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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公共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 

壹、 前言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之制定，在使本市各公共圖書館館藏之

建立，能於既有任務及方針下，充分掌握讀者需求，增進閱讀推廣、教育學

習、文化保存、休閒娛樂等目標，以計劃性、系統化之方式發展，以達下列

之目的： 

一、說明基隆市各公共圖書館之館藏現況，訂定未來發展之方向。 

二、作為館員選書之依據與外界溝通之工具。 

三、協助購書經費運用之合理分配，促進館藏均衡及特色館藏之發展。 

四、奠定館際合作與資源共享之基礎。 

貳、 本館簡介 

一、 歷史沿革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之建立起於 1909 年 10 月 1 日，由「臺灣圖書館之

父」石坂莊作先生所設立之「石坂文庫」，為臺灣第一家免費進入之公共圖

書館，原址位於現今的臺灣銀行基隆分行附近，共收藏近至 2萬冊圖書，並

提供報紙、雜誌、新書陳列、目錄櫃等相關圖書資源，整體以具備現代公共

圖書館之雛形，最後於民國 21 年捐贈予基隆市役所（基隆市政府前身）市

營化，並改名為「市立基隆圖書館」。 

二次世界大戰後，「石坂文庫」則正式轉變為「基隆市立圖書館」，並遷

移至現今的基隆市立醫院門診中心附近，成為當時代提供本市市民借閱圖書

之場所。其後則經過多次改制，在民國 74年 8月 27日，隨著本市文化中心

之正式落成啟用，「基隆市立圖書館」亦隨之搬遷至該中心的二、三樓。民

國 93 年 12 月 1 日升格，成為目前的「基隆市文化局圖書館」，主要規劃及

執行本市各項公共圖書事業及服務之發展，並輔導各區公所圖書館之營運。 

截至民國 110年，本市之公共圖書館包含基隆市文化局圖書館、仁愛區

圖書館、信義區圖書館、安樂區圖書館、七堵區百福圖書館、七堵區永平圖

書館、中正區圖書館、中正區杜萬全圖書館、暖暖區圖書館及中山區圖書館，

總計 7 區 10 館，另外包含 5 個智慧圖書館（2 個智慧圖書站及 3 個自助取

書站），可供民眾取用圖書資源。 

二、 組織編制 

本市公共圖書館現行組織編制主要可分為本市文化局圖書館及本各區

公所圖書館兩部分： 

(一)基隆市文化局圖書館 

「基隆市文化局組織規程」於民國 108 年 8 月 29 日修訂，基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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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局置局長一人，綜理局務並指揮監督所屬職員；置副局長一人，襄

理局務。下設圖書資訊科、視覺藝術科、表演藝術科、文化發展科、文

化資產科、文化設施科及行政科，分別負責業務事項。 

圖書資訊科係與本市圖書館事業發展相關之單位，負責掌理蒐集、

整理、保存、傳播、提供各項圖書資訊與地方文獻，地方文學之調查研

究出版，公共圖書館之營運管理，各區圖書館之輔導，推廣圖書館利用

素養教育並推展地方文史工作及其他圖書資訊等事項。 

(二)基隆市各區圖書館 

「基隆市各區公所組織規程」於民國 105 年 7 月 18 日訂定，並自

民國 111年 1月 1日起正式將各區圖書館行政管理權收歸文化局，統一

負責管理，包含各項人事、行政、館舍管理、提供閱覽服務及辦理閱讀

推廣活動等，提供貼近當地民眾閱讀需求的服務。 

三、 目的、任務與服務對象 

(一)目的：本市公共圖書館成立目的，在於提供適當館藏與服務，彙

整在地文學資料、倡導公平取用資訊資源之權利，以滿足民眾閱

讀、汲取新知、終身學習、休閒娛樂等需求，充分發揮公共圖書

館教育民眾、傳播知識、充實文化、倡導休閒之機能。 

(二)任務：本市公共圖書館為因應終身學習、永續社會教育目標，儲

存、收集各類圖書籍地方文史資料供民眾閱覽，並辦理各項社會

教育及閱讀推廣活動，運用與強化館內資訊設備與系統，以及各

項完善親切的讀者服務。 

(三)服務對象：本市圖書館服務對象以基隆市地區之市民為主，其他

各縣市民眾及外籍人士等，不分性別、年齡、國籍、職業、居

所、教育程度及宗教信仰等，皆亦可申請各館之借閱證及使用館

內各項館藏及設備資源。 

1. 110年全市及讀者性別分布  

本市在性別分布上，人口比例呈現 1比 1狀態，男女之間

大約各占 50%，相較於此，讀者性別比例則以女性居多，佔所

有讀者 58.3%。 

表 1 110年全市及讀者性別分布 

 男性 女性 合計 

全市分布 180,267（49.9%） 181,345（50.1%） 361,612 

讀者分布 140,873（42.7%） 189,427（57.3%） 33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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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0年本市全市及讀者年齡分布 

本市在年齡分布上，以青壯年齡層人口最多（70.32%），

其次為老年人口（17.25%），最後則為幼兒及青少年人口

（12.43%）；在讀者分布上，則同樣以青壯年齡層人口最多

（83.6%），其次為幼兒及青少年人口（13.0%），最後則為老年

人口（3.4%）。 

表 2 109年全市及讀者年齡分布 

 0~17歲 15~64歲 65歲以上 合計 

全市分布 44,960 254,289 62,363 361,612 

讀者分布 55,185 259,746 15,369 330,300 

 

3. 10年本市讀者職業分布 

本市讀者在職業分布上，除其他類型外，最主要以「學生」

佔最大宗（30.66%），其次則為「工商業(7.78%)」和「服務業

（5.06%）」，再來則是「公（3.01%）」，其他相關職業則大多佔

1%至 3%左右，可見基隆市讀者的主要職業以工商服務業為最

大宗，顯示本市人口數都市類型的讀者為多。 

四、 發展願景 

(一)基隆市公共圖書館發展願景： 

1. 實踐知識平權 

2. 跨域閱讀共享 

3. 傳承在地文化 

4. 服務勇於創新 

(二)基隆市公共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願景： 

1. 充實各類館藏資料，增進多元化館藏服務 

2. 發展各館特色主題館藏，展現質量兼具的優質圖書館 

3. 加強數位資源徵集，提升民眾資訊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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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館藏概況 

