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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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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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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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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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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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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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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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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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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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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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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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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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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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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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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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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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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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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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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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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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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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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現行圖書館採購管理的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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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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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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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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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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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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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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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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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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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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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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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