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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筆者透過實地參訪特為文介紹，日本國會圖書館的組織、經營、服務、建築、以及其附屬之

兒童圖書館，旁及圖書館的呈繳制度以及未來展望等，希望能促進彼此間的瞭解，進而彼此合作

與交流。 

Having visited National Diet Library in Japan, the author wrote the essay to 

introduce the constitution, the operation, the service,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this 

library, as well as its children library. Besides, through introducing the legal 

deposit system of this library and expectation of future, the author hopes to 

increase understanding and promote cooperating and intercommunication each other. 

 
【關鍵詞 Keyword】 
 國立國會圖書館；組織；經營 
 National Diet Library, Japan;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壹、沿革 

國立國會圖書館有二個源流；其一

為明治 23 年（西元 1890）所開設，舊

憲法下帝國議會所屬之貴族院、眾議院

圖書館，另一為明治 5 年（西元 1872）
所設立，行政機關文部省所屬之帝國圖

書館（創立時稱為「書籍館」）。這二個

館的藏書最後都歸目前的國會圖書館保

管收藏。 

國會圖書館的設立最早由眾、參兩

院議長向聯合國軍隊最高司令官總司令

部（GHQ/SCAP）要求派遣圖書館專

家，而昭和 22 年（西元 1947）年底乃

有美國圖書館使節來日。因這位使節的

幫助，確立基本構想，成為日後國立國

會圖書館法案的基礎。 
國立國會圖書館於昭和 23 年（西

元 1948）6 月於赤坂離宮（現迎賓館）

以臨時館舍開館。昭和 36 年（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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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8 月，永田町現有館舍第一期工

程竣工，將分部上野圖書館（舊帝國圖

書館）等之資料加以整合，總藏書 205
萬冊，以一日本代表性圖書館，開始營

運。 
開館滿 20 週年的昭和 43 年（西元

1968），現有館舍本館部分完成，由於

藏書日漸成長，昭和 61 年（西元

1986）再新建臨接之新館，使總圖書容

量增，至 1200 萬冊。平成 14 年（西元

2002）10 月，關西文化學術研究都市

內政部（京都府相樂郡精華町）國立國

會圖書館關西館開館營運。平成 12 年

（西元 2000）5 月，分部上野圖書館改

建完成，以兒童書為主要收藏之國際兒

童圖書館部分開館，平成 14 年（西元

2002）5 月則全面開館，為日本國內最

早的國立兒童圖書館。 
設立目的與機能 

國立國會圖書館為日本國內唯一的

國立圖書館。依國會法第 130 條「為有

助議員之調查研究，以另定之法律於國

會設置國會圖書館」，依此訂定了國立

國會圖書館法，並於昭和 23 年（西元

1948）設置國立國會圖書館。 
國立國會圖書館法開宗明義文中

「確信真理使人自由，依憲法保障日本

民主化與世界和平為使命而設立。」將

其設置理念加以闡述；第 2 條中「蒐集

圖書及其他圖書館資料，讓國會議員能

遂行其職務，對行政及司法各部門及日

本國民，依此法律所規定，提供圖書館

服務。」明訂其目的。 

國立國會圖書館對日本國內刊行之

出版物，依圖書繳納制度廣為收集，以

文化財作永久保存，將其目錄以資料庫

或其他形態作成全國圖書目錄，依據這

些資料對(1)國會（國會議員、國會相

關人員、(2)行政及司法各部門（政府

各省廳及最高裁判所）、(3)國民（一般

利用者、公立及其他圖書館、地方議會

等）提供服務。 

貳、組織 

國立國會圖書館隸屬立法府管轄之

國會，受參、眾兩院議長之具體監督，

每年須向兩院議長提出『國立國會圖書

館年度報告』；有關前一會計年度圖書

館之經營、財政報告，國會圖書館經營

上之諸案件，先經兩院圖書館營運小委

員會審議，再提議院營運委員會審查、

認可後再向議長提出報告。 
國會圖書館包括館長、副館長各一

人，共 940 人，館長經國會同意後由兩

院議長任命，副館長經兩院議長同意後

由館長任命。館長職同國務大臣，副館

長等同次官之待遇，一般職員的採用透

過公開考試招募，司書（圖書館員）資

格非必要條件。 
國會圖書館的組織包括中央館（包

括東京館、關西館、國際兒童館）、國

會分館（置於國會議事堂內，以國會議

員、議員秘書、國會職員等為服務對

象）、支部東洋文庫，以及行政、司法

各部所設置之支部圖書館 27 館。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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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為了本館的經營上聽取外部學者或

