱由研究者與指導教授經討論後調整訪談大綱內容，訪談大綱

結構為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內容、影響館藏發展政策內容因素、影響館藏發

展政策脈絡因素、館藏發展政策評估等四題型，每題型依受訪角色不同，而各自

區分數個題目，題目分述如下： 

表 3-2 本研究訪談大綱 

利害關係人 

(政策參與者) 
結構 訪談提綱 

決策者、 

管理人員 

政策內容 1.政策制訂動機為何？參與者有誰？產

生過程如何？有否成立委員會？ 

2.在政策執行(制訂、選購、評鑑)過程

中，是否有讓老師或學生參與？ 

 

影響政策因素 1.政策內容是否有考量到哪些其他法規

層面(例著作權法、採購法、個資法

等)？執行本項政策的整體專業素質

是否足夠？ 

2.主管機關(或相關單位)在經費等資源

方面是否給予挹注？資源如何做分

配？館藏資源是否受電子化影響而壓

縮到其他類型資源(如圖書、期刊、非

書資料等等)之採購？ 

3.各個執行面向(資源分配、執行者認同

度、讀者配合度等)是否有遭遇滯礙困

難或阻礙？ 

4.是否認為政策常渉及其他單位執掌，

致有法規政策權責不清問題產生； 

5.工作場合是否溝通無礙、相處和諧又

有效率的單位？主管能充分實施分層

負責與適當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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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評估 1.政策方向是否明確易瞭？是否有定期

修訂政策的計畫？  

2.政策執行後對進館次數、借閱次數、

館藏量、滿意度等是否有增加?是否由

館藏評鑑得知？ 

3.是否認為該政策有助於提升  貴館整

體品質？ 

4.請談談您對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

未來的看法如何？  

執行人員 

政策內容 1.是否知道貴館有訂定館藏發展政策?

內容有哪些? 

2.是否認為主管具備大學圖書館館藏發

展政策的專業知識； 

3.在政策執行(制訂、選購、評鑑)過程

中，是否有讓老師或學生參與？ 

 

影響政策因素 1.各個執行面向(資源分配、執行者認同

度、使用者配合度等)是否有遭遇滯礙

困難或阻礙？ 

2.館藏資源是否受電子化影響而壓縮到

其他類型資源(如圖書、期刊、非書資

料等等)之採購？ 

3.工作場合是否溝通無礙、相處和諧又

有效率的單位？主管能充分實施分層

負責與適當授權？是否認為本館編制

上的人力應已足夠； 

4.是否在執行業務上與使用者社群(讀

者)溝通良好； 

5.是否認為直屬主管除了公事之外，並

不會主動找我談問題或閒話家常； 

6.是否樂於看到館藏發展政策的制定； 

 

政策評估 1.政策方向是否明確易瞭？是否有定期

修訂政策的計畫？ 

2.政策執行後對進館次數、借閱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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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量、滿意度等是否有增加?是否由

館藏評鑑得知？ 

3.是否認為政策有助於提升貴館整體品

質？ 

4.請談談您對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

未來的看法； 

 

 

第五節 資料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係以有制訂館藏發展政策且公開公佈於網路之大學院校圖書館，且館

藏量達百萬以上者，排除科技大學後，北中南各選定一所大學做為研究對象，分

別是台北市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台中市的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及台南市

的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等三所大學圖書館，又因作者地域關係，故再增加一所天

主教輔仁大學圖書館，共四所大學院校圖書館。再邀請其館長或主任(組長)、館

員各 1名作為本研究對象並進行深入訪談。訪談大綱分為政策執行與評估因素，

每執行與評估因素以下再各自細分小題型，每題型下又再數個題目，再分別與受

訪者約定時間、地點採一般性訪談方式並以錄音方式紀錄訪談資料，後根據訪談

內容繕打逐字稿，並加以彙整分析，希望此訪談分析資料能有助於瞭解各大學之

館藏發展政策之執行評估。另又蒐集分析這四所大學圖書館之館藏發展政策現

況，將之綜合分析結論，以供各大學未來在擬定館藏發展政策之依據及參考。 

 

第六節 研究實施歩驟 

一、研究實施歩驟 

（一）第一章第一節主要內容為問題陳述與研究動機、第二節研究目的與研

究問題、第三節為研究假設與第四節的名詞釋義。 

（二）第二章為文獻探討。本章主要內容為探討館藏發展政策的意義與內

涵、大學圖書館之館藏發展政策、政策執行模式演進之探究、政策評估理論之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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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三）第三章為研究方法。第一節主要內容為研究範圍與限制、第二節研究

方法，分為文獻分析法及訪談法、第三節為研究設計架構、第四節為研究工具，

設計訪談題目、第五節為資料蒐集與分析，包含研究的對象。 

大學館藏發展政策的評估研究，可藉由受訪者的口述蒐集到最直接的資料並

加以分析探究，以獲取有效之結論與參考建議。 

(四)第四章為研究個案之館藏發展政策分析。第一節介紹研究個案的圖書館

背景與館藏現況、第二節針對館藏政策內容 15要項分析、第三節做一綜合討論。 

(五)第五章為研究個案之館藏發展政策執行與評估。第一節是 4 所個案的訪

談基本資料、第二節是 4館在館藏發展政策的執行情形、第三節以評估指標對館

藏發展政策做一評估、第四節做一綜合討論。 

(六)第六章為結論與建議。第一節為本研究的結論、第二節是建議、第三節

是後續研究建議。 

 

二、研究流程 

本研究設計係以質化訪談法與個案文獻分析研究方法來探討目前大學圖書

館館藏發展政策之執行評估，在本研究中，因限於人力、財力、時間之限制，乃

選定北北桃中共 4家有制訂館藏發展政策且公開之大學院校圖書館作為訪談之對

象，藉以探究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之執行評估成效及發掘問題癥結所在。 

透過研究架構與研究方法，茲將本研究之流程以下圖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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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本研究之流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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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落實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的存在價值。 

3.提出對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未來的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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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個案之館藏發展政策分析 

第一節 研究個案的圖書館背景與館藏現況 

本研究個案係選定有制訂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並公佈於網路之大學圖書

館，排除科技大學院校後，選取條件為館藏數量達百萬數量以上之大學圖書館，

以強化本論文之研究價值。故北、中、南各擇定一所大學圖書館，另因研究者地

域關係，另擇定新北市一所大學圖書館，由北至南排列，分別是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圖書館、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館、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

(以下簡稱：師大、輔大、中興、成大)等四所。茲就四所研究個案之圖書館背景

與館藏現況說明如下： 

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背景與館藏現況 

師大圖書館設立於民國 35 年，新建半圓型八層樓之館舍完工後於民國 73 年

遷至新館，又民國 95 年成立林口校區圖書分館。設立宗旨如劉前校長真所述：「學

校之有圖書館，猶國家之有府庫，而其取給資用之效，殆尤過之。」。主要服務

對象為本校師生，並以支援學術研究、教學、推廣服務，並適度開放供社會大眾

使用為服務精神，以「使用者供需導向」為圖書館服務理念。以「E 流創新服務，

多元豐富館藏，營造知識校園，建構卓越大學」為圖書館發展願景；在經營上，

以朝向數位圖書館為目標。 

圖書館包含總館、公館分館、林口分館及系所圖書室。組織編制設採編、典

閱、期刊、系統資訊、推廣服務、校史經營等六組及一出版中心。置館長一人、

得置副館長一人、置秘書一人，各組各置組長一人，出版中心置主任一人，並視

需要置職員若干人。圖書館得視需要設分館，置主任一人，並視需要置職員若干

人。以掌理圖書資訊之蒐集、採錄、編目、閱覽、典藏、圖籍資訊服務、校史經

營、出版及其他館務事項。 

圖書館近年致力於特藏資料的數位典藏等工作，如善本古籍數位化，收藏有

1949年教育部撥存之東北大學藏書、陳誠故副總統等私人藏書珍本，尤以宋版孟

子最為珍貴；其他重要典藏還包括清翁方、徐星友手批杜詩、清章宗源隋書經籍

志考證、清段玉裁、江藩、繆荃蓀、 許心梅、丁晏等名家批校本以及明嘉靖刊

本、鈔本等 200 餘種。另亞洲研究也是一大特色，徵集並保存著名之亞洲研究學

者 Gernot Prunner 私人圖書館之大量稀有藏書，為重要之亞洲研究資源。黑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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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片為另一特別典藏，圖書館收錄 1920 至 1950 年代臺灣傳統戲曲音樂最受歡迎

之唱片代表作。 

設有圖書館委員會。截至 106 年 5月圖書、電子書、非書資料館藏總計有

5,565,453 冊(件、種)之多，其中圖書類的數量均有逐年增加的趨勢，不因受數

位電子化的影響。電子書自民國 99 年起採購進館。而非書資料的名稱也有詳細

的呈現。館網各項業務統計下，有各項統計資料的連結。館藏現況如下： 

表 4-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3~105 年全校圖書分類統計表 

 

資料來源：http://www.lib.ntnu.edu.tw/about/book_collections.pdf 

(2017.05.01) 

 

 

表4-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102~105年全校非書資料統計表 

名稱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唱片 AL 17,265 17,388 17,744 17,790 

錄音帶 AC 5,728 5,728 5,728 5,728 

影碟 VD 23,827 25,031 25,785 27,173 

錄影帶 VA 21,738 21,738 21,738 21,738 

http://www.lib.ntnu.edu.tw/about/book_collection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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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 MA 1,077 1,077 1,077 1,077 

微縮捲片 NR 2,971 2,971 2,971 2,971 

微縮單片 NH 990,640 990,640 990,640 990,640 

捲片 FA 170 170 170 170 

投影片 TR 661 661 661 661 

幻燈片 SL 35,467 35,467 35,467 35,467 

磁帶 DT 6 6 6 6 

磁碟 DD 131 131 131 131 

光碟 DO 5,009 5,109 5,121 5,435 

海報 PT 23 23 23 23 

照片 PE 327 327 327 327 

圖片 PH 2,930 2,937 2,937 2,937 

圖表 CA 917 917 917 917 

地圖(#) LM 36,223 36,354 36,354 36,354 

捲軸 @ 50 50 50 50 

綜合組件 KA 1,248 1,264 1,274 1,302 

兒童畫冊 K 263 263 263 263 

遊戲組件 GA 37 37 37 37 

單張樂譜 MU 628 628 628 628 

大型圖片 PI 377 378 379 400 

提示卡 HA 131 131 171 171 

 合計 1,147,844 1,149,426 1,150,599 1,152,396 

自98.11雜誌(P)不列統計歸"0",併期刊組統計 

自99.4剪報(CL)不列統計歸"0" 

資料來源：http://www.lib.ntnu.edu.tw/about/nonbook_collections.pdf 

(2017.05.01) 

 

 

http://www.lib.ntnu.edu.tw/about/nonbook_collection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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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年館藏統計表 

 

資料來源：http://www.lib.ntnu.edu.tw/about/year_collections.pdf 

(2017.05.01) 

 

http://www.lib.ntnu.edu.tw/about/year_collection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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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年期刊館藏統計表

中(日)文

期刊
西文期刊

期刊

合訂本
報紙

線上

資料庫

光碟及其他

類型資料庫
電子期刊

種數 種數 冊數 種數 種數 種數 種數

100年 1,796 4,621 123,124 20 376 4 37,991

101年 1,887 4,622 123,825 21 376 4 71,830

102年 1,996 4,951 126,885 21 397 4 64,356

103年 1,925 4,951 127,987 21 373 4 82,587

年度

註1：102年12月份電子期刊大幅減少，係因BSC原本有收錄ICON Group International, Inc. 約

12,810種期刊，因出版社版權到期，出版社收回版權。

註2：103年電子資料庫減少，係因許多免費資料庫連結失效下架。

註3：103年電子期刊大幅增加，係因採購由上海圖書館建置之1911-1949年中文期刊全文數據

庫1-8輯(約20,000種期刊)，本館之電子期刊數量亦因此而顯著成長。  
資料來源：http://www.lib.ntnu.edu.tw/about/statistics.jsp(2017.05.01) 

 

 

二、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館背景與館藏現況 

民國 91 年 8月將校方原有之人文科學圖書館、社會科學圖書館、自然科學

暨外語民生圖書館、醫學圖書室整合為輔仁大學圖書館。圖書館宗旨以提供多元

化館藏及科技創新服務，營造知識校園，協助建構卓越大學。組織設有採訪編目

組、閱覽典藏組、期刊媒體組、參考資訊組等四組。目前有濟時樓圖書總館、公

博樓圖書分館、國璽樓圖書分館。 

濟時樓圖書總館館舍總面積約 3500 坪，閱覽席位 813席，館藏特色以收藏

社會科學、應用科學、自然科學及民生相關學科為主的書刊資料，另收錄本校學

位論文及民國 38年以來之重要報紙資料。 

公博樓圖書分館館舍總面積約 2600 餘坪，閱覽席位約 699 席，館藏特色以

收藏人文研究為主的相關學科書刊資料，主要學科有語言、文學、藝術、音樂等。 

國璽樓圖書館分館館舍總面積約 800 坪，閱覽席位約 244 席，館藏特色以收

藏醫學研究為主的相關學科書刊資料，主要學科有醫學、護理、公共衛生、心理

http://www.lib.ntnu.edu.tw/about/statistics.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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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復健等。 

設有圖書館委員會。圖書分類用法以東方語文及西方語文區分，不同於一般

大學以中文、西文做區分。截至 106 年 5 月份網路顯示館藏數量達 3,076,494 冊

(件、種)，館網業務報告下，有各項統計資料的連結。館網館藏資源—專題館藏

下，有口筆譯研究、英語讀本系列、西方宗教音樂與文化專題館藏的搜查借閱連

結。館藏現況如下： 

表4-5  輔仁大學圖書館館藏統計 

（截至 105 年 7 月 31 日止） 

東方語文圖書(冊) 690,883 

西方語文圖書(冊) 457,852 

電子書(冊) 1,621,258 

東方語文期刊合訂本(冊) 71,269 

西方語文期刊合訂本(冊) 101,857 

視聽資料(件) 68,620 

紙本期刊現刊(種) 2,274 

電子期刊(種) 59,456 

報紙(種) (紙本+電子) 2,556 

資料庫(種) 469 

資料來源： http://web.lib.fju.edu.tw/chi/intro/statistic (2017.05.01) 

 

三、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背景與館藏現況 

中興大學圖書館的歷史最早可溯至日治時期大正 8 年（1919 年）的農林專門

學校，當初並無正式館舍，僅以教室權充，直至民國 69 年始於椰林大道運動場

右側興建新館完工正式啟用，定名「中正紀念圖書館」。館舍不幸於民國 88 年九

二一地震嚴重受創，民國 94 年 9月 21日圖書館落成啟用，為一棟地下一層、地

http://web.lib.fju.edu.tw/chi/intro/stat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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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七層之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 34,595 平方公尺（10,433 坪），設有閱覽座位約

2,000席。民國 99年 8月興閱坊啟用，提供師生在課堂之外，另一個多元化的自

主學習及協同學習的多功能服務的「學習共享空間」(Learning Commons) ，以

研討圖書館業務之重大興革事項為主要任務。館舍為配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

推動，除了落實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之工作，並會定期實施室內空氣品質之檢

驗測定。 

設有圖書館諮詢委員會，另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五條第六項及第二十二條：

設採編、典閱、參考、數位資源、資訊及校史館組等六組，並置館長一人，規劃、

綜理並督導執行本館各項業務，另置副館長一人，襄助館長綜理本館各項業務。

本館願景(Vision)為提供專業與卓越的圖書館服務，協助中興大學實現躋身亞洲

一流大學立足全球的目標。 

館藏查詢下有特色館藏，包含歐盟資料、教師升等論文、國科會補助計畫(考

古資料、出土文獻與圖像、公眾史學、世界文學 II:文學與全球化、文學理論 II:

後人類與身體論述等)。截至 106年 5月份網路資料顯示館藏數量達 2,327,388

冊(件、種)。館藏現況如下： 

表 4-6  中興大學 2017年 2 月館藏及服務統計 

 

圖書/非書資料/電子書 

項目 分類 
本月份 本年度 

新增累計 

本年度 

館藏累計 新增 報減 

圖書總

數（冊） 

中文 71 0 230 592,502 

西文 186 0 186 289,161 

合計 157 0 416 881,663 

非書資

料（件）  
0 0 0 364,463 

電子書

（可使

用冊數） 

電子書

學科分

類統計 

中文 693 0 693 76,958 

西文 2,516 0 2,686 815,610 

合計 3,209 0 3,379 892,568 

電子資料/報紙/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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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細項分類 

合計 

 
訂購 免費 

線上資

料庫

(種) 

參考資料庫（種） 

中文 68 94 162 

西文 59 66 125 

小計 127 160 287 

電子期刊資料庫

（種） 

中文 5 3 8 

西文 18 13 31 

小計 23 16 39 

電子書資料庫

（種） 

中文 9 17 26 

西文 53 0 53 

小計 62 17 79 

電子期刊(種) 

中文 15,026 449 15,511 

西文 11,220 13,281 24,501 

小計 26,282 13,730 40,012 

電子報 

中文 11 0 11 

西文 775 0 775 

小計 786 0 786 

報紙

（種） 

中文 13 

西文 2 

小計 15 

現刊

（種） 

中文 245 836 1,081 

西文 77 54 131 

小計 322 890 1,212 

期刊合

訂本 

中文 62,089 
146,264 

西文 84,175 

服務/流通/使用統計 

項目 分類 本月份統計 本年度累計 

圖書閱覽座位數 2,047   

圖書借書

人次(含

視聽資料

及其他館

藏) 

圖書資料(不含系所) 2,804 5,459 

多媒體（件數） 1,306 2,578 

教授指定用書 15 83 

小計 4,125 8,120 

線上及光 參考資料庫 11,467 13,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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碟資料庫

檢索人次 

電子期刊資料庫 98,803 91,580 

小計 110,270 105,260 

圖書流通

冊數 

總館借出 7,314 14,843 

總館還書 5,886 14,296 

系圖 265 831 

中區大學聯盟 103 221 

進館人次 

總圖 28,119 

101,323 

系所 1,485 

自習室 4,478 

興閱坊 3,124 

小計 37,206 

參考諮詢（人次） 449 1,118 

館際合作 

對外申請件 

國內貸入(件) 45 82 

國外貸入(件) 52 124 

小計 97 206 

對內申請件 

國內借出(件) 55 111 

國外借出(件) 107 202 

小計 162 313 

圖書館導覽 
場次 2 4 

人數 3 73 

教授指定用

書 

冊數 40 129 

使用人次 13 82 

推廣活動 

圖書館資源

利用教育 

場次 0 1 

人數 0 44 

講座/活動 
場次 0 0 

人數 0 0 

學術研討會 
場次 0 0 

人數 0 0 

館員教育訓

練課程 

場次 0 0 

人數 0 0 

期刊資源推

廣活動 

人數 0 0 

場次 0 6 

資料來源：http://www.lib.nchu.edu.tw/index.php/libguide/statistic 

http://www.lib.nchu.edu.tw/index.php/libguide/stat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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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01) 

 

 

四、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背景與館藏現況 

于西元 1931 年（昭和 6年、民國 20年）1月創校之初，圖書館即已成立，

民國 73 年初成立醫學院圖書分館，後於 90年 6月新建館舍落成啟用，提供資訊

科技化、多元化、專業化之各項服務。館舍樓層為地上五層，地下三層(含停車

場)基地面積 182,970.05 平方公尺館舍面積 35,281.83 平方公尺(約 10,691.46

坪) 。圖書館服務願景為兼具實體圖書館與數位化的知識管理中心、知識經濟時

代的資訊領航者、提供個人化資訊服務、機構典藏，提升學校學術研究能見度及

影響力。 

設置有圖書館圖書委員會。圖書館組織設採編、典藏、期刊、閱覽、資訊服

務、系統管理組、多媒體視聽等組，並置館長一人，規劃、綜理並督導執行本館

各項業務，另置副館長一人，襄助館長綜理本館各項業務。總館工作人員編制達 

57人，醫學院圖書分館亦有 11人。 

設有圖書館委員會。截至 106 年 5月份網路資料顯示，圖書、電子書、期刊、

非書資料館藏總計有 3,389,537 冊(件、種)之多，其中日韓文及醫學等資源館藏

非常豐富，較特別的是設有越南語圖書收藏計畫及綠色(環保)館藏分類查詢系

統。在各項統計—服務統計下有借還冊數統計、入館人次統計、資料庫連線次數

統計資料等。館藏現況如下： 

表 4-7  成功大學全校書刊館藏統計 

統計至 106 年 3 月底 

資料彙整：行政室 106/4/11 更新 

現有藏書 

Current Collection 

中 文 

Chinese 

西 文 

Western 

日韓文 

Japanese/Korean 

小 計 

Subtotal 

圖書 Books 797,264 541,568 68,757 1,407,589 

期刊合訂本 124,750 285,235 28,394 438,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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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nd Journals 

視聽、非書資料 

Audio/Video/Non-Books 
130,242 396,924 1,944 529,110 

總 計 Total 1,052,256 1,223,727 99,095 2,375,078 

 

電子書 

E-books 

中 文 

Chinese 

西 文 

Western 

日韓文 

Japanese/Korean 

小 計 

Subtotal 

總館 Main 

Library 
20,752 717,401 135 738,288 

醫學院圖書

分館 

Medical 

Library 

3 1,923 - 1,926 

總 計 

Total 
20,755 719,324 135 740,214 

 

現行期刊 

Current 

Issues 

中 文 

Chinese 

西 文 

Western 

日韓文 

Japanese/Korean 

小 計 

Subtotal 

總館 Main 

Library 
1,671 163 75 1,906 

醫學院圖書

分館 

Medical 

Library 

110 30 5 145 

總 計 

Total 
1,781 193 80 2,054 

 

館藏期刊 

Back Issues 

中 文 

Chinese 

西 文 

Western 

日韓文 

Japanese/Korean 

小 計 

Subtotal 

總館 Main 5,552 7,375 814 13,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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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 

醫學院圖書

分館 

Medical 

Library 

452 1,890 37 2,379 

總 計 

Total 
6,004 9,265 851 16,120 

 

電子期刊 

e-Journals 

中 文 

Chinese 

西 文 

Western 

日韓文 

Japanese/Korean 

小 計 

Subtotal 

總館 Main Library 

訂購 

Purchased 
10,893 36,180 511 47,584 

免費資源 

Free 
702 11,001 5,735 17,438 

小 計 

Subtotal 
11,595 47,181 6,246 65,022 

醫學院圖書分館 Medical Library 

訂購 

Purchased 
- 1,671 - 1,671 

免費資源 

Free 
- 2,328 - 2,328 

小 計 

Subtotal 
- 3,999 - 3,999 

總 計 Total 11,595 51,180 6,246 69,021 

 

電子資料庫 

Database 

中 文 

(種) 

Chinese 

(kind) 

西 文 

(種) 

Western 

(kind) 

日韓文 (種) 

Japanese/Korean 

(kind) 

小 計 

(種) 

Subtotal 

(kind) 

總館 Main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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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購 

Purchased 
98 151 4 253 

免費資源 

Free 
148 109 17 274 

小 計 

Subtotal 
246 260 21 527 

醫學院圖書分館 Medical Library 

訂購 

Purchased 
1 22 - 23 

醫圖免費資源 

Free 
3 12 - 15 

小 計 

Subtotal 
4 34 - 38 

總 計 Total 250 294 21 565 

 

機構典藏 

(含數位論文、期

刊論文)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Including 

digital theses 

and journal) 

中 文 

Chinese 

西 文 

Western 

日韓文 

Japanese/Korean 

小 計 

(篇) 

Subtotal 

(item) 

摘要 Abstracts 62,026 49,572 90 111,688 

全文 (含 link) 

Full Text 

(Including 

link)  

50,282 24,495 5 74,782 

 

現行報紙 

Newspapers 

中 文 

Chinese 

西 文 

Western 

日韓文 

Japanese/Korean 

小 計 

Sub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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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館 Main 

Library 
10 3 1 14 

 

視聽資料 Audio/Video 非書資料 Non-Books 

CD 唱片 

Audio CD 
13,250 

錄影

帶 

Video 

Tapes 

13,590 
光碟 

CD-ROM 
26,387 

縮影單片 

Microfiche 
407,934 

影碟 

Laser Disks 
178 

幻燈

捲片 

Slide 

Film 

14 
磁碟 

Diskette 
3,336 

縮影捲片 

Microfilm 
10,809 

影音光碟 

VCD/DVD 
24,713 

幻燈

單片 

Slide 

770 
圖表 

Charts 
521 

地圖 

Maps 
22,013 

透明圖片 

Transparency 
20 

錄音

帶 

Audio 

Tapes 

5,206 
地球儀 

Globe 
2 

圖片 (成

套) 

Pictures 

(Set) 

208 

電腦磁帶 

Computer 

Tapes 

5     

教具 

eaching 

Aids 

23 

圖片 (單

張) 

Pictures 

(Single) 

132 

小 計 Subtotal  57,746 小 計 Subtotal  471,365 

總 計 Total  529,111 

資料來源：http://www.lib.ncku.edu.tw/guide/collection.php(2017.05.01) 

 

 

 

http://www.lib.ncku.edu.tw/guide/collectio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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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館藏政策內容要項分析 
在每一所大學圖書館裡有一非常重要的任務，那就是要徵集全校教師學術教

學、學生研究學習所需要的資源，要很有效率地且又能滿足使用者對徵集圖書與

資訊等豐富資源的任務，這時大學圖書館非常需要規劃一套完善的館藏發展政

策。有鑑於大學館藏發展政策之重要，全國大專院校大約於 1990 年代前後即有

多所大學推動館藏發展政策的制定，甚有將之公佈於校網週知者，而本研究也是

選取有將該政策公開公佈於網頁的大學圖書館做為研究對象。茲以本研究第二章

館藏發展政策的 15 個重要項目(王梅玲，2012)與 4所研究對象的館藏發展政策

內容做一比較分析敘述。 

 

