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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圖書館界對於館藏採購之討論，多集中於圖書館採購流程及政府採購法，對於總務及會計工

作的影響少有涉及。其實政府採購法已經賦予圖書館採購一定的彈性，總務工作及會計制度的認

定，才是影響圖書館採購速度的真正因素。本文以中小型院校圖書館為背景，首先由總務及會計

工作角度，說明其對圖書館採購之影響，並提出影響院校圖書館採購因素的層次架構；其次說明

中小型院校圖書館在採購上的問題；最後則針對院校圖書館在總務及會計工作的採購改進上提出

若干建議。 

Arguments over library’s acquisition work are usually focused on each library’s 
acquisition process and Government Procurement Law in Taiwan. In fact, the general 

and account administration will also affect the acquisition speed. This article 

states the reasons why general service and account administration affect acquisition 

speed, and discusses the problems of the acquisition process in medium-sized academic 

libra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both the general service and account system. 

Finally, this article also provides some suggestions for improved effectiveness of 

general service and account administration in library acquisi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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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圖書館館藏是圖書館的根本，沒有

良好館藏的圖書館，無法提供讀者良好

的閱讀資源，所以圖書館一向都相當重

視各種資料的館藏發展工作。而各圖書

館系所也很重視館藏發展觀念的教育，

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圖書館界所見文

獻，多半將討論重點集中於館藏發展的

觀念與程序，對於真正執行館藏發展政

策的手段層面和法制層面問題，反而較

少有人探討。目前僅有政府採購法有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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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討論，圖書館界一般均認為政府採

購法對圖書館的採購有所妨礙，但實情

真是如此嗎？筆者認為，政府採購法其

實已經給予圖書館相當大的彈性，但

「徒法不足以自行」，真正造成圖書館

採購無法快速進行的癥結，是出在總務

制度和會計制度的僵化，實非政府採購

法之過。圖書館員鮮少認知到總務和會

計工作有可能對圖書館採購管理造成很

大的影響，政府採購法只是一套規定採

購方式的原則而已，如果沒有總務和會

計規範作為執行採購法時的工作依據，

採購仍不能順利完成。 
不論圖書館的館藏發展政策訂定得

如何完善，仍需依賴總務人員依各種庶

務制度辦理採購、保管等工作，也需要

有會計人員依審計制度進行經費動支、

稽核、查核訪視等工作，這些工作表面

上似乎與圖書館專業無關，但卻有可能

影響圖書館的採購工作進行。尤其在我

國，私立大學院校林立，各種院校多達

150 所以上，其中絕大多數為中小型規

模（註 1），所就讀的學生佔了全國大

學生的七成左右；其圖書館採購，除了

私校本身自有之總務與會計制度之外，

政府尚有針對私校訂立的各種規定，加

上私校接受政府補助又需遵守各種規範

和配合訪視，使私立院校的採購和審計

工作成為一個相當複雜的工作。此外，

由於中小型私立院校的規模不大，經費

自然不夠充裕，圖書館在以節約經費為

前提、各種規定和要求又多的情形下，

如何在既有的複雜情勢中，有效進行採

購管理的工作，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

題。 
有鑑於總務、審計等工作，對私立

院校圖書館採購管理影響甚鉅，加之國

內探討此方面問題的論著十分有限，因

此本文擬由總務採購制度以及審計的角

度，檢視目前我國私立院校圖書館採購

管理方面的問題，並提出相關的建議，

以作為未來杜絕弊端及提升採購效率的

參考。本文首先提出圖書館採購工作的

影響層面觀點，並扼要介紹目前在一般

院校環境下，可能影響圖書館探購的採

購方式和會計規範；其次由總務制度與

審計工作的角度，說明為何總務工作和

會計工作會影響圖書館的採購管理；次

之則探討目前的總務和會計工作可能對

圖書館的採購造成那些困擾，最後則提

出結論與建議，以作為圖書館採購工作

改進的張本。 

貳、常見之採購制度及會計
規範 

一、採購程序之觀點 
長期以來，圖書館界常見有關採購

或館藏發展的書籍中，對於「採購流

程」的探討，其觀點基本上是圖書館導

向、以圖書館為中心的觀點，鮮少考量

圖書館以外的因素，忽略了圖書館是母

機構中的一分子，需遵守母機構的行政

和會計規範。筆者認為，圖書館的採

購，乃是圖書館和母機構其它單位環環

相扣的互動結果，不可僅由圖書館的角



 