圖書館資訊相關機購的意見，除設立國

立國會圖書館連絡調整委員會外，並設

有各種審議會及委員會。 
中央館下設總務部、調查及立法考

查局、收集部、書誌部、資料提供部、

主題情報部、國會分館等 1 局 5 部及 1
分館所組成（附表一），其主要業務包

括： 

 

附表一：國立國會圖書館組織圖 

 

 
 

一、總務部 
組織編制：包括館務課、企畫‧協力

課（下設電子情報企画課）、人事

課、會計課、管理課、情報系統課、

支部圖書館課。 
任務：(1)綜理國立國會圖書館所掌

事務，(2)有關機密事務，(3)國立國

會圖書館法（昭和二十三年法律第五

號）第六條中所規定有關之報告，(4)
對兩議院之議院營運委員會之審查提

出報告及相關資料，(5)館長及副館

長公印之保管、公文書類之接收、發

送、編集及保存等，(6)有關館內相

關法規，(7)有關文宣業務，(8)對館

務的實施作總評鑑， (9)職員之職

級、任免、認證、懲戒、服務及其他

有關人事、培訓、福利等相關業務，

(10)經費、收入預算、決算、會計及

會計監督，(11)國有財產、 債權及

物品管理，(12)廳舍之新建及其他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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繕相關事項，(13)廳內管理業務，(14)
圖書館資訊系統相關業務之整合與管

理，(15)對行政及司法各部門提供圖

書館服務之有關事務，(16)與分館間

之聯繫業務，(17)透過網路及其他高

度資訊通信網路提供圖書館服務之有

關企畫及實施之整合業務，(18)對圖

書館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二號所規定

之地方議會及圖書館、人等之援助以

及圖書館與圖書館相關團體間之聯繫

與合作之有關業務，（其他部局所掌

業務除外），(19)圖書館法第二十一

條第二項所規定之複印費相關事項，

(20)圖書館法第二十一條第三項所規

定之複印申請相關事項，(21)圖書館

法第二十五條之二所規定有關過料處

分相關事項，(22)有關國立國會圖書

館聯絡調整委員會、國立國會圖書館

建築委員會及國立國會圖書館建築協

議會之相關總務工作，(23)前列各項

業務外，圖書館業務中不屬於其他部

門之工作。 
二、調查及立法考查局 
組織編制：分十二室、十四課，綜合

調查室（下設調查企画課、國會參考

課、電子情報服務課）、議會官廳資

料調查室（下分議會官廳資料課）、

政治議會調查室（下分政治議會課及

憲法室）、行政法務調查室（下設行

政法務課），外交防衛調查室（下設

外交防衛課）、財政金融調查室（下

設財政金融課）、經濟產業調查室

（下設經濟產業課）、農林環境調查

室（下設農林環境課）、國土交通調

查室（下設國土交通課）、文教科學

技術調查室（下設文教科學技術

課）、社會勞動調查室（下設社會勞

動課）、海外立法情報調查室（下設

海外立法情報課）。 
任務：(1)圖書館法第十五條所規訂

之各項業務，(2)對國會議員提供圖

書館服務相關之業務，(3)圖書館法

第八條所規定製做法律索引及出版等

其他服務提供之相關業務，(4)法令

資料、議會資料、官廳資料、各國政

府間國際機構資料以及法律或以政治

為主題之圖書館資料之選書工作，(5)
館長所規定收集而來之官廳資料及各

國政府間國際機構資料之整理工作，

(6)收集而來的法令資料、議會資料

及前號所列資料之保管、保存及圖書

館服務（前條第十七項所規定除外，

第十條第二項第五號至第七號所規定

除外，以下同。）（複印除外）等相

關業務，(7)法令資料、議會資料、

官廳資料、各國政府間國際機構資料

以及法律或以政治為主題之圖書館資

料以及電子資料（指透過網路或其他

高度情報通信網路所提供閱覽，與圖

書館資料內容相同之數位化資料。以

下同）之參考諮詢、書目索引之製作

與提供等相關業務。 
三、收集部 
組織編制：包括收集企画課、國內資

料課、外國資料課、資料保存課等四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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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1)訂定國會圖書館藏書之建