一、研究個案館藏發展政策制定與修訂時間 

本研究對象之一，位於台北市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以下簡稱師大)，將館藏

發展政策公佈於—館網—關於本館—使用圖書館—服務規章—館藏資料下。臺灣

師範大學擁有全國最大、最著名的華語教學中心，對於推廣華語文教學專業化、

學術化、國際化不遺餘力，其館藏不乏語言教學專業藏書。為滿足全校十個學院，

63 個系所及國語教學中心、特殊教育中心、文化創藝產學中心等之校級中心，

在陳昭珍館長的積極經營館務運作下，於 2010 年推動並經圖書館館務會議通過

制定館藏發展政策。該政策內容有：目的、發展方向、館藏現況、館藏範圍、徵

集原則、複本原則、薦購處理、交換贈送、館藏淘汰、館際合作、館藏評鑑、政

策的實施與修正等。臺灣師範大學館藏發展政策自制定至今未見有修訂版。 

本研究對象之二，位於新北市的輔仁大學(以下簡稱輔大)，將館藏發展政策

公佈於—館網—關於本館下。輔大校內原有三座圖書館，分別是人文科學圖書

館、社會科學圖書館、自然科學暨外語民生圖書館、醫學圖書室。後為整合館藏

資源，將三座圖書館組織編制合一，目前有濟時樓圖書總館，館藏特色以收藏社

會科學、應用科學、自然科學及民生相關學科為主。公博樓圖書分館，館藏特色

以收藏人文研究為主的相關學科資料。國璽樓圖書分館，館藏特色以收藏醫學研

究為主的相關學科。該總館為擴充多元化館藏、提供科技創新服務及營造知識校

園，於 2014 年 5月於館務會議通過館藏發展政策。內容有：目的與任務、服務

對象館藏學科範圍、經費來源分配、徵集政策、館藏評鑑、館藏淘汰、合作館藏、

館藏政策的訂定與修訂及附錄等。 

本研究對象之三，位於中部的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中興)，將館藏發展政

策公佈於—館網—關於本館—本館簡介下。中興於1995年制定館藏發展政策，並

以此作為館內執行業務與館外溝通合作的依據。後因全球學術環境的快速變遷、

資訊科技的進步、以及網際網路的發展，促使電子資源的興起，同時也改變了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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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使用習慣，造成圖書館館藏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與衝擊。因此，於2009年起

由「館藏資源管理小組」著手政策的修訂，歷經4年的時間，終于2013年5月在官

大智館長領導下完成最新修訂版。該政策共分十章，分別為：導言、本館設立之

宗旨與目的與未來發展目標、館藏概況、經費來源、館藏深度、館藏資料發展原

則、館藏徵集、館藏評鑑與維護、合作計畫、館藏發展政策的訂定與修訂等。 

本研究對象之四，位於南部的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成大)，將館藏發展政

策公佈於—館網—認識本館下。在李建二館長的領導下於 1993 年完成第一版館

藏發展政策。後來因圖書資源的多樣化，使得圖書館的營運面臨極大的挑戰，電

子資源的快速成長迫使圖書館不得不轉型為知識經濟時代的資訊領航者。自 2004

年起就由陳祈男館長組成館藏發展政策修訂工作小組，歷經無數次的討論，初稿

完成後，於 2005 年 1 月 11日經館務會議修訂通過，並於 2005 年 6月 20日提 93

學年度第 4次圖書委員會討論修正通過，且於同年 6月 29日簽請首長核定後實

施。該次館藏政策修訂之重點以電子資源相關內容為主，共分五大類：網路資源、

隨選視訊資源、電子期刊、電子書及資料庫等。 

分析：輔大是研究對象中最晚(2014 年)制定館藏發展政策的大學，師大與輔大的

政策均經館務會議通過，但自初訂至今未見有修訂計畫。 

而中興則因應電子化的衝擊，特成立「館藏資源管理小組」著手修訂，而且

修訂過程歷時 4 年。 

成大的館藏發展政策是全國最早(1993 年)公佈於網路的大學，政策修訂也是

起因於電子資源的快速發展，修訂之重點以電子資源內容為主，由館藏發展政策

修訂工作小組研擬後，再送館務會議通過，最後簽請首長核定後實施。 

以上四所大學，不論初訂或修訂過程都是有經過館務會議或相關組織決議通

過的程序。惟中興及成大在政策態度上較為嚴謹與重視，且兩館政策的第二版修

訂版皆起因於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 

 

二、館藏的目的 

分析：不同類型圖書館在館藏目的論述上說明重點會有所差異，例如公共圖書館

較注重社教功能性或社區居民休閒娛樂性。但大學圖書館在此項目通常是結合館

藏預期目標，並強調支持教學、學術研究與學習服務等，敘述上一般都是以提供

大學教學與研究所需之圖書與資訊為目的。館藏目的說明圖書館發展館藏的目

標，意味著圖書館對於各種圖書資料，可以依照優先順序進行選擇。此係館藏發

展的最高指導原則。 

以上4所大學的館藏目的都有符合政策訂定重要項目且大致都以滿足全校師

生學術教學、研究為主。惟輔大在說明上過於簡略。另中興的目的著重在資訊資

源的服務，並強調鼓勵館員發展，提升其專業知能與倫理，可見數位資訊的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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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將是其未來發展方向。成大的目的則是提供全國圖書館館際合作服務。 

 

三、社群描述 

分析：社群描述應對所服務的讀者社群分析其需求，在大學圖書館社區讀者的組

成指的就是教職員及學生，館方可以從過去的流通紀錄了解使用者閱讀的取向，

從而建立大學圖書館的選書政策。 

以上4所大學的社群描述大都為學生、教職員工，基本上都有符合政策訂定

重要項目。 

另輔大借閱條件係依據「輔仁大學圖書館閱覽借書規則」開放給校友、退休

人員及其他具借閱資格者。 

中興除本校教職員工生外，適度開放社會大眾使用。 

成大開放範圍較大，有開放給校友、本館會員、本館合作館及校外人士、鄰

近大專院校、社區居民及館際合作互借協定服務等，有效擴大社群服務範圍。 

 

四、館藏概述 

分析：此項目應涵括過去館藏歷史、現在館藏描述與未來館藏發展計畫。輔大未

對過去館藏歷史與未來館藏發展計畫有所描述，其餘3所大學圖書館對館藏的歷

史、館藏數量與未來發展計畫等有做描述，符合政策訂定重要項目。 

中興與成大在針對館藏強弱、各主題、語言、未來館藏深度與廣度的層級發

展敘述上，詳盡明確，對其館員從業人員而言，將是有所遵循的大方向。 

另成大在政策修訂第二版係電子化世代的來臨，故以電子資源相關內容為修

訂重點。 

 

五、館藏學科範圍與收藏層級 

分析：本項蒐藏範圍分為主要蒐藏學科與其他相關學科為次要蒐藏範圍。館藏深

度是所有館藏收集的基礎。分類表層級一般分為：0 不蒐藏(Out of scope)、1 微

量級(Minimal level)、2 基礎級(Basic information level)、3 基本支援學習

與教育級(Study or Instructional support level)、4 研究級(Research 

level)、5 廣泛級(Comprehensive level)。收藏層級深度 1-3級適用小型圖書

館、學校圖書館、公共圖書館，1-5 級適用於大專院校、學術圖書館，1-6級適

用於學術圖書館、研究圖書館。 

師大與輔大收藏層級未見有描述，僅有館藏學科範圍的描述。中興與成大館

藏深度，分為4個層級，這2所大學對館藏學科範圍與收藏層級均有詳細敘述，符

合政策訂定重要項目。 

值得一提的是，中興創立於1919 年，是台灣歷史最悠久的國立綜合大學，

館內設有恆溫恆濕設備的特藏室，保存項目有（一）1950 年以前出版之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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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文圖書與期刊（二） 本校日治時期農學、林學及農藝化學的手抄本卒業報文

（三）書法家于大成收藏之圖書與期刊（四）文學家珍貴資料，包括圖書、手稿、

表框詩畫詩人手稿等等，特藏室設備較不同於一般大學圖書館的。 

成大最先成立的是醫學院圖書館，醫學研究等學術報告資料藏量豐富。另館

方建置的電子資源最特別的是與該校老師合作建置甲骨文全文影像資料庫、敦煌

研究文獻、敦煌目錄、敦煌壁畫、老子化胡經、王梵志詩、宋詞、題記等資料庫。

以上都是成功大學的特藏優勢。 

館藏學科範圍與收藏層級的說明除對現有館藏資料做統計分析之外，對於館

藏特色範圍與其層級之描述分析，對內可向讀者社群顯示其特有之館藏資源，對

外亦可依據此項特色加強蒐集採訪來豐富館藏。 

 

六、館藏管理目標與組織 

分析：以上4所大學館藏管理目標明確，故皆有符合政策訂定重要項目，且政策

的制定與修訂皆由館內組織通過後，報請首長核定後施行。中興與成大在政策的

修訂過程有各別成立「館藏資源管理小組」、「館藏政策發展小組」著手修訂事

宜，且修訂方向均朝向電子資源的發展為主。 

政策制定組織乃負責館藏管理與發展的單位。大學圖書館宜在政策制定或修

訂前先成立圖書館工作小組，館藏發展各項政策制訂的過程以及修訂討論，宜先

由工作小組初審擬定。館藏管理組織在政策的制定中是不可或缺的角色，政策的

制定與修訂可以先透過成立工作小組的方式審查書面文件，並邀請機構裡各部門

的同仁及代表或館外學者專家，有系統的將社區分析、制定選書政策、書目的查

證與採購、採購與訪查、館藏的淘汰、館藏的評鑑等各個階段組織起來，再送圖

書委員會或館務會議會議通過。 

 

七、圖書採訪與選擇 

分析：4所大學皆符合政策訂定重要項目。 

上述4所大學圖書館在本項目均有詳盡的敘明，且類型資料的選擇標準也都

大同小異，比較特別的是中興有對特藏資料及校史資料訂定選擇蒐藏的主題範

圍。而成大則將醫學院及醫院部分的圖書採購由醫學分館負責徵集及典藏，從館

藏統計顯示中日韓文及醫學等資源館藏非常豐富，另外特別的是設有越南語圖書

收藏計畫及綠色(環保)館藏資源。 

根據選書政策，採購承辦館員依平日所訓練的採購專長來做書目的查證與採

購，選擇所需的圖書，建立書目，根據書目執行採購訪求圖書。故圖書資料採訪

的過程在館藏發展政策中是必需的，選擇的標準，主要是協助個別主題領域資料

的選擇及資料所適合收藏的型式，包括圖書、期刊、非書資料和電子資源等不同

類型資料的選擇標準，此標準讓採訪承辦人員在執行上有一個依據，故選擇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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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採訪的前置作業亦是遵循準則。 

 

八、非書資料館藏政策 

分析：4所大學皆符合政策訂定重要項目。 

師大、輔大、中興等3所大學雖於政策中對非書資料相關內容有所敘述，但

未統整於同一章節，較為可惜。 

成大於現有館藏描述及館藏蒐藏政策下，分別對非書資料館藏政策有做明確

規定，並依據讀者需求加以整體考量而訂定。 

非書資料館藏政策起於科技的崛起與發達，館藏發展應著重於電子資源的完

整性、正確性、長久保存、整合維護等工作，將有效管理與長期保存之觀點納入

館藏發展政策中。因此在採購非書資源時，仍可參考一些傳統館藏管理的觀念，

如：1.是否符合使用者資源需求；2.是否考量整體館藏之蒐藏價值；3.是否考量

現有的資源來源；4.智慧財產權。畢竟非書資源的採購與管理與紙本館藏仍有其

不同之處。5.在既有館藏發展政策中對於非書資料有獨立條款或另定非書資料館

藏發展政策。 

 

九、贈書處理 

分析：4所大學皆符合政策訂定重要項目。 

    上述4所大學中，成大雖有訂定該項目，但敘述未臻完善，不夠明確，經蒐

尋館網資訊後，發現另在圖書資料受贈作業有做說明。另輔大與中興在政策最後

的附件有另外訂有校內受贈辦法，且都經過圖書館相關會議通過，作為有關贈書

管理作業之依循。 

贈書係圖書館免費獲得館藏資源的重要來源之一。贈送的種類大致可分為請

求贈送、主動索贈、捐贈金錢三種。一般都會面臨大量贈書(例宗教書籍等) 、

捐贈者的特殊要求(例表揚方式等)，或是否接受外界捐款等問題，這時應有明確

的處理原則。除受贈處理原則外，如將獎勵辦法列入，以感謝函、感謝狀的方式

表示，將可鼓勵館內與館外人士提高贈書率。另圖書館對於多餘的複本或自有出

版品也會用以物易物的交換行為，來增進館際友誼，充實館藏。 

另外，圖書資料若具參考價值者，圖書館亦應向發行單位主動提出索贈，以

充實館藏內涵。 

 

十、爭議性資料館藏政策 

分析：僅成大在政策伍、館藏蒐藏政策下針對圖書及視聽資料不蒐藏原則有做敘

述，其餘3所大學皆未訂定此項目。 

文化部於101年5月31日訂定發布之「出版品及錄影節目帶分級管理辦法」將

圖書館館藏標列為限制級、輔導級、保護級、普遍級等四種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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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圖書館對於小說、漫畫書或其他較易引起爭論的圖書資料處理原則均會

記載於館藏發展政策之中。大學圖書館因館藏性質不同於公共圖書館，故未對較

具爭議性館藏圖書的處理做說明，但對於各類型較具爭議的非書資料蒐藏與否是

否應予以補充說明於館藏發展政策之中，例視聽資料、影片、圖片、電子多媒體

等，大學圖書館在制定此項目時值得探究。 

 

十一、選書工作 

分析：4所大學大致都符合政策訂定重要項目。 

上述 4所大學圖書館在本項目均有詳盡的敘明，大部份都是由圖書館人員做

選書的工作。館藏選書責任不可僅由館員獨自決定，亦不可流於館長或機關首長

個人喜好，而須由多人共同擔任。 

中興有制定選書工具，列明公布選書所使用的工具，除可協助新進館員或採

購人員在選書時有所參考依循外，對於新書資訊的核對與更新亦有所幫助。 

成大在期刊合作採購結合中山大學、中正大學、高雄醫學大學進行外文期刊

「四校合作採購系統」，可減少期刊重複訂購、節省經費且四校期刊種數增加之

目標。 

選書工作是圖書採訪與選擇方前置作業，選書工作順利對館藏整體品質而言

是有益的。圖書館成立選書工作小組，組成人員必須對館藏業務有充分的了解，

並選派專業人才專責處理選書標準的審核工作，如此也可減少不必要的採購資源

浪費。 

因此建議應成立圖書館選購小組，負責選書、選擇範圍及讀者推薦圖書的篩

選處理等，最主要是協助個別主題領域資料的選擇，並說明選擇資料所適合收藏

的型式，包括圖書、期刊、數位資源、和網路資源等不同類型資料的選擇標準。

因此館藏發展政策應包含圖書館選書工作職責的劃分興範圍。 

 

十二、預算結構與分配政策 

分析：師大未訂此項目。 

輔大、中興、成大等3所大學皆符合政策訂定重要項目，各校經費來源不外

乎校務預算與政府補助款，社區或企業挹注均無。敘述上輔大制定之內容過於簡

略，中興的校撥業務費大都用於外文期刊與資料庫，成大館方另訂有1.經費不足

時之處理方式，例如經費不足則或將訂單移至下年度或依系所指定刪訂等。2.特

別撥款之運用方式，由館內需求單位提具採購計畫書送館務會議或召開特別會議

商討。 

經費分配與經費來源可有效了解館藏計劃以及經費的運用情形，而經費分

配，也是訂定館藏優先順序之依據。大學院校的經費來源大多係校內預算及教育

部專案補助，少部份來自讀者借閱逾期罰款及校內外捐款。而經費每年面臨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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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除影響大學校務發展外，大學圖書館亦不免受到衝擊，進而影響大學學校

的中長程計畫，因此大學圖書館爭取各項計畫經費補助來購置館藏，此實為大學

圖書館當務之急。 

配合政府預算制度，學校預算也都採用會計年度，即每年的 1 至 12月。在

〈大學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中建議大學圖書館每年書刊資料費及業務費應占

全校年度總預算之一定比例。 

 

十三、館藏評鑑 

分析：4所大學皆符合政策訂定重要項目。 

中興與成大在館藏評鑑項目外又適時進行館藏維護，日常維護項目包含防

潮、防蛀、防火、防塵、防磁化、防光害等，以及資料裝訂修補、盤點、移架，

故在此項目內容敘述上較完整。 

目前在大學圖書館大都以使用者導向的館藏評鑑居多，除考慮使用者需求之

外，亦需考量質與量的統計分析，因此館藏評鑑係圖書館有系統地評估館藏，提

供圖書館了解館藏之機會，以獲得館藏量、館藏深度以及館藏範圍的資訊。 

館藏評鑑是一個有系統的作業方式，評鑑圖書館的方法很多，基本的包括書

目核對法、館藏使用紀錄的分析法、期刊的評鑑、架上陳列圖書的評鑑、使用者

意見的蒐集等等評鑑的方式，每種評鑑方式都可用來評鑑自己的館藏的品質並做

改善，就好像為自己的館藏做一個健康檢查一樣，如果做完館藏評鑑後，發現館

藏主題內容有偏頗之處，就可知道未來在主題建置上要來做那一部分的強化了。 

館藏評鑑最主要的意義，在於要瞭解館藏是否能夠滿足其建立的目的，有制

度的圖書館應定期進行館藏的評鑑，以了解館藏是否真能符合社群使用者的需

求。在評鑑的工具上可以一般應用運用統計系統，如圖書流通報告、館藏的流通

率、滿意度、進館次數、借閱次數、參考諮詢率等。評鑑結果可呈現館藏的強弱

與找出優缺點，以作為修正館藏發展政策的依據及提供規畫館藏之參考。 

 

十四、館藏淘汰 

分析：4所大學皆符合政策訂定重要項目。 

輔大和中興有另外針對本項目，另外分別制定館藏淘汰報廢辦法及館藏資料

報廢作業要點。師大、中興、成大等3所大學在政策制定內容標準差異不大。此

項目讓圖書館在進行館藏資料的淘汰報廢時有依據可循。 

圖書館館藏空間不足是一般大學圖書館目前最常遇見的難題，故適時淘汰非

必要館藏確有其必要性。圖書進館之後，歷經一段時間的使用，圖書館針對破損

嚴重、不合時宜或幾乎沒有使用價值的館藏做館藏的淘汰，可藉此了解在採購館

藏的使用狀況及適時解決館藏空間不足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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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合作館藏計畫 

分析：4所大學皆符合政策訂定重要項目。 

師大、中興、成大等 3所大學有將合作的組織羅列出來。 

任何一個圖書館均無法完全館藏到全世界的圖書資料，館際合作服務

(InterLibrary Loan Service)，是兩個以上的圖書館制定協約，使彼此的館藏

資料，在合作互惠的基礎上，可互相流通，以達到資源分享的目的。館際合作活

動包括：館際互借、合作編目、聯合目錄、合作館藏發展與採訪、文獻傳遞、館

際參考服務、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典藏等，以促進相互間資訊交流與服務為

宗旨。 

 

十六、政策的審查與修訂 

分析：4所大學皆符合政策訂定重要項目。 

師大及輔大政策是經館務會議討論通過。 

中興政策經館藏發展政策制定小組確認後提圖書諮詢委員會通過。 

成大有成立館藏政策發展小組，政策內容依館務會議討論結果提圖書委員會

通過。 

館藏發展政策須經過圖書委員會召開會議討論，呈機關首長核准後公布實

施。政策內容應具公開性、公正性、可行性、明確性與效益性，並隨著時空的改

變，政策須定期開會討論政策內容是否符合時宜，並審視修訂，館方可固定於每

年年底或年初時修訂，以符合現況。以藉此檢視政策不夠好的地方及需要立即修

改的部分，作為重修的準備。以符合圖書館之預期目標。 

館藏發展的過程是持續循環性的議題，也就是從使用者分析之後，再做選

書，及圖書書目的查證與採購，執行採購訪求圖書，館藏的淘汰，接著做館藏評

鑑，之後再回饋給館藏發展政策做適時修正的參考。故政策的審查與修訂雖說是

最後一個歩驟，但也可以說是最重要的一個歩驟了。 

 

 

 

第三節 綜合討論 

館藏發展政策是圖書館以書面文字明確敘述館藏的目的、館藏選擇與淘汰的

原則，列舉館藏的範圍與深度，確定選書工作，針對不同學科、不同深度、廣度

的資料做出選擇和保存決策的指南，並是有計畫、有組織地進行評鑑與修訂的一

份書面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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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對象雖有少數政策項目敘述的不是很清楚，但在政策制定上大致上都

有符合政策制定的重要項目，惟爭議性資料館藏政策有3所大學均未訂定，有2 所

自初訂後即未再修訂，有 2所大學有特色館藏，有 1所大學設有恆溫恆濕設備的

特藏室，有 1所大學設有醫學院圖書館，有 1所大學建置電子資源甲骨文全文影

像資料庫，有 2 所大學訂定蒐藏層級，有 1所大學未訂定預算結構與分配政策等

等。 

 茲將研究對象之館藏發展政策各要項做一比較如下表(4-8)： 

表 4-8  研究對象之館藏發展政策各要項比較表 

學校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圖書館 

輔仁大學 

圖書館 

國立中興大學 

圖書館 

國立成功大學 

圖書館 

訂定時程 

2010.10.27 

圖書館館務會

議通過 

2014.5.13 

圖書館 102學

年度第 1次館

務會議通過 

1995年初訂 1993年初訂 

  

要項 

2013.05第二版

「館藏資源管

理小組」修訂 

2004 成立修訂

工作小組

2005.1.11館務

會議修訂通過 

2005.6.20 93

學年度第 4次

圖書委員會修

正通過。

2005.6.29首長

核定實施。 

（1）館藏的目的 ★ ★ ★ ★ 

（2）社群描述 ★ ☆ ★ ★ 

（3）館藏概述 ★ ☆ ★ ★ 

（4）館藏學科範

圍與收藏層級 
☆ ☆ ★ ★ 

（5）館藏管理目

標與組織 
★ ★ ★ ★ 

（6）圖書採訪與

選擇 
★ ★ ★ ★ 

（7）非書資料館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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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政策 

（8）贈書處理 ★ ★ ★ ☆ 

（9）爭議性資料

館藏政策 
Ｘ Ｘ Ｘ ☆ 

（10）選書工作 ★ ★ ★ ★ 

（11）預算結構

與分配政策 
Ｘ ☆ ★ ★ 

（12）館藏評鑑 ★ ★ ★ ★ 

（13）館藏淘汰 ★ ☆ ★ ★ 

（14）合作館藏

計畫 
★ ★ ★ ★ 

（15）政策的審

查與修訂 
★ ★ ★ ★ 

合計 

★ 11項 

☆  2項 

Ｘ  2項 

★  8項 

☆  6項 

Ｘ  1項 

★ 13項 

☆  1項 

Ｘ  1項 

★ 13項 

☆  2項 

Ｘ  0項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註：★：表示有此要項且內容詳細明確。 

    ☆：表示雖有此要項，但敘述不甚詳細或內容過於簡略不甚明確。 

Ｘ：未訂此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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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個案之館藏發展政策執行與評估 

第一節 訪談基本資料 

本研究訪談對象為熟悉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之主管及館員，經本研究多

方努力連繫及各研究個案的秘書熱心引荐下，訪談對象計有師大圖書館主任 1

人、館員 2人，輔大圖書館組長 1人、館員 1人，中興圖書館組長 1人、館員 1

人，成大圖書館館長、組長各 1人，以上受訪對象總計 9 人，其中成大組長因是

由館員所陞任，經歷非常豐富，故同時兼具政策規劃管理者與執行者的角色，以

助本研究之完整性。一覽表以編號 PM(Policy Management)和 PI( Policy 

Implementation)為代號，進行編碼，以分別顯示不同大學圖書館之受訪人員，

如下表所示： 

表 5-1 本研究訪談對象一覽表 

編號 分類 學 校 現 職 年資 受訪日期 備註 

PM1 
政策規劃者 

管理督導者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圖書館 
主任 25 106.03.23  

PM2 管理督導者 
天主教輔仁大

學圖書館 
組長 20 106.03.15 

政策制定

成員之一 

PM3 
政策規劃者 

管理督導者 

國立中興大學

圖書館 
組長 23 106.03.14 

政策制定

成員之一 

PM4 
政策規劃者 

管理督導者 

國立成功大學

圖書館 
館長 2 106.04.10  

PM5 
政策規劃者 

管理督導者 

國立成功大學

圖書館 
組長 26 106.04.10 

政策制定

成員之一 

PI1 實際執行者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圖書館 
館員 20 106.03.23  

PI2 實際執行者 國立臺灣師範 館員 23 106.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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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圖書館 

PI3 實際執行者 
天主教輔仁大

學圖書館 
館員 22 106.03.15 

政策制定

成員之一 

PI4 實際執行者 
國立中興大學

圖書館 
館員 12 106.03.14  

PI5 實際執行者 
國立成功大學

圖書館 
組長 26 106.04.10 

政策制定

成員之一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在 9名受訪者中，有 7人在圖書館界領域上皆超過 20年資歷，具備相當豐

富之專業能力。值得一提的是，資歷最淺者為 PM4 成功大學圖書館館長，圖書館

界領域年資只有 2年，原以為其訪談結果可能專業不足，不易分析，沒想到出乎

本研究的預期，成大館長在百忙之中接受邀訪，其雖非出自圖書館界，但其圖資

涵養不輸專業學者，而其也是受訪者中唯一的男性，更是唯一一位同意邀訪的館

長，在此要特別致上最高謝意，感謝成大館長在圖資學術研究上給予的支持。 

 

本研究訪談題型擬定為政策執行面與政策評估面二大項，各大項問題又再細

分數個小項問題，再分別與受訪者約定時間、地點採一般性訪談方式並以錄音方

式記錄訪談資料，後根據訪談內容繕打逐字稿，並加以彙整分析，希望此訪談分

析資料能有助於瞭解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執行與評估之研究，以供大學圖書

館館藏政策未來發展建議之參考。 

 

第二節 館藏發展政策執行 
本研究方法除了運用個案分析法之外，亦以質化深度訪談方式為主。一方面

經由靜態的資料蒐集分析；另一方面就由動態的訪談將二者結合，再加以整合做

綜合分析與結論，以期達到研究目的。 

本研究訪談的個案有師大、輔大、中興、成大等四所大學圖書館，對象涵蓋

政策規劃者、管理督導者以及實際執行者等，其目的乃藉由訪談中瞭解規劃單

位、業務督導單位及執行單位，在推動政策時，實務上所面臨的問題與看法及執

行者對政策的執行程度等作一整體性的探討。 

本研究之訪談題綱係依本研究第二章的執行溝通模式所建構，計有決策面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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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面二大影響變項。決策面影響變項下有 4個小題型，分別是：1.政策類型 2.