 85

中小型私立院校圖書館之採購實務問題

度去探討，必需將影響圖書館採購的其

它母機構層面及政府法律層面因素納

入，方可稱完整。 
以大學院校圖書館而言，圖書館的

館藏發展會受到課程、教授的研究興

趣、新成立系所的需要等各方面的影響

（註 2），但館藏採購達成的手段，卻

是會受到上列因素以外的其它外力的影

響，尤其是中小型的私立院校圖書館，

由於自身規模不大、經費不足，當政府

的補助和社會大眾對高等教育的挹注減

少時，圖書館也會受到波及（註 3），
此點在大專院校數量快速成長以致各校

資源都被稀釋的我國更為明顯。各校的

總務部門及會計部門，在辦理圖書館的

採購案時，為了節省經費，會力求以最

省錢、最不會浪費資源的態度辦理採

購，而不是以快速和立即滿足讀者需求

為考量。除此之外，由於私立大學院校

乃財團法人組織，收受政府補助及社會

之捐資辦學，需受嚴格的會計制度和審

計工作規範，如果因應不當，院校權益

隨即受損，因此，對中小型院校而言，

圖書館在採購行為上遂受到很大的「行

為正確」壓力。這些都是影響圖書館採

購工作的外力因素。 
由此可見，圖書館的採購是一門牽

涉大學院校經費運用的全面性學問，不

可僅由圖書館採購部門的單一觀點來觀

察。筆者認為，圖書館的採購，其涉及

的層面應分為三個層次，各層次又受其

上層因素的影響。最內層的是圖書館自

己的採購、工作流程和觀念，第二層為

圖書館所在大學院校的制度，第三層則

是政府的法令及有關單位的解釋和政

策。其關係如下圖所呈現： 
 

 

圖 院校圖書館採購的各個受影響層面（作者自
行整理） 

 
在大學院校中，圖書館可能是最耗

費成本的行政單位之一，但可惜的是，

大多數的館員對於圖書館在校園中有關

經費和各種的成本卻都沒有清楚的概念

（註 4），以致於對於圖書館採購工作

的認識大多僅局限於圖書館的採購流

程。事實上，一個負責任的圖書館員，

應該對與圖書館有關的「錢」方面的事

務要勇於討論（註 5），才能對圖書館

採購所涉及的各個層面因素均有清楚的

認識，並據以思索用全面性的角度改善

採購效率的方法。 
二、採購制度之選擇 

誠如 Evens 所指出的，圖書館採購

速度是決定讀者需求是否能被滿足以及

滿意度高低的最重要因素，過於冗長的

採購時間會導致嚴重的圖書館公關問題

（註 6）。但是圖書館多半不是獨立單

位，即使在採購上有求快的壓力，在採

購上仍需遵守母機構的規定，必需由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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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總務單位辦理，圖書館僅只是使用