本市館藏以中文圖書為主體，主題範圍涵蓋人文社會、自然科學、地方文史

等各類資源，並以滿足一般性研究、休閒娛樂、保存在地文化為首要目標。同時，

除了圖書資源外，本市也積極加強其他類型資源的蒐集與彙整，包含期刊報紙、

視聽資料、微縮資料、電子資源等等的建置，使館藏更加廣泛且多元、多樣化，

一方面補足印刷資料之不足，同時也將與時俱進，配合新興科技的應用，提供讀

者更多元、便捷的資訊查檢和取得的管道與服務。 

一、 館藏經費 

依據「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準」，公共圖書館購置圖書資訊之經費，以

不低於圖書館年度預算之 15%為原則。本市公共圖書館購書經費每年編列於

文化局圖書館，於年度開始時擬定當年度之採購計畫，分配額度充分利用。 

(一)經費來源及分配 

本市公共圖書館之經費主體以地方政府為主，中央政府補助為

輔，依據不同資源類型進行分配，惟為因應實際需求，可酌予彈性調

整運用。基本分配原則如下： 

1. 圖書資源：考量各館年增加量，分配基本購書經費。 

2. 期刊、報紙、視聽資料及電子資源：由文化局統一採購。 

(二)執行情形與期程 

依不同資源類型進行採購，全市圖書採購由文化局圖書館統籌採購，

一年分為三至六批，少部分專書部分，如業務需求、特定主題書籍等等，

則另行採購；期刊及報紙部分由文化局統籌採購，一年採購一次，並依

據不同頻率提供、查驗和催繳；全市視聽資料及電子資源由文化局統籌

一年一次採購（表 3）。 

表 3 各資源類型採購期程 

類型 
採購 

單位 
經費比 分批 執行期程 

圖書 文化局 
400萬 

（64.5%） 
三-六期 

1-3月：採購。 

每年分批交貨，依據不同批數查驗。 

期刊 文化局 
100萬 

（16.1%） 
一期 

1-3月：採購。 

每個月依據不同周、月、季、年交貨。 

報紙 文化局 
20 萬 

(3.2%) 
一期 

1-3月：採購。 

每日依據採購項目交貨。 

視聽資料 文化局 
60 萬 

（9.7%） 
一期 

1-3月：採購。 

4-6月：交貨驗收。 

電子資源 文化局 
40 萬 

（6.5%） 
一期 

1-3月：採購 

4-6月：交貨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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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館藏資料 

(一)圖書資料 

截至 110 年 12 月底止（表 4），本市圖書資源共 71 萬 4,113 冊

（件），平均每人擁書率為 1.97冊。 

1. 中文圖書：計 70萬 9,828冊，約占總圖書量的 99.4﹪。 

2. 外文圖書：計 3,571冊，約占總圖書量的 0.5﹪。 

3. 東南亞圖書：計 623冊，約占總圖書量的 0.09﹪。 

(二)期刊、報紙 

1. 期刊：本市訂閱中文期刊 1,144種、外文期刊 69種。 

2. 報紙：本市訂閱之中文報紙 62種、外文報紙 11種。 

(三)非書資料 

非書資料包括地圖、微縮單片、微縮捲片、錄音資料、錄影資料等

各式資料類型。目前本市合計有 9,399捲/片/張，其中大多數以錄影資

料為主，總計 7,905片，約占總非書資料量的 84.10﹪；錄音資料總計

524片，約占 5.58%；微縮單片 545片，約占 5.80%；地圖資料總計 443

張，約占 4.52%。 

(四)電子資源 

本市提供 4種電子書平台供讀者於館內外使用，分別包含「UDN電

子期刊&讀書館」、「凌網 HyRead 電子書」、「華藝 AiritiBooks 電子書」

和「台灣雲端書庫」，總計 5,230冊。 

(五)110年各圖書館 10大類圖書借閱現況 

表 5呈現了 110年本市各圖書館之借閱情況，並依據不同圖書分類

主題進行分析。其中各館主要以800類借閱最多，佔總借閱量的57.34%，

其次為 400類應用科學，佔 11.15%；第三則為 900類藝術，佔 7.33%，

其餘主題則約佔 1%至 7%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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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10年各圖書館 10大類館藏現況 

圖書分類 永平 百福 中山 杜萬全 中正 仁愛 信義 安樂 暖暖 文化局 全市 

000 總類 413 366 396 273 589 323 528 760 853 14,657 19,158 

100 哲學類 1,770 2,188 1,622 753 1,939 1,400 1,619 2,416 2,543 30,221 46,471 

200 宗教類 420 759 461 439 1,366 487 859 436 1,721 9,166 16,114 

300 科學類 1,166 1,659 1,601 1,146 1,976 1,364 1,501 4,572 2,598 23,280 40,863 

400 應用科學類 5,222 6,294 5,710 3,417 6,577 4,982 8,145 9,976 6,805 55,331 112,459 

500 社會科學類 2,217 2,789 2,272 1,567 2,989 2,273 2,966 2,952 3,944 48,301 72,270 

600 史地類 283 778 702 387 1,033 514 828 808 1,104 14,980 21,417 

700 史地類 1,335 2,189 1,256 1,031 2,087 1,426 1,579 3,584 1,887 20,897 37,271 

800 語言文學類 13,433 18,823 15,867 8,312 16,217 10,459 10,403 41,036 18,155 131,858 284,563 

900 藝術類 1,890 2,080 1,553 986 2,992 1,062 2,193 6,496 2,517 41,758 63,527 

總館藏量(冊) 28,149 37,925 31,440 18,311 37,765 24,290 30,621 73,036 42,127 390,449 714,113 

人口數量(人) 53,054 53,054 45,327 50,448 50,448 43,201 52,722 80,480 41,432 361,612 36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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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10年各圖書館 10大類借閱統計 

圖書分類 永平 百福 中山 杜萬全 中正 仁愛 信義 安樂 暖暖 文化局 全市 

000 總類 256  307  259  511  715  571  350  758  384  5,474  9,585  

100 哲學類 2,109  1,567  1,272  410  1,994  1,740  3,571  3,477  1,790  10,838  28,768  

200 宗教類 355  252  117  520  686  276  1,080  564  333  3,297  7,480  

300 科學類 1,701  2,176  3,096  2,011  5,167  2,892  3,643  5,666  2,376  19,022  47,750  

400 應用科學類 4,048  2,964  4,898  2,901  8,918  4,399  8,656  8,630  3,816  29,937  79,167  

500 社會科學類 2,779  1,557  2,119  1,308  3,492  3,547  5,244  4,624  2,548  19,408  46,626  

600 史地類 405  554  444  194  780  379  974  748  516  2,875  7,869  

700 史地類 1,644  979  686  1,224  2,488  1,699  2,145  3,004  1,039  8,781  23,689  

800 語言文學類 23,551  30,614  39,727  15,283  43,972  23,594  25,296  54,264  26,095  124,922  407,318  