理論的可行性與技術的有效性 3.政策內容明確性及周延性 4.政策資源，各小題

項下再衍生出數個問題。執行面影響變項下亦有 4 個小題型，分別是：1. 行政

體系的特質 2. 執行人員的心理意向 3. 標的團體的順服機能 4.參與者的互動關

係，每小題項下再衍生出數個問題，所獲之訪談結果與分析如下： 

 

壹、決策面影響變項： 

一、政策類型 

1、決策者(館長)是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制定與否的關鍵角色 

館藏發展政策(Collection Development Policy)在圖書館是一份以文字形

態明確敘述的書面指導文件，它可以描述館藏、規劃館藏，也可做為館員徵集採

訪的原則，更是館員日常工作指引的溝通工具。因此要對政策有此體認才會有推

動政策制定的想法。由訪談中發現館長是政策制定的決定性角色。 

 

「…印象中就是館長有這樣子的構想，覺得應該說要有一個館藏發展政策當做遵循

的方向，那這一部份是我們館長他主動提出來的…」（PM1：14-15） 

 

「…所以是我們館長，他花了蠻多的時間去修改擬定初稿…從頭到尾他都花了很多

的心力，也親自逐筆修改採編組的版本，就整體架構及原則內容。」（PM1：20-22） 

 

「那時候動機如何我有點印象模糊了，回憶一下，應該是當年動機純粹是館長認為

應制定館藏發展政策來做為館方對外採購資源或服務上的依據…」（PM2：34-35） 

 

「那第二版是當時的館長與典藏組的組長，就是帶領大概十多個的館員共同討論來

建立的…」（PM4：19-20） 

 

2、政策制定者如具專業學養知識，政策制定過程會較順利 

    本研究之 4 所研究對象中，有 3 所研究對象設有圖書資訊學等相關系所，故

整體而言，政策之專業學養知識足夠，政策內容及制定過程也會較順利。 

 

   「 因為我們學校就是有圖資所啊！館長就是，就是有圖資背景的老師，所以她當然

有這方面的專業知識。因為我待過的其他圖書館都是學校內沒有圖資所，所以都是

其他系所的老師來做兼任…」（PI4：31-34） 

 

「館長和組長都有這方面的專業知識。」（PI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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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過程中也沒做太大的修改…」（PM1：21） 

 

「對，對，所以也還蠻順利的。」（PM1：25） 

 

    3、館藏發展政策的制定是必需的 

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是必要的，從政策可看出整體館藏計劃並提供使用

者有關館藏發展的資訊與館藏目標，讓館員在業務執行上有所遵循指標，進而降

低執行困境。 

 

    「…當然對負責的同仁有一個依據，她要面對讀者的質疑或者說他們抱怨什麼的，

就可以說有一個比較好的依據…」（PM1：255-256） 

 

「…後來等制定完一段時間後再來檢視他的執行狀況，其實有這一份是蠻 OK 的。

所以事前與事後，大家的想法會慢慢的去調整。」（PM2：310-312） 

 

「…確實可以將政策的內容來當依據啊！所以館員到目前為止也 OK 啊！」（PM2：

316-317） 

 

「…我覺得這項政策對我們執行者來說就是有一個依據…」（PI4：151） 

 

二、理論的可行性與技術的有效性 

1、政策有助提升圖書館整體品質 

政策本身包含了先期情況和預期結果，執行便是推動先期情況，追求預期結

果的一種組合能力，所以政策的先期情況若有錯誤，政策的預期結果就無法達

成。因此在理論上，這項政策的可行性頗高，而大部份的受訪者也同意此看法。 

 

「應該是有啊！只是它提升的明顯，或是什麼，這就每個人的主觀或有不同。」

（PM1：237） 

 

「會有一個比較明確的依據，因為在制定之前同仁會有一個疑慮，…，那訂定這個

政策之後，我覺得會比較明確一點。」（PM2：258-261） 

 

「當然有啊！像在採購時就有一個依據啊！」（PM3：194） 

 

「當然是會有正向的影響，因為會讓館員們都有一個清楚的原則跟方向去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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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4：280-281） 

 

「我覺得有啊！就是訂定後有一個依據了，有一個明確的方向了，所以在品質上是

有助益的。」（PM5：160-161） 

 

「當然會啊！隨著時代的發展一定要做一些適度的微調，所以一定有助於提升全館

整體品質。」（PI1：130-131） 

 

「…大家可以有一個方向遵循，讀者也可以對館內的服務有充分的了解，也可以提

供給我們意見，這樣子我們也是可以再增進我們整體的服務品質。」（PI2：146-148） 

 

2、各校均未針對政策執行與績效之關係做分析 

政策結果是否與法定目標相符，端視執行的效能與技術的有效性而定，前者

指提供政策產出與法定目標相一致的計畫能力，後者則指產生所欲政策產出的能

力（Sabatier & mazmanian，1983）。 

從受訪分析發現，各校均未針對政策執行後對進館次數、借閱次數、館藏量、

滿意度等增減趨勢之數值做比較分析，故政策執行的合理性及支持度較易受到質

疑。 

 

「…看不出滿意度高是否跟館藏發展政策有絕對的關係吔，那這個跟館藏發展政策

不是直接的，除非你請他去看政策再問他是否滿意…」（PM1：217-218） 

 

「妳說的這些項目啊，並沒有很明確的是因為館藏發展政策的關係，但是我們的這

些項目，進館、借閱、館藏量、進館次數一直以來都很高，但看不出量值與政策制

定是否有絕對關係。」（PM2：243-245） 

 

「…我覺得原因很多，它不完全是因為政策的影響，…我覺得這個因素太多了，無

法真的只是其中的一個因素而已，我覺得不能將這個拿來當趨勢增加的因素吔。」

（PM3：172-176） 

 

「…那很難確定的說那是因為哪一個因素的影響，…，所以我想～比較有可能是因

為整個大環境的變化的關係。」（PM4：249-254） 

 

「…我不知道這個跟政策是不是有關係，這我不確定，然後好像也沒有把這個跟政

策做這樣的分析…」（PI5：147-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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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絕對關係，不會是單一的原因，我覺得，原因很多啦！」（PI4：132） 

 

三、政策內容明確性及周延性 

1、政策明確與否關乎執行者的認同度 

明確而清晰的政策目標，不僅是政策評估不可或缺的支柱，同時亦可使執行

者有明確的法令可以遵循。故決策者通常會將政策內容明確性交由法規或其他行

政規定來補足。而當執行者感到上級特別重視某項政策，其所面對的心理壓力必

然沉重，而執行工作將會更加賣力。反之，則政策的成就動機必然大受影響。受

訪者大都同意館方的政策明確易瞭。 

 

「…就是我們政策是簡單易瞭…」（PM1：198） 

 

「…對我來說，當然是很清楚啦。…同仁也應該都認為這項政策是明確的。」（PM2：

218-222） 

 

「因為全部是我規劃制定的，所以我覺得容易明瞭啦…」（PM3：150） 

 

「我覺得我們的政策還蠻明確的，容易了解的。」（PM5：135） 

 

「我覺得還明確的啊！」（PI1：105） 

 

「嗯，明確易瞭…」（PI2：131） 

 

「…我覺得還蠻容易了解的…」（PI4：116） 

 

2、政策內容具有彈性，不足部份，交由其他法規或行政規定來補足 

政策制定的太過刻板，會讓館員在執行上失去彈性的空間。針對不足的部

份，可另訂法規、要點等，例如館藏淘汰要點、館際合作辦法、選書原則等，加

以補足即可。政策的侷限，易使執行者處處受限，勢必減少執行人員的自由裁量

權。 

 

「…但也不需要修得太細，可以再用其他的規範來輔助。…」（PM1：200-201） 

 

「…我們內容訂的很有彈性，不會訂的很死，規定什麼能買，什麼不能買，所以怎

麼去解讀，還是有它的彈性在。」（PM2：23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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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我們的館發政策沒有很細，就是一個大綱而已，我記得那時候我們館長說

不要訂的太死，太細，就會比較沒彈性。」（PI3：227-228） 

 

3、政策未做定期修訂檢視，部份內容已不合時宜 

檢視 4所受訪對象，一所 3 年未修訂，一所 4年未修訂，另一所 7年未修訂，

最久之一所為 12年未修訂。細究其原因，不外乎受限于人力、時間的考量，未

能定期全面的檢討修訂。 

政策的修訂雖說是館藏發展政策的最後一項內容，但也可以說是最重要的一

項內容。政策應定期開會檢討內容的時宜性，館方可固定於每年年底或年初時修

訂，以符合現況。尤其在資訊化的時代裡，數位資源日新月異，政策定期的修訂

實為刻不容緩之事。 

 

「…當然如果發現有需要修訂的話，我們還是會去啦～…」（PM1：198-199） 

 

「到目前為止並沒有每年去檢討的機制在，但是我有蒐集各方對館藏發展政策的意

見。」（PM2：236-237） 

 

「…環境一直在改變啦，有時候我們的政策沒辦法即時的做更新啦！」（PM3：

156-157） 

 

「…原訂的內容基本上都還可以延續，也許可以局部的修正調整…」（PM4：233-234） 

 

「那我們是沒有定期修訂。」（PM5：135） 

 

四、政策資源 

1、校務經費是執行政策的最主要資源 

依圖書館法第 9 條：圖書館應寬列經費辦理圖書資訊之建立、維護及研究發

展等業務。 

大學應寬列子機構圖書館各項經費，以維持館藏量之合理成長及提供各項服

務。大學圖書館每年書刊資料費及業務費應占全校年度總預算之一定比例。其經

費來源大致上有三種：1.大部份都來自於母機構之校務預算，經由一定的比例或

公式換算做分配。2.政府補助。各大學圖書館在資源不足情況下，爭取政府各項

計畫經費的專案補助來購置館藏，實為各大學圖書館因應之道。3.校友的捐贈。

大部份都是實質的贈書為主。 

 

「除了校方之外，那像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的計畫補助，一個計畫大概???萬，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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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計畫，以前有 6、7 個，現在 1、2 年，大概只有 2、3 個。還有就是教育部的，

我們有一個台灣聯盟買電子書也有補助…」（PM1：50-52） 

 

「…一般我們就是校款的部份，另外呢…我們會有教育部補助款，這個也是我們經

費的來源，那大致上主要的採購的來源，就是這 2 塊。」（PM2：145-147） 

 

「經費大部份都是學校啦，那還有老師的一些計畫，像是教育部，科技部，農委會。…

贈書也是館藏發展政策其中的一環喔，那只是它不是提供經費，它是提供實體的圖

書。」（PM3：55-61） 

 

「大體來說都是學校的經費為主，那過去有一個跟本校相關的研發基金會，會有一

個補助款。…，最主要還是學校撥的圖儀費，那學校另外還會有建教管理費會有一

定比例提撥一部份做為我們的圖書經費，…全校的圖儀經費會有一個分配的比例給

圖書館，其他就給各學術單位。那各學術單位的圖儀費會有一個比例再提撥給圖書

館，再讓圖書館來幫系所採購。…頂大計畫裡面會有一部份補助圖書館採購。」

（PM4：85-97） 

 

2、經費分配公式與方式各校不一 

各大學類型不同，在圖書館的經費分配上也有不同的處理方式，有的是核給

一定的比例，有的參酌去年的分配情形，還有的是每年的比例不盡相同。 

 

「…系所方面是主計直接分配給他們了，我們不分系所的經費，…我們雖然也有公

式，但是由主計單位分配，像圖儀費是教務處，他們有一個分配的公式，那他們就

自己分配到系所…，我們圖書館是不去處理分配的事情。…那分到我們圖書館的資

源，我們自己才會做分配，會依前兩年採購需求的狀況做基本的。」（PM1：77-84） 

 

「…先扣除系所共通資源的部份，之後再將資源 75﹪給各系所獨立使用，另 25﹪

由圖書館運用自行採購，那系所的 75﹪需求由系所自行決定採購的書目，再提供給

圖書館，由圖書館來採購。…」（PM2：64-67） 

「…公式並非一成不變，會視狀況修正。」（PM2：75） 

 

「…我們經費分配的部份，是校款加教育部的補助款一起做分配。」（PM2：157） 

 

「…每年的資源分配不一，因為有時候我們要看學校發展，有時候我們也要看我們

的圖書諮詢委員會委員的決定，所以每年不太一定，沒有一個固定的比例啦，我們

不是用比例來分配經費的。」（PM3：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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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所的圖儀費裡面，學校設定有固定 10％是要給圖書館購買書刊的。這個某

種程度上來講也算是一種強制分配吧！…」（PM4：154-156） 

 

 

3、受電子化影響，各類型資源比例大洗盤 

時代不一樣了，在訪談過程中得知，某館曾有一方讀者說，圖書館可以不需

再買實體書了，也不用再為館藏不足而煩惱了，因為網路上都蒐尋得到，所以空

間不會不夠。但另一方讀者則認為，實體書刊或紙本圖書，它應該有它擁有不可

取代的地位，畢竟還是蠻多讀者喜歡看實體書的。數位化、電子化、網路化是時

代的趨勢潮流，人類習慣的轉變，導致需求的改變，在電子化的潮流下，大學圖

書館正面臨著無可避免的挑戰。 

 

「…像資源分配比例，視聽資料我們都是排在後面，期刊因為都是續訂，再加上有

漲幅，尤其是電子期刊，有的系所是理工方面的，那些費用都很貴又有漲幅，…」

（PM1：95-97） 

 

「…期刊資源的比重佔最高，資料庫次之，圖書再次，最後視聽等。…，甚至有的

系所推薦時就指定要電子書不要紙本圖書。電子期刊及資料庫的採購成本非常高，

經常會壓縮到圖書的採購。…，電子書的需求有愈來愈高。」（PM2：160-169） 

 

「…電子書快速的膨脹，實體書的比例都一直往下掉，…，所以的確愈來電子資源

部份的經費佔用的比例也實在佔的很高，現在絕大多數的圖書經費是在購買電子資

源。…電子資源，已經顯示佔了絕大多數的比例了，…」（PM4：124-134） 

 

「…對整個圖書館的發展趨勢，應該是電子資源的成長比例比較高一點吧！…會互

相排擠啊！電子資源多一些，那圖書經費比例就減少一些。」（PM5：70-74） 

 

4、經費互相流用，資源運用更為靈活 

圖儀費就是圖書、儀器的科目費用，經費的相互流用，可使經費的運用更為

靈活，不過仍應遵守校內會計單位的規定，才可使核銷流程更為順暢。 

 

「…圖儀費除了買書，還可以買設備，前幾年經費可以互相流用，…資本門的比例

要高一些，…經常門就不讓我們隨便去轉科目了。不過圖儀費是可以買電腦設備

的，…」（PM1：8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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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到全校各系所各院，他們可能拿來買設備，也可能拿來買圖書。…」（PM4：

102-103） 

 

5、選書採購作業多由館方專業人員統籌辦理 

早期大學的書刊採購作業，大都由總務處統一採購，但近期圖資的採購大都

由大學圖書館館員執行採購作業，為使執行本項政策的整體專業素質足夠，館員

須多加強專業知能的培養，應對政府採購法有基本的認識，多多參與有關的研習

課程，以取得採購專業證照。 

 

「…就是多系所共用的就由我們這邊來買，類似通識或說是比較基礎的，各系所比

較會用到的。像工具書，百科全書等…」（PM1：114-116） 

 

「…需求由系所自行決定採購的書目，再提供給圖書館，由圖書館來採購。」（PM2：

66-67） 

 

「…系所推薦書單，由圖書館代替他們來採購。」（PM4：40） 

 

「…各學院各系老師，他們的經費由他們來主導，他們要買什麼由他們來決定。…，

由我們再負責幫忙去採購，…介購系統的讀者介購，…老師的部份我們就會把他算

在那個系所的書單裡，用他們的經費去採購。那至於學生們的採購，就用我們圖書

館的這塊經費採購，…」（PI3：33-41） 

 

貳、執行面影響變項： 

一、行政體系的特質 

1、大學圖書館是個有溝通默契的大家庭 

組織結構特性與行政體系特質會影響政策執行者的心理意向，對執行過程會

產生重大的影響。在 9名受訪者中，有 7 人在圖書館領域服務上超過 20 年資歷，

經驗可說非常豐富，也都具備圖資專業能力。其中有 6人在各該館服務超過 20

年，共事久了，大家相處起來早已像家人一般，因此在溝通上較有默契。但從另

一個角度來看，也是因為受訪的 4所大學圖書館大環境氣氛的融洽愉快，才使館

員的流動率低，業務執行溝通無礙，無形中也提升了政策執行力。 

 

「…大家互相配合吧！…」（PM1：186-187） 

 

「…同仁都已經共事很久了，相處很久了，所以對於一些問題的討論上面來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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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比較好溝通啦，…」（PM2：201-202） 

 

「…本圖書館是一個大家都非常盡責守份，彼此工作還蠻愉快的一個地方。」

（PM4：227-228） 

 

「…，我們整個館在溝通，相處上都還不錯的，…」（PM5：91） 

 

「基本上是啦，都還可以啦，…」（PI3：181） 

 

「…我自己接觸的當然是我本身的主管嘛！我自己覺得和鐘組長相處的還蠻不錯

的…」（PI4：85-86） 

 

2、主管應充分授權並落實分層負責 

依行政機關分層負責實施要項，為提高行政效率，行政機關應實施內部授權

分層負責。所稱分層負責，就是適當劃分處理公務之層次，以簡明化公務流程。

除了公務上的分層負責，授權也是必要的，充分合理的授權能使領導(管理)者不

必事事親力親為，可把多餘的時間精力投注到館務的發展上。 

 

「…其實也還好，因為有時候館長說妳們決定就好，但有時候大家討論後，為了慎

重起見還是會請示一下館長。」（PM1：192-193） 

 

「…館長他蠻授權我們的。通常都是由館員先執行，如果有困難，就由組長出面，

甚至跨組討論，如果再有問題，最後才由館長出面，不過這個機率很少，…」（PM2：

209-211） 

 

「我們都是授權跟分層負責啊！我們都有落實啊！」（PM3：137） 

 

「…因為所有的館員都比我專業，充分授權對我是最好的，不過我們都會儘可能的

從她們那邊了解到她們各自業務的內容，雖然充分授權，可是一些比較重要的事

情，她們也都會跟我充分討論以後再來做決定，比較大的政策還是我來做決定。…」

（PM4：224-227） 

 

「…我們館長是學校的老師嘛，他都有充分授權給我們啊！…」（PM5：91-92） 

 

「…都有授權與分層負責。」（PI3：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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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也都有充分的授權給我們，我覺得她蠻信任我們的，我們如果有需要她幫

忙的地方的話再跟她說，其他的部份她都交給我們處理這樣子。」（PI4：86-87） 

 

3、主管適時關心部屬，對凝聚團隊向心力有很大的助益 

組織最重要的就是團隊向心力，領導者對部屬適時適度的關心，能讓部屬有

被受重視的感覺，自然形成一股凝聚力，而這也是一位真正領導者應有的風範，

更是領導策略之一，所謂帶人帶心，關心部屬就是最好的領導方式。 

「會啦！還是會的，因為畢竟不是只有公事上面的相處，平常見面還是會關心一下

對方這樣子，還是會閒話家常一下的。」（PI4：108-109） 

 

4、輪調制度的實施，較能將心比心 

對於館員工作上的彈性疲乏，適當的職位輪調，可減輕館員因長期在同一工

作崗位而引起的枯燥與乏味，降低對同一個固定工作的厭煩及單調，輪調制度可

體認他人的問題和觀點，較能將心比心，同時並強化館方團隊合作精神，但前提

是不能造成工作流程的斷點。 

  

「…每一個人都經歷了很多業務的輪調了，且因為輪調制度，專業經驗都足夠，也

比較能將心比心。…曾經有相關的經歷，那你就會知道我應該做什麼調整，做什麼

樣的規劃，所以在溝通上面來講，我覺得還 OK，…」（PM2：203-207） 

 

「…就是有時候會有異動，比如說有人退休啦離職啦！並沒有固定式的輪調。當有

一些不得不變動的時候，就是會有一些小調整，…」（PI3：100-101） 

 

二、執行人員的心理意向 

1、各館人力編制差異頗大 

四所研究對象的館藏總量相差很大，但館藏量多者，並不代表人力編制就很

多，從人力編制來看，最少人力的有 20 多人，最多人力的達 70人，相差了 3.5

倍之多，但這二所大學的館藏量卻相差無幾。某些大學可能配合校務發展(例如

與建校舍)而致縮編人力，但過重的工作負荷，會為館員帶來工作壓力，甚至產

生不穩定流動率的情形，間接影響館務推動。 

 

「…目前採購的部份應該夠了，其他的組別我就不方便幫她們代答了，…」（PI1：

79） 

 

「…我們從以前 30 幾個，到目前 20 幾個人，差了很多。」（PI3：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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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採編組目前含組長 6 人，…目前全館人數有 35 人，就採編組來說，人數應

該是不夠的。」（PI4：89-90） 

 

「…尚可，基本上都能夠把任務完成，當然人是不嫌多啦！」（PM4：198-199） 

 

「…那人力方面，校方也不一定會補啊！所以這個是我們目前最困擾的地方啦！…

採編組加我的話有 13 位。…，全部組織人力包含館長有 70 人。…」（PM5：92-100） 

 

2、各館普遍面臨人員遇缺不補窘境 

遇缺不補，人事凍結，是組織為精減人力成本的考量之一。在現今政府大力

推動年金改革的同時，造成了年資久、年齡大的員工心理恐慌，而萌生退休之意，

殊不知這些大量的退休潮，如又遇上校方的節省人力成本政策，讓人力本已吃緊

的圖書館在職員工，工作量驟增，身心壓力俱疲，且圖書館的功能日益強大，業

務量之大勢必不可同日而語，致館員對於館務的推動，常有心有餘而力不足之感。 

大家都聽過：圖書館是大學的心臟。可見大學圖書館在母機構中佔有重要的

地位，既是重要的地位，母機構實應給予充足的人力，來強化心臟的功能，才能

順利將心臟中的氧氣與血液送達全身每一個地方，如此，這才是治本之道。 

 

「以整館來說，每一組應該都會覺得很缺人吧！每組人力應該都不夠。…，因為人

會來來往往～…，但是每一組應該都有跟館長反應，都有缺人力的情形，因為我們

遇缺不補，正式館員我覺得流動率有 60％，跟我一起進來的好像 1、2 年內都走光

了，我剛好是做的比較久。…但是對全校來講，他們會覺得圖書館是很多人的，就

是說立場不同，就是說要做了之後才知道人力是不夠的，因為我們的服務愈來愈

多，也會希望我們多推廣一些，對啊，可是人力就是這麼多啊！」（PI2：96-108） 

 

「…不過，再講到我們人力的缺口，真的是，其實，有一些項目來講沒有辦法面面

俱到啦，這真的是有點吃力啊！…，我們很多都是因為退休，…，到目前為止我們

已經有 8 名缺額，…，所以我們的人力缺口很大，…礙於人力吃緊及工作量，…，

心有餘，力不足啦，每天的工作能做完就已經很不錯了。」（PM2：275-285） 

 

「…因為我們現在人力愈來愈少，…，可是現在因為有很多人退休又遇缺不補，…」

（PI3：104-105） 

 

「當然是不夠啊！都不夠，退休退很多，都不補，今年 1 月底就退 5 個啊！」（PI3：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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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例一休制度，影響人力調度 

一例一休制度是新政府執政後推動的改革政策，政府的美意本是避免勞工過

勞，但配套措施似乎不是那麼的完善，未來不只是圖書館，恐怕各機關團體都會

面臨人力調度的窘境。 

 

「…然後人力也是～一例一休嘛，其實影響很大。…，是整個工讀生都要依據勞基

法，所以可能在這種情況下，人力一定會做調整嘛…」（PI1：134-137） 

 

4、執行者樂於看到館藏發展政策的制定 

館員在心態上均樂於看到館藏發展政策的制定，是故，館員的工作認同、組

織認同、專業認同程度相當高，顯示執行人員的心理意向十分積極，有強烈的心

理動機和意向，才可能產生有效的執行行為。館員本身的心理意向，也深深牽動

著政策的執行成效。 

 

「對呀！很好啊！也是一個經營方向跟依據。」（PI1：103） 

 

「那當然，因為對我們也有幫助。」（PI2：129） 

 

「需要，OK 呀，很好啊！那當然是要。」（PI3：223） 

 

「我覺得是很好的呀！就是至少在執行上面是有一個原則可以依循，我們也比較好

做事情，在推動業務的時候有一個依據在。」（PI4：112-113） 

 

三、標的團體的順服機能 

1、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所謂有錢不一定能，但沒有錢是萬萬不能。近幾年，由於電子資源的節節高

漲，使得圖儀費或圖資費在購書作業上變得錙銖必較，有的大學經費編列充裕，

加上教育部或科技部等單位的計畫補助，尚可彌補資金缺口，但有的大學圖書館

就面臨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難題了。 

 