構以及電子資訊之選定之方針，(2)
圖書館資料有關選書之總括性業務，

(3)圖書資料的收集，(4)依條約規定

有關出版物之交換及其他圖書資料之

交換， (5)收集而來圖書資料之管

理，(6)提供電子資料（限與各部局

收集資料有相同內容為限）閱覽有關

合約的訂定及相關措施，(7)收集資

料之保存計画的擬定及實施之整合，

(8)與圖書館資料資源保存相關之圖

書館及圖書館相關團體間作聯繫、合

作與研修業務，(9)圖書裝訂相關業

務，(10)圖書呈繳制度審議會之庶務

工作。 
四、書誌部 
組織編制：包括書誌調整課、國內圖

書課、外國圖書、特別資料課、連續

性出版刊物課等四課。 
任務：(1)有關收集資料的整理，(2)
書目索引之製作與提供之綜合業務，

(3)書目索引製作標準化之相關業

務，(4)圖書館法第七條所規定國內

出版品之目錄及索引之製作、出版等

提供事項，(5)收集資料及其電子資

料閱覽目錄的製作、維護及管理，(6)
藏書目錄的製作與提供，(7)國內連

續性出版刊物之出版訊息、論文等索

引之製作與提供，(8)國內國際標準

連續性出版刊物號碼 ISSN 之管理。 
五、資料提供部 
組織編制：包括利用者服務企画課、

複印課、圖書課、雜誌課、電子資料

課共五課。 

任務：(1)圖書館服務（參考除外，

以下同）之企画以及圖書館服務相關

事務之整合，(2)將收集資料對各部

局提供總括性圖書館服務事務，(3)
對收集資料（其他部局等、關西館及

國際兒童圖書館所屬除外）保管、保

存及提供圖書館利用，(4)對收集之

資料(國際兒童圖書館所屬除外)提供

複印，(5)提供電子資訊等與圖書館

資料有同等內容之圖書館利用服務。 

六、主題情報部 
組織編制：分為參考企画課、科學技

術‧經濟課、人文課、政治史料課、

古典籍課、新聞課共六課。 
任務：(1)圖書館資料及電子資料之

參考工作，(2)圖書館資料及電子資

料有關參考業務之整合，(3)圖書館

資料的選書工作，(4)依特定主題製

作圖書館資料、電子資料或特定圖書

館資料之目錄或索引並提供利用，(5)
地圖、憲政資料、古籍資料等由館長

所決定收集資料之整理，(6)對前項

資料等屬於主題情報部之收集資料

者，提供保管、保存及圖書館利用

(複印除外)。 
七、國會分館（設於國會議事堂內） 
組織編制：下設參考課一課。 
任務：(1)對國會議員、國會職員及

其他國會相關人員提供國會分館所屬

收集資料之圖書館利用。(2)國會分

館所屬收集資料之保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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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國會圖書館的經營 

一、東京館（圖一） 

 
圖一：日本國會圖書館東京館入口處 

東京館的藏書量（平成 16 年度資

料，如表二） 

表二：東京館藏書量 

土地面積 2 萬 9,812 平方公尺
總建物面積 14 萬 7,853 平方公尺
書庫 7 萬 8,000 平方公尺
藏書容量 1200 萬冊 
書架總長度 412 公里 
總藏書數 836 萬 9,233 冊 
1.和漢書 
2.西文書 

602 萬 0,277 冊 
234 萬 8,956 冊 

期刊 18 萬 7,342 種 
報紙 8,754 種 
微捲 45 萬 5,510 捲 
微片 751 萬 8,307 片 
唱片 51 萬 8,372 張 

44 萬 6,562 張 地圖 

4 萬 3,571 冊 
國內博碩士論文 43 萬 6,740 人份 
公報類 26 萬 4,129 份 

東
京
總
館 

剪報資料 200 萬 9,226 份 

東京館的服務統計 
1. 開館日數 245 日 
2. 入館人數 347,124 人/年 
  1,417/日 
3. 資料出借 1315,534 份/年（圖書

545,477 份 ， 期 刊

764,413 份），一日平均

出借件數 5,369 件/日 
4. 館外出借 38,671 份/年 
5. 複印 575,621 件/年 
6. 電子式列印 516,554 件/年 
  6180,909 張/年 
7. 參考服務 8,657 件 /年（東京本