900 藝術類 2,056  2,904  1,814  885  6,192  2,061  5,133  4,375  1,860  24,780  52,060  

總借閱量(冊) 38,904  43,874  54,432  25,247  74,404  41,158  56,092  86,110  40,757  249,334  710,312  

人口數量(人) 53,054 53,054 45,327 50,448 50,448 43,201 52,722 80,480 41,432 361,612 36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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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館藏發展原則 

依據本市圖書館設立目的、任務及服務對象需求，以及考量各區環境及人口

分布特色、歷史文化背景等因素來制定，整體可分為館藏資料範圍、館藏類型、

館藏資料深度、館藏資料主題及限制級圖書資料等 5方面來描述。 

一、 館藏資料範圍 

(一)館藏資料範圍依據本市各圖書館之服務目的、任務、讀者需求及社

區特性，建立符合民眾所需之館藏。 

(二)配合地方特色，舉凡有關區域性參考資料、本市地方文縣史料、手

稿、珍本資料等，均為本市館藏範圍。 

(三)本市各圖書館為政府出版品之寄存圖書館，政府出版品典藏依據

「政府出版品管理要點」辦理。 

(四)視聽資料與電子資源之蒐集以紙本資料無法取代之功能為主，並兼

顧資料性及娛樂性。 

二、 館藏資料類型 

本市圖書館除了紙本資料外，亦積極徵集其他各類型之媒體資源，以滿

足不同讀者之需求，增進各類資源與讀者接觸之管道。 

(一)圖書 

1. 中文圖書：本市圖書館館藏主體，主題涵蓋各類學科之一般性出

版品，以臺灣地區出版者為主要蒐藏範圍，具研究、參考性質之

大陸出本品也列入館藏範圍。 

2. 外文圖書：以英文為主，其他如日文、韓文、法文等，主題內容

涵蓋各類學科之一般性出版品。 

3. 多元文化：以越南文、印尼文、菲律賓文、泰文等語文為主，主

題內容涵蓋心理、休閒、家政、健康保健、語言文學、傳記、歷

史、藝術、旅遊等圖書資料。 

(二)期刊、報紙 

1. 期刊：以中文為主，英文、日文次之，其他亦包含越南文、印

尼文、泰文等多元文化資料，主題上以一般性及休閒性為主，

提供讀者多元、快速且新穎的資訊。 

2. 報紙：以中文為主，英文、日文、東南亞語等次之。 

(三)視聽資料 

蒐集有關知識性、教育性、文化性及娛樂性的各種視聽及多

媒體資料，在類型上含括光碟、錄音帶、錄影帶、藍光束位影音

光碟等多種型式，以符合多元化社會中讀者的閱讀需求。 

(四)電子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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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資訊時代及出版方式多元化等轉變，本市圖書館除持續性徵

集各印刷類型之資源外，更積極加強購置數位化資源，以因應讀者資訊

檢索行為的改變，並提供更加方便、快速的資訊取用媒介與管道，以利

讀者享有更迅速的服務，因此本館在電子資源上除購買了 4大平台之電

子書外，也有連結至全台各地其他相關資料庫及網站等，以供民眾使用。 

(五)政府出版品 

政府出版品係指以政府機關及其他所屬機構、學校之經費或名義出

版或發行之圖書、連續性出版品、電子出版品及其他非書資料；本市圖

書館為政府出版品之寄存圖書館，蒐集政府機關各類報告、出版品、會

議論文集等資料，以利完善保存本市內所有相關之政府資訊，並提供民

眾取用。 

(六)其他 

輿圖、善本書、小冊子及特殊館藏等。 

三、 館藏資料深度 

本市圖書館之館藏資料深度描述，以下列綱要所述為依據，共分為 5個

層級，各類主題深度如下： 

「0」未收藏：此層級之館藏未蒐藏或不在採購範圍內。 

「1」微量級：收藏最基礎的圖書資料，以蒐羅少量該主題中最具代表

性的基礎資料為主，並可清楚介紹各學科主題，以供一般讀者閱

讀，其蒐集範圍包括： 

(1) 包含各學科主題概念、簡介內容之核心館藏資料。 

(2) 基本字辭典、百科全書、一般性參考工具書、基本書目等。 

(3) 各學科之代表性期刊或作品。 

「2」基礎級：此層級之圖書資料必須清楚地介紹、定義或概論某主題

之一般性資料，但其深度尚不足以支援各主題學科之研究需求。

其蒐藏範圍包括： 

(1) 包含微量級之圖書資料。 

(2) 各學科主題之重要著者作品、次要著者之代表作品。 

(3) 一般性之學科期刊。 

「3」教學級：此層級之館藏提供一般普及的學科知識，與回溯性圖書

資料，並滿足一般讀者獨立研究上之需求，同時亦能支援研究層

級的基本學習需要。其蒐藏範圍包括： 

(1) 包含上述微量級與基礎級之圖書資料。 

(2) 各學科中重要著者之著作及評論的完整蒐藏、次要著者之著

作的選擇性蒐藏。 

(3) 重要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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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供研究學習用之參考工具書、索引、摘要等資料。 