「…還好我們學校電子資源是有其他的經費，…如果期刊組那邊買資料庫，買電子

期刊，不夠的經費缺口，就會來跟我們商量圖資費是不是可以幫忙，…感覺每年他

們好像都是不夠的，可能是漲幅太大了，每次都會要???萬。…，學校可以要一些配

合款，…可以向學校再要一些配合款來彌補我們的經費。」（PM1：99-108） 

 

「有的是科技部購書計畫，那有的老師，他們就會申請這個計畫案，…，他們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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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計畫經費，那他們也會跟我們密切配合，去進行購書的採購。不過這個計畫似

乎不是這麼好完成，我目前經手過的也只有一件。」（PM2：151-153） 

 

「那我們也會看狀況啦！因為每年經費都不一定，如果老師他們需求的比較多的，

我們有時候經費上也會考量，所以我覺得採購這種東西，真的是要因時因地而易，

那有時也因人而易，就像老師跟學生需求不一樣，…」（PM3：107-109） 

 

2、面對爭議性的購書需求，各館處理方式不同 

大學圖書館員須與教師、學生密切配合，以瞭解讀者需求。但讀者所提需求

圖書館是否該全盤接收？根據美國圖書館協會（ALA）在 2016 年公布了全美最具

爭議性的十本書。這些引發爭議的書大部分都涉及了同性戀、暴力、露骨的性描

寫和不當言語。在本研究受訪的四所大學圖書館在面對較具爭議性的圖書採購

時，有的採取配合的態度，照單全收，而有的則堅持原則予以拒絕。 

 

「…但有時學生會說他薦購的是通俗的，不是專科領域用的書，那老師也會一直大

量薦購某一種書，那我們同仁就會覺得是不是讀者薦購的是自己的喜好用書，甚至

是宗教傳教的，這是要特別再去跟老師做一些溝通，…」（PM1：143-145） 

 

「嗯，系所這邊推薦的資料，原則上我們都會照單全收，…，像是有一些系所最近

在推薦漫畫，…，但如果老師表示這套漫畫可能對學生的語言學習有所幫助，像我

們外語學院有很多是其他學校沒有的科系，那透過漫畫圖文方面可能對他們有一些

練習的話，那我們就會斟酌。」（PM2：93-99） 

 

「…，那這個我們當然會拒絕啊！這個很顯然就不是教學上的需要嘛！…所以這個

就是違背了嘛！對，所以老師提出來的我們不一定會照單全收啊！」（PM3：113-116） 

 

「…不過我們有一個原則性的規範，就是像參考書啦，或內容有明顯不妥的，像暴

力啦，腥羶色啦，像這些我們圖書館會自行進行篩選，…，我們會根據我們的館藏

發展政策，跟系所說明這一類型的書刊是不買的。…漫畫是很確定就是不收啦，那

其他的在認定上就比較模糊嘛，…，我們通常就是館內開會，然後共同來看這些書

籍，開會來決定有沒有違反政策的內容。」（PM4：113-118） 

 

3、流通櫃台館員難為，易被投訴 

執行者可說是政策執行環境的主角，因其直接擔負執行過程的責任，大學圖

書館政策執行人員主要是館員，而其職責乃是如何協調使用者社群的行動以達成

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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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讀者溝通上普遍就是流通櫃台的館員較易碰上像罰款及借還書爭議之

類的問題會與讀者有爭議產生。 

 

「蠻良好的，在這邊至少還可以，但以前在櫃台就會碰到，…一般就是罰款啊！…

還有考試期間我們就不開放，…」（PI2：110-122） 

 

「其實我們做採購不會直接面對讀者啊！那應該是第一線的流通人員比較會面

臨。…，一般基本上圖書的流通比較會有。」（PI3：199-204） 

 

「…，被投訴的話應該是借還書櫃台，比如說處理罰款啊或借還書之類的，與讀者

在溝通的過程沒有處理的很好的話，就可能會被投訴，…」（PI5：104-105） 

 

四、參與者的互動關係 

1、館員是政策執行與使用者社群之溝通橋樑 

執行是一個持續不斷的決策過程，任何一個政策都包括許多不同參與者，有

些參與者被要求從事資源分配的任務，有些參與者則試圖影響決策。在大學圖書

館館藏發展政策執行的參與者大致上可區分為決策者(館長)、管理者(主任或組

長)、執行者(館員)及標的團體(讀者) ，各參與者之間關係環環相扣。 

在館發政策中執行者(館員)的角色尤為重要，若館員愈不願和讀者互動協

調，則政策執行成功的機會就愈小。反之，執行者(館員)若對館方的目標與價值

有著強烈的認同感，對館方的事務本著使命感與責任感，願意在行動上付出更多

的努力，則機關之績效必可提升。故溝通管道是否暢通與互動關係的良窳是正相

關的。 

 

「…所以目前是應該是溝通良好。」（PI1：90） 

 

「…那同學的話，會詢問購書進度，我們幫他查了以後跟他講，就這一部份還好，

同學也都能理解。」（PI2：123-125） 

 

「…也有些學生們對我一些資源不採購的問題，有一些抱怨，這也是難免的，難免

會有一些聲音，不過，我們會在回覆的說明裡面去告知。…」（PM2：189-190） 

 

「還 OK 呀！有時跟他們解釋一下就好了，如果有一些比較有困難或者是需要組長

幫忙需要去溝通的，那就會請組長幫忙這樣子。…這層溝通不了，就由上一層去解

決，如果組長都不行的話，可能就到館長那邊了。」（PI4：10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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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策制定參與者為館長及內部主管居多 

受訪的四所大學圖書館在制定館藏發展政策時，政策參與者以館長及內

部主管居多，但亦有大學邀請專家學者與師生代表共同參與政策的制定。 

 

「…就是各組主管組成的會議…。所以是我們館長，他花了蠻多的時間去修改擬定

初稿，最後送到館務會議討論通過。…那參與者也就是各組主任，那編審也都有一

起參加。」（PM1：19-26） 

 

「…我那時候的目標是蒐集大學圖書館，然後將他們的政策再根據我們的需求先寫

了一份初稿，…，但是我們有經過組長們，…館長與 4 位組長進行修訂與討論，…

應該只是我們內部的決定，政策在制定過程只能算是館方內部的決定，並未讓使用

者共同參與。」（PM2：38-57） 

 

「…參與者有我們有組一個小組，嗯，小組的名稱我們就叫做館藏發展政策制定小

組。…，然後有跟老師，有請教一些專家，…喔，制定的過程，是有讓老師跟學生

參與，…因為我們圖書諮詢委員會成員有我們老師跟學生代表啊！」（PM3：13-40） 

 

「制定的過程，小組成員是沒有讓師生參與，但是討論的過程中個別的館員或當時

的館長有沒有請教一些學校的老師，而沒有出席在會議記錄裡面，這個我就不清楚

了。」（PM4：27-29） 

 

「…那當時就是邀集全館各組都有人參加，…」（PM5：18-19） 

 

3、選書、評鑑過程，均有讓讀者參與 

選書工作是圖書採購的前置作業，選擇的標準，主要是協助個別主題領域資

料的選擇，並說明選擇資料所適合收藏的型式，包括圖書、期刊、數位資源和網

路資源等不同類型資料的選擇標準。在採購前應先確立館藏選書標準，選書工作

才可順利進行，也才可減少不必要的採購資源浪費。 

館藏評鑑時應該呈現圖書館館藏的強弱。以了解館藏是否真正能符合社群使

用者的需求。一些統計的工具可以應用在館藏評鑑，例如進館次數、借閱次數、

館藏量、滿意度等等。而圖書館也藉由館藏評鑑結果找出優點與缺失，以作為修

正館藏發展政策的依據。 

 

「…選書採購過程有讓他們薦購。那我們的評鑑像問卷調查都有讓師生參與，就是

讓他們填寫滿意度。」（PM1：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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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每年會發放一份圖書館滿意度調查，那就會從滿意度調查問卷裡面去了解

讀者們對圖書館的作為是不是有那一些覺得是不夠，不足的，那我們會再做一些微

調。」（PM2：120-122） 

 

「…基本上，大多數的圖書採購都是由系所直接由下而上推薦，那每個系所有固定

額度的推薦，那我們也有讓老師及學生可以個別在網路上推薦，所以有一個非常清

楚的推薦機制。…我們每年都會做一次對讀者的滿意度問卷調查。」（PM4：31-55） 

 

4、應建立行政協調與聯繫機制 

機關內部最怕個別單位的本位主義濃厚，如若各單位間又欠缺行政協調與聯

繫機制，那麼是最令執行館員感到困擾之處。因此，內部單位聯繫合作上應予加

強，同時宜儘速建立協調機制。 

 

「我們有時候碰到問題問他們，他們通常回覆都是給很多分析，然後讓你自己去判

斷去決定，…，最後要我們自己去決定。…只是算給我們諮詢，…，但他們就也不

會蓋章的。」（PM1：176-184） 

 

「…嗯，譬如說，嗯，有些資料要不要認列財產？那有些資料要用圖儀費？還是業

務費來採購？因為財產是我們這邊在列，可是有些東西還是校方這邊的政策啦，這

算內部的，所以就需要討論。」（PM3：124-126） 

本節係依執行溝通所建構模式之決策面與執行面二大影響變項分析訪談結

果。從本章節對應本研究的目的，可得知目前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執行過程

與影響因素。整體來說政策是受到各大學圖書館肯定的且整體專業素質亦足夠，

各館均樂於看到館藏發展政策的制定，工作環境氣氛良好和諧，主管能充分實施

分層負責與適當授權，各館在經費資源之來源均不相同，經費分配方式與比例亦

不相同，在遭遇困境阻礙上一致表示電子資源的採購已壓縮影響到其他類型資源

的採購，且人員的遇缺不補是最大難題。 

以下表 5-2是以館藏發展政策執行影響變項與各大學的訪談結果做一分析比

較： 

表 5-2 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執行影響變項比較表 

大學別 

細項 
師大 輔大 中興 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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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制定動機明

確 

 目標明確 

 富有彈性 

 99年初定(7

年未修訂)  

 政策內容參

與者有館長

及各組長 

 政策是經館

務會議討論

通過 

 

 制定動機明

確 

 目標明確 

 富有彈性 

 103年初定(3

年未修訂)  

 政策內容參

與者有館長

及各組長 

 政策是經館

務會議討論

通過 

 制定動機明

確 

 目標明確 

 84年初定 

 102年修訂二

版(4年未修

訂) 

 政策內容參

與者有館

長、組長、專

家、教師代

表、學生代表 

 政策經館藏

發展政策制

定小組提圖

書諮詢委員

會通過 

 

 制定動機明

確 

 目標明確 

 82 年初定 

 94 年修訂二

版(12年未修

訂) 

 政策內容參

與者有館

長、組長、館

員 

 成立館藏政

策發展小組

依館務會議

討論結果提

圖書委員會

通過 

資源 

 館長具有圖

資背景專業

知識。 

 校方設有圖

資系所 

 有科技部、教

育部、台灣聯

盟經費補助 

 經費充裕 

 流動率高 

 電子資源排

擠效應高 

 經費可互相

流用 

 電子資源有

台灣聯盟經

費支援 

 館長具有圖

資背景專業

知識。 

 校方設有圖

資系所 

 有教育部補

助 

 經費不足 

 人力嚴重不

足 

 電子資源排

擠效應高 

 館長具有圖

資背景專業

知識。 

 校方設有圖

資系所 

 有教育部、科

技部、農委會

補助 

 電子資源排

擠效應高 

 有校內研發

基金、建教管

理費、頂大計

畫補助 

 經費充裕 

 人力充足 

 電子資源排

擠效應高 

 經費可互相

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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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者 

認知 

 樂於看到政

策制定 

 認同度高 

 

 工作負荷過

重 

 樂於看到政

策制定 

 認同度高 

 樂於看到政

策制定 

 認同度高 

 

 樂於看到政

策制定 

 認同度高 

 

讀者配合 

 爭議性書籍

會先溝通 

 

 購書需求照

單全收 

 爭議事件以

罰款及教師

溝通問題最

多 

 爭議性書籍

會給予拒絕 

 

 爭議性書籍

會開會決定 

 爭議事件以

罰款及借還

書最多 

溝通工具 

 未對政策與

評鑑數值做

分析。 

 館內互動配

合佳 

 落實分層負

責與授權 

 未對政策與

評鑑數值做

分析。 

 館內好溝通 

 落實分層負

責與授權 

 有輪調制度 

 未對政策與

評鑑數值做

分析。 

 工作環境愉

快 

 落實分層負

責與授權 

 

 未對政策與

評鑑數值做

分析。 

 館內好溝通 

 落實分層負

責與授權 

第三節 館藏發展政策評估 

政策評估乃為一項政策良莠進行價值判斷，本研究希望由大學圖書館館藏發

展政策之效能性、效率性、充分性、公平性、回應性、適當性六種指標加以探討，

透過執行評估指標得知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之未來的發展。整體而言，各館

政策方向均明確易瞭，但都礙於人力不足，而無定期修訂，且各館的進館次數、

借閱次數、館藏量、滿意度等數值亦無法確認是否與政策的制定有絕對的關係。

但各館普遍的看法均認為政策有助於提升大學圖書館整體品質。茲以六項指標藉

由訪談內容將其評估結果整理如下： 

一、效能性：效能的意涵並非是否政策已照原定計畫執行完畢，而是著重政

策執行後，對於讀者所產生的結果或影響是否符合原先預期之目標。本指標著重

於館方服務項目之提供以及服務運作符合政策目標之程度。4 所大學圖書館都有

按原訂計畫執行政策並朝政策各要項目標進行。 

二、效率性：從 4所大學圖書館師生的踴躍薦購及館方採訪作業過程，可看

出館藏資源的利用具有可利用性與效率性。 並一致認為制定能提供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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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的服務及配合學校的課程、老師的研究及學生閱讀的需要。另外對政策內容

具有彈性，不足部份，可另訂其他法規或要點等來補足。 

三、充分性：充分性是政策目標達成後，解除問題的程度。4 所大學圖書的

評鑑結果讀者滿意程度均高，但各館的人力編制差距頗大，另因未對政策與進館

次數、借閱次數、館藏量、滿意度等增減趨勢做比較分析，故不確定各量值與政

策之間是否有絕對關係，而各館的電子期刊、電子書、資料庫等館藏量均逐年增

加，成本亦大幅明顯增加。故政策與目標效益之間的強度關係，若關係越密切，

充分性強度越高。 

四、公平性：公平性是政策執行中非常重要的價值。而將公平性應用於政策

的落實，通常會伴隨著資源的重新分配，而如何分配才能符合公平是政策在擬議

時就須先行探討的。各校經費資源大都以校款為主要來源，補助款為輔。師大有

科技部計畫補助款的經費較充裕，成大有校內的研發基金會、建教管理費及頂大

計畫的補助款，輔大及中興則有教育部的補助款挹注。在資源分配上各校表現的

不盡相同。 

五、回應性：回應性是指館方快速熟悉使用者的需求，不僅包含滿足讀者提

出的需求，更應前瞻性採取主動行為。針對服務對象的需求去做前瞻性地偵測及

回應，以符合讀者的需求、偏好或價值的程度，確保服務的提供以及政策的擬定

符合服務對象之需求。師大滿意度高，而需改善的大多反映在空間改善的部份。

輔大在進館、借閱、館藏量、進館次數等數值一直以來也都很高。成大受到數位

化的影響，讀者雖然進館量減少，但每年滿意度統計仍非常的高。 

六、適當性：政策評估能夠重新檢視政策目標之適切性，而視現階段政策發

展是否照原先目標與方向前進，而重新對於政策目標進行批評與檢視，而適時進

行修改。檢視 4 所受訪對象的政策修訂情形，師大自初定以來 7年未修訂，輔大

是所大學中制定的最晚的，但也有 3 年未修訂了，中興自第二版後 4年未修訂，

成大是最早定的，也修訂過一次，但自第二版至今已 12 年未修訂了，是為最久

一所大學圖書館。各館究其原因，均因人力、時間的考量，未能定期做全面的檢

討修訂。 

以下表 5-3是 4 館的政策評估結果比較表： 

表 5-3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執行評估結果比較表 

指

標 
內  容 師大 輔大 中興 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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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能 

性 

館藏發展政

策執行後是

否有按原訂

計畫執行 ? 

是否有達到

館方的預期

目標？ 

 有按計畫

執行並朝政

策各要項目

標進行。 

 有達到預

期目標。 

 有按計畫

執行並朝政

策各要項目

標進行。 

 有達到預

期目標。 

 有按計畫

執行並朝政

策各要項目

標進行。 

 有達到預

期目標。 

 有按計畫

執行並朝政

策各要項目

標進行。 

 有達到預

期目標。 

效 

率 

性 

館藏資源利

用 情 形 如

何? 政策內

容是否具有

彈性? 

 師生踴躍

薦購。 

 政策要有

彈性。 

 能提供館

藏的服務及

配合學校的

課程、老師的

研究及學生

閱讀的需要。 

 師生踴躍

薦購。 

 政策要有

彈性。 

 能提供館

藏的服務及

配合學校的

課程、老師的

研究及學生

閱讀的需要。 

 師生的踴

躍薦購。 

 能提供館

藏的服務及

配合學校的

課程、老師的

研究及學生

閱讀的需要。 

 師生的踴

躍薦購。 

 能提供館

藏的服務及

配合學校的

課程、老師的

研究及學生

閱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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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 

分 

性 

在政策的執

行下，讀者

的滿足程度

如何? 人力

是否充足 ? 

讀者的進館

(借閱)次數

有否增加 ? 

館藏量有否

增加? 

 讀者滿意

程度高。 

 面臨人員

遇缺不補困

境。 

 不確定評

鑑量值與政

策是否有絕

對關係。 

 館藏量逐

年增加。 

 電子資料

庫成本增加

明顯。 

 讀者滿意

程度高。 

 面臨人員

遇缺不補困

境。 

 不確定評

鑑量值與政

策是否有絕

對關係。 

 館藏量逐

年增加。 

 電子資料

庫成本增加

明顯。 

 讀者滿意

程度高。 

 面臨人員

遇缺不補困

境。 

 不確定評

鑑量值與政

策是否有絕

對關係。 

 館藏量逐

年增加。 

 讀者滿意

程度高。 

 面臨人員

遇缺不補困

境。 

 不確定評

鑑量值與政

策是否有絕

對關係。 

 評鑑曲線

非定律性，與

電子資源的

引進，讀者閱

讀習慣改變

有關，但卻不

影響讀者滿

意的程度。 

 館藏量逐

年增加。 

 電子資料

庫成本增加

明顯。 

公 

平 

性 

政策資源是

否 公 平 分

配? 

 校款為

主，科技部計

畫補助款為

輔。 

 校款為

主，教育部的

補助款挹注

為輔。 

 校款為

主，教育部的

補助款挹注

為輔。 

 校款為

主，另有校內

的研發基金

會、建教管理

費及頂大計

畫的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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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應 

性 

政策是否有

助提升整體

品質？執行

結果能否滿

足館方? 政

策成功或失

敗？滿意不

滿意? 

 政策具有

正向的影響。 

 有提升整

體品質。 

 滿意度高 

 較多的反

映大都指空

間改善的部

份。 

 問卷調查

都有讓師生

參與填寫滿

意度。 

 政策具有

正向的影響。 

 有提升整

體品質。 

 進館、借

閱、館藏量、

進館次數等

數值都很高。 

 針對滿意

度調查問卷

對圖書館的

作為不夠，不

足的部份會

做微調。 

 政策具有

正向的影響。 

 有提升整

體品質。 

 問卷調查

都有讓師生

參與填寫滿

意度。 

 政策具有

正向的影響。 

 有提升整

體品質。 

 數位化的

影響，讀者雖

然進館量減

少，但每年滿

意度統計仍

非常的高。 

 每年都會

做一次讀者

滿意度問卷

調查。 

適 

當 

性 

政策是否明

確易暸？需

要修正、改

進的? 適當

的政策須同

時滿足前五

項標準，所

以適當性標

準應優先於

其他標準。 

 

 如發現有

需要，會去做

修訂。 

 目前沒有

每年檢討的

機制，但有蒐

集各方對館

藏發展政策

的意見。 

 因環境因

素，政策無法

即時做更新。 

 目前政策

內容基本上

都還可以延

續，但可以局

部修正調整。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第四節 綜合討論 

政策執行與評估之關係密不可分，無法任意切割這兩個階段，或只是進行其

中一個階段，都難以完成一個完整的政策系統，因此政策執行與政策評估是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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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先後順序與遵循的方向的。本章節欲了解大學圖書館在推動館藏發展政策的

執行狀況，從管理者領導面與執行力層面做政策之評估，以了解館藏發展政策成

效結果產生之原因。以下是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在執行與評估層面的綜合分

析結果。 

一、館長在政策過程中是領導者，負責對館員進行激勵或者引導，同時也是

資源(人力、經費、設備等)分配者，館長具有政策制定與否的決定性角色。同時

負責政策全面性的計劃、組織、指揮、協調、控制者，館長必需對政策有所體認，

其角色將直接影響執行成效。 

二、政策內容不宜制定的過於狹隘，太過刻板，應稍具彈性。針對政策內容

不足的部份，可另訂法規要點、管理辦法等加以補充。太侷限的政策，易使館員

在執行時處處受限，影響執行館員的自由裁量權。 

三、主管應充分授權並落實分層負責。在明確的政策指導下，逐級授權，並

對下屬做適當的管理，才能減輕主管負擔，增進部屬責任感，發揮團隊精神，使

部屬充分發揮才能，促進團體和諧。館員在政策執行上，如遇有困難，理應先由

管理者(組長、主任)出面協調，或召開跨組會議討論，如再無法解決，最後則由

館長出面與各系、院、所、處、室協商。 

四、館員對工作環境滿意度高及工作場所氛圍佳，表示大環境氣氛的融洽愉

快，館員與圖書館相處和諧，具高度的滿意，致使館員的流動率低，自然業務執

行上溝通無礙，無形中也提升了政策執行力。 

五、圖書館是大學的心臟，應給予充足的資源。可見大學圖書館在母機構中

佔有極重要的地位，既是重要的地位，母機構實應給予充足的人力，來強化圖書

館的功能。可是 4所受訪大學圖書館普遍面臨人員遇缺不補的困境，尤其這兩年

大量的退休潮，更使得人力本已吃緊的圖書館館員雪上加霜，驟增的工作量，使

得身心壓力俱疲，再加上圖書館的功能日益強大，業務量之大已不可同日而語，

致館員對於館務的推動，常有心有餘而力不足之感，母機構實應重視此一問題。 

六、館員扮演館發政策與使用者之間的橋樑，因此館員對政策的認同度，牽

繫著政策執行是成功或失敗？若館員不認同政策，心態上便愈不願和讀者互動溝

通，則政策執行成功的機會就愈小。反之，館員若對館方的目標與價值有著強烈

的認同感，對館方的事務本著使命感與責任感，願意在行動上付出更多的努力，

則機關之績效必可提升，政策才易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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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一份好的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要具備科學理論與實際執行可行性，一般

須涵括兩大部份。第一部分是政策基本資料，通常包括社區分析，讀者需求，館

藏現況，圖書館任務與發展目標等。第二部分是政策要項內容，包括選書採訪，

經費分配，館藏綱要，館藏淘汰，館際合作，館藏評鑑等。而這兩部份結合後即

可構成一個有機體，也就是一份具指導性的書面文件—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

策。 

大學圖書館主要的任務就是滿足師生資訊需求及找尋資訊，所以在大學圖書

館館藏政策項目中，有關館藏政策是以廣泛蒐藏各學科之各類型基本參考工具為

原則，不同類型的圖書館，它的功能與使用者需求是不一樣的。在不同的圖書館

他會先去衡量對館藏的需求，所以不同的圖書館做出的決策就會不一樣。綜此大

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確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政策制定後選書及採購作業才能有

所依據，有所指導可遵循。 

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執行與評估，從政策執行理論與評

估六大指標，以個案分析法與深度訪談的方式，針對館藏發展政策的 15要項做

一分析研究，以瞭解政策之內涵與現況及執行過程的影響因素。期以有效提昇大

學圖書館的服務品質，落實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的存在價值。各大學未來不

論政策要朝何方向發展，皆須經過由上而下及由下而上的整合途徑，審慎的評估

規劃與充分研議討論，方足以作為整體政策執行之依據。以下為本研究之結論。 

一、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之內涵 

(一)館藏資源以提供教學教育與學術研究為首要 

教育部「大學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總則裡提到：大學圖書館以大學校院

教職員生為主要服務對象，負責蒐集教學及研究資料，提供圖書資訊服務。故大

學圖書館是一所大學的知識寶庫，館藏資源以提供教學教育與學術研究為首要任

務與使命。大學圖書館掌握教學的需求與研究使命，而館藏發展政策能提供大學

圖書館館藏的服務及配合學校的課程、老師的研究及學生閱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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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校特色館藏資源豐富 