單位而已。大學院校圖書館亦然，除一

定金額以下的採購可授權圖書館自行辦

理之外，圖書館之採購均需由總務處依

據現有之制度及法令辦理，這些採購方

式各有優缺點和適用程度的不同，均或

多或少的影響了圖書館的採購效率。目

前圖書館採購習用的採購制度約略有下

列數種： 
公開招標採購 

根據政府採購法的規定，一般的勞

務或財物採購，除非有特殊的需求或特

性，只要採購金額在公告金額（新台幣

一百萬元）以上，便需要採用公開招標

的方式進行採購（註 7）。這是一種必

需經過一定公開程序進行的招標作業，

所引起的爭議最少，但手續最煩雜，作

業時間也最久。圖書館的圖書由於是有

形體、有定價的具體財物，所以很多情

況下都會被要求以公開招標方式進行採

購。由於必需將採購金額累計至一百萬

元，再一起進行招標，這也使圖書採購

的速度和購書獲得率大打折扣。 
逕行採購或公開取得報價採購 

依據政府採購法的規定，採購物品

的金額在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下（新台

幣十萬元）者，使用單位得逕行進行採

購，不必經過公告程序。而採購金額在

公告金額（一百萬元）以下者，可公開

取得三家廠商之報價（註 8），即可比

價進行採購。圖書館當購書冊數少或有

緊急購書之需求時，可將購書總金額控

制在十萬元內逕洽代理商採購，但此種

作法通常會被審計單位質疑圖書館在刻

意迴避政府採購法。 
選擇性招標 

所謂選擇性招標，是指在辦理經常

性採購時，可以公告方式，設立一定的

資格條件，進行廠商的資格審查，符合

資格的廠商才可以參與採購投標。優點

是可以程序透明公開，可獲較大的價格

折扣（註 9），且廠商資格經過過濾，

可確保投標廠商均有一定的服務品質。

缺點是缺書率還是會很高，且行政手續

煩雜，作業時間也太長。 
折扣標採購 

所謂折扣標，在作業程序上與公開

招標上並無不同，不同之處在於標的物

提出的時間點和決標的依據不同（註

10）。圖書館委由總務部門進行一年一

度的圖書折扣數招標，由各書商提出折

扣數，由折扣數較低者得標，以後一年

或數年，即由此得標商以得標之折扣數

供應圖書，圖書館可隨時下訂單給得標

書商。折扣標的優點是保有公開的精

神，且圖書館可以隨時下訂單給書商，

但缺點是書籍的折扣不易預估，查證不

易，也容易缺書。 
獨家代理產品 

獨家代理商品，係指此一物品僅有

一家有供應、製造或發行，且無授權其

它行號代理。因此在採購時僅需注明為

獨家代理商品，便可省去部分招標或比

議價程序。在圖書館而言，以視聽資

料、電子資料庫的獨家代理情況較多。

圖書方面如僅將部分獨家代理書籍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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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採購，仍會招致企圖化整為零，規