「4」研究級：此層級收藏適於深入閱讀、研究及研究所撰寫論文所需

之圖書資料，並可支援學術研究者的研究需求。其蒐藏範圍包括： 

(1) 上述微量級、基礎級與教學級之圖書資料。 

(2) 研究報告、手稿、各種原始實驗數據、結論等，各種可支援

研究之重要參考資源。 

(3) 專業學術性期刊及代表性的外文輔助資料。 

(4) 提供歷史性研究用之舊籍資料與檔案。 

四、 館藏特色建立 

基於公共圖書館服務各類型讀者，館藏應兼顧成人、青少年、兒童及特

殊讀者之需求，因此本市公共圖書館除廣泛收錄各學科、各類型之一般性圖

書外，亦典藏特殊主題之館藏資源，以提升館藏服務品質。特色館藏的確立

上，本市透過與各區圖書館館員相互訪談及對讀者之問卷調查結果，再針對

各區圖書館地方特色發展、自然景觀、歷史文化、人口特色等，建立起各區

圖書館之特色主題，其中各區圖書館館主題特色選擇及原則如下： 

1. 各區圖書館得自行研訂其館藏特色發展方針，惟其內容不得抵

觸本館館藏發展政策。 

2. 館藏特色服務仍以本館服務之目的與任務為基礎，提供特定主

題範圍之資訊服務。 

3. 特色資料蒐藏應能涵蓋其他分館該主題資料，並進一步加強其

資料量、資料深度及參考服務之提供。 

4. 特色資料內容應以增進讀者對該主題之深入概念，及提供新穎

性、趨勢性之深度探討為目標。 

5. 各分館館藏特色主題，參見附件。 

為符合本市圖書館服務與經營理念，特色館藏方面將積極保存或出版基

隆在地文史與文學作品，本市文化局圖書館設立了基隆在地相關文學之相關

史料保存，建置「基隆學室」保存與基隆相關之所有文獻史料，包含本市市

志、本市各政府機關出版品、個人或機關團體出版與基隆在地相關之文史或

考察資料，以及各類介紹或提及與本市相關人、事、物之相關出版品或非書

資料等，皆為「基隆學」所欲蒐集、保存及推廣之文獻，以利進一步傳承及

弘揚基隆本土在地文化與歷史，建立與整合基隆相關文獻史料、視聽資料與

數位資源等，使基隆市民認識自己的故鄉，進而產生認同與驕傲感。 

五、 限制級圖書資料 

為兼顧成年人觀覽權利與青少年身心正常發展，爰依中華民國 105年 6

月 17 日文化部訂定發布之「出版品及錄影節目帶分級管理辦法」購置「限

制級圖書資料」，採購原則如下： 

(一)圖書資料 

1. 依「出版品及錄影節目帶分級辦法」所標列之「限制級」出版

品於封面標示並分級分區典藏供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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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出版社列為限制級之出版品。 

3. 依本市圖書館館藏發展諮詢委員會決議標列「限制級」出版

品，於封面標示並分級分區典藏供閱。 

(二)視聽資料 

1. 依「出版品及錄影節目帶分級辦法」所標列之輔導級十五歲級、

輔導十二歲級、保護級、普遍級等四種級別，印製「普遍級」、

「保護級」、「輔 12級」及「輔 15級」等分級標籤，張貼於影片

外包裝，以供辨識，並將限制級影片專區典藏。 

2. 「限制級」以不採購為原則。 

3. 各年齡層適讀的級別明載於視聽資料借閱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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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館藏資料選擇 

本市圖書館館藏資料選擇係以圖書館設置目的、任務、服務對象的需求、社

區發展的特性、館藏特色的建立及館藏均衡發展等因素為考量，在有限的購書經

費內，有系統地選擇各類資料並建立適切的館藏，以滿足讀者的需求。 

一、 選擇範圍 

舉凡合法出版、有益於在教育之實施、專業知識技能之增長、個人品德

之陶冶及正當性之培養等資源類型，皆為本市公共圖書館採購及保存圖書對

象。有關於本市地方文獻史料、本市作家出版、與本市相關著作、各項施政

建設資料、多元文化資料、手稿、珍本之徵集等，均為本市圖書館採訪徵集

之範圍。 

二、 選書工作之職責 

(一)本市文化局及區圖書館選書人員 

本市文化局圖書館統籌全市圖書館購書經費分配、購書作業、文化

局圖書館館藏選書工作，以及協助各區圖書館發展與建立館藏；各區圖

書館選書人員負責建立各館採購書單，提交予文化局圖書館進行採購作

業。為建立適當且有用之館藏，並發揮選書作業之功能與效益，選書人

員應具備下列條件： 

1. 充分了解本館設立目的及任務。 

2. 熟悉本館「館藏發展政策」，了解各學科主題發展現況及各特色

主題蒐藏範圍及深度，並在預算額度內，依據館藏發展政策及讀

者需求慎選各類圖書資料。 

3. 了解社區特性及讀者資訊需求，重視讀者推薦圖書資料之建議。 

4. 主動蒐集各類圖書出版訊息，掌握各主題的發展情況。 

5. 保持公正客觀立場，不因個人喜好、宗教、政治及理念的影響而

有所偏頗。 

6. 對重要之連續性出版資料、套書及叢書，需致力蒐集完整。 

(二)選書小組 

由文化局圖書館及各區圖書館成立，選書小組成員得邀集專家學者、

各區圖書館代表、館員、志工等組成，協助各館擬購新書、館藏特色主

題圖書及一般圖書等，並審核各批採購書單、讀者推薦書單及選購適當

之書籍。另外，各區圖書館經選書小組審核後提交予文化局圖書館採購

之書單，如發現有不適當之採購等情形，得請區圖書館予以剔除之。 

三、 館藏資料之選擇 

圖書資料選擇以合法出版為前提，並配合本館既有之服務宗旨及讀者需

求擬定選擇原則。以下分為「通則」及「各類圖書資料選擇原則」等兩項分

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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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則 

1. 符合圖書館館藏發展目的、學科範圍、讀者需求及著作權法規定

之一般性出版品。 

2. 有關電腦、醫學、法律、宗教、政治及軍事類等主題，僅購買符

合圖書館服務目的之一般性圖書，專門性用書以不購置為原則。 

3. 配合本市政策、圖書館推廣活動所需之圖書，依需要酌量增加該

類館藏。 

4. 同時發行印刷型式、視聽資料及電子型式等多種圖書，以考量讀

者需求及時事所趨者為原則。 

5. 圖書資料品質良好，適合一般民眾閱讀，評鑑項目如下： 

(1) 資料內容的正確性、新穎性、客觀性。 

(2) 資料價格之合理性。 

(3) 資料編排之邏輯性與可讀性。 

(4) 未失時效且具流通使用或學術典藏價值之資料。 

(5) 以新近出版品為主要徵集原則，除特殊研究需求外。 

6. 因應媒體發展，將文字或圖像資料重製為視聽資料或電子化資

料者，或將舊式媒體重製為新式媒體者，考量典藏空間與存取利

用之便利性及使用目的等因素加以蒐藏。 

(二)各類館藏選擇原則 

1. 中文圖書 

(1) 以得獎圖書及暢銷圖書為原則。 

(2) 以台灣地區出版者為主，大陸及海外地區出版品以內容具

文化保存及參考價職者為原則。 

2. 外文圖書 

(1) 以得獎圖書及暢銷圖書，專業協會或組織所推薦圖書為原

則。 

(2) 語文別以英文為主，其他語文視館藏特色及多元文化閱讀

需求蒐集。 

3. 兒童圖書 

(1) 蒐集國內外優良兒童讀物、得獎童書及專業協會推薦者。 

(2) 徵集可滿足各年齡層兒童閱讀之正當休閒讀物。 

(3) 與在學學童之課程內容有關的中外文讀物及參考工具書。 

(4) 配合兒童心智成長需求，蒐集可促進其身心發展之讀物。 

4. 期刊、報紙 

(1) 考量本市各圖書館經費及讀者需求，以一般性、休閒性期

刊為原則。 

(2) 內容以綜合性報導為主。 

(3) 蒐集期刊出版資訊、讀者意見及觀察期刊使用率，並考量

圖書館經費作為次年度訂購之參考。 

5. 視聽資料 

(1) 內容以一般性、文化性、教育性主題為主，並兼顧新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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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影片類以國內外相關影展參展及入圍作品、影評推薦之優