師大的特藏資源非常豐富，例如善本古籍數位化， 1949 年東北大學藏書、

陳誠故副總統等私人藏書珍本，尤以宋版孟子最為珍貴，清翁方、徐星友手批杜

詩、清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清段玉裁、江藩、繆荃蓀、 許心梅、丁晏等名

家批校本以及明嘉靖刊本、鈔本等 200 餘種。另著名之亞洲研究學者 Gernot 

Prunner 私人圖書館之大量稀有藏書，為重要之亞洲研究資源。黑膠唱片為另一

特別典藏，圖書館收錄 1920 至 1950 年代臺灣傳統戲曲音樂最受歡迎之唱片代表

作。 

輔大館藏資源下的專題館藏，有口筆譯研究、英語讀本系列、西方宗教音樂

與文化專題館藏 

中興的特色館藏，包含歐盟資料、教師升等論文、國科會補助計畫(考古資

料、出土文獻與圖像、公眾史學、世界文學 II:文學與全球化、文學理論 II:後

人類與身體論述等)。館內設有恆溫恆濕設備的特藏室，保存項目有（一）1950 年

以前出版之中、日、西文圖書與期刊（二） 本校日治時期農學、林學及農藝化

學的手抄本卒業報文（三）書法家于大成收藏之圖書與期刊（四）文學家珍貴資

料，包括圖書、手稿、表框詩畫詩人手稿等等，特藏資料是不同於一般大學圖書

館的。 

成大醫學研究等學術報告資料藏量豐富。另館方建置的電子資源最特別的是

與該校老師合作建置甲骨文全文影像資料庫、敦煌研究文獻、敦煌目錄、敦煌壁

畫、老子化胡經、王梵志詩、宋詞、題記等資料庫。以上都是成功大學的特藏優

勢。 

(三)館藏資源除了量的充實，亦須注重設備的建置 

依大學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對館舍設備的要求指出：建築與設施應力求實

用、安全、美觀、易於維護及節約能源。館舍之規劃，各校得依其圖書館館藏發

展政策、重點、服務需求及特色等考量因素自行訂定。 

在台灣很多大學創校均超過 4、50年了，其圖書館典藏紙本文獻內容珍稀，

有善本、珍稀版本、孤本、古代抄本、手稿、照片、珍貴文書、史籍資料、信函、

拓本或極具歷史文化價值之文獻等珍貴資料，因此紙本資料的安全及環境需求就

更顯重要。影響紙本文獻的環境因素包括：溫度、相對濕度、光線、氣體及空氣

中的微粒等。因此完善的保存設備亦是蒐藏紙本特藏資料最重要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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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策通過位階層級不同 

各校在政策通過的位階層級不同，師大及輔大政策是經館務會議討論通過。

中興政策經館藏發展政策制定小組確認後提圖書諮詢委員會通過。成大有成立館

藏政策發展小組，政策內容依館務會議討論結果提圖書委員會通過。 

在位階層級上，圖書委員會之層級自然是高於館務會議的，因此各校在政策

制定過中，可考量將層級提升。 

(五)政策需制定「館藏綱要」才能有效應用在政策上 

「館藏綱要」是將各學科領域作區分，依照學科主題結構劃分學科發展重

點，並確認館藏層級分類，確定藏書的特色，建立館藏學科主題選書指南，並確

定館藏發展目標及經費方案。而館藏深度是所有館藏收集的基礎，分類表層級一

般分為：0級不蒐藏、1 微量級、2 基礎級、3教學級、4 研究級、5 廣泛級。

收藏層級深度 1-5級適用於大專院校、學術圖書館，1-6 級適用於學術圖書館、

研究圖書館。 

師大與輔大僅有館藏學科範圍的描述。中興與成大館藏深度，分為 4個層級，

這 2所大學對館藏學科範圍與收藏層級均有詳細敘述。 

(六)應另制定電子資源館藏發展政策 

隨著電子化的普及，越來越多的電子資源可以透過網路來取得，可知電子資

源漸成為圖書資訊的主流選項，原因為 1.因館藏趨勢，導致需求改變 2.館藏空

間有限，行動載具之出現 3.讀者使用率高，取得資料方便(張瀞文，2015)。國內

學者吳明德（1998）也認為雖然紙本資料利於保存，但現今電子資源卻受到讀者

歡迎，二者之間的取捨令圖書館面臨抉擇，而電子資源及網路的普及化，使得很

多資料可以透過網路免費取得或是透過文獻傳遞、服務機構迅速取得，以「取得」

(Access)代替「收藏」(Ownership)的館藏觀念不斷地被提起。 

大學圖書館的電子資源應包括電子書、電子期刊、電子資料庫。目前我國大

學圖書館雖然積極推廣電子資源的利用，但卻欠缺一份書面文件的館藏發展政

策，以讀者的角度來規劃電子資源的蒐藏與利用。故各大學圖書館在收藏何種電

子資源的看法往往館員與使用者需求會出現落差，館員大多考量的是成本，而讀

者都重視電子資源利用的實務性，故大學教師與圖書館員對於電子資源館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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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與收費使用的看法有顯著的差異，故應另制定電子資源館藏發展政策以為規

範。 

 

二、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執行之影響因素 

(一)經費資源以校務經費為主、補助款為輔 

經費通常是影響一個政策是否能成功的最重要因素。4館在經費運作上，均

以校務經費是執行政策的最主要來源。補助款方面，師大有科技部計畫補助款的

經費較充裕，輔大及中興則有教育部的補助款挹注，成大有校內的研發基金會、

建教管理費及頂大計畫的補助款。 

(二)選書、評鑑過程公開透明讓使用者參與 

4館設有網路推薦採購圖書系統，老師及學生可以個別在網路上推薦，輔大

及成大以系所推薦為先，主要是協助個別系所主題領域資料的選擇，收藏的類型

包括圖書、期刊、數位資源等，選擇的標準需符合館藏政策內容，才可減少不必

要的採購資源浪費。館藏評鑑的最終目的是為探查館藏是否滿足使用者的需求，

利用進館次數、借閱次數、館藏量、滿意度等數據資料便可了解使用者的使用行

為，做為修正館藏發展政策的參考。 

(三)政策的修訂起因於資訊科技的快速變遷 

電子化產品日新月異，汰換速度非常快，自從電子資源的崛起，造成紙本圖

書資源的被壓縮，初訂版的館藏發展政策內涵已不敷使用。 

中興修訂動機是因資訊科技的進步以及電子資源的興起，改變了讀者的使用

習慣，造成圖書館館藏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與衝擊，而於 2013 年修訂版完成。 

成大亦是因電子資源的快速成長迫使圖書館不得不轉型為知識經濟時代的

資訊領航者。於 2005 年修訂實施。因此資訊科技的快速變遷，造成讀者習慣的

改變，是影響政策修訂最主要的原因。 

(四)實體圖書資源採購量下降 

網路化是現在時代的趨勢，進而使人類習慣與需求改變，再加上電子資源成

本逐年上漲，在此潮流下，大學圖書館的實體圖書受到壓縮，造成實體圖書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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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下降。電子資源中以電子期刊佔經費分配的比例最多，資料庫次之。師大、

輔大、中興、成大均面臨此一館藏類型的翻轉。 

(五)館藏量與人力資源未成正比 

合理的人力編制是穩定員工心理意向的手段，適宜的組別編制、工作量與館

員配置都可避免冗員產生或浪費人力資源。大學母機構都希望以最少的人力成本

創造最大的產出價值，所以如何在人力成本與產出價值之間如何取得平衡點，就

往往是考驗母機構的一大難題。 

各館的館藏總量相差很多，但館藏量多者，並不代表人力編制就很多，例如

有的成員有 20 多人，有的成員多達 70 人，兩者之間人力相差了 3.5 倍之多，但

館藏總量卻相差無幾。各館在人力精簡、遇缺不補的政策下，伴隨而來的是館員

工作的負荷量與館員的適任性。但過重的工作負荷，會為館員帶來工作壓力，未

來將是造成流動率不穩定的因素之一。 

(六)經費分配方式各校比例不同 

因各大學所屬類型不同故在經費分配上處理方式與分配比例均不相同，有的

補助款並非專款專用，而是納入分配比例。在的經費分配上也有不同的處理方

式，有的是依公式換算核給一定的比例，有的參酌去年的分配情形，還有的則是

依狀況調整，每年的比例不盡相同。 

師大是由主計單位直接按照公式分配給系所，圖書館是不去處理分配的事

情。館方會依前兩年採購需求的狀況做基本的評估。輔大經費分配的部份，是校

款加教育部的補助款一起做分配。公式並非一成不變，會視狀況修正。先扣除系

所共通資源的部份，之後再將資源 75﹪給各系所獨立使用，另 25﹪由圖書館運

用自行採購，那系所的 75﹪需求由系所自行決定採購的書目，再提供給圖書館，

由圖書館來採購。中興每年依校務發展及圖書諮詢委員會委員的決定來分配經

費，每年的資源分配不一，沒有一個固定的比例，所以每年經費分配不太一定。

成大各系所的圖儀費裡面，學校設定有固定 10％是要給圖書館購買書刊。 

(七)主管適時的問候語有助環境氛圍的融洽 

主管適時親切問候語可有效活絡辦公環境氣氛，對領導者來說，問候除了是

基本的溝通技巧之外，也是向自己的團隊傳遞情感的訊息。如果員工走進辦公室

板著臉，看到誰都不打招呼，那麼組織裡會瀰漫著一股陰鬱的氣氛，領導者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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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起大部份的責任，如果主管每日活力陽光地和下屬，下屬也會有樣學樣，要創

造出甚麼樣的職場文化，其實都掌握在領導者手中。 

 

 

三、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之評估 

(一)政策制定對館員來說有一個書面文件的依據 

當面臨讀者的抱怨質疑、採訪推薦、選書作業、館藏淘汰時有所依循的方向。

因此，每當渉及館藏問題，圖書館內工作同仁之間，或圖書館與使用者溝通時，

此一書面文件就是重要的溝通工具。4所受訪大學圖書館館員心態上普遍樂於看

到館藏發展政策的制定且是必需的。 

(二)政策的修訂應是週而復始，定期持續進行的 

政策的修訂雖說是館藏發展政策的最後一項內容，但也可以說是最重要的一

項內容。尤其在資訊化的時代裡，數位資源日新月異，政策定期的修訂實為刻不

容緩之事，這樣圖書館才能掌握館藏狀況，調整館藏政策，因此，政策的定期修

訂，確有其必要性。 

檢視 4所受訪對象，師大初定於 99 年至今 7年未修訂，輔大初定於 103 年

至今 3年未修訂，中興初定於 84年，二版於 102 年修訂，至今 4年未修訂，成

大初定於 82年，二版於 94 年修訂，至今 12 年未修訂，是最早制定的亦為最久

未修訂的一所大學圖書館。 

(三) 政策與評鑑數據兩者間雖無直接關係，但有間接關係 

4館均未針對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與館方評鑑的進館次數、借閱次數、

館藏量、滿意度等增減趨勢比較分析，故政策執行的合理性會受到質疑，雖然政

策與評鑑數據兩者間無絕對的直接關係，但應有相對的間接關係。 

(四)政策目標明確，館員樂於見到政策的制定 

明確而清晰的政策目標，是政策執行的有力依據，可使執行者有明確的法令

可以遵循，館員較易有工作認同感。故館員的工作認同、組織認同、專業認同程

度會相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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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館執行人員的心理意向十分積極，有強烈的心理動機和意向，才可能產生

有效的執行行為，也深深牽動著政策的執行成效。館員在心態上均樂於看到館藏

發展政策的制定。 

 

 

第二節 建議 

館藏發展政策在大學裡是必要的，然而政策編制的工作量大，人力時間耗費

度高，故常令許多大學圖書館望而卻歩，但不可諱言的，館藏發展政策的制定與

實施是館藏發展的永續與核心所在。政策的公佈可讓使用者明瞭館藏的範圍、知

曉館藏的優先順序、可做為新進人員的訓練工具、具一致性可不受人員異動的影

響、可控管館藏淘汰與執行評鑑、確認館際合作模式、合理分配經費等，故館藏

發展政策是館內工作人員與各系所，各使用者之間的溝通工具。本研究針對館藏

發展政策在決策管理面與執行面，提出建議如下： 

一、決策管理層面： 

(一)各校應成立館藏發展政策工作小組 

圖書委員會是負責館藏管理與發展工作的單位，圖書委員會下應成立圖書館

館務會議小組，館務會議小組下再成立工作小組，其位階自然應高於館務會議小

組，更高於工作小組。館藏發展各項政策制訂的過程以及修訂，宜先由工作小組

初審擬定後再送館務會議小組討論，最後送圖書委員會會議通過，再陳請首長簽

核後公佈實施。 

(二)館藏資源應占全校年度總預算之一定比例 

圖書館的核心價值在於館藏資源，以豐富的館藏提供讀者高品質的服務是圖

書館的目標，對於圖書館館藏的建置應有充足的經費去支援徵集以增加圖書館館

藏。而館藏量究竟應為多少呢？依不同類型圖書館有不同的營運基準要求，公共

圖書館圖書購置費不得低於該館全年預算經常支出總額百分之十五，館藏量以服

務人口總數每人一冊（件）為發展目標。大學圖書館則沒有館藏量的限制，因為

一方面國內大學的素質差異與資源差異很大，充其量也只提到大學應寬列圖書館

各項經費，以維持館藏量之合理成長及提供各項服務，其書刊資料費，應由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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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統籌編列及運用，且每年書刊資料費及業務費應占全校年度總預算之一定比

例。但館藏量不足、內容不夠新，一直是大學圖書館存在的問題！ 

(三)將館藏發展政策列入圖書館評鑑項目之一 

國內大學圖書館其實很多沒有將館藏發展政策公開化，只會出現在內部工作

手冊，館藏發展政策有制定的標準化及公開透明化，能提供使用者參考的資訊，

所以圖書館在這部分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支持未來將館藏發展政策列入圖書館

評鑑的項目之一。 

(四)制定數位資源館藏發展政策 

資訊科技時代來臨，應制定數位資源館藏政策。電子資源有些特質與傳統紙

本館藏不同，如電子資源評選原則是什麼？電子資源的採購與管理與紙本館藏有

何不同？電子資源館藏發展政策如何制定？是否該訂定圖書採購與電子資源的

比例？均是值得探討的議題。 

(五)因應各大學學術與文化特色應建立特色館藏 

一個好的圖書館除了量多，質好之外，還要有它獨有的特色。大家都知道大

學圖書館的基本功能大致可歸納為：支援教職員生資訊服務功能、社會教育功

能、閱讀與資訊素養教育功能。除以上基本功能，各大學另有其學術特色與文化

特藏功能，應利用文化特色特藏功能，將具歷史價值之契書、手稿、照片、珍貴

文書、史籍資料等較偏重學術性研究資料，提供檢索閱覽、透過館際合作等方式，

讓讀者更了解特色特藏的內涵。 

(六)定期進行館藏評鑑與政策修訂 

館藏能否滿足使用者需求，是影響圖書館服務品質的重要因素。故館藏評鑑

的結果實應與館藏政策做一比較，藉以改善館藏缺失與強化館藏功能，而評鑑的

結果亦可作為館藏發展政策修正的參考，換句話說，在修訂館藏發展政策前，應

先進行館藏評鑑工作，由此可見，館藏評鑑與館藏發展政策二者之間有密切的關

係。定期的進行館藏評鑑，可瞭解缺失所在。而愈瞭解缺失所在，則愈有能力去

做改善。政策之定期修訂檢視，本研究認為 3年修訂一次較為合適，但若社會資

訊環境改變、使用者習慣轉變、圖書館任務或目標發生較大變化時，亦必須積極

召開修訂會議，因時制宜，以符時宜。 

(七) 圖書館學會應訂定館藏發展政策版本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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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學圖書館在制定本項政策之前，其初稿均是參酌公共圖書館或他所大學

的館藏發展政策來擬訂編制自館的政策。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LAROC)應擔負起

研究和擬訂政策版本的重任，提供一份專供大學圖書館制定的館藏發展政策版本

供各大學參考，催生各大學制定該政策。 

 

二、行政執行層面：  

(一)加強館員的基本能力，持續在職教育訓練 

館員在政策執行中佔有足輕重的角色，一個有專業能力的館員，必須具有辨

識及選擇館藏資源的能力，瞭解各館館藏發展的重點議題，更要充實對本身館藏

的瞭解，才能使館藏充分為讀者所利用。故在職教育訓練是必要的，培訓內容應

包括：選書採訪、預算控管、行銷推廣、使用者需求評估、各系所溝通技巧、代

理商背景瞭解、保存維護、館藏淘汰機制、合作交流、相關法律議題等。唯有持

續的在職教育訓練，館員才能在職場中保持優勢不被淘汰。 

(二)館員應納入政策制定小組成員 

館員是政策執行的第一線人員，除了基本的資訊專業，還需具備預算控管與

溝通技巧，而這些都是政策的內容要項。當然館員對政策的認知心態亦很重要，

館藏發展政策並不等於是館長政策，如將館員排除在政策制定成員之外，館員會

有事不關已的心態，再說政策的制定亦需有政策執行者共同參與討論，故應將館

員納入政策制定小組的成員之一，以使政策更臻完善。 

(三)加強各館合作關係，強化資源共享平台 

侷限於館藏的空間不足及預算上的困境，圖書館可從尋求合作夥伴，資源共

享觀點來著手。透過資源共享平台，可有效節省成本並擴大服務範圍。而合作館

藏的方式，可以是合作採購或合作儲藏資源，除節省經費成本，亦可節省人力成

本，減輕館員的工作量，對人力普遍不足的大學圖書館來說，館際之間的互助合

作關係，也是最佳的策略之一。然而館際間資源共享固然要加強，但也必須提昇

各館間彼此互援的能力。 

(四)館藏資源必須適時適當的加以維護 

不論是公共圖書館或大學圖書館都會面臨圖書資料遺失的窘境。館員對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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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的館藏資源必須適時適當的加以維護，若於年度中或盤點時發現圖書資料有

遺失情形，應於經費許可下考量讀者需求適時補充購置。 

(五)館藏發展政策書面文字化是必需的 

館藏發展政策是經營與管理一所圖書館的指引燈塔，舉凡館藏的理念，預期

服務目標，館藏最終目的，在這份政策裡，都會一一的闡明。很多大學圖書館雖

然沒有書面文字的館藏發展政策，但其實在無形中，必然存在著一份隱形的館藏

發展政策。執行館員必須經常參酌館藏發展政策，尤其是渉及館藏問題，館內溝

通問題，對外溝通問題…每每都需要利用館藏發展政策作為溝通的工具，因此，

館藏發展政策是館員，是館藏，是使用者，不可或缺迫切需要的一項重要寶藏地

圖。 

第三節 後續研究建議 

（一）對於研究方法的建議 

本研究以質性的個案分析方法研究並以深度訪談的方式來進行，惟利用訪談

來蒐集資料，無法像量化客觀，因為訪談者有時容易受到主觀意識的干擾，而若

有量化加以輔佐並且有了數值資料，則可增加分析資料的準確性。 

（二）擴大研究對象範圍 

「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目前公佈於網路的共有 51 所，但全國大學有

數百所之多，制定率不成比例，惟本研究受限於人力及時間因素，僅就 4所有公

佈於網路的大學圖書館做研究，建議後續研究者可擴展研究對象之選擇，以了解

不同大學間的政策執行現狀及成效。 

(三)受訪者職位應多樣化 

每所大學圖書館的組織編制名稱不盡相同，有採編組、典閱組、推廣組、資

訊組、期刊組…等，本研究之受訪者均為採編人員，建議後續研究者在邀訪時可

多納入不同組別人員，以使訪談結果更多樣性，也較易得知全館樣貌，強化訪談

結果也較具研究支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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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執行與評估之研究」訪談大綱 

(決策者、管理者) 

 

一、個人基本資料 

1.請問您目前任職於圖書館哪個部門？哪個職別? 

2.請問您服務於圖書館的年資與經歷如何？ 

 

二、政策內容 

1.政策制訂動機為何？參與者有誰？產生過程如何？有否成立委員會？ 

2.在政策執行(制訂、選購、評鑑)過程中，是否有讓老師或學生參與？  

 

親愛的圖書館先進，您好：  

我是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學數位碩士在職專班的研究生，目前正從事有關

「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執行與評估之研究」的論文研究，感謝您接受訪談邀

請。本研究主要目的是瞭解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的現況、緣起因素、政策執

行過程以及管理經營、遭遇困境等。希望透過 貴館分享您的自身經驗，讓尚未

訂定或已訂定館藏發展政策的大學圖書館有所依循與建議，順利制訂出各大學專

屬獨具的館藏發展政策，以做為日後提昇大學圖書館品質之參考。 

此次訪談將會全程錄音，本訪談大綱僅用於學術論文研究上，涉及隱私部份

亦會以匿名處理，不會個別對外公開，請您放心回答。進行過程中若有需要解答

的地方請隨時提出，謝謝！ 

    由於您的大力協助將對本論文提供莫大的幫助，在此，致上最誠摯的謝意。

並祝您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學數位碩士在職專班 

指導教授：王  梅  玲  教授      

研 究 生：王  雅  蘭 

手    機：0930-395-972  

辦 公 室：03-3813001 轉 511  

   

   

                                     日    期：106 年 0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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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影響政策因素  

1.政策內容是否有考量到哪些其他法規層面(例著作權法、採購法、個資法

等)？執行本項政策的整體專業素質是否足夠？ 

2.主管機關(或相關單位)在經費等資源方面是否給予挹注？資源如何做分

配？館藏資源是否受電子化影響而壓縮到其他類型資源(如圖書、期刊、非

書資料等等)之採購？ 

3.各個執行面向(資源分配、執行者認同度、讀者配合度等)是否有遭遇滯礙困

難或阻礙？ 

4.是否認為政策常渉及其他單位執掌，致有法規政策權責不清問題產生； 

5.工作場合是否溝通無礙、相處和諧又有效率的單位？主管能充分實施分層負

責與適當授權？ 

 

四、政策評估  

1.政策方向是否明確易瞭？是否有定期修訂政策的計畫？  

2.政策執行後對進館次數、借閱次數、館藏量、滿意度等是否有增加?是否由

館藏評鑑得知？ 

3.是否認為該政策有助於提升  貴館整體品質？ 

4.請談談您對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未來的看法如何？ 

 

本訪談至此結束，非常感謝您所給予的協助  謝謝！ 



 

 132 

附錄二 

「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執行與評估之研究」訪談大綱 

(執行者) 

 

一、個人基本資料 

1.請問您目前任職於圖書館哪個部門？哪個職別? 

2.請問您服務於圖書館的年資與經歷如何？ 

 

二、政策內容 

1.是否知道貴館有訂定館藏發展政策?內容有哪些? 

2.是否認為主管具備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的專業知識； 

3.在政策執行(制訂、選購、評鑑)過程中，是否有讓老師或學生參與？ 

 

三、影響政策因素 

親愛的圖書館先進，您好：  

我是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學數位碩士在職專班的研究生，目前正從事有關

「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執行與評估之研究」的論文研究，感謝您接受訪談邀

請。本研究主要目的是瞭解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的現況、緣起因素、政策執

行過程以及管理經營、遭遇困境等。希望透過 貴館分享您的自身經驗，讓尚未

訂定或已訂定館藏發展政策的大學圖書館有所依循與建議，順利制訂出各大學專

屬獨具的館藏發展政策，以做為日後提昇大學圖書館品質之參考。 

此次訪談將會全程錄音，本訪談大綱僅用於學術論文研究上，涉及隱私部份

亦會以匿名處理，不會個別對外公開，請您放心回答。進行過程中若有需要解答

的地方請隨時提出，謝謝！ 

    由於您的大力協助將對本論文提供莫大的幫助，在此，致上最誠摯的謝意。

並祝您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學數位碩士在職專班 

指導教授：王  梅  玲  教授      

研 究 生： 王  雅  蘭 

手    機：0930-395-972  

辦 公 室：03-3813001 轉 511  

   

   

                                     日    期：106 年 0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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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個執行面向(資源分配、執行者認同度、使用者配合度等)是否有遭遇滯礙

困難或阻礙？ 

2.館藏資源是否受電子化影響而壓縮到其他類型資源(如圖書、期刊、非書資

料等等)之採購？ 

3.工作場合是否溝通無礙、相處和諧又有效率的單位？主管能充分實施分層負

責與適當授權？是否認為本館編制上的人力應已足夠； 

4.是否在執行業務上與使用者社群(讀者)溝通良好； 

5.是否認為直屬主管除了公事之外，並不會主動找我談問題或閒話家常； 

6.是否樂於看到館藏發展政策的制定； 

 

四、政策評估 

1.政策方向是否明確易瞭？是否有定期修訂政策的計畫？ 

2.政策執行後對進館次數、借閱次數、館藏量、滿意度等是否有增加?是否由

館藏評鑑得知？ 

3.是否認為政策有助於提升貴館整體品質？ 

4.請談談您對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未來的看法； 

 

 

 

本訪談至此結束，非常感謝您所給予的協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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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 

中華民國 99 年 10 月 27 日圖書館館務會議通過 

壹、目的 

本校圖書館基於館藏發展之需要，擬定本館之館藏發展政策，以做為館藏發展之依據，主

要目的如下：  

(一)配合學校發展願景，做為本校發展學術性及一般性圖書資源最高指導原則。 

(二)有效地充實本校圖書資源，滿足全校師生研究、教學、學習、探索、自我成長、休閒之需

求。 

(三) 做為館藏選擇、徵集、典藏、淘汰、評鑑等之依據。 

貳、背景說明 

一、學校發展方向 

本校創立於民國 35 年 6 月，原為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民國 44 年 6 月升格為省立臺灣

師範大學，56 年 6 月改制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大原為一所以培育中等學校教師為目的之

大學，民國 83 年起，「師資培育法」實施，政府師資培育改採多元化政策，本校因應衝擊，

轉型發展為研究與教學並重的綜合大學。學院目前有：教育學院、文學院、科技學院、理學院、

藝術學院、運休學院、音樂學院、國際僑教學院、管理學院、社會科學院，全校共十個學院，

63 個系所。另外亦有六個校級中心，分別為：國語教學中心、科學教育中心、特殊教育中心、

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文化創藝產學中心籌備處。 

 

二、圖書館發展方向 

圖書館配合學校發展，廣納同仁之創意，將願景訂為：「E 流創新服務，多元豐富館藏，

營造知識校園，建構卓越大學」。在經營上，將朝數位圖書館(Digital Library)之目標邁進。

發展策略包括： 

1. 建立創意閱讀及虛擬資訊空間(C-Space)； 

2. 建立豐富數位資源(D-Resources)及特色館藏； 

3. 建立無所不在的數位服務(U-Services)。 

 

三、館藏現況 

截至 2010 年 9 月，本館館藏紙本圖書 1,422,551 冊、非書資料 1,137,528 件、縮影

資料 1,163,578 種，期刊 5,133 種、電子期刊 32,825 種、電子資料庫 365 種、電子書 

701,381 種，館藏豐富，數量僅次於台大及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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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館藏發展政策 