避政府採購法的質疑。 
共同供應採購 

共同供應採購，是指各個機關學

校，如果有共同的採購需求時，可由中

央信託局代為與特定之廠商簽訂合約進

行大批之採購（註 11），各機關學校可

向中央信託局逕行下訂單，不需另行辦

理採購手續，可以說是由政府為各機關

代勞辦理採購，十分簡便。過去共同供

應採購只提供各種事務機器或資訊設備

的供應，圖書由於具有價格不一、無法

先行預估價格的特性，所以過去政府並

無辦理圖書的共同供應。自民國 93 年

起，政府開始試辦以圖書的種類為區

分，各類圖書分別訂立不同的折扣數的

方式辦理共同供應，各機關只需向承辦

書商下訂單，書商即必需以與政府所簽

訂的折扣數供書給圖書館。 
三、會計制度之規範 

圖書館除了需在採購上由總務單位

依使用需求選擇適合之方式辦理之外，

在動支經費、審核採購程度、驗收、核

撥款項乃至於稽核審計等工作上，尚需

計單位的配合，如果會計部門不願核

章，圖書館的請購也不能成案。由於大

多院校的會計單位並不和圖書館採購人

員有直接的對口接洽，加上會計單位通

常較少刁難圖書館的採購，因此，許多

圖書館員並不知道所謂「圖書館的經

費」並不是圖書館的錢，圖書館的經費

仍是母機構的錢，圖書館只是執行單位

而已；整個大學院校各個部門的資本支

出都是由會計單位負責控制，而且都必

需一體適用同一套會計財務規範

（Financial Regulations），圖書館並不

是法令上的特殊實體，沒有特殊的財務

權力（註 12），此點中外皆然，但圖書

館員對此多半不了解。通常會計財務規

範會規範大學中那些人負責授權經費的

支付、在支出經費的程序中必需遵守的

程序為何。此外，為了確保大學院校的

經費支出有發揮其最大價值，各院校必

需有各式的審計制度，如果審計的結果

不佳，大學院校將會受到程度不等的懲

處。大學院校常見的審計有三類（註

13）： 
內部審計（Internal Audit） 

內部審計由大學院校的會計室人員

負責，依校內的審計制度進行內控，如

果內控出現漏洞，被外界察覺或被認為

制度不夠完善，大學院校也會被糾正或

被要求改進。通常內部審計的關注重點

是在於大學校園內各單位是否明確依照

會計規範進行經費的支出。 
外部審計（External Audit） 

通常大學院校會委託校外的會計公

司、會計師事務所或合格會計師，在每

個會計年度結束後對校內的經費支出進

行審計。此外，政府的審計部門有時也

會派員到校審查學校的會計制度。一般

來說，外部審計的重點多半放在大學的

會計部門工作上，其它部門如有被調查

的必要，才會一併列入審計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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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 殊 補 助 單 位 審 計 （ Funding 
Council Audit） 
通常補助單位的審計會被視為位階

較高的審計工作，主要由審計單位委派

一組審計專家組成一專業團隊，實地到

受補助單位進行審計工作。在國外大

學，此類的補助單位審計通常較少實

施，但在我國，針對各私立大學院校的

補助審計卻是經常性的，常常造成中小

型院校的負擔。 

參、影響圖書館採購效率之
因素 

圖書館的採購需求，必需經由總務

單位人員、會計單位人員依照採訪館員

的採購提案，依據上述所介紹與圖書館

採購有關的各項採購制度與會計規範，

選擇合適的方式進行，才能使圖書館的

採購作業達到完善的境界。但是雖然有

許多制度供圖書館選擇因應，但不幸的

是，雖然制度面有許多管道可使用，但

在執行層面仍有許多因素影響到私立院

校圖書館的採購效率，而有許多因素又

是私立院校所獨有的。究竟在中小型私

立院校的環境中，為何圖書館的採購會

受到總務工作和會計工作的影響？總務

工作和會計工作之所以會在圖書館的採

購工作中產生影響，主要肇因於以下幾

方面： 
一、採購程序認定權限問題 

圖書館於學校的採購程序中，屬於

「使用單位」，只能提出規格、數量、

功能上的需求，並依此進行驗收，真正

執行採購工作的是「承辦單位」，也就

是總務處；在採購上，圖書館雖可提出

標的物的需求，但是否要併案採購、分

案採購、要用何種方式進行採購，則是

總務部門的權限。因此總務部門的專職

採購人員是否能真了解圖書採購的特

性、是否能以最佳的方式為圖書館辦理

採購，便攸關圖書館採購的效率高低。 
二、財產管理方式的問題 

圖書或期刊由於都是有形有體的具

體財物，因此依據財產的管理辦法和現

行的保管制度，圖書確實是應以財產編

列。但是由於圖書是依據索書號排架管

理，並不是以財產登錄方式管理，因此

圖書一旦上架，要大批更動財產標示或

盤點都會變成浩大的工程。加上私立學

校接受政府補助，凡以補助款購置的圖

書，均需在財產管理上有額外的要求，

也連帶影響採購的效率。 
三、經費使用訪視的影響 

私立院校接受政府補助款，通常有

相當大的部分會被用於購置圖書期刊或

電子資料庫。而為了有效督導各校是否

能有效利用政府補助經費，政府通常會

派員定期或不定期訪查各校的經費運用

和採購程序是否合法，這些訪視有可能

涉及採購的包括有： 
教育部委託管理科學學會訪視。 
審計部訪視。 
高教司督學固定訪視。 
新設院校或改制院校專案訪視。 
正式之評鑑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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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各項訪視，多半都有其它大學

