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準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修
正總說明
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準（以下簡稱本標準）係依據圖書館法第五條
規定授權訂定，並於一百零五年八月十一日訂定發布。本次修正緣於一
百零六年第二屆教育部圖書館事業諮詢會第一次會議決議及一百零九年
第三屆教育部圖書館事業諮詢會第一次會議決議，期更明確定義專業人
員範疇，以提升圖書館專業服務品質與圖資專業教育投資，及因應一百
零九年一月十六日施行之考試院一百零八年一月十六日考臺組貳一字第
一○六○○○九六八○一號令修正職系說明書及職組暨職系名稱一覽
表，配合將圖書館資訊管理職系修正為圖書史料檔案職系，以符一致性，
並檢討各類型圖書館購置圖書資訊經費比率現況，以提高大專校院圖書
館購置圖書資訊經費比率，爰修正本標準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其
修正重點如下：
一、增列圖書館文字，以明確定義專業人員範疇。
（修正條文第四條及第
五條）
二、修正圖書史料檔案職系名稱，以符合考試院修正職系說明書及職組
暨職系名稱一覽表。（修正條文第五條）
三、修正大專校院圖書館購置圖書資訊經費比率。
（修正條文第六條）

1

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準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修正條
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圖書館應置圖書館 第四條 圖書館至少應置專 將序文所定「應置專業人員」
專業人員至少一人，且占
業人員一人，且專業人員 修正為「應置圖書館專業人
圖書館工作人員之比率如
占圖書館工作人員之比率 員」，以臻明確定義專業人員
下：
如下：
範疇。期能提升圖書館專業
一、 國家圖書館：四分之
一、 國家圖書館：四分之
服務品質，不浪費圖資專業
三。
三。
二、 公共圖書館：三分之
二、 公共圖書館：三分之 教育投資，並酌修文字。
一。
一。
三、 大學圖書館：三分之
三、 大學圖書館：三分之
二。
二。
四、 專科學校圖書館：二
四、 專科學校圖書館：二
分之一。
分之一。
五、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圖 書
五、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圖 書
館：三分之一。
館：三分之一。
六、 國民中學圖書館、國
六、 國民中學圖書館、國
民小學圖書館：三分
民小學圖書館：三分
之一。
之一。
七、 專門圖書館：四分之
七、 專門圖書館：四分之
一。
一。
第五條 圖書館專業人員應 第五條 圖書館專業人員應 一、第一項第二款，因考試
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院一零八年一月十六日
一、 國內外大學圖書資訊
一、 國內外大學圖書資訊
考臺組貳一字第一○六
系、所或相關系、所畢
系、所或相關系、所畢
○○○九六八○一號令
業；或有圖書館專門
業；或有圖書館專門
修正「職系說明書」
、
「職
學科論著經公開出版
學科論著經公開出版
組暨職系名稱一覽表」，
者。
者。
將「圖書館資訊管理」、
二、 具公務人員圖書史料
二、 具公務人員圖書資訊
檔案職系任用資格。
管理職系任用資格。
「檔案管理」及「史料編
三、 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三、 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纂」職系修正為「圖書史
進用之具國內外圖書
進用之具國內外圖書
料檔案」職系，爰配合將
資訊、人文社會相關
資訊、人文社會相關
「圖書資訊管理」職系
科系、所及學位學程
科系、所及學位學程
修正為「圖書史料檔案」
碩士以上畢業資格
碩士以上畢業資格
職系，以符合一致性。
者。
者。
四、 曾 修 習 政 府 機 關
四、 曾 修 習 政 府 機 關 二、配合第四條於專業人員
（構）、大專校院、圖
（構）、大專校院、圖
前增列「圖書館」文字，
書館及圖書館相關法
書館及圖書館相關法
以臻明確定義專業人員
人團體辦理之圖書資
人團體辦理之圖書資
範疇，爰於第二項及第
訊學課程二十學分或
訊學課程二十學分或

三百二十小時以上
三百二十小時以上
三項，倂予修正增列「圖
者。
者。
書館」文字。
五、 具三年以上圖書館專
五、 具三年以上圖書館專
業工作經驗者。
業工作經驗者。
國民中學圖書館及國
國民中學圖書館及國
民小學圖書館如無前項資
民小學圖書館如無前項資
格人員，得由曾修習圖書
格人員，得由曾修習圖書
資訊或閱讀推動相關專業
資訊或閱讀推動相關專業
課程者擔任圖書館專業人
課程者擔任專業人員。
員。
前二項專業人員，每
前二項圖書館專業人
年應接受二十小時以上之
員，每年應接受二十小時
專業訓練。
以上之專業訓練。
第六條 圖書館購置圖書資 第六條 圖書館購置圖書資 一、經現況調查目前大專校
訊之經費，以不低於下列
訊之經費，以不低於下列
院圖書館購置圖書資訊
比率為原則：
比率為原則：
經費比率占圖書館年度
一、 國家圖書館：占圖書
一、 國家圖書館：占圖書
預算已達百分之三十以
館年度預算百分之十
館年度預算百分之十
上，現行條文所定大專
五。
五。
校院圖書館購置圖書資
二、 公共圖書館：占圖書
二、 公共圖書館：占圖書
訊經費比率僅占圖書館
館年度預算百分之十
館年度預算百分之十
五。
五。
年度預算百分之十五，
三、 大學圖書館：占圖書
三、 大學圖書館：占圖書
為符合實況，爰提高第
館年度預算百分之三
館年度預算百分之十
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所
十。
五。
定大學圖書館及專科圖
四、 專科學校圖書館：占
四、 專科學校圖書館：占
書館購置圖書資訊經費
圖書館年度預算百分
圖書館年度預算百分
比率至百分之三十。
之三十。
之十五。
五、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圖 書
五、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圖 書 二、第二項未修正。
館：
館：
（一）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
（一）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
校：占教學設備費
校：占教學設備費
百分之十五。
百分之十五。
（二） 其餘類型高級中等
（二） 其餘類型高級中等
學校：占教學設備
學校：占教學設備
費百分之七。
費百分之七。
六、 國民中學圖書館、國
六、國民中學圖書館、國民
民小學圖書館：占教
小學圖書館：占教學
學設備費百分之十。
設備費百分之十。
七、 專門圖書館：占圖書
七、專門圖書館：占圖書館
館年度預算百分之二
年度預算百分之二
十。
十。
前項圖書館年度預算
前項圖書館年度預算
包括各項業務支出費用及
包括各項業務支出費用及

財產購置費用。但不包括

財產購置費用。但不包括

人事費及新建館舍之經
費。

人事費及新建館舍之經
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