一、館藏範圍 

圖書館館藏發展方向，主要如下： 

(一)主題範圍：資源蒐藏之主題，必須涵蓋學校各學院、各系所、研究中心相關學科。 

(二)館藏使用：讀者使用圖書資源之目的包括研究、教學、學習、自我成長、生活休閒之需。

各系所選擇專業性圖書期刊等資源時，應考量系所發展及教師、研究生與大學生之研究、

教學、學習之需；圖書館選擇一般性圖書資源時，應考慮全球化、國家重要發展、社會經

濟成長、學校重要發展、時代重要議題、資訊素養、科普知識、藝術文學、流行文化、生

活休閒及其他有利於學生自我成長、生命探索等相關之資源。 

(三)館藏深度：有博士班的系所，專業主題資源應力求學門相關主題深入完整；有碩士班的系

所，師生研究和課程之專門主題資源應足以提供師生研究及教學之需。 

(四)語言範圍：專業學科資源之語言不限，視學科需求為主；一般概論及休閒性資源，則以購

買中英文資料為主。 

(五)媒體類型：本館之館藏類型，大致上包括圖書、期刊、報紙、縮影資料、視聽資料、電子

資源 (含電子書、電子期刊、電子報紙、教學資源、電子工具書、統計資料、語言學習等

各種主題及類型之資料庫)、樂譜、畫作、藝術作品等不同型式之創作。 

(六)紙本或數位：數位出版及數位圖書館是時代發展趨勢，圖書館之資源配合時代發展，未來

將以數位館藏為主。目前圖書仍以紙本為主，未來將逐步調整電子書之比重。期刊部分，

學術期刊以電子期刊為主，一般及休閒性期刊則可訂購紙本。工具書以電子版為主、視聽

資料以數位多媒體為發展方向。 

 

二、徵集原則 

(一) 紙本書及電子書 

1. 碩博士生薦購之專業西文圖書由各系所採購，圖書館協助系所分析館藏強弱，進行館藏評

鑑，並提供相關書訊，由學科館員擔任統一窗口，提供系所採購之參考。 

2. 一般性及共通性之圖書資料、校友薦購、學科館員薦購資料，由圖書館負責徵集，重要之

圖書評選得獎圖書，採編組應主動購買；各主題圖書則由學科館員負責選擇，經館長核准後購

買。 

3. 教科書每年採購兩次，採編組應於每年之上、下學期初，請書商儘快蒐集高中、國中、國

小之教科書，並採購入館。 

4. 針對館藏狀態為「疑遺失搜尋中」者，典閱組將會定期搜尋。若超過三個月仍無法尋獲者，

典閱組將於每年 11 月提供遺失圖書清單給相關之學科館員。請學科館員向採購同仁確認是否

仍可購得，並將結果回報典閱組。 

5. 電子書以買斷為原則，廠商必須提供書目檔，以利建檔，並提供全文光碟，以便集中建置

放於本館電子書伺服器，以利整合查詢及以相同的介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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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期刊、電子期刊及電子資料庫期刊資源訂購原則如下： 

1. 學 術 期 刊 以訂 購 電 子 期 刊 資料 庫 及 聚合 商資 料 庫 (aggregators’ 

database )為原則，不單獨訂購單種電子或紙本期刊，但目前因參加聯盟資料庫採購而不得

刪訂之期刊，及沒有被收錄到資料庫或沒有電子版之期刊除外。 

2. 兩種聚合商資料庫若重複太多，以保留其中之一為原則，除非資料庫中已有本校已刪訂之

重要電子期刊。 

3.學術單本期刊若有 open access 版本，則刪訂該期刊，並將該 open access 期刊編目加入

館藏連結。 

4. 整理本校各學系相關領域之專業學會及團體所出版之期刊，若有 open access 版本，則將

該 open access 期刊編目加入館藏連結。 

5. 紙本期刊之訂購以一般通俗性期刊為原則，中日文學術性期刊若無電子版，亦可訂購紙本。 

6. 除了訂購電子期刊資料庫、聚合商資料庫外，盡量蒐集各領域索引摘要資料庫，提供師生

檢索；本校未訂購之期刊，則由圖書館提供國內外館際合作文獻傳遞服務。 

7. 每年進行電子期刊資料庫使用統計分析，若該資料庫單筆使用價格高於國內外館際合作或

文獻傳遞費用，或經費不足時，則納入刪訂之考量。 

8. 每年進行一次紙本期刊使用統計調查，若使用率甚低，或經費不足時，則納入刪訂之考量。 

9. 各類電子資源 (含電子書)，以能整合到圖書館之整合查詢系統，有永久使用權者優先。 

10. 電子資源之使用對象為校方研究教學所定義之師生、有辦證之校友、圖書館之友及研究教

學合作單位為原則。 

 

(三) 報紙 

1. 報紙之訂購以綜合性為主，主題報紙次之。 

2. 報紙語文以中文為主，英文及其它語文次之。 

3. 若有電子報紙，視經費及使用者使用習慣訂購。 

4. 報紙索引或全文資料庫，視經費狀況及適用性選購並典藏。 

 

(四) 縮影資料 

本館除了維持現有之縮影資料之典藏外，原則上不再蒐集其他之縮影資料。 

 

(五) 視聽資料 

1. 視聽資料之採購，以能夠取得公開播放版權者為優先。 

2. 內容相同但有不同出版型式之視聽資料，以主流型式為優先。例如：同一出版品，同時出

版錄影帶和 DVD，以採購 DVD 為主。若有 VOD 版，則以 VOD 版為優先。為研究教學之需，

可收藏黑膠唱片。 

3. 錄音資料：主要範圍包括古典音樂、歌劇、輕音樂、說唱藝術、演講、歷久彌新之經典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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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等，除了必須針對作品及表演者加以選擇外，亦應將錄音技術及音質等因素納入考量。 

4. 錄影資料：主要範圍包括音樂演奏、戲劇、電影、科學新知、才藝教學、通俗講座、旅遊

介紹等，除了必須針對作品及表演者加以選擇外，亦應將錄製技術及呈現效果等因素納入考

量。 

 

三、複本原則 

(一) 外文圖書，原則上不採購複本。 

(二) 中文圖書：以不超過三冊為原則。 

(三) 學術性期刊原則上不採購複本，休閒性雜誌若無電子版，則視校區之需，複本以三份為

限。 

(四) 報紙若無電子報紙，則視校區之需，複本以三份為限。 

(五) 視聽資料若無 VOD 版，則視校區之需，複本以三套為原則。 

 

四、薦購處理原則 

(一) 讀者可透過本館之圖書薦購系統推薦圖書、期刊、電子資源及視聽資料。專業性之書刊

向系所推薦，一般性之圖書資料則向本館推薦。 

(二) 薦購資料需符合館藏發展政策，是否採購需視經費情況而定。 

(三) 推薦者具有優先借閱權，圖書資料採購到館後，本館將以電子郵件或電話通知推薦者。 

 

五、交換贈送原則 

(一) 交換贈送之圖書，必須符合本館館藏政策。 

(二) 凡交換或贈送之圖書資料，本館有全權處理之權利，進行分編典藏、轉贈、淘汰等不同

方式之處置。 

 

六、館藏淘汰原則 

圖書館空間有限，為使空間發揮最佳之效用，並提昇館藏之使用率，得進行館藏淘汰，淘

汰原則如下： 

(一)圖書 

1. 內容不符合本館館藏發展政策之圖書資料。 

2. 缺頁、破損、不堪使用，且已無參考價值之圖書。 

3. 破損而整理裝訂費用等於或超過購買費，且於市面上可再購得之圖書。 

4. 已以其它形式（如：電子版本、微縮形式）典藏，而該紙本形式已不具參考及保留價值之

圖書。 

5. 已典藏新版資料涵蓋舊版之舊版圖書。 

6. 超出館藏複本原則之多餘複本，且三年內未有讀者借閱之圖書。 

7. 違反著作權法之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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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借閱遺失已辦妥賠償手續之圖書。 

9. 已典藏新版之圖書，但舊版圖書若仍具有學術價值者，仍應予以保留。 

10. 孤本圖書不得淘汰。 

 

(二)期刊 

1. 多餘之期刊複本。 

2. 彙編本內容已涵蓋全卷之單本期刊。 

3. 本館已訂購電子期刊且有永久使用權之休閒性期刊合訂本（如：訂定明確合約保障，可永

久免費使用，或支付少許平台費即可使用者）。 

4. 現期訂購期刊不裝訂者，僅保留一年份（中文週刊為半年份）後即逕行處理不再保存。 

5. 報紙以保存一個月為原則。 

6. 由政府機關、學校單位贈閱之期刊，能藉由網路查得全文資料者，則紙本得予以淘汰。 

7. 資料庫已加購回溯期刊檔（Back files）且具永久使用權，則紙本期刊合訂本得予以淘汰。 

 

(三) 視聽及電子資料 

1. 視聽資料：視聽資料之播放品質若已明顯出現瑕疵（例如：跳格、畫面不清等），嚴重影

響讀者使用時，則可予以淘汰。 

2. 舊版光碟片不堪使用者，若內容具參考價值者，另提採購需求。 

3. 免費網路資源若內容已連結失效者，應更新或取消連結。 

 

七、館際合作 

電子資源多採聯盟採購，此外本館與他館之合作計畫，也會影響本館圖書資源的選擇，目

前參加之館際合作組織為： 

(一)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享有全國性館際互借與複印權利及義務，同時負有更新全

國期刊聯合目錄中本校館藏資料之義務。 

(二) 參加「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CONCERT)」，採購國內外資料庫、電子期刊及索

引摘要資料庫，以有限經費採購最多的電子資源，開創合作採購之效益，未來朝與國內各大

學圖書館合作採購核心資料庫發展。 

(三) 參加「 臺 灣 學 術 電 子 書 聯 盟 」 以合作採購方式降低電子書資源成，本，建立

大專校院圖書館共購共享電子書的合作模式，擴大本校電子書館藏深度。 

(四) 參 加 中文電子書共建共享聯盟」「，有效擴增中文電子圖書之館藏規模，以滿足學術

研究及知識探索之資訊需求。 

(五) 與鄰近之大學建立區域聯盟，採購各校核心期刊資料庫，建立期刊資源共享合作模式。

當期刊資料庫年度漲幅太高或使用率不佳，可考慮刪訂，並向合作學校申請文獻傳遞服務，

複印單篇期刊全文。 

(六) 參加 Rapid ILL 計畫，與全球進行期刊文獻的館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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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參加中國國家科技圖書文獻中心(NSTL）館際合作，分享期刊、學位論文、 會議資料、

專利、標準等資料。 

 

八、館藏評鑑原則 

為確保本館館藏能夠符合圖書館之發展及讀者之需求，圖書館應定期進行館藏評鑑，評鑑

以學科或學院為單位，評鑑方法有下列幾種： 

(一) 量化評鑑：參考教育部「大專院校圖書館標準」之館藏計算公式進行量化評鑑。 

(二) 質化評鑑：採用書目核對法，利用標準書目來評鑑本館館藏。 

(三) 流通分析：透過本館自動化系統之流通模組，分析讀者借閱圖書之類型。 

(四) 讀者意見調查：透過本館讀者滿意度調查，了解讀者對於本館館藏之滿意程度及相關建

議。 

肆、館藏發展政策之實施與修正： 

本館之館藏發展政策經館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資料來源 http://www.lib.ntnu.edu.tw/service/NTNULIB_CDP_99.pdf(105.11.20) 

http://www.lib.ntnu.edu.tw/service/NTNULIB_CDP_9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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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輔仁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 

103 年 5 月 13 日 圖書館 102 學年度第 1 次館務會議通過 

壹、 目的與任務 

大學圖書館成立的目的，在蒐集教學及研究資料，提供圖書資訊服務。為使本館所建置的

館藏與提供的服務，能符合本校教職員生需求，特訂定館藏發展政策，以作為館藏發展之依據，

本政策預期目標如下： 

一、確立館藏經費的合理分配。 

二、支援教學、研究與學術發展。 

三、作為館藏資料徵集之參考。 

四、建置豐富館藏資源及具學術價值之特色館藏。 

五、培養學生閱讀及利用資訊之素養。 

六、作為合作館藏與資源共享之基礎。 

貳、 服務對象 

依據「輔仁大學圖書館閱覽借書規則」所界定之服務對象，提供服務。 

參、 館藏學科範圍 

一、配合校務發展，支援教學研究及學習需求，以現有及未來將設立之院、系、所、學程為

主要蒐藏範圍，並擴及其他相關學科為次要蒐藏範圍。 

二、為兼顧學生全人之發展，並提升學生之閱讀素養，一般綜合性書刊亦為本館蒐藏之列。 

肆、 經費來源分配 

一、經費來源 

（一）學校分配之圖書預算。 

（二）教育部補助款。 

（三）其他。 

二、經費分配  

依每年圖書館委員會決議施行。 

伍、 館藏徵集政策 

一、一般性政策 

（一）符合本館館藏發展目標、學科範圍、本校教職員生需求及符合著作權法規定之出版品。 

（二）配合本館書刊經費分配原則，館藏徵集以各院、系、所、學程推薦為主，輔以讀者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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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閱選訂購，在經費額度內進行採購。 

（三）具學術價值之本校出版品及教職員生著作宜納入蒐藏。 

（四）若需要特殊機器或設備方能使用之非書資料，需考量本館設備及經費後再進行評估購買。 

 

二、各類型資料徵集政策 

（一）圖書 

1. 專業學科領域：各院、系、所、學程推薦之圖書，建議以最新版本為主要採購對象。 

2. 一般性圖書：由本館負責徵集各學科之一般性知識，電腦書以新版出版品為選購對象。 

 

（二）參考書 

1. 廣泛蒐集一般性及各基礎學科參考工具資料，如字辭典、百科全書等。 

2. 以資料內容之正確性、客觀性、編排方式、版本新穎度及出版商權威性等為評估原則。3. 政

府機構、學術單位贈閱之參考書，能藉由網路取得全文者，優先選擇電子形式。 

 

（三）期刊 

1. 配合教學研究，以學術性、具研究參考價值、重要學（協）會及著名大學出版社所出版之

期刊為蒐集對象，長期訂購為原則。 

2. 專業期刊須經各院、系、所、學程推薦，綜合性及休閒性等一般性期刊可經由讀者推薦，

本館評估後視經費狀況徵集。 

3. 政府機構、學術單位交換或贈閱之期刊、學報列入蒐藏。 

 

（四）報紙報紙徵集以綜合性報導為主，專門性次之。 

 

（五）多媒體資料 

1. 各院、系、所、學程相關之教學多媒體資料優先徵集，啟發性、文化性、休閒性次之。2. 具

有公開播映權者優先徵集。 

3. 多媒體資料徵集應以現有軟硬體設備能配合使用為原則。 

 

（六）電子資源 

1. 電子資源包括資料庫、電子期刊、電子書及其他數位文獻。 

2. 收錄主題以各院、系、所、學程專業領域為主，一般參考性質為輔。 

3. 電子資源品質佳、使用率高、具永久使用權者優先徵集。 

4. 加入聯盟以提升館藏規模，並節省經費。 

5. 其他符合本館需求的電子資源。 

 

三、受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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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輔仁大學圖書館受贈書刊資料處理辦法」辦理。 

 

四、館藏複本原則 

（一）使用率高且具學術價值、業務用書或有特殊教學研究需求可酌量增購複本。 

（二）熱門書或學習用書，以不超過三本為原則。 

（三）教學用書以不超過五本為原則。 

（四）教授指定教科書依據「教師指定教科書處理辦法」辦理。若教師推薦的圖書，圖書館只

有一本時，應採購複本供外借使用。 

陸、 館藏評鑑 

依需求進行館藏評鑑、分析館藏強弱，作為管理及淘汰館藏、館藏發展政策修正之參考。 

一、依據「大學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第十六條之規定，大學圖書館應有基本館藏，包括各

類通識教育、專業課程所需圖書、學術期刊、電子資料庫等。館藏總數量各校應視發展方

向、重點及特色，配合增設系所班及學生增長逐年成長。 

二、透過使用分析提供館藏徵集之參考。 

柒、 館藏淘汰 

圖書館空間有限，為使空間發揮最佳之效用，並提昇館藏之使用率，本館依據以下辦法，

進行館藏淘汰。 

一、「圖書館法」。 

二、「輔仁大學圖書館館藏淘汰報廢辦法」。 

三、「輔仁大學財產管理辦法」。 

捌、 合作館藏 

一、為促進合作單位間資源共享的目標，本館與其他圖書館透過館際互借，合作採訪等計畫，

以增加館藏範圍、提高資訊之獲取率、減少資源之重複購置。 

二、本館得視實際需求加入國內、外圖書館相關之合作組織，並積極參與各項合作業務以分享

資源。 

三、以聯盟方式經由集體採購，爭取優惠方案及使用權益，擴展館藏使用範圍。 

玖、 館藏政策的訂定與修訂 

本館館藏發展政策經館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壹拾、附錄 

附錄一：輔仁大學圖書館閱覽借書規則 

附錄二：輔仁大學圖書館受贈書刊資料處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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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教師指定教科書處理辦法 

附錄四：大學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 

附錄五：圖書館法 

附錄六：輔仁大學圖書館館藏淘汰報廢辦法 

附錄七：輔仁大學財產管理辦法 

資料來源：http://web.lib.fju.edu.tw/chi/intro/collpolicy(105.11.20) 

http://web.lib.fju.edu.tw/chi/intro/collpolicy(105.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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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第二版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壹、導言 

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創立於 1919 年，是台灣歷史最悠久的國立綜合大學，也

是台灣中部地區唯一獲教育部評選的頂尖研究型大學。 

為達成「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的目標，本校整合學校的優勢研究，規

劃最具世界級競爭力的生物科技和永續發展科技二大領域、四大頂尖研究中心，帶動全校農業

暨自然資源學院、文學院、理學院、工學院、生命科學院、獸醫學院、法政學院及管理學院八

大學院的整體發展。 

在「發展頂尖大學」計畫下，本校不斷創新、突破，許多領域不但是國內頂尖且是國際一

流，特別是在農業科學、動植物科學、化學、工程、材料科學及臨床醫學等六個領域，更於國

際 ESI 機構排名表現優異。 

大學首要任務在教學與研究，而提供教學與研究所需的圖書與資訊資源，為大學圖書館主

要目標。中興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一大學圖書館，是中部地區規模最大的圖書館，

其以支援教學與學術研究為主要目的，為配合學校發展、系所課程、老師教學與研究及培養學

生閱讀與利用資訊需求，本館特訂定「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期有系統與有計

畫地建立館藏資源。 

「館藏發展」是依據圖書館的功能、任務、目的及讀者需求等，建立圖書館各類型資源館

藏，並就館藏予以評鑑與分析，探討讀者使用館藏情形，以確保圖書館有效使用館內外圖書資

源來滿足讀者資訊需求的一種過程。本館於民國八十四年制定「館藏發展政策」，以本校教職

員工生為主要服務對象，適度開放社會大眾使用，並考量本館設立的目的與任務及未來發展目

標，建立各學科基本均衡館藏與發展特色館藏，以有限的購書經費，有系統、有計畫選擇符合

上述需求的資料。近年來由於學術環境與師生結構快速變遷、新系所成立及整併（附錄一），

且資訊科技日新月異，各類媒體不斷更新，電子資源逐漸取代紙本資料，為提升本校教學研究

水準及國際化競爭能力，館藏資源必須有效支援教學與研究，而第一版的館藏發展政策內容已

不敷所需，修訂本政策實為必要。 

本政策預期效益如下： 

一、協助購書經費合理分配，促進館藏均衡發展。 

二、確立館藏資源發展原則，建立館藏特色。 

三、確立館藏資源維護原則，提升館藏使用率。 

四、促進館際合作與資源共享，擴增可用資源。 

五、作為館藏評鑑的依據與本館對外溝通的工具。 

 

貳、本館設立之宗旨、目的與未來發展目標 

本館成立於民國 50 年，民國 88 年九二一地震圖書館建築嚴重受創，於民國 91 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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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重建工程，並於 94 年 9 月 21 日正式完成啟用。 

本館設採編、典藏、參考、期刊、資訊及校史館 6 組，並置館長 1 人、秘書 1 人、組長

5 人、專員及編審 4 人、組員 10 人、契約進用職員 16 人、計畫助理 1 人，共計 38人，期

冀以本館專業團隊，提供全校師生教學研究發展所需之資訊資源。 

本館地處校區中心，為一幢地下一層、地上七層之無線網路建築，總面積約 34,492 平方

公尺（10,433 坪），設有閱覽座位約 2,000 席，並設有長青閱覽區、多媒體中心、音樂頻道欣

賞區、研究小間、讀者討論室等空間。地下室設有學習共享空間－「興閱坊」及自習室，提供

學生多元化的學習環境。 

一、宗旨 

本館為全校圖書資訊之典藏與服務中心，為配合學校整體發展與需求，並以朝向數位圖書

館為目標，負責蒐集、整理、維護及提供資訊服務等業務。為配合教學研究與提升學生資訊素

養，本館持續充實館藏，予以系統整理，並以快速提供全校師生教學研究所需各項圖書資訊，

滿足教師研究教學需求並提高學生學習成效為服務宗旨。 

二、目的 

本館除了提供專業的圖書館服務外，並配合本校規劃之發展目標，融合數位圖書館與實體

空間的優勢，建構一個複合式圖書館，提供全球重要學術性資源，包括傳統資料及電子資源，

以滿足全校師生研究教學需要，並逐漸擴大服務範圍，以實現發展為重要學術資源中心的願

景；並以有限經費建立支援學術教學研究之館藏資源，以協助本校實現躋身國際一流大學。本

館設立之主要目的如下： 

（一） 建立館藏資源以支援讀者的需求，並提供與推廣校內外各種圖書資源的使用。 

（二） 整合各類型網路資訊服務，以簡化資訊取用的路徑。 

（三） 完整保存各類型圖書資料，有效儲存與傳遞館藏資料與資訊。 

（四） 提供各類型資源之教育訓練，培養讀者的資訊素養能力。 

（五） 塑造適合學習、教學、研究的實體與虛擬環境。 

（六） 鼓勵館員發展，提升專業知能與專業倫理。 

（七） 與產、官、學各類機構合作，以強化資源的整合，與促進資訊服務的加值。 

三、未來發展目標 

本館除了以現有豐富的館藏基礎外，更配合學校發展之需，持續加強紙本與電子館藏資源

的建立，並提供師生良好的閱讀環境與設施，以發揮支援研究教學的功能。就館藏發展而言，

本館徵集圖書資源可分為教學級和研究級二個層次，教學級層次之館藏以提供一般的學科知

識，可支援大學課程的教學及研究，滿足大學生最主要的學習需求；而研究級層次之館藏蒐集

則以撰寫研究論文與專精學術所需的資料，並足以支援教師與博碩士研究生之原創性研究需求

為主。 

本館未來將持續充實館藏資源、增強電腦及網路設施，強化各項資訊服務，並依據本校教

學研究需求，擬訂各項服務措施及發展計畫，以期發展成為中部學術資源中心，為朝向全國圖

書資訊重鎮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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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為配合學校達成「國際一流、邁向頂尖」的目標，並配合學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針

對館藏發展與服務創新之規劃，未來發展如下： 

（一） 充實圖書館藏質與量，建立特色館藏 

配合本校教學與學術研究需求，除了計劃性採購各類學科主題圖書，並積極致力於館藏品

質的提升；另加入國內各項採購聯盟參與共建共享計畫，以有限經費獲取更多電子資源；本館

另透過校際或館際的交流，尋求各種合作書商與企業團體之回饋及贊助，爭取相關圖書資源之

捐贈或經費補助，以充實館藏資源。 

（二） 擴增重要期刊館藏，豐富學術研究資源 

為擴大蒐藏重要期刊館藏，提升師生研究成果，本館依據影響指數 Impact Factor 分類排

名，檢視本校現有系所所訂各學科領域重要期刊現狀與師生使用狀況，逐年補足所缺重要期

刊，並每年經「期刊評審小組委員會議」討論後，視圖書館經費狀況增購之並刪減使用率較低

的期刊，期冀對本校各學科領域研究均有助益外，亦能提供本校師生及中部地區校院更豐富的

期刊研究資源。 

（三） 建置「機構典藏資料庫」，提升本校學術資源能見度 

本館建立之「機構典藏資料庫」，內容包括本校多項學術資源，如期刊論文、校內單位學

報、碩博士論文、研究計畫報告、演講及研討會會議資料、教師專書著作及部分灰色文獻資料

等。本館持續將分置各處且種類繁多之文獻資源，加以有系統的建置及整合，除了提供學術與

教學研究使用外，另可提升本校學術資源之使用率及能見度，增進評鑑優勢及網路大學排名。 

（四） 強化電子資源推廣與利用，提高使用率及便利性 

本校經過多年來努力，至今已有接近 80 萬冊電子書與 5 萬多種電子期刊供師生閱讀使

用。如今本校電子資源數量已與紙本館藏資源並駕齊驅，然而使用量仍無法大幅提升，為使電

子資源能普及至各學院與系所，並發揮其可支援行動閱讀的特質，本館將結合各種電子閱讀

器，提供本校師生借閱與下載電子資源，以促進使用率及便利性，並瞭解師生使用行為，進而

增購更適用的電子資源，滿足學習與教學研究需求。 

 

參、館藏概況 

圖書館現有館藏計有紙本圖書 813,937 冊、電子書 795,168 冊、現期紙本期刊 1,523 種、電

子全文期刊 52,320 種及為數可觀且持續成長的各項電子資源館藏。 

本館各類型資源館藏量統計如下（統計至 102.03.31）： 

項目 數量 備註 

圖書(冊) 中文 557,577  

西文 256,360  

總計 813,937  

電子書（冊）  795,168  

非書資料（件）  350,438  

紙本現期期刊（種）  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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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期刊（種）  55,063  

電子資料庫（種）  394 含電子期刊資料庫65 

種、電子資料庫 271 

種、電子書資料庫 58 

種 

 