會計專家或會計審計學者隨行，都有可

能針對私校的採購工作提出意見，甚至

隨機抽查財物是否在保管單位妥善保

存。這些訪視委員會各自對採購制度提

出各種意見，很大程度危害了圖書採購

的彈性。由於各個政府單位對大學院校

的期待和關切重點不同，使得彼此之間

對圖書採購的意見有時會發生矛盾。基

本上，正式的訪視評鑑會注意到圖書館

的服務、管科會重視是否有發揮補助經

費的最大效益、改制院校訪視則注意圖

書館是否有支援新系所的能力。可見，

各個機關單位對大學院校圖書館關心的

重點並不一致。 
四、法令規章解釋來源 

圖書的採購由於具有許多特性，例

如「量少樣多」、勞務（編目與提供閱

選書單）與財物（書籍本身）二種採購

合一、以及真正的需求定義掌握於系所

教師手中而不是圖書館館員之手，因此

在採購法層面，應如何採購、是否可以

分別採購，均需要有一個一致的法規解

釋，供採購人員參考，但目前卻沒有一

個固定的法規解釋。中研院雖曾行文公

共公程委員會，要求解釋圖書是否可以

分批採購，但所得回覆畢竟只是針對中

研院狀況的答覆，各私校的總務單位多

半不敢據此作為圖書分批採購的法令依

據。如果圖書館對採購作業有疑問，雖

可直接去電詢問公共工程委員會等政府

機關，但多半不會得到明確的答案。 
 

五、會計工作程序的影響 
圖書館提出採購需求，除了由總務

單位辦理採購之外，尚需由會計單位進

行審核、審標、動支核撥等工作。而認

定採購程序是否合法、應用何種經費來

源支付圖書採購的開銷，這些都是會計

單位的權責，圖書館無權過問，但採購

的效率卻會受到會計的認定而有很大的

影響，如果會計從嚴認定圖書採購的屬

性與一般財物無異、或是任意更動圖書

採購的經費來源（不違法），圖書館的

採購便會非常緩慢而煩雜。 
六、私立院校內規與政府法令之配合 

問題 
圖書館界常有一種錯誤的觀念，誤

以為私立院校的採購較具有彈性，事實

上這是完全錯誤的想法。私立院校的採

購工作，彈性遠比公立大學校要小得

多。其成因有二，一是私立院校如接受

政府補助，政府會查核其經費運用，運

用良好的私校補助款才不致被削減。私

校為了應付政府查核，也為了未來的補

助，會以「安全」為採購的第一考量，

而不是師生的需求；其二，如果是沒有

用到政府補助的採購案，則需遵守各校

內部的採購規範，但各校的內部採購規

範，為了撙節經費，多半彈性比政府採

購法還緊縮。因此私立院校無論是否接受

政府補助，採購永遠是一項煩雜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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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現行圖書館採購管理的
問題 