館） 
8. 國會相關調查業務 34,014 件/年 

二、關西館（圖二、圖三） 

 
圖二：日本關西館周邊景觀 

 
圖三、關西館圖書自動輸送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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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西館設在關西文化學術研究都市

所在的京都府相樂郡精華町。擁有大容

量書庫以因應每年新增資料的收藏，並

具備電子圖書館的功能，強化文獻資訊

的提供，作為迎接 21 世紀高度資訊化

社會之圖書館服務的根據地。 
建物的最後目標規模為 165,000 平

方公尺，隨著資料的增加作階段性的整

建，於平成 8（西元 1996）年以國際設

計競標方式決定了第一期建築物的設計

案。地上 4 層地下 4 層，中庭、屋頂配

上綠蔭設計，透明感十足，總面積約

59,311 平方公尺，其中地下部分占了

80%，地下 1 層為大閱覽室，地下 2 層

樓到地下 4 層為可收藏 600 萬冊書的書

庫，建築物已於平成 14（西元 2002）
年 3 月完工，並於 10 月開館，其服務

統計如表三。 

表三：關西館服務統計 

土地面積 7 萬 5,565 平方公尺

總建物面積 5 萬 9,311 平方公尺

書庫 2 萬 3,926 平方公尺

總藏書數 
1. 和漢書 
2. 明治期刊行圖書 

 
50 萬冊 
17 萬冊微捲 

期刊  和雜誌 34,000 種 
    洋雜誌 43,000 種 
    開架雜誌 500 種 
開館日數 277 日 
入館人數 70,855 人 
一日平均入館人數 256 人 
櫃臺出借資料數 90,487 冊 

關
西
館 

一日平均出借資料數 327 件 

三三國際兒童圖書館 
平成 10（西元 1998）年為止，為

國立國會圖書館分部上野圖書館，位於

東京都立上野恩賜公園內。平成 12
（西元 2000）年 5 月第一期開館，平

成 14（西元 2002）年 5 月全面開館。

（見圖四、五） 

 
圖四：國際兒童圖書館閱覽室 

 
圖五：國際兒童圖書館外觀 

建物本身創建於明治 39（西元

1906）年，並曾於昭和 4（西元 1929）
年增建，為明治時期文藝復興式代表性

建築，被選定為東京都的歷史性建築

物。作為國際兒童圖書館的再生工程，

在保存貴重建築物遺產上，對原建築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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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作最大限的保存，採用預防大地震的

免震工法，來進行建物的改修工程。地

下 1 層，地上 3 層的建物，建地面積

5,433.76 平 方 公 尺 ， 建 物 總 面 積

6,671.83 平方公尺，圖書收容能力為 40
萬冊。1 樓為辦公室、說故事室、兒童

室、了解世界室等，2 樓為資料室，3
樓為圖書博物館等。國際兒童圖書館的

組織編制，共設有三個課；企画協力

課、資料情報課、兒童服務課等。，其

服務統計如表四。 

表四：國際兒童圖書館服務統計 

土地面積 6,314 平方公尺 
總建物面積 6,671 平方公尺 
書庫 1,525 平方公尺 
總藏書數 25 萬冊 
期刊 雜誌 1800 種 
開館日數 286 日 
入館人數 115,119 人 
一日平均入館人數 403 人 
出納資料數 32,407 件 
一日平均出借件數 137 件 
複印件數 3,429 件 
參考服務 5,248 件 
館際出借服務 363 冊 