良影片、紀錄片為蒐集重點。 

(3) 每年度分配採購經費，計畫性充實視聽館藏，且採購之資

料應以現有轉硬體設備能配合使用為原則。 

6. 數位資源 

(1) 具新穎性且持續更新。 

(2) 檢索介面易於使用。 

(3) 優先考量永久使用權及擁有權者。 

(4) 廠商提供的系統服務、教育訓練及配合度較佳者為優先。 

(5) 視經費、年度重點發展計畫、讀者需求等因素，計畫性充

實數位資源。 

(三)複本選購原則 

公共圖書館服務對象為社會大眾，為使讀者均能有機會在適當時間

內閱讀到適當的書籍，圖書館得購置複本，原則如下： 

1. 獲國內外獎項活入圍之優良圖書，或具獨特內容及價值之圖書。 

2. 讀者閱覽、借閱、預約頻率較高之出版品，如兒童書、暢銷書、

經典圖書等。 

3. 配合本市政策、推廣活動所需之圖書。 

4. 配合專區、特色館藏閱覽典藏之必要。 

5. 應各業務單位工作所需之參考資料。 

6. 圖書資料遺失，經追討 1 年未果，以未遺失前使用人次達 5 人

以上/年，為重購標準。 

四、 選擇工具 

(一)中文圖書 

1. 國家圖書館之預行編目（CIP）。 

2. 國際標準書號（ISBN）新書目錄。 

3.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 

4. 書商或代理商送館之實體書。 

5. 各報章雜誌刊載之出版消息及書評。 

6. 他館館藏目錄。 

7. 出版社營業目錄。 

8. 網路書店或出版社網站之新書資訊。 

(二)外文圖書 

1. 線上或光碟書目資料庫（如 OCLE、BIP）出版訊息。 

2. 書商或代理商送館之實體書。 

3. 各報章雜誌刊載之出版消息及書評。 

4. 他館館藏目錄。 

5. 出版社營業目錄。 

6. 網路書店或出版社網站之新書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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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視聽資料 

1. 期刊報紙中之評論、代理商發行之產品目錄或廣告等諸多訊息。 

2. 各網站新片資訊。 

(四)中文期刊報紙 

1. 期刊出版社或代理商出版之廣告、型錄或樣刊。 

2. 電子或平面媒體所刊載之新創期刊資訊或評論。 

(五)政府出版品 

1. 政府各機關學校贈送其所出版及發行之出版品。 

2. 發函出版機關進行索贈。 

(六)數位資源 

1. 出版商、資料庫系統服務廠商及資料庫代理商之廣告及網站。 

2. 國內外期刊廣告及評論。 

3. 國內外圖書館網站相關介紹。 

4. 專門機構網站相關介紹。 

5. 圖書館或資料單位所出版之聯合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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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館藏資料徵集 

本市公共圖書館之資料類型包含圖書、期刊、報紙、視聽資料、數位資源及

政府出版品等，圖書資料來源以採購為主，另外也透過交換、贈送、寄存等方式

增加館藏資源。 

一、 採購 

(一)範圍 

1. 圖書：中外文圖書、多元文化圖書及兒童圖書，以一般性、各

區管特色館藏、特殊主題圖書、參考性圖書、讀者推薦等為蒐

集重點。 

2. 視聽資料：橫跨各個知識範疇與多種語文及版本，涵蓋社教、卡

通、電影、教學、旅遊與音樂等主題。 

3. 期刊：中外文及多元文化期刊，涵蓋雜誌及政府公報，以資訊、

休閒、教育及知識性主題為重點。 

4. 報紙：中外文及多元文化報紙，涵蓋區域性、全國性及國際性的

報紙，以一般性及特殊主題性內容為重點。 

5. 電子資源：以電子書平台為主，包含各學科主題、適於親子閱讀

並圖文並茂的繪本電子圖書，及其他更多元豐富的電子書以提

供讀者線上瀏覽及借閱。 

6. 其他：輿圖、靜畫、小冊子、金石、善本書及手稿、珍本、老照

片等。 

(二)通則 

1. 依「政府採購法」辦理採購作業。 

2. 一般中文圖書每種以 1 館購買為原則；外文圖書每種以 1 館購

買為原則；其他得獎圖書、經典作品、預約量大增購複本圖書、

兒童繪本、熱門圖書、暢銷圖書、上級或其他機關擬購、經圖書

館事業發展委員決議或專案簽核者，其購置圖書冊數不受此項

限制，但以各館至多 2本為限，贈書部分則不在此限。 

3. 參考工具書、館藏特色圖書及讀者推薦圖書則依據讀者服務實

際需要參酌購置。 

二、 贈送 

(一)受贈 

外界贈與之圖書資料，依據「基隆市公共圖書館受理圖書資訊捐

贈處理辦法」辦理，參見附件。 

1. 本市受理贈送之圖書資料，以符合本市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為

原則，惟不接受下列資料之受贈： 

(1) 各級學校教科書。 

(2) 考試用書。 

(3) 違法及查禁之圖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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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期刊、報紙及小冊子。 

(5) 過於陳舊之科技類圖書或已有新版之舊版圖書資料。 

(6) 畫線圈點及破損不堪修補之圖書資料。 

(7) 本市各圖書館認為不宜接受之圖書資料。 

2. 本市各圖書館受理各界贈書，不接受任何附帶條件，以全權處理

惟原則，包括典藏、陳列、轉贈、淘汰或其他處理方式。 

(二)索贈 

  除政府出版品外，其他單位出版之圖書資料具參考價值者，圖

書館得向該單位進行索贈，充實館藏內涵。 

(三)轉贈 

各界捐贈之圖書資料，如係多餘副本或不符合館藏發展政策者，

圖書館得轉贈其他圖書館、社區、學校等單位使用。 

三、 寄存 

本市圖書館為政府出版品之寄存圖書館，依政府出版品管理作業要

點，完整收存暨管理各機關之出版品。 

柒、 館藏資料維護 

館藏維護是圖書館極為重要且繁複的工作，為提供讀者完整且正確的資料，

對於各類館藏資源必須加以適時與適當的維護。館藏維護包括了館藏整理與修補、

更新、評鑑、盤點與淘汰，茲分述如下： 

一、 館藏整理與修補 

(一)加工處理 

館藏資料經分類與編目後，依資料類型進行加工，處理完成後之館

藏資料依其索書號或其他編號進行排架。 

(二)整架與讀架 

圖書資料應適時整理，以利讀者查找並維持整齊，並且需不定期進

行讀架順位，避免資料錯置情況發生，影響讀者取用。 

(三)館藏修補（復） 

圖書資料如有破損但不影響閱讀時，應予以簡易修補以利讀者使用。

若無法修補則應考量使用率及利用價值而予以淘汰報廢或重新補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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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館藏更新 