由上述各項原因中，可以看出在私

立院校的環境下，圖書館的採購工作不

只是圖書館一個部門的問題而已，也會

有其它因素的干擾，而目前在各私立院

校，常見的圖書館採購問題有以下數

端： 
一、採購工作之目標本末倒置 

根據觀察，目前各私立大學院校，

政府每年補助各校的補助款，約佔各校

每年總預算的十分之一（註 14），因此

各校經營階層多半都非常在意補助是否

會被削減。圖書期刊都是有真實形體、

可使用多年的財物，因此總務部門的人

員多半會以辦理一般物品的角度看待圖

書採購，用最保守、最不易引起爭議的

方式辦理採購，以避免政府委派的訪視

委員認為是刻意規避法規而被減扣補助

款。因此圖書採購的目的不再是為了快

速而有效的滿足師生的閱讀需求，而是

為了爭取補助款的配給，形成本末倒置

的現象。 
二、法令詮釋及意見互相衝突 

目前各院校在採購法令或程序上如

果遭遇問題，並沒有一個權威的解釋。

公共工程委員會、審計部、教育部、管

科會、各訪視委員，都有機會對各校的

採購方式提出意見。例如政府採購法中

允許小額分批採購，公共工程委員會亦

曾經行文中研院，表示圖書可以每一本

視為一個標的物予以分批採購，但當私

立院校圖書館援例依政府採購法分批採

購時，卻又曾遭教育部委派的管理科學

委員會委員指為不當，並認為「應當集

合整批採購以增加議價空間」，顯然在

管理背景和會計背景的訪視委員眼中，

快速將教師需要的圖書採購入館並不重

要，如此一來等於扼殺了圖書館分批採

購的權利。由於訪視委員的意見經整理

後會直接送往教育部高教司存查，加上

高教司為各院校的主管部門，總務單位

基於學校的利益，將無法接受圖書館有

關小額採購重要性的意見，使得圖書館

的採購無法朝向更彈性化的方向發展。 
三、共同供應非萬靈丹 

政府代勞與特定廠商議價的中文圖

書共同供應制度，雖然可以使圖書館直

接向特定書商下訂即可，不必辦理比議

價工作，但目前的中文書共同供應在大

學院校圖書館的適用性上，卻仍有許多

問題，主要原因出在中文書共同採購原

本是為了公共圖書館的需求而設計（註

15），大學圖書館如欲採用便有許多問

題有待解決；例如承攬共同供應的書

商，並不是大學院校圖書館習慣往來的

代理商，對於院校圖書館需要的許多非

營利性出版品、學術出版品的掌握能力

令人存疑，而且共同供應訂的圖書折扣

如此之低，是否能買得到學術出版品也

令人懷疑。當代理商無利可圖時，極有

可以以各種理由不交書，共同供應商服

務不佳時，還需由圖書館自行舉證（註

16）。除此之外，共同供應也未將圖書

採購的勞務部分－編目－予以納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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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院校圖書館的適用性大打折扣。 
四、不利於特殊條件的採購 

院校圖書館主要任務，在於滿足師

生的研究、教學與學習的需求，因此真

正的需求是來自於院校師生，而不是圖

書館。許多教授喜好至書店現場親自翻

閱選書，有的師生則較偏向能有類似書

展的方式供師生選書推薦，但這些選書

方式易引起圖利特定商家的爭議（註

17），此種方式在現行的圖書採購環境

下都不易辦理。此外，有些教授喜歡在

國外開會或參訪時順便買書，此種買書

方式在中小型私立院校，幾乎很難用補

助款支付，而且核銷也是頭痛的問題。

至於在學術性過期期刊的採購上，由於

採購期較長，可能跨越兩個以上的年

度，加上到貨無法擔保，也可能使部分

院校圖書館不敢以政府補助經費採購。

此外，有些絕版書、罕見書有時需至國

外網站訪求，用線上購書的方式購入

（註 18），但在最嚴格的採購規範下，

圖書館欲進行此類的線上購書幾乎是不

可能的，像由教育部、公共工程委員會

所指導編製的「公共圖書館圖書資料採

購參考手冊」中，即明白表示在國外的

網路書店買書，仍需公告或遵循採購招

標辦法，由機關首長核准後始得辦理

（註 19）。中小型私立院校為避免引起

質疑，多半不會以補助款進行此種方式

之採購。 
五、會計作業與財產管理影響採購管理

效率 
目前我國院校的財產管理原則上都

要求各校，必需每年或若干年盤點一

次，而且圖書由於列入財產，也有一定

的使用年限，使得在管理、淘汰上十分

煩瑣（註 20）。加上政府補助款所購置

的圖書又需有特別的補助標示，如果會

計單位修改了一批圖書的購置經費來

源，該批圖書就必需在標示上重新修

改，造成已採購進館的圖書延後上架；

如果不幸該批圖書已經上架，圖書館員

就必需把該批圖書逐本從書架上找出來

加蓋補助款購置的標示，實是費時的浩

大工程；如果是正在委外編目的圖書，

在採購驗收上又憑空多了一道手續，就

是要去查看代理商是否有加蓋政府補助

的財產標示。 

伍、結論與建議 

圖書館的採購工作千頭萬緒，尤其

在私立的院校，由於制度較公立院校多

了許多道程序，加之人力與經費更為緊

縮，以及私立院校採購工作較公立學校

容易受到經營階層的干涉，使得私立院

校的圖書館採購管理問題更形複雜。 
圖書館界在政府採購法實行之後，

一度不易適應該法的實施，動輒將採購

效率的不彰歸咎於政府採購法（註

21），殊不知政府採購法由於將採購權

獨立出來，反而保護了圖書館員不致落

入採購作業上與商家打交道的複雜生態

之中，使圖書館員擺脫了圖利他人的嫌

疑；而且我國的政府採購法，已經有適

合圖書館的採購條文，主要是會計和總



 