本校館藏資源以配合校內師生教學、研究與學習之需要為主，舉凡相關之圖書、期刊、視

聽資料、電子資源等均予蒐藏，以下簡介各類型館藏資料： 

一、圖書 

圖書蒐藏範圍以配合全校各系所教學與研究之專業學術性圖書為主，內容涵蓋各學科領

域；蒐藏語文以中、英文為主，其他語文則視讀者需求酌量蒐藏。各類型圖書現況如下： 

（一） 一般圖書 

1. 中日韓文圖書：包括國內外出版之中、日、韓文圖書，其中以人文及社會科學類最多。 

2. 西文圖書：以英文為主，德文次之，並含少數法文、西班牙文、拉丁文、俄文等資料，其

中以自然及應用科學類最多。 

（二） 參考工具書 

蒐藏內容兼具本校各系所涵蓋之各學科領域，資料類型有字（辭）典、百科全書、指南、書目、

索引、摘要、名錄、傳記、年鑑、年表、法規、統計、手冊、專利、標準及地理資料等。 

（三） 政府出版品 

蒐藏國內外之政府出版品，包含各級政府公報、施政報告、各類統計資料、法令規章、業務報

告、工作報告、委託研究報告、學術研討資料、各級地方政府觀光旅遊及美食等導覽圖冊。 

（四） 教師授課課程教科書/教授指定用書 

1. 教師授課課程教科書：教科書為教師於授課課程時搭配教學之用書，配合教師教學主動蒐

藏教科書，以提供修習課程之學生參閱使用。 

2. 教授指定用書：凡本校專兼任教師均可視課程需要，開列欲指定學生閱讀之圖書、期刊、

電子資源等相關資料，以提供該課程學生能方便且有效的使用資料。 

（五） 學位論文 

以本校學生繳交之博碩士論文為主，兼收國內外各大專校院出版之博碩士論文， 

並建置本校電子學位論文資料庫。 

（六） 本校出版品 

包括本校概況、教師升等資料、教職員工著作、畢業紀念冊及會議資料等。 

（七） 其他 

館藏內容除包含上述類型外，也蒐集留學資訊、具時效性的小冊子、會議資料、 

研究報告、學會出版品等資料。 

二、期刊/連續性出版品 

本館之期刊館藏為配合各系所研究教學之學術性需求為主，各類型之期刊館藏現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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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期刊 

1. 中、日、韓文期刊 

本館中、日、韓文現刊及過刊主要為國內外出版之學術性刊物及政府出版品，並含本校各系所

連續性出版品及少數休閒性期刊。 

2. 西文期刊 

（1）以英文最多，德文次之，其中自然科學類及應用科學類佔大部分，除了學術性期刊，同

時訂閱少數時事生活類期刊。 

（2）典藏 Elsevier 2008-2010 年紙本期刊種數約 1,790 種。 

（二） 報紙 

提供國內外中、英、日文報紙，重要報紙留存 3 個月。 

（三） 公報 

蒐藏政府單位寄贈之公報與電子公報，內容包括總統府及五院公報、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

報、地方政府公報(少數)、專利、標準、中國政府公報等。 

三、視聽資料 

視聽資料之主要類型有 DVD/VCD 影音光碟、錄影帶、CD 唱片、錄音帶、多媒體互動光碟及幻

燈片等。內容以各科教學輔助資料、通識、人文、藝術類及中外電影為主。由於媒體型式隨著

科技發展而變異，為使資料得以永久保存，將以數位型式蒐藏為未來發展重點。 

四、電子資源 

本館館藏之電子資源包括電子書、電子期刊、電子資料庫及其他網站資源、網路教學課程、電

子文件與透過網路取得之電子資料等，各類型之電子資源現況如下： 

（一） 電子書 

內容涵蓋各學科領域，並以滿足本校師生學術研究需求之學術性中、英文電子書為主。目前本

館除自行採購電子書外，另積極參與館際聯盟共購共享等方式，期冀快速擴增圖書資源館藏之

數量。 

（二） 電子期刊 

內容包括各學科領域中外文期刊、中外文報紙等電子期刊及電子期刊資料庫。 

（三） 電子資料庫 

內容以參考性質為主，含中、西文之數據型、索引、摘要、目錄、百科、統計、 

法規、專利、標準及博碩士論文、複合資料庫等電子資料庫，並部分連接全文電子期刊及電子

書。 

（四） 其他資源 

內容包括軟體、電子媒體、網路資源、全球資訊網站、開放式取用資源(Open Access)、電子

報、網路教學課程、電子文件及本校建置之電子資源等。 

五、特藏資料 

本館特藏資料收藏於特藏室，並以恆溫恆濕之設備與空間保存，其包含以下項目： 

（一） 1950 年以前出版之中、日、西文圖書與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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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蓋農學、林政學、南洋資料、自然科學、哲學、文學、語言學等領域。 

（二） 本校日治時期農學、林學及農藝化學的手抄本卒業報文 

2008 至 2011 年，參與國科會「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已將部分卒業報文數

位化，透過網路供大眾使用。 

（三） 書法家于大成收藏之圖書與期刊 

主題範圍涵蓋文學、別集、歷史、藝術、書畫作品、目錄學及漢學等等。 

（四） 文學家珍貴資料 

包括陳千武收藏之圖書、手稿、表框詩畫及宋澤萊詩人手稿等等。 

 

肆、經費來源 

本館採購圖書資源之經費主要來自本校之預算經費，其次為計畫經費及其他經費等，各項經費

說明如下： 

一、預算經費 

（一） 校撥業務費 

1. 西文核心期刊經費：為保障各領域西文期刊經費，自民國 93 年起執行「國立中興大學西

文核心期刊計畫」，每年由各學院提出擬購期刊清單，排定優先順序後提送圖書館，經核心期

刊評審小組討論後，由學校直接撥款給本館統一採購全校西文期刊，以保障各領域期刊之均衡

發展。 

2. 電子期刊及電子資料庫經費：依電子期刊、電子書、電子資料庫與中文期刊之需求，於每

年下半年編列次年經費，陳請學校核撥；而新訂電子期刊資料庫則需先送請核心期刊評審小組

認可。 

（二） 校撥圖書儀器設備費 

本館每年編列年度預算，以多元化資料型態為購置方向，並分配購置圖書及視聽資料等。 

（三） 各系所基本購書專項經費 

自 96 年起開始執行，分別由各學系（所）提撥部分圖書儀器設備費購置學科專業圖書，並由

本館統籌管理且專款專用。 

二、計畫經費 

為擴增本校教學研究資源，以強化館藏之深度及廣度，本館配合各院、系所、單位主動向教育

部、國科會、中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及各學術機關團體等申請購置書刊資源之補助經費。 

三、其他經費 

包括透過其他專案補助款、特別撥款、捐款等途徑的經費。 

 

伍、館藏深度 

參酌國內外圖書館及專業機構相關資料，並配合本校各系所教學暨研究發展，本館館藏發

展之館藏深度共分四個層級。一般而言，未明訂於館藏深度綱要表之學科，其層級原則上為 1，

有大學部的學科其層級為 2，有碩士班層級為 3，有博士班及研究需求之層級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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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詳列各學科主題之館藏層級，依據國家圖書館編印之中文圖書分類法 2007 年版，就圖

書資源之主題屬性訂定出將近 100 個類目，勾選各院系所之學科相關類目，並運用館藏深度

層級，列出各類目館藏深度，且為更切合系所教學及研究發展需求，本館館員訪談相關學科之

教師，並配合本館各系所單位開課課程調整層級，再商請各系所協助確認後訂定「國立中興大

學館藏綱要表」（附錄四），以作為館藏發展參考。 

館藏深度各層級之蒐藏範圍如下： 

1. 微量級（Minimal Level）：蒐集該學科最基本的資料 

a. 基本參考工具書。 

2. 基礎級（Basic Level）：蒐藏該學科概論或介紹性的資料，包括： 

a. 如微量級。 

b. 字典、百科全書、一般性參考書、基本的書目。 

c. 經過挑選的重要作品，歷史性調查報告。 

d. 經過挑選的主要期刊。 

e. 廣泛的基本圖書、重要著者全集、經過挑選的次要著者作品。 

3. 支援教學級（Study Level）：用來支援大學部、研究所大部份的教學及個別學習的館藏，

包括： 

a.-e. 如基礎級。 

f. 經過挑選，有代表性的學術期刊、會議紀錄及論文集。 

g. 有代表性的參考館藏(包括主要的摘要及索引工具)。 

4. 研究級（Research Level）：用來支援博士論文及個別研究的館藏，包括： 

a.-g. 如支援教學級。 

h. 主要的回溯性館藏、研究報告、實驗報告、新發現報導，以及其他對研究者有用的資料。 

i. 廣泛的專業期刊及技術報告館藏。 

j. 經過選擇的手稿館藏。 

k. 廣博的參考館藏。 

本館採購所有圖書資料，均參考本館藏發展政策所擬定之徵集原則與館藏綱要，以期達成

均衡館藏之目標，尤其對於支援教學級與研究級二個層次，更需廣泛徵集國內外代表性著作與

各類型研究報告，以滿足本校師生研究需求；此外，各類圖書資料除了依各系所師生人數比例

均衡發展外，本館館藏重點發展是以配合學校重點發展領域，積極蒐集各領域國內外標竿學校

所館藏之圖書資訊；另考量新增系所之需求，視經費狀況予以補助；並配合本校教師開課課程、

讀者需求以及本館推廣活動所需之圖書，依需要酌量調整館藏深度以徵集圖書資料。 

 

陸、館藏資料發展原則 

館藏資料發展最基本的原則乃是考量本館設定的目的與任務、服務對象與未來發展目標，

本館依資料類型的不同，將發展原則分列為共通性原則與各類型資料原則，詳述如下： 

一、共通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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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符合著作權法規定之出版品。 

（二） 館藏資源以專業學術性為主，其餘酌量蒐藏。 

（三） 維持館藏之均衡發展： 

1. 分析現有館藏，了解讀者需求及各學科出版量，而非均等購置各學科種類。 

2. 各類型資料依本政策之館藏綱要與本校各系所師生人數比例均衡發展。 

（四） 配合本校發展重點： 

1. 配合本校重點發展領域及中長程計畫，蒐集相關主題之館藏。 

2. 因應新增系所之需求，視經費狀況酌予補助。 

3. 配合本館推廣活動所需之圖書，依需要酌量增加相關館藏。 

（五） 複本原則： 

1. 以不購置複本資料為原則。 

2. 符合下列因素得蒐集複本： 

（1）借閱率及預約量高且具學術價值者。 

（2）教授指定參考書、教科書及教職員所需之研究或公務用書。 

（3）配合本校專案或活動之相關用書。 

（4）各院系所及行政單位之中文期刊。 

3. 若為贈書，以 2 本為館藏上限。 

4. 相同資料內容以不同媒體形式發行時，以讀者使用之便利性與館藏設備能否支援為採購

考量；但因發行需要無法分開採購者，不在此限。 

（六） 評定資源品質原則： 

1. 研究型大學是否收錄、有無相關系所適用。 

2. 內容是否具備學術性、知識性、新穎性、客觀性及正確性。 

3. 編排之邏輯性與可讀性，及輔助內容(如索引、參考書目等)。 

4. 作者或出版社之權威性及聲譽。 

5. 紙本之材質、印刷及裝訂；電子檔之易讀性、清晰度及軟體相容性。 

6. 價格之合理性。 

（七） 西文書刊以英文為主，其他語文若經推薦且符合館藏資料發展原則者得予以蒐藏；語

文相關系所之需求則不在此限。 

（八） 全面蒐藏具學術價值之本校出版品及教職員生著作。 

（九） 蒐集各類型免費電子資源，以豐富館藏。 

二、各類型資料原則 

為有效蒐集圖書、期刊、視聽資料、電子資源、特藏資料等資源，確保以有限經費發揮最大功

能，並配合時代演變和新科技的發展，除遵循共通性原則外，各類型資料發展原則如下： 

（一） 圖書 

1. 一般圖書 

（1）以新近出版圖書為蒐藏原則，特殊教學或研究需求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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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電腦類圖書以近二年內出版品為蒐藏原則。 

2. 參考書 

（1）以內容範圍、出版商權威性為評選原則，並優先考量電子型式資料。 

（2）以最新版本之出版品為主要採購對象，五年以上出版品以具權威性之資料 

為採購原則。 

（3）現有館藏資料若有新版者經評估後予以更新。 

（4）完整蒐藏本校博碩士畢業論文，並建置電子學位論文系統，他校寄贈之博 

碩士論文亦予以蒐藏。 

（二） 連續性出版品 

1. 期刊 

（1）以系所推薦之專業學術性期刊、重要學(協)會及著名大學出版社之出版品、 

得獎之刊物(如：金鼎獎)等為主要蒐集來源。 

（2）期刊之訂購除著重一般性原則外，並以專家(教師)意見、期刊使用率、影響指數 Impact 

Factor 分類排名、價格等衡量訂購之必要性。 

（3）期刊工具書以增進期刊利用、協助期刊統計者優先考慮。 

（4）新訂西文期刊以電子版為優先考量。 

（5）每年視經費狀況擬定「西文核心期刊刪訂原則」，經西文核心期刊評審小組會議通過後實

施。 

2. 報紙 

（1）以綜合性報導之中文為主、英文次之，其他語文視經費狀況訂購。 

（2）考量讀者需要酌訂購電子版報紙。 

（3）過期報紙採購以電子形式優先採購。 

3. 公報 

由政府單位主動寄贈及讀者推薦為主要蒐藏原則，如有需求，則搜尋網路資源 

取得相關資料。 

（三） 視聽資料 

1. 視聽資料以具有公開播映版權為原則。 

2. 以各科教學輔助資料、通識、人文、藝術類及中外電影為主要蒐藏範圍。 

3. 視聽資料內容以具中文字幕者優先考量，有多語文字幕供選擇者尤佳。 

4. 資料同時具有類比及數位形式者，以數位形式優先，如 DVD、CD 等。 

5. 國外製作出版或發行之多媒體視聽資料，以國內代理者優先。 

6. 影片類以曾獲大型影展獎項、影評推薦及經典名片為蒐藏重點。 

7. 錄音資料以音樂及有聲書為蒐藏重點。 

8. 僅以微縮型式發行且具學術價值之資料得予蒐藏。 

（四） 電子資源 

參酌內容品質與權威性、試用狀況、使用平台好用度、使用者習性、檢索功能強弱、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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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分析、他校館藏現況、連線速度、價格、合約授權與保障程度及售後服務品質等因素評估

訂購，各項電子資源之採購原則說明如下： 

1. 電子書 

（1）採購之電子書以參與聯盟採購共建共享方式為優先考量。 

（2）電子書以除需提供試用，並具有永久使用權外，日後無需支付系統連線及 

維護等費用，且不限同時上線使用人數者為優先採購。 

（3）本館以電子書廠商需能提供符合 ISO2709 格式之免費書目紀錄，以轉入本 

館自動化系統為優先選購原則。 

（4）本館以電子書廠商需能提供符合標準之使用統計數據、各種補償措施、使 

用手冊及教育訓練為優先選購原則。 

2. 電子期刊 

（1）西文電子期刊除需經由西文核心期刊評審小組審核外，並以各學院適用種 

數及各學科收錄比率為依據，維持其均衡性。 

（2）訂購評估之原則，除參酌館際合作複印文獻申請次數及紙本使用狀況外， 

亦考量下列之因素：專家(教師)意見、期刊使用率、影響指數 Impact Factor 分 

類排名、價格、期刊被收錄之年份及種數、現有紙本與電子期刊之重複狀況、 

全文禁止上網期限(Embargo period)及被收錄指標期刊(EI、SCI、SSCI、JCR、 

TSSCI、MEDLINE、CA、…)等。 

（3）電子期刊以停訂後可繼續使用訂購年份資料為原則。 

3. 電子資料庫 

（1）以每年定期更新之電子資料庫為採購原則。 

（2）買斷的電子資料庫應考量硬體設施、版本更新及維護管理等需求。 

（3）電子資料庫以停訂後可繼續使用訂購年份之資料為原則。 

4. 數位化典藏 

（1）數位化典藏的資料範圍包括：本館特藏室現有館藏、依據「國立中興大學 

機構典藏徵集辦法」（附錄五）蒐藏之學術產出及出版品、其他具學術性及永久 

性典藏價值之資料及本校博碩士電子學位論文。 

（2）利用掃描、攝影等數位化技術進行資料處理，以達保存與維護之目的，並 

將數位化資料上傳至網路平台，加速學術研究利用。 

5. 其他資源 

蒐集國內外學術單位之網站資源、網路教學課程、電子媒體、資訊系統、電子 

文件與透過網路取得之電子資料等。 

（五） 特藏資料 

1. 本館特藏室典藏之資料範圍包括： 

（1）1950 年以前出版之中、日、西文書籍與期刊，特別是以臺灣為研究 

場域之農學、林學相關出版品為典藏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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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校日治時期畢業生撰寫之卒業報文（畢業論文）。 

（3）臺灣中部地區文史名家手稿、著作及藏書。 

2. 特藏資料將編列經費逐步進行數位化，以供學術研究利用。 

（六） 校史資料 

1. 依據「國立中興大學校史資料徵集辦法」（附錄六）蒐集與典藏具有保存價值的校史文物資

料。 

2. 校史文物包括具歷史紀念價值之辦公與教學研究用品、校園建築興建與變遷相關檔案、具

紀念價值或變革價值之校級各類證書與證件、各類競賽之獎狀與獎盃、學術交流之合約書、外

賓與校友致贈之紀念品、重要人物與活動之相片等。 

 

柒、館藏徵集 

本館各類型館藏資源之徵集作業因資料類型不同而有不同的處理方式，館藏徵集作業主要

包括徵集來源、途徑及選擇工具等 3 個面向，茲說明如下： 

一、徵集來源 

（一） 圖書館選擇 

配合本館館藏發展政策原則、讀者需求及業務需要，選購圖書資源，擇以學術性資源為主，

一般性資源為輔。 

（二） 系所推薦 

由各系所單位提出擬購或推薦資源清單，送交圖書館進行複本查核及評估西文期刊採購須

依據「國立中興大學西文核心期刊計畫」（附錄三）辦理，並由核心期刊評審小組審核通過。 

（三） 讀者推薦 

凡本校教職員工生皆可提出圖書資源推薦，由本館視館藏現況、資源性質、內容及經費等

因素評估是否購置，或轉介相關系所單位參考。西文期刊統一由系所推薦，不接受個人推薦。 

二、徵集途徑 

本館館藏資源徵集之主要途徑為採購方式，其次為交換與贈送作業，作業方式說明 

如下： 

（一） 採購 

依「政府採購法」、「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等相關法規規定辦理，並分為： 

1. 一般訂購：為常態性之訂購方式，經由選擇、複本查核、預算控制及製作訂單後，進行採

購相關作業。 

2. 閱選訂購：本館與選定的代理商達成協議，由代理商依據圖書館擬訂之主題範圍或出版社，

主動挑選合適的圖書資料，並送至圖書館供館員或教師們實地翻閱選購。 

3. 緊急訂購：優先採購教師教學研究之圖書資源。 

4. 聯盟共購：為降低電子資源之購置成本，本館參與各種電子資源合作聯盟組織，以共購共

享方式，爭取優惠的價格及使用權益，擴增本校館藏範圍。 

（二） 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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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進學術交流與資源共享、增進國際友誼與合作，以本校出版品及館藏複本與國內外各

大專校院圖書館及學術機構，進行出版品等量或等值之交換作業。 

（三） 贈送 

為充實教學及研究資源，本館依「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圖書資料捐贈獎勵要點」（附錄七）

鼓勵各界捐贈書刊資源，取得途徑包括索贈、受贈及捐款等方式。 

（四） 其他 

主動搜尋及彙整學術性免費網路資源等。 

三、選擇工具 

選擇各類型資源之工具有出版品資訊、目錄、書評及網路資訊等，例舉如下： 

（一） 出版品資訊 

如全國新書資訊網、全國新書資訊月刊、中華民國政府出版品網、大學出版社與書商新書書目、

報章雜誌新書書訊、Journal of America Libraries 之 Guide to the Professional 

Literature、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ies 之 Selected Reference Works 等。 

（二） 目錄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NBINET)、全國期刊聯合目錄、CONCERT 電子期刊聯合目 

錄、American Reference Books Annual(ARBA)、Books in Print、OCLC WorldCat 等。 

（三） 書目查證工具 

中華民國出版期刊指南系統、中華民國出版年鑑、Ulrich Serials Analysis System、Ulrich’

s Periodical Directory 及 EBSCO Serials Directory 等。 

（四） 書評 

書香遠傳、書目季刊、文訊、The Booklist、Choice、Library Journal、Serials Review、

School Library Journal、Reference & User Service Quarterly、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ies、Reference Service Review 等。 

（五） 網路資訊 

熱門排行榜、得獎作品、暢銷書刊、與被國內外學術機構收錄之圖書資源等。 

（六） 其他 

被 EI、JCR、SCI、SSCI、A&HCI、TSSCI 等資料庫收錄情形。 

 

捌、館藏評鑑與維護 

為維持館藏資源之品質，本館適時進行館藏評鑑及維護，以為評估館藏資源之依據，其作

業方式分述如下： 

一、館藏評鑑 

本館運用流通分析、讀者使用調查、引用文獻分析法、書目核對法及學科專家評鑑等方法進行

館藏評鑑，以評估館藏、了解館藏廣度與深度、確認館藏強弱，並作為館藏淘汰、經費分配、

參與館際合作計畫及修訂館藏發展政策的依據。未來將視人力及經費多寡進行各種評鑑，以評

鑑館藏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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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館藏維護 

（一） 日常維護 

1. 持續執行讀架作業，以維護館藏架位之正確性，並修正書刊館藏書目紀錄，使架上書刊資

料與館藏目錄一致。 

2. 進行溫濕度控制、蛀蟲預防、書架及書刊的清潔、地毯吸塵、避免日光直接照射、定期保

養消防設施等，以維護書刊環境之品質。 

3. 更新館藏電子資源之版本、內容簡介及使用說明等，以維持資源之正確性及新穎性。 

4. 視聽與電子資料資料儲存空間具防磁化功能以避免產生磁場。 

（二） 裝訂與修補 

1. 館藏書刊之裝訂或修補視經費及人力等實際狀況斟酌處理。 

2. 具長期使用價值之書刊，以裝訂方式為優先考量，修補次之。 

3. 破損情形嚴重且有複本館藏者以複本取代，若無複本者，則視其學術參考價值及經費許可

再補購置換，己絶版或無法購得者則修補之。 

（三） 盤點 

視需要進行盤點，據盤點結果更正書目紀錄，以維護館藏目錄品質及提供正確館藏訊息，並進

而找出遺失、破損不堪使用、過期已無使用價值之館藏等，以提供館藏淘汰之參考。 

（四） 移架 

為保持各類型館藏之新穎性及適用性與有效利用館藏空間，本館定期與不定期進行移架作業，

符合下列原則者，得予移架： 

1. 有違反著作權法之虞者。 

2. 內容過時或不具參考價值者。 

3. 超過館藏複本原則之多餘複本。 

4. 新版內容可取代舊版者。 

5. 十年內無借閱紀錄者。 

6. 已有電子版者。 

7. 殘破不全無法修補者。 

8. 無學術價值且使用率低之期刊合訂本。 

9. 十年以上之年鑑及統計資料。 

10. 索引、摘要及書目有彙編本或電子版可取代者。 

（五） 淘汰 

過時、破損不堪使用及遺失之館藏資料，依據「圖書館法」及學校相關規定，訂定「國立

中興大學圖書館館藏資料報廢作業要點」（附錄八）。依據此作業要點，本館館藏資料符合下列

原則者得予淘汰： 

1. 不符合本館館藏發展政策者。 

2. 違反著作權之相關規定者與無公播授權之視聽資料。 

3. 內容過時且無保存價值，並已有新版資料可取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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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率低之多餘複本。 

5. 殘缺、破損且無法修補及閱讀者。 

6. 修補裝訂費用等於或超過現售書價者。 

7. 協尋五次後仍未尋獲者。 

8. 借閱圖書遺失且無法補購原書者。 

9. 不裝訂之過期期刊(包含複本刊、休閒刊、報銷刊、小冊子) 

10. 三個月以前之報紙。 

11. 視聽資料如使用超過 10 年以上，影音品質不佳者得淘汰。 

12. 已有替代性類型之視聽資料，如 DVD 可取代錄影帶。 

 

玖、合作計畫 

本館本著館藏資源得以校際或國際間共享或互通有無之目的，積極參與國內外各項合作組

織與合作計畫，合作項目包括合作採訪、館際互借及複印等，說明如下： 

一、合作採訪 

本館參與各種電子資源合作聯盟組織，以擴增本校館藏範圍，所參與之聯盟如「台灣電子

書聯盟(TEBNET)」、「台灣電子書供給合作社」(TEBSCO)、「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DDC)」、「臺灣

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TAEBDC）」、「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CONCERT)」、「台綜大」

電子資源合作採購及「中國基本古籍庫第二聯盟」等。 

二、館際互借及複印 

依「圖書館法」第十二條規定，為加強圖書資訊之蒐集、管理及利用，促進館際合作，得

成立圖書館合作組織，並建立資訊網路系統，故本館除加入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藉由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NDDS)提供期刊文獻複印傳遞和圖書借閱外，並進一步提供區域性快速

館際合作服務、國際快速館際合作文獻傳遞服務(Rapid ILL)、中部大學圖書館聯盟及雙邊互

借圖書服務、中區 13 校線上借書免費服務等，以彌補館藏之不足，達到資源共享與互通有無

之目的。 

三、其他 

本館視實際需要召集或加入國內外圖書館合作組織，並積極參與各項合作業務以分享資

源，如全國閱讀推動、合作典藏計畫及合作蒐藏罕用資源等。 

 

拾、館藏發展政策的訂定與修訂 

本政策由本館「館藏資源管理小組」草擬，經本館主管會報確認，提送圖書館諮詢委員會

審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可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http://www.lib.nchu.edu.tw/images/stories/acq/rules/d02.pdf 