館藏更新應考量內容與外觀兩部分，當圖書資料內容已陳舊過時或屬連

續性出版參考資料，應進行館藏更新，以提供讀者新穎與即時的資料。若圖

書資料外觀因使用不當或陳舊有所損壞且不堪修復時，或修復費用高於書價

時，可考慮重新購置。館藏更新應持續進行，以提昇讀者利用率，發揮圖書

資料價值。 

三、 館藏評鑑 

為系統性評估館藏，確實了解館藏學科內容與館藏強弱，以獲得有關館

藏量、深度及範圍的可靠資訊時，可進行館藏評鑑。評鑑有助於瞭解館藏之

現況與使用情形、分析使用館藏之讀者習性與類型、做為館藏建置之參考與

協助館藏發展政策的修訂。 

由於各類型圖書館之功能不相同，使用的館藏評鑑方法亦有不同，本館

可視實際情況(如考量人員、經費或時間等)選擇適合的方法進行館藏評鑑，

包括：質性評鑑（如專家評鑑法、書目核對法、讀者意見調查法等）、量化

評鑑（館藏成長量、館藏成長率等）、館藏使用情形分析（館外或館內使用

調查等）等，進行不定期館藏評鑑。 

四、 館藏盤點 

為維護館藏紀錄之正確，每年至少進行一次全市館藏資料盤點，以確保

實際館藏狀態與館藏目錄相符。經由盤點結果，可掌握實際館藏數量、更正

館藏目錄資訊，並作為館藏整理及典藏方式改進之參考。 

五、 館藏淘汰 

在符合《圖書館法》之規範前提下，如因館藏毀損遺失、喪失保存價值

或不堪使用者，每年在不超過館藏量 3%，範圍內得自行報廢；惟當年度報廢

總數以不超過當年度新購圖書總數為原則。其中符合下列條件者，得考慮加

以淘汰： 

(一)內容不符合本館館藏發展原則者。 

(二)內容錯誤過時或經使用 5年以上之圖書資料，其範圍如下： 

1. 各類升學就業考試用書、技能檢定圖書。 

2. 各類具時效性之資訊科學圖書、法律類圖書及旅遊類圖書。 

3. 各類曆書、統計、指南、工商名錄、機關學校年度概況、有誤之

地圖和各類不滿 50頁、零星出版、裝訂簡陋，內容以宣導為主

的出版品。 

(三)內容錯誤過時或經使用超過 10年以上之年鑑、百科全書。 

(四)有新版內容可取代之參考工具書。 

(五)嚴重殘缺、破損導致無法閱讀者，或圖書附件遺失損壞影響圖書使

用價值者。 

(六)單一閱覽單位內有 3本以上之複本，其使用率低且超過 5年無人外

借者，可報廢該本複本圖書，並至少保留 2本書況較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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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參考價值低者。 

(八)違反著作權法相關規定者。 

(九)字體過小，紙張泛黃、汙損或脆化嚴重，印刷粗糙不易閱讀且有新

版可取代者。 

(十)視聽資料影音品質不佳，無法辨識讀取者。 

(十一) 市面上已無生產可讀取之機器，且館內有較新媒體型式之視聽

資料可供借閱者。 

(十二) 分館館藏特色裝訂期刊已逾 10 年，超過 5 年無人外借或破損

致影響閱讀者。 

(十三) 不符合「政府出版品管理要點」之政府出版品。 

(十四) 已失去其時效性及已有新版可取代之電子資源。 

(十五) 全館複本少於 3本圖書應予保留。不可淘汰。惟符合上述(五)、

(七)、(十)、(十一)、(十二)、(十三)之情形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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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館藏發展政策制定與修正 

一、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由市圖總館研擬草案，經館務會議決

議後實施。 

二、 館藏發展政策應視社會及民眾需求之變動，適時檢討修訂。 

三、 館藏發展政策之修訂，依前項程序辦理，如為定期更新之資料數據或

新增館別，由權責單位依實際需求，經館務會議決議後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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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圖書資訊服務及使用管理自治條例》 

第一條 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使基隆市公共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有

效利用館藏資源及保持資料之新穎性、適用性，並促進館藏使用率之提

高，特依據地方制度法第十九條第四款規規定，訂定本辦法。 

本辦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公共圖書館，指依據圖書館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條第二

項第二款暨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館藏資料，係指書籍、雜誌、錄音帶、及其他機器或電腦處

理後顯示之聲音、影像等，以數位或電磁紀錄製成之聲光產品等。 

第四條 本市公共圖書館之主管機關為本府；各區圖書館之執行機關為各區公所。

本府為統一公共圖書館之營運管理及各區圖書館之輔導，下設管理機關

為本市文化局（以下簡稱本局），綜理推廣公共圖書館利用素養教育，

並推展地方文史工作及其他圖書資訊等事項。 

第五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圖書資訊服務，係指辦理圖書資訊之閱覽、參考諮詢、

資訊檢索、文獻傳遞等項服務。 

第六條 本市應視需求普設圖書館，或鼓勵個人、法人、團體設立之。有關鼓勵

民間興辦圖書館之獎勵規定，由本局另定之。 

第七條 凡本國人民、外籍人士或僑生，不限年齡、或居住地，得申請公共圖書

館借閱證。 

前項以外之非自然人，或機關、團體、法人暨其他類似組織者，得申請

公共圖書館借閱證。 

前二項之借閱證種類及申請規定由本局另定之。 

第八條 遺失或損毀借閱證辦理補證時，應檢具相關證明文件並繳交補證供本費

新台幣五十元。但自備「悠遊卡」或相同、類似之卡片等辦證或換、補

證者，不另收費。 

第九條 借閱圖書館館藏資料時，應親自檢查有無毀損、缺頁、圈點或評述等情

事，應依下列規定賠償 

一、借閱者自行購買同類別相當等級之館藏資料賠償之。 

二、無法自行購買賠償時，得依原館藏資料購買價格或估計價格二倍之

現金賠償之。 

三、附件遺失者，視同館藏遺失計價。 

前項第二款所稱「估計價格二倍之現金」，應不得高於下列方式計價所

得，並以計價結果較低者賠償之： 

一、以「基本定價」定價者，依該定價之一百倍計價。 

二、無新臺幣採購定價之外文館藏並以外幣定價者，依前一日匯率換算

後雙倍計算。 

三、套書或整套圖書資料無單冊（件）定價者，以平均單價二倍計價。 

四、未標明定價之館藏圖書資料：精裝本依此書總頁數一點五倍計價，

平裝圖書依此書總頁數一倍計價。計價單位為每頁新台幣一元。 

第十條 外借館藏資料逾期未還，依每冊（件）逾期天數累計停借總天數，總天

數超過一年以上者，一律以一年計算；另借閱人亦得選擇依累計之逾期

天數折算罰鍰，逾期一天折算新台幣一元，累計至繳納罰款日止；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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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納罰鍰之日，恢復借閱權利。 