 92

 臺灣圖書館管理季刊

第四卷第三期 / 97 年 7 月

務制度拖累了圖書採購的效率，而不是

採購法本身。因此佔我國大學院校絕大

多數的私立院校圖書館，未來如欲提升

圖書館採購效率，應力求由總務及審計

制度面找出改善之道，循此角度與主管

機關溝通、爭取。在此提出若干建議如

下： 
一、修法或遊說的目標必需改變 

圖書館界多年來，對於技術服務中

的採購部分，其討論大半集中於政府採

購法的適應問題。當採購效率不彰情形

出現時，其呼籲多半是認為政府採購法

限制了小額或快速採購的實施，或是呼

籲應將採購的限制放寬或另行立法。此

類呼籲僅是浮面的看法，因為政府採購

法已經有了小額採購的條文，只是圖書

館採購無法從中獲益而已；而且政府採

購法為原則規範的法律，另行為特定行

業（如圖書館）立法，也沒有立法的意

義與效益（註 22）。圖書館界的學者或

從業人員，應將未來修改制度或遊說的

重點，由政府採購法的層面，轉移到總

務制度與會計制度上。 
二、總務作業準則及法令解釋必需一致 

目前各個機關，如教育部、公共工

程委員會、審計部、委辦會計師、管科

會，都可以對圖書館採購表示意見，有

時彼此之間的意見還有不一致的情形出

現，甚至不願提供意見、不願為各校的

作法背書。各機關在訪視或評核私立院

校的採購作業時，是否應先有一致的標

準？圖書館界是否應推動制定針對大學

院校圖書館採購的審計和總務制度、庶

務流程的標準作業準則？否則放任各校

每年應付各色不同人士對採購作業發表

意見，而且年年不同，圖書採購效率永

無提高的一天。筆者建議，未來應呼籲

主管機關以政府採購法為依據，建立一

私立院校的圖書採購總務作業準則，供

全國私立院校一體適用，並作為各種政

府單位評鑑訪視私立院校的評鑑標準，

以杜絕圖書採購的法規詮釋政出多門、

無所適從的現象。 
三、圖書館員需加強總務與會計知識 

圖書館員在採購工作的知識上，一

直都將焦點集中於二個方面，第一是集

中於採購作業的圖書館內部工作流程

上；第二是集中於館藏發展的概念和政

策上。對於與採購工作息息相關的會計

與總務知識，則完全一片空白，以致於

有些圖書館員即使擔任採購館員多年，

仍有許多錯誤的觀念，例如：許多館員

不知道採購的權限其實是掌握在總務單

位，都習慣以「我們打算這一批書給某

公司做」互相討論，畢竟這只是總務單

位給予圖書館的方便而已，圖書館在制

度上無權決定由那一家廠商承攬採購，

即使這家公司有多專業、與圖書館合作

多麼良好、交書多麼快速，都不能做為

圖書館要求指定廠商的理由。圖書館界

如欲使每一個館員都能洞悉總務與審計

制度的運作，並作為將來據理力爭、甚

至匯聚輿論修改制度的基礎，那麼就有

必要在館員的養成教育中，加強會計與

審計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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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共同供應制度需有所更張 
共同供應制度由於具有由政府代為