(105.12.20) 

http://www.lib.nchu.edu.tw/images/stories/acq/rules/d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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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成功大學館藏發展政策  第二版 

壹、前言 

成功大學圖書館於民國 82 年 7 月首次訂定館藏發展政策。近年來因資訊科技的快速進展，

改變了資訊產生、傳遞與利用的方式，新興媒體如電子資源、多媒體資源不斷推陳出新，館藏

更加多元化。圖書館的核心價值在於館藏資源，以豐富的館藏提供讀者高品質的服務是圖書館

的目標，為使讀者了解圖書館蒐藏資料之原則，並提供圖書館建立館藏時遵循的指標，特修訂

本館館藏發展政策。 

貳、本館簡史 

自民國 20 年創校以來，歷經「台灣總督府台南高等工業學校」「台灣省、立台南工業專科學

校」、「台灣省立工學院」、「省立成功大學」、「國立成功大學」等階段。73 年成立醫學院圖書

分館，82 年成立文學院圖書室，83 年成立管理學院圖書室，84 年配合大學法，本館組織調

整為採編、期刊、典藏、閱覽、系統資訊五組，文學院圖書分館及管理學院圖書分館正式納入

圖書館組織。90年新館落成啟用，總面積近 1 萬坪，並進行第二次組織調整，文圖、管圖歸

併總館，另成立多媒體視聽組與資訊服務組，系統資訊組改名為系統管理組。發展至今，本館

所藏圖書資料已近 180 萬冊。綜觀本館歷史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以充實本館藏書量及

擴充、改善圖書館閱讀環境為首要目標；第二階段引進自動化系統，改善作業與服務效能；第

三階段則加強讀者服務，提昇資訊服務品質。 

參、本館之服務對象與任務 

服務對象以本校教職員工生為主，本校校友、本館會員、本館合作館及校外人士為輔，任務包

括： 

一、蒐集整理各種圖書資料，妥善典藏，以供讀者利用。 

二、支援本校師生教學與研究。 

三、提供資訊及閱覽服務，協助讀者利用圖書館。 

四、協助鄰近大專院校及社區居民獲得所需資料。 

五、提供全國圖書館館際合作服務，以使資料能互通有無。 

六、培養學生及一般民眾閱讀習慣，啟發其閱讀興趣，進而創造祥和之社會風氣。 

七、建立本校及本館之學術與館藏特色。 

肆、館藏學科範圍 

一、現有館藏描述 

(一)、圖書 

1、一般圖書 

(1) 中文圖書 

包括台灣、大陸及海外地區出版之中文圖書，內容涵蓋各類科。 

(2) 外文圖書 

以學術性外文圖書為主，內容涵蓋各類科，其中以自然科學及應用科學類最多，社會科學類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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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2、博碩士論文 

(1) 中文 

以本校出版之博碩士論文為主，兼收有少數國內各大專校院出版之博碩士論文，並設中文博碩

士論文專區存放，限館內閱覽。 

(2) 外文 

收藏美、加、德等國之博士論文，依類別置於外文書庫。 

3、古籍資料 

線裝書及珍善本等珍貴書籍約 42,000 冊，設專室存放，提供恆溫恆濕之保護措施。 

4、參考書 

蒐藏內容兼具理工、社會、人文、藝術、商學管理、醫學等各學科，資料類型有字辭典、百科

全書、書目、索引、摘要、名錄、傳記、年鑑、年表、地理資料、法規、統計、手冊、專利、

標準等。 

5、本校出版品 

(1) 蒐藏成大校刊、成大教師著作目錄、本校教師升等資料（86 年起）、成大概況、畢業紀念

冊、教師著作、各系所及社團出版品，並成立本校出版品區陳列。 

(2) 成大醫學中心通訊、成功大學醫學院研究報告、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學年度教師年度報

告，由醫分館負責徵集及典藏。 

(二)、連續性出版品 

1、期刊 

(1) 中文期刊 

以台灣地區出版之學術性刊物及政府出版品為主，並含大陸地區出版之學術性刊物。 

(2) 外文期刊 

與教學研究相關之北美、歐洲及日本等地區出版之學術性期刊為主。 

2、技術報告 

技術報告館藏分為紙本及微縮型式兩種，較具特色者為 STAR（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Aerospace Reports）、ASME Papers、HRB（Highway Research 

Board）、TRR（Transportation Research Record）、U.S.G.S. Bulletin（U.S. 

Geological Survey Bulletin）、U.S.G.S. Water-Supply Paper（U.S. Geological 

Survey Water-Supply Paper）、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等。 

3、報紙 

(1) 訂閱國內外中、日、英文報紙 20 餘種。 

(2) 為達到完整保存、有效利用之目的，對重要報紙均加以裝訂保存，並訂購微捲式報紙資料

及報紙縮印版合訂本。 

(3) 91 年起更引進數位報紙新聞資料庫以利讀者查詢。 

4、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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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收藏早期之專利、商標等日文公報，如特許廳公報、實用新案公報、意匠公報、商標公報

等，並闢專區典藏。 

(2) 收藏各級政府公報，陳列於中文期刊區。 

(三)、非書資料 

1、多媒體視聽資料 

包括錄音帶、錄影帶、影碟、CD 唱片、影音光碟、多媒體互動光碟、幻燈片、投影片等各類

型視聽資料，此外並建置隨選視訊系統(VOD)，目前提供 DISCOVERY 系列、公共電視系列、空

中英語教室系列、外語中心提供之英語學習影片以及本館自購之其他資料。 

2、微縮資料 

(1) 內容以過期期刊、技術報告、報紙及博碩士論文為主。 

(2) 型式分微縮單片及微縮捲片兩種，含 NASA、AIAA 等機構之研究報告、ERIC Collections、

植物學微縮片（專論及標本館）、古籍善本書、敦煌遺書（法國）、敦煌遺書（英國）、敦煌寫

經、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報告、過期期刊、報紙微捲及博碩士論文等資料。 

3、輿圖資料 

包括單張、成套之普通地圖或主題地圖、地圖集，涵蓋區域完整。較具特色的有「中華民國台

灣地區像片基本圖」及「中華民國台灣地區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 

4、其他非書資料 

有透明圖片、數位資料儲存媒體（如：光碟片、磁碟片等）、電腦磁帶、圖表、地球儀、圖片

（單張及成套）等。 

(四)、電子資源 

1、訂購之電子資源 

蒐藏各學科領域電子資料庫、電子期刊、電子書，內容包括：書目、索引、摘要、全文、報紙、

博碩士論文、會議論文、統計、百科全書、名錄、手冊、專利、標準等。 

2、免費之網路資源 

經由網路連結國內外免費之電子資源，大多數為非營利性機構所提供之目錄、索引、摘要或全

文等。 

3、本館建置之電子資源 

(1) 隨選視訊影音資源：成大論壇、本校遠距教學課程等。 

(2) 博碩士論文資料庫：「成功大學博碩士論文摘要資料庫」收錄 89 學年度以前成大畢業生

之博碩士論文書目及摘要；「國立成功大學學位論文全文系統」收錄 90 學年度以後之畢業論

文摘要、參考文獻及全文。 

(3) 與本校老師合作建置：「甲骨文全文影像資料庫」「敦煌研究文獻」、「敦煌目錄」、「敦煌壁

畫」、「老子化胡經」、「王梵志詩」、「宋詞」、「題記」等資料庫。 

一般而言，僅有大學部的學科其層級為 2，有碩士班層級為 3，有博士班層級為 4。未明訂於

綱要表之學科，其深度層級原則上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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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館藏深度層次 

層級 蒐藏範圍 說明 

0 不蒐藏   

1微量級 

（Minimal Level） 
a. 字典，百科全書，一般性

參考書，基本的書目。 

b. 經過挑選的作品。 

c. 經過挑選的主要期刊。 

蒐 集 該 學 

科 最 基礎的

少量資料。 

2基礎級 

（Basic level） 
a—c 

d. 廣泛的基本圖書，主要著

者的全集，經過挑選的次要

作者作品。 

e. 經過挑選有代表性的期

刊。 

f. 學科範圍的基本書目工

具，廣泛的參考館藏（包括

主要的摘要及索引工具）。 

能夠介紹和定

義某學科，並說

明該學科各種

資訊來源的最

新一般性資

料，但其深度不

足以獨立研究 

3支援學校級 

 (Study level) 

a—f 

g 廣泛的圖書館藏（包括出

版的原始資料，重印書，所

有對主要著者的評論，次要

著者的廣泛館藏）。 

h 廣泛的專業期刊、會議記

錄及論文集。 

i 專業科目，索引及摘要。 

可充分支援大

學課 程 和 大 

部 分 研究所

教學，或持續獨

立研究的館藏。 

4研究級 

（Research level） 

a—i 

j 主要的回溯性館藏，研究

報告，實驗報告，完整的現

刊圖書。 

k 廣泛的專科期刊及技術報

告館藏。 

l 有代表性的外語圖書。 

m 經過選擇的手稿館藏，完

整的書目工具。 

學位論文研究

和獨立研究所

需的主要出版

品，包括所有重

要的研究參考

資料。 

5廣泛級 

（Comprehensive-level） 

 

a—m 

n. 大量外語館藏。 

o. 完整的期刊回溯性館藏。 

該學科的所有

資料，包括不同

類型和不同語

文的知識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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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重要著者經過認定的特

藏及手稿。 

一般而言，僅有大學部的學科其層級為 2，有碩士班層級為 3，有博士班層級為 4。 

未明訂於綱要表之學科，其深度層級原則上為 1。 

 

伍、館藏蒐藏政策 

一、一般性政策 

(一)、符合本館館藏發展目的、學科範圍、讀者需求及著作權法規定之出版品。 

(二)、配合本館圖儀經費分配公式及各系撥款作業，館藏徵集以各系所單位推薦為主，輔以館

內推薦與一般讀者推薦，並在經費允許下進行採購。 

(三)、維持館藏之均衡 

1、所有館藏圖書資料均應參考本政策所擬定之館藏綱要，以期達成均衡館藏之目標。 

2、以館藏深度、現有資料所佔比例、讀者需求及各學科的出版量來考慮，並非各學科之購置

量均相等。 

3、各類資料按各系所師生人數比例均衡發展。 

(四)、館藏重點發展 

1、配合學校重點發展領域，蒐集所需圖書資訊。 

2、考量新增系所之需求，視經費狀況酌量補助。 

3、配合本館推廣活動所需之圖書，依需要酌量增加該類館藏。 

(五)、複本原則 

1、原則上不購買複本，但下列情形得酌量蒐藏複本。 

(1) 依據資料流通及預約量，使用率高且具學術價值者。 

(2) 教授指定參考用書及教學用書且一般讀者亦有流通需求者。 

(3) 配合專室閱覽典藏，可依需要購置複本。 

(4) 贈書蒐藏以兩本為上限。 

(5) 本館各單位工作所需之工具書或參考資料。 

(6) 多媒體中心訂購之語言學習類期刊。 

(7) 系所自購書刊資料。 

2、相同資料內容由不同媒體形式發行時，購買其中一種為原則，以讀者使用之便利性與館藏

設備能否支援，作為採購考量；但因發行需要，不能分開採購者，不在此限。 

3、資料如有縮印本、微縮資料、光碟或其他媒體等不同形式，得依典藏需求進行選擇性複本

蒐藏。 

4、若圖書收藏於系圖書室，經讀者反應總圖有加以購置之必要，並由推薦系所同意提供經費

支付者，本館得購置複本。 

5、複本處理原則 

(1) 不堪使用之複本予以報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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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尚稱完整之複本移至百年書庫存放。 

(3) 擬淘汰且無財產之圖書或期刊複本，可與他館交換、贈送或供讀者取閱。 

(六)、評定資料品質之通則 

1、資料內容的學術性、新穎性、客觀性及正確性。 

2、作者之權威性。 

3、出版社之聲譽。 

4、資料價格之合理性。 

5、資料編排之邏輯性與可讀性。 

6、資料之紙張、印刷及裝訂；圖書以購買精裝為原則。 

7、其他原則：如是否含索引、參考書目等。 

(七)、未失時效且具流通使用或學術典藏價值之資料。 

(八)、外文書刊以英、日文為主，德、法文次之，但經推介、受贈或交換者，不在此限。 

(九)、若需有特殊機器或設備方能使用之非書資料，需考慮本館經費及使用成本效益，經館務

會議通過後購買。 

(十)、視經費運用及館藏發展專題，可邀集校內相關系所協助建立重點館藏之發展及選擇。 

(十一)、針對未來不斷翻新之媒體類型的蒐藏原則及使用管理模式，宜提館藏發展小組討論，

並經館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二、選擇工具 

圖書館專業選書資訊、專業期刊或商業性期刊所列之主題書目、出版目錄或新書資訊、網路書

店訊息等。 

三、核心館藏 

(一)、由本館主動徵集或系所推薦之長期訂購圖書資料，並需訂購至少三年，以利館藏權威性

之建立。徵集範圍包括： 

1、具權威性學會或機構，其出版品不易由一般書籍銷售管道購得者。 

2、具權威性學會或機構，以會員身份購買出版品可獲優惠價格者。 

3、定期或不定期更新之參考性資料，如法規、年鑑。 

4、完整蒐集定期或不定期出版之重要學術叢刊。 

(二)、期刊 

1、核心期刊計劃以三年為一期，經費至少佔第一年各院期刊經費分配額的 40%，往後兩年依

漲幅調整。 

2、三年期滿，由圖書館彙整期刊清單，提供各學院「核心期刊工作小組」參考，請其列出核

心期刊優先順序。 

3、跨院之核心期刊，由圖書館與各學院討論決定之。 

(三)、電子資源 

1、綜合多種學科。 

2、多數系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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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使用率高。 

四、圖書 

(一)、圖書 

1、符合本校教學與研究所需之專業圖書。 

2、提升學生文化素養之知識性、啟發性、文化性及休閒性圖書。 

3、除特殊之教學或研究所需外，以最新版本為採購原則。 

4、下列圖書以不蒐藏為原則，包括：考試用書、升學指南、會員名錄通訊、不完整之標準、

規格法規或內容違背善良風俗、言論荒謬等資料。 

(二)、博碩士論文 

1、中文 

本校博碩士生畢業時除呈繳一份精裝紙本學位論文，另依「國立成功大學數位化論文蒐集辦法」

上傳學位論文電子檔；他校之博碩士論文不主動蒐藏，惟各校主動寄贈者予以收藏。 

2、外文 

以系所推薦為主，亦接受國外贈送之論文。 

(三)、參考書 

1、以近三年之出版品為主要蒐藏範圍，出版逾三年者僅購買具權威性之作品。現已蒐集之資

料若有新版者，繼續採購，惟使用率不高者，則考慮停訂。 

2、以印刷形式資料為主，但出版資料同時有電子形式時，於經費允許下，優先選擇網路版之

電子形式。 

(四)、本校出版品 

1、徵集範圍包括：成大校刊、成大教師著作目錄、本校教師升等資料、成大概況、畢業紀念

冊、教師著作、各系所及社團出版品等。 

2、採編組定期發通知至各系所徵集各單位出版品，需價購者價購之；醫學院及醫院部分由醫

分館負責徵集及典藏。 

3、資料入館後依資料類型入相關組別做後續處理。 

4、為完整保存本校出版品，至少徵集二份。一份公開陳列，另一份保存於「本校出版品專區」

限館內閱覽。 

五、連續性出版品 

(一)、期刊 

1、配合教學研究，以專業學術性期刊、重要學(協)會及著名大學出版社所出版之出版品為蒐

集對象。 

2、期刊訂購以電子期刊為優先考量，套裝訂購方式之電子期刊，由館內評估 相 關 問 題 ， 

且 確 認 停 訂 後 仍 有 過 刊 使 用 權 限 （ Archive right for E-journals），經圖委

會同意後方能僅訂購電子版；非套裝訂購方式之優先順序為：紙本加電子版、紙本、電子版。 

3、專業期刊須經系所考量需求及經費後薦購。 

4、綜合性及休閒性之非專業期刊可經一般讀者推介，本館評估後視經費狀況訂購。 



 

 165 

5、期刊附帶需額外價購之相關出版品，如補篇、索摘等，優先考慮採購。 

6、期刊工具書以增進期刊利用、縮短查檢時間者優先考慮。 

(二)、技術報告 

1、權威性學會或機構之出版品。 

2、在經費許可下，以現有館藏優先發展，維持館藏完整。 

(三)、報紙 

1、以綜合性報導為主，專門性報導之報紙次之。 

2、語文別以中文為主、英文次之，其他語文視經費許可訂購。 

3、過期報紙採購以電子形式優先，微縮形式次之。 

(四)、公報 

除政府單位主動寄贈、系所主動推介外，本館不主動徵集該類資料，如有需求，以館際合作方

式取得。 

六、非書資料 

(一)、多媒體視聽資料 

媒體形式含錄影媒體、聽覺媒體、放映性視覺媒體、互動式媒體等。 

1、列出年度採購重點，有計劃充實各媒體、各學科之視聽館藏。 

2、具備公播版授權。原先購買之公播版已毀損時，在保留原授權書及不違反著作權法規定下，

得以採購家用版替代之。 

3、內容兼具知識性、教育性、文化性、休閒性，並符合大學生閱聽程度，得視經費及教學需

求增購 VOD 版。 

4、具備新穎性、時效性，製作年代為五年以內者為原則。 

5、製作品質技術優良，如畫面清晰、視聽同步。 

6、相同資料內容同時有類比及數位形式者，以數位形式優先，如 DVD、CD 等。 

7、採購之資料，應以現有軟硬體設備能配合使用為原則。 

8、為提高資料使用率及幫助讀者閱聽，資料內容語文以中文發音或有中文字幕者優先；其次

為有英文字幕之英語發音節目。 

9、國外製作出版或發行之多媒體視聽資料，以國內代理者優先。 

10、附視聽媒體之語言學習類期刊，每年依使用率評估是否續訂、新增或增購 VOD 版。 

11、影片類以曾獲大型影展獎項、影評推薦及經典名片為蒐藏重點，電視連續劇以不收藏為原

則。 

12、錄音資料以音樂及有聲出版品為蒐藏重點，惟流行音樂以不收藏為原則。 

(二)、微縮資料 

出版品只發行微縮型式，但具學術價值並符合本館蒐藏主題。 

(三)、輿圖資料 

除特殊之教學或研究需要外，以最新版本為採購原則。 

(四)、其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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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主體為電腦遊戲、應用軟體程式、套裝軟體、軟體設計等以不蒐藏為原則。 

七、電子資源 

(一)、訂購之電子資源 

1、系所撥款薦購或本館主動推薦者為優先考量。 

2、經費許可下以網路版為優先考量。 

3、內容具學術性、時效性且更新頻率高者。 

4、有信譽的資訊提供者。 

5、檢索介面簡易、清晰、周延且易於操作。 

6、具長久使用權及擁有權者，優先考慮採購。 

7、廠商技術資源及人力資源配合較佳者。 

8、產品具附加價值，如：檢索所得資料可與館藏目錄查詢系統連結；索摘資料庫檢索所得資

料可與全文連結。 

9、現已訂購之資料庫，以繼續採購為原則，惟使用率不高或另有其他方式取代者，則考慮改

訂單機版、停訂或透過其他管道提供。 

(二)、免費之網路資源 

1、由國內外圖書館提供之圖書目錄、期刊目錄等。 

2、學術研究機構建置之資源。 

3、政府機構建置之資源。 

4、其他單位建置具學術價值之資源。 

(三)、本館建置之電子資源 

以本校師生之研究成果且具學術參考價值者為主。 

八、本館業務參考資料 

以圖書館學、資訊科學或與工作相關之書刊資料為主。 

陸、館藏採訪 

一、採訪來源 

(一)、系所推薦 

由系所單位提出推薦申請，並以院系所圖儀費或研究計畫專案撥款進行採購。 

(二)、圖書館選購 

配合館藏發展重點、讀者需求或本館業務需要，選購一般圖書資料、教授指定參考用書、遺失

重購、館藏汰舊換新等。 

  

(三)、讀者推薦 

本校教職員工生可提出圖書資料推薦，由圖書館視館藏狀況及經費進行評選。 

二、採訪途徑 

(一)、採購 

依「政府採購法」「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及「國立成功大學採購辦法」、等相關法規規定，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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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公開招標或自行選擇合格廠商辦理訂購。另配合教師教學研究之急需，得在各系所年度經費

額度內，經系所主管簽准同意後，交由本館進行緊急採購。 

(二)、交換贈送 

為促進學術交流與達成資源共享，本館與其他學術機構辦理交換贈送作業。 

(三)、送存 

收錄範圍為本校博碩士畢業論文、本校出版品及適合本館典藏之政府寄存出版品。 

三、合作採訪 

(一)、期刊合作採購 

民國 88 年起由中山大學、中正大學、成功大學三校共同進行外文期刊合作採購計劃，90 年

加入高雄醫學大學，至 92 年「四校合作採購系統」正式啟用，希望達到減少期刊重複訂購、

節省經費且四校期刊種數增加之目標。 

(二)、參加電子資源合作聯盟 

為降低電子資源之引進成本，本館加入電子資源合作聯盟，善用聯盟力量，提供讀者更佳之產

品及服務，如 89 年加入「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簡稱 CONCERT），91 年加入

「Consortium Wiley International Serials」（簡稱 ConWIS），台灣電子書聯盟（TEBNET），

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Digital Dissertation Consortium）等合作聯盟組織。 

柒、經費分配 

一、經費來源 

(一)、校撥圖儀費 

依據各項資料之經費需求並按「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圖儀費歲訂經費編列原則」進行經費分配。 

(二)、系所圖儀費撥款 

每會計年度各系所按規定編列固定比例或另增撥系所圖儀費，由圖書館統籌列帳進行採購並對

全校師生開放借閱服務。 

(三)、專案補助款 

校外單位提供之專案計畫補助及校內因應之配合款。 

(四)、特別撥款 

二、經費不足時之處理方式 

(一)、本館之預計採購計劃應向校方說明並爭取經費支援。 

(二)、系所推介圖書，應由系所撥款補足，如經費不足則或將訂單移至下年度。 

(三)、系所推介期刊，應由系所撥款補足或依系所指定之刪訂順序刪訂。 

(四)、系所推介之電子資源，應由系所撥款補足。 

三、特別撥款之運用方式 

遇有特別撥款時，由館內各經費需求單位提具採購計畫書送館務會議或召開特別會議商討。  

捌、館藏評鑑與維護 

一、館藏評鑑 

定期評鑑館藏，以了解館藏強弱，作為管理、淘汰及規劃未來館藏發展政策之參考。評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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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一)、量的評鑑 

館藏總數、年成長率、各主題佔館藏總數之比例。 

(二)、質的評鑑 

書目核對法、引用文獻分析法。 

(三)、讀者使用分析 

1、流通分析：統計各類圖書資料流通量或使用次數。 

2、館內使用統計。 

3、讀者意見調查。 

4、館際合作申請件的統計分析。 

二、館藏維護與盤點 

(一)、防潮 

溫濕度的控制。 

(二)、防蛀 

蛀蟲的預防及處理。 

(三)、防火 

防火設施定期維護保養。 

(四)、防塵 

定期清潔書架、圖書資料及地毯吸塵。 

(五)、防磁化 

儲存空間應避免產生磁場。 

(六)、光害防治 

避免日光直接照射。 

(七)、具使用權之電子資源依據廠商提供之最新資料、版本及使用介面更新。 

(八)、具所有權或本館自建之電子資源必須定期備份並維持資料之可用性。 

(九)、圖書資料破損修補。 

(十)、無法重新修補之圖書資料應補購置換。 

(十一)、依據「著作權法」第 48 條圖書館之合理使用，絕版或無法購得之圖書資料，得設法

由他館複製一份。 

(十二)、依據「著作權法」第 48 條圖書館之合理使用，本館對具保存價值之多媒體視聽資料，

得重製保存之。 

(十三)、不定時將使用量低、內容過時之圖書資料移至百年書庫，以維持館藏的新穎性。 

(十四)、系所回歸之圖書資料須修正館藏檔。 

(十五)、館藏應定期盤點，以維護館藏狀態的正確性。 

三、館藏淘汰 

(一)、違反著作權法之出版品及無公播授權之視聽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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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圖書資料破損、殘缺，致無法閱讀且無法修補裝訂者。 

(三)、圖書資料內容無保存價值，且已有其他新穎資料取代者。 

(四)、使用率低的複本。 

(五)、開架圖書經圖書館定期盤點，三年仍未能尋獲者。 

(六)、依「圖書館法」第 14 條，圖書館如因館藏毀損滅失、喪失保存價值或不堪使用者，每

年在不超過館藏量百分之三範圍內得自行報廢。 

(七)、休閒性或非學術性之期刊、報紙，不擬裝訂者。 

(八)、零星單期及未裝訂之複本期刊。 

(九)、終止使用權之電子資源。 

(十)、具所有權但已不適用之電子資源。 

(十一)、錄影帶、錄音帶使用年限超過十年以上，須全面檢視影音品質不佳者宜淘汰。 

(十二)、成套或含有其他附件之資料，如其中一件（種）資料已註銷，且無法單獨重購或其餘

資料無保存價值者，得一併註銷。 

(十三)、已有替代性資料類型者，如 CD 可取代錄音帶，DVD/VCD 可取代錄影帶。 

(十四)、已無法在現有之軟硬體設備上使用，且購入五年以上之資料；但仍以儘量保存為原則。 

玖、館藏政策的訂定與修訂 

一、成立館藏政策發展小組，負責討論及擬定草案後送交館務會議，依館務會議討論結果完成

修正稿，提圖書委員會通過及校長核准。 

二、館藏政策之修訂由館長召集館藏政策發展小組依前項程序修訂。 

三、本館各類資源之徵集，依本政策訂定徵集作業要點施行之。 

資料來源 http://www.lib.ncku.edu.tw/journal/collection_policy.pdf 

(106.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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