前項罰鍰累計金額，應不得高於依前條折算之賠償額度。 

第一項外借館藏資料逾期未還時，公共圖書館應催還之，其催還方式得

以口頭、傳真、紙本郵寄、電子郵件、或其他電子資料傳輸方式辦理。

但口頭通知，必須時得做成紀錄。 

第十一條圖書館館藏資料因前條逾期未還獲經清點，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依

圖書館法第十四條規定自行報廢： 

一、館藏毀損遺失、喪失保存價值或不堪使用者。 

二、依前條催還方式，於半年內已催還二次以上，且距最近一次之催還日，

已逾一個月以上者；或外借逾期之累計天數已達一年以上者。 

第十二條公共圖書館基於使用者付費、避免資源浪費，依著作權法及其他相關法

令之規定，提供讀者以圖書館資料為優先且合理使用之影印、複印、列

印服務，並依下列規定收取工本費： 

一、電子資料列印，以本局提供的 A4 大小普通紙黑色列印為限，每頁新台

幣二元。 

二、影印、複印資料，以本局提供的普通紙列印為限，黑白 A4 大小每頁新

台幣二元、A3大小每頁新台幣三元。彩色 A4大小每頁新臺幣五元、A3

大小每頁新臺幣十元。 

三、微縮資料列印，以本局提供的 A4 大小普通紙黑白列印為限，每頁新臺

幣五元。 

四、各項資料影印、複印、列印服務所提供之機器，若屬委外經營者，依各

該契約規定收費。但其收費標準不得高於前三款規定。 

第十三條本市各公共圖書館，得在不違反本自治條例規定下，訂定服務及使用管

理規定。 

第十四條如違反本自治條例規定，經圖書館人員勸導不聽者，得視情節輕重，請

其離館並暫停其閱覽權利。情節重大者，依法報請警察機關處理。 

第十五條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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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各區圖書館館館藏特色一覽表 

館別 館藏特色 備註 

信義區圖書館 飲食文化 
鄰近於住宅、大型市場及商業區，以服務

菜籃族、親子等居多。 

仁愛區圖書館 
樂齡、 

英語繪本 

本市老化人口最多的區域，服務該地方之

樂齡人口為重。 

百福圖書館 藝術 
結合館舍硬體設備與特色，訂為「藝術」

方面相關館藏資源徵集。 

永平圖書館 音樂 
結合館舍硬體設備與特色，訂為「音樂」

方面相關館藏資源徵集。  

文化局圖書館 基隆地方學 

文化局屬於本市圖書館中心，在館藏上以

蒐集與本市相關之各類型史料、文學資源

為主，建立完善的基隆地方文史中心。 

中正區圖書館 旅遊、文史 

因地理位處目前基隆相關歷史文物建築之

附近，因此以基隆有關之「旅遊資訊」及

「地方文史資料」為主。 

杜萬全圖書館 兒童、繪本 
位處偏遠但特色主題發展完善，目前以兒

童及繪本為主。 

中山區圖書館 小說 
鄰近住宅區、人口結構多元而平均，配合

近年館內小說借閱量提升，訂為小說。 

暖暖區圖書館 暖暖地方學 

暖暖區之地方特色強烈，包含淡蘭古道等，

結合暖暖特有的文化藝術、自然生態環境，

徵集暖暖地區特有文史資料、辦理相關活

動或特展等為主。 

安樂區圖書館 樂齡、醫療 
鄰近大型醫療機構、學校、住宅等，以「醫

療、養生」主題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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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受理圖書資訊捐贈處理辦法 

第一條 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鼓勵各界捐助基隆市公共圖書館（以下

簡稱本館）充實館藏及設施，並充分運用社會資源，節省各館購置經費，

達到資源共享。特依據地方制度法第十九條第四款規定，訂定本辦法。 

本辦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公共圖書館，指依據圖書館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條第二

項第二款曁基隆市公共圖書館圖書資訊服務及使用管理自治條例（以下

簡稱本自治條例）第二條、第四條規定，設立之公立公共圖書館。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之圖書資訊、館藏資料（以下簡稱館藏），係指符合本法第二

條第二項、公共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第十五點曁本自治條例第三條規

定之產品或資源者。 

前項館藏包括一般圖書、參考工具書、政府出版品、地方文獻、期刊、

報紙、視聽資料、微縮資料、電子資源及其衍生或必要之軟硬體設備及

資料庫、系統等。 

第四條 凡國內外個人或公私立機構、團體，主動對本館捐助金錢、館藏或其他

資產者，適用本辦法。 

第五條 本館對於前條捐贈之收受與處理，擁有全權處理權，包括典藏、淘汰、

轉贈、陳列或其他處理方式，捐贈者不得指定或附帶任何條件。             

捐贈款項者，應專款專用，並依照政府採購法進行圖書資料採購作業。 

前二項捐贈或採購之標的，依有關規定登錄財產。 

第六條 捐贈方式及規範如下： 

一、捐款： 

(一)捐款者得以支票、郵政劃撥或電匯方式逕匯本館帳戶，並請註明捐

款用途為：提供圖書館購置圖書資料或館藏設備等。 

(二)捐款者將款項撥入本館帳戶後，由本館開立正式收據。捐款收據得

依所得稅法規定申報免稅。 

(三)捐款者未指定用途時，除依預算法透列預算程序外，得由本館依館

務發展需要支用。 

(四)同一會計年度內，有二筆以上之捐款來源時，得合併辦理採購事項。 

(五)各筆捐款，得於執行完畢、或年度決算後，將執行結果公開並通知

捐款者。 

二、贈書：除與本市相關子史、文獻、市籍作家作品、族譜、地圖等符合本

館館藏特色資料，或符合本館轉贈對象之需求，及其他珍貴或具重大參

考價值者外；有下列情形之ㄧ者，得捨棄或不受理： 

(一)不符著作權法之圖書資料。 

(二)一般書籍出版逾十年以上、電腦書籍出版逾三年以上者。 

(三)內容不宜或已失時效，不具學術價值之圖書資料者。 

(四)書籍破損不堪、套書殘缺不全，或內有註記、眉批、畫 線者。 

(五)個人簡報、散頁資料或未滿五十頁之小冊子。 

(六)中小學教科書、升學指南、考試用書、具宣傳性之宗教、政論等宣

傳品。 

(七)內容涉及色情、暴力，違反善良風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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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報紙、雜誌及歌本、樂譜。 