採購的前提，使得圖書館只需下訂單給

與政府合作的商家即可，無需憂慮圖利

它人的問題，十分方便。但是政府代理

共同供應不可能包山包海，加上圖書館

採購有「量少樣多」、「稀有性」、「顧客

（教學研究）優先」的特性，因此，共

同供應真正能適用於大學院校圖書館的

部分其實有限。目前的政府共同供應採

購，電子資料庫的部分運作已經十分良

好，但中文圖書共同供應採購其實較適

用於公共圖書館，院校圖書館的適用性

有待討論。目前共同供應採購制度，首

要之務應是建立西文學術期刊的共同採

購，可能對各中小型私立院校圖書館的

採購會提供更大的助益。 
五、將館藏品質與採購速度不彰列入減

扣補助款的條件 
我國各中小型或新成立的私立院

校，之所以在圖書館採購上不願採取積

極、快速的方式，主要原因除了害怕補

助款遭到刪減之外，教育主管機關對私

立院校的監督制度中，缺少鞭策提升圖

書館服務品質的機制也是原因。我國教

育主管單位對於與圖書館有關的各項評

鑑和訪視，多半只評估到館藏數量，言

必稱藏書量和期刊種數的成長，對於圖

書館的其它工作成效評估，通常只有評

鑑訪視專家提出個人意見，缺少系統性

的評估準則。一般來說，圖書館的館藏

評估，包含了以讀者為中心的評估、以

館藏為中心的評估以及對館藏能否支援

特定主題的教學研究的評估（註 23）。
只有將館藏品質評估的結果和對私立院

校的獎懲機制作連結，方能使私校的經

營階層了解圖書館的採購不是只有「用

最少的錢買最多的書」而已，才會認知

到圖書採購的目的應由「省錢」轉變為

「符合讀者的需求」。除了將圖書館藏

書的品質評估納入評鑑範圍，如能將採

購效率不彰的狀況也列入減扣補助款的

條件之一，相信更能迫使私立院校採取

更有效率的採購方式。 

附 註 

註 1 David L. Kirp 著、賴慈芸譯，搶救

大學 （台北市：天下雜誌，民 93
年），頁 6。 

註 2 吳明德、薛理桂，圖書選擇與採訪 
（台北：空大，民 84 年），頁 39。 

註 3 Gerard B. McCabe & Ruth J. Person, 
Academic Libraries: Their Rationale 
and Role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95), p.127. 

註 4 同上註，p.125。 
註 5 Alice Sizer Warner, Budgeting : A 

How-To-Do-It Manual for 
Librarians (New York: Neal-
Schuman Publishing, 1998), p.4. 

註 6 Gorman Edward Evens, Developing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enter 
Collections (Littleton: Libraries 
Unlimited, 1987), p.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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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7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政府採購

法令彙編 （台北市：五南書局，

民 87 年），頁 12。 
註 8 同上註，頁 15。 
註 9 余慧賢，「國立中央圖書館選擇性

招標圖書採購經驗分享」 全國新

書資訊月刊 （民 93 年 3 月），頁

14-15。 
註 10 于玟，「淺談臺北市立圖書館折扣

標採購模式」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 
（民 93 年 2 月），頁 13。 

註 11 俞何雄，「圖書共同供應契約採購

模式簡介」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 
（民 93 年 2 月），頁 19。 

註 12 Peter Brophy, The Academic Library 
(London: Library Association 
Publishing, 2000), pp.106-107. 

註 13 ibid, pp.107-108. 
註 14 李家同， 一切從基本做起 （台

北：圓神，民 92 年），頁 38。 
註 15 彭慰，「圖書採購相關法規暨共同

供應契約運作模式評估」 在書暢

其流：出版界與圖書館界的對話座

談會會議手冊 （台北：行政院新

聞局，民 94 年），頁 23。 
註 16 閔國棋，「圖書館中文圖書採購與

共同供應契約之探析」 教育資料

與圖書館學，42：2 （民 94 年 6
月），頁 551-552。 

註 17 張榮豐，「從發行商的角度審視圖

書館採購的潛在問題」 全國新書

資訊月刊 （民 93 年 2 月），頁

26。 
註 18 Larisa Somsel, “Buying Books 

Online is No Mystery,” Collection 
Management 29:3/4 (2004), p.41. 

註 19 國家圖書館， 公共圖書館圖書資

料採購參考手冊 （台北：國家圖

書館，民 93 年），頁 55。 
註 20 成騰發， 圖書館經營實務－財產

管理與閱覽服務 （台北：作者自

印，民 78），頁 159。 
註 21 陳昭珍，「公共圖書館與閱讀活

動」 台北市立圖書館館訊 20 卷 4
期 （民 92 年 6 月），頁 62。 

註 22 王麗鳯，「政府採購法與圖書資料

採購問題採討」 全國新書資訊月

刊 （民 93 年 3 月），頁 4。 
註 23 Jim Agee, “Collection Evaluation : A 

Foundation for Collection Development,” 
Collection Building 24 :3 (2005), 
p.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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