三、捐贈書籍者，須郵寄本館辦公室，並註明「贈書」；或逕送本館辦公室、

服務台辦理。 

四、捐贈館藏設備者，請先與本館聯繫或以書面通知（加附所贈設備清冊），

俾利處理。 

第七條 前條第二款贈書，經本館篩選後，處理方式如下： 

一、典藏、流通： 

(一)符合館藏發展需求者，由本館典藏、流通，不另闢專室、專架保存。 

(二)前目所稱典藏、流通，係指依圖書館技術規範，完成分類、編目、

建檔及檢索等，並對外提供借閱者。 

(三)典藏之圖書，依有關規定列入財產管理。屬價購新品之贈書，有定

價者依定價登錄；無定價者，比照圖書館技術規範、本館自行採購

圖書之方式登錄價格。屬舊品或再利用之贈書，不論有無定價，均

以每冊（件） 新台幣一元登錄。 

二、符合下列情形之ㄧ者，得予陳列、轉贈或淘汰： 

(一)捐贈者指定。 

(二)不符本館館藏發展需求，但符合本款第五目受贈對象之需求者。 

(三)有同質性圖書或新版圖書者。 

(四)不符前款典藏、流通規範，但具其他功用者，得提供交換、索贈、

陳列或推廣行銷。 

(五)轉贈對象及順序如下： 

1. 本市各公立公共圖書館。 

2. 本市各民間或私人圖書館。 

3. 學校、政府機關（構）、軍公教團體、社福機構、醫療體系等。 

4. 非營利組織、人民團體、里辦公處、社區發展協會、社區管理

委員會或其類似組織。 

5. 一般民眾。 

6. 其他，為推廣教育、文化活動、教學研究、終身學習及閱讀推

廣活動等所需要者。 

第八條 獎勵方式如下： 

一、所有贈書，篩選後建檔備查，並得公布贈書或捐款者姓名於本館網頁或

宣傳刊物上。 

二、前款公布之個人資料，應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 

三、符合第六條第二款規定之有效贈書，單次捐贈數量達三百冊以上，未滿

五百冊者；或單次捐款金額達新台幣五萬元以上，未滿十萬元者；由本

館致贈感謝狀一幀。 

四、符合第六條第二款規定之有效贈書，單次捐贈數量達五百冊以上；或單

次捐款金額達新台幣十萬元以上者；由本府致贈紀念獎牌一座。並得經

捐贈者同意後，於所贈圖書資料或館藏設備，標示捐贈者紀念章戳。 

五、除第一款、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者外，本館得視捐助內容，以其他適當

方式誌謝。 

第九條 本辦法有關贈書受理、審核、處理及報核作業、程序等， 應依本法、本

自治條例及本辦法規定辦理，不受基隆市政府受理捐贈財產案件作業要

點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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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館藏資料管理及淘汰辦法第七條第五款第一目、第二

目有關轉贈或配合推廣活動轉送等，準用本辦法第七條第二款有關贈書

陳列、轉贈或淘汰處理方式。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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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館藏資料管理及淘汰辦法》 

第一條 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使基隆公共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有

效利用館藏資料及保持資料之新穎性、適用性，並促進館藏使用率之提

高。特依據地方制度法第十九條第四款規規定，訂定本辦法。 

本辦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公共圖書館，指依據圖書館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條第二

項第二款曁基隆市公共圖書館圖書資訊服務及使用管理自治條例（以下

簡稱本自治條例）第二條、第四條規定，設立之公立公共圖書館。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館藏資料，係指符合公共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以下簡稱

本基準）第十五點暨本自治條例第三條規定之產品或資源者。 

前項館藏資料包括一般圖書、參考工具書、政府出版品、地方文獻、期

刊、報紙、視聽資料、微縮資料及電子資源。 

第四條 館藏資料應定期清點及報廢，符合本法第十四條、本基準第二十點暨本

自治條例第十一條規定者，每年在不超過館藏量百分之三範圍內，得自

行報廢。報廢量逾館藏百分之三者，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前項報廢作

業，應經本館審核小組審議後，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  

審核小組審議時，得參照實際館藏量及當年度採購經費分年、分次個別

審查；逾館藏百分之三部分，非經主管機關核備者，得不列入審議。 

第五條 前條審核小組成員，除本館業務單位主管及承辦人為當然成員外，由財

產管理單位、會計單位及有關單位組成之；審核小組召集人得由業務主

管擔任或機關首長指派之。 

前項有關單位，指機關內之政風單位；未設政風者，得予免派或由機關

首長指派其他相關人員組成。 

審核小組每年四月、十月各集會一次，集會時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必要

時得另行集會。 

館藏資料經審核小組審議後，符合本法、本自治條例、本辦法規定得自

行報廢，並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者，免除相關人員之財物保管

責任。 

第六條 第四條清點作業，由本館隨時盤查（點），每一會計年度至少實施一次，

並應作成盤查（點）紀錄。本府認為必要時，得隨時派員抽查或盤點。 

第七條 館藏資料淘汰及處理方式如下： 

一、 清點時，應即時將清點情形註記於登錄簿（册）或系統資料庫中，並

依實際情形暫停流通外借；俟館藏資料審核小組審議後，再行淘汰、

處理。 

二、 前款清點情形註記，係指館藏資料之狀態為：撤架、損毀、待修補、

待報銷、已報銷、去向不明、遺失、聲明未借、聲明歸還、其他等。 

三、 經審核小組審議確認合於淘汰原則之館藏資料，經簽報機關首長或其

授權人員核定後，始得辦理滅失、減損作業。 

四、 經核定淘汰之館藏資料，除填具註銷清單外，應於封面或明顯位置加

註報銷戳記，並刮除館藏資料加工之條碼、或感應物件等。 

五、 符合淘汰之館藏資料，於完成報銷戳記及系統註記後，得以下列方式

擇一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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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轉贈。 

(二) 配合推廣活動轉送。 

(三) 現場或網路拍賣。 

(四) 變賣標售。 

六、 前款變（拍）賣、標售等所得價款，應解繳入庫。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