國
際
兒
童
圖
書
館 

新增加拿大．美國
套書 

9,288 冊 

肆、圖書的呈繳 

國會圖書館為日本唯一的圖書呈繳

單位，依據國立國會圖書館法所規定之

圖書呈繳制度，來廣泛收集日本國內的

出版品（包括地圖、唱片、微捲等），

平成 12（西元 2000）年 10 月，電子出

版品亦列入呈繳的對象。政府或地方公

共團體出版品須呈繳數部，民間出版品

為一部，而民間出版品中可以要求出版

時所需的基本費用（原則上為定價的一

半）。收集到的出版品全部收錄到「日

本全國書誌」及光碟版的「JAPAN/ 
MARC」，並發送給日本國內外。至於

利用較頻繁的圖書、期刊等亦作複本的

採購。古書、外國資料等除了交換、贈

送外也作採購，外國資料的採購以科學

技術的刊物及社會科學部門圖書占大多

數。外國資料中有關各國政府出版品、

國際機構出版品，大多透過國際交換而

來。 

伍、東京館的營運與關西館
的互動關係 

東京本館與關西館的分別收藏： 
東京本館藏書含 
日文、西洋圖書。 
日文雜誌。 
西文雜誌中之年刊、一部分的專題

研究論文集。 
日文、西文報紙。 
各專門室資料。 

關西館藏書含 
西文雜誌（年刊、部分的專題研究

論文集除外）。 
亞洲資料（亞洲諸語言圖書、雜

誌、報紙）。 
科學技術資料的一部分（科技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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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學協會報告、規格、海外專利

資料、海外學位論文、歐文會議錄

之一部分）。 
文部科學省科學研究費補助金研究

成果報告書。 
國內博士論文。 
視覺障害者用學術文獻錄音帶。 
也就是說亞洲資料全數放置關西

館，東京本館以日文圖書及西文圖書、

報紙為主。 
關西館的組織編制關西館長下設總

務課及資料部與事業部兩大部，資料部

下設三課；文獻提供課、亞洲情報課、

收集整理課。事業部下設圖書館協力課

（館際合作課）、電子圖書館課。 
1. 總務課：擔任總務、人事、會計、

設施管理等事務。 
2. 文獻提供課：對來館者提供服務，

並為遠來的圖書館間之出借、複印

申請之窗口。 
3. 亞洲情報課：負責亞洲關係資料之

選書、整理及提供服務（閱覽、參

考等）。 
4. 收集整理課：負責關西館資料之收

集、整理。 
5. 圖書館協力課：負責綜合目錄之製

作、參與對視障者之圖書館服務、

圖書館及圖書館情報學有關之調查

研究、國內外圖書館間之交流研修

等事業。 
6. 電子圖書館課：負責資料的電子化

與透過網路等之提供、網路情報資

源收集等電子圖書館事業、電子圖

書館相關之研究與開發。 

陸、資訊化時代日本國立國
會圖書館之未來展望 

一、自動化的推展： 
國立國會圖書館於西元 1980 年關西

館規劃設計的時代起，對於如何利用最

新資訊通信技術的機能及角色扮演作了

若干的構想，當時，所謂的電子圖書館

的用語尚未出現，以高度資訊技術，資

料電子化、網路等之提供與服務為主

軸。隨著網際網路的普及使資訊的快速

流通，國立國會圖書館的電子圖書館的

構想確立，西元 1997 年 4 月於館內設

置電子圖書館推進委員會，並邀請館外

學者專家及相關人員，舉行電子圖書館

推進會議。西元 1998 年 2 月提出以

『知識．資訊．文化的新構築——為創

造自由的資訊社會』為題之報告。西元

1998 年 5 月擬訂『國立國會圖書館電

子圖書館構想』，作為具體計劃及事業

實施的基礎。西元 1999 年 4 月總務部

企画課內設置電子圖書館推進室，負責

電子圖書館計劃擬訂及館內業務之整

合。西元 2002 年 3 月擬訂『電子圖書

館提供服務基本計畫』，以西元 2002 年

關西館的開館為指標，推展電子圖書館

的「藏書」建構計劃。將電子圖書館的

「藏書」作以下的分類，訂定建構方針

及優先順位。 
館內單獨或與其他機構共同製作： 

1. 一次情報（原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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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次情報（有關資料之訊息） 
3. 編集一次情報與二次情報並作附加

價值 
4. 參考諮詢用電子出版品 
5. 館內出版品 

由其他機構製作： 
1 網路版電子出版品 
2. 套裝電子出版品 
西元 2003 年 3 月圖書館首頁公開

了「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書目錄」、「國會

議事錄」、「貴重書畫影像資料庫」等電

子圖書館的目錄。西元 2002 年 5 月全

面開館的國際兒童圖書館亦有「兒童繪

本」等電子圖書館資料庫的公開。 
二、「電子圖書館中期計畫 2004」： 

乃是國會圖書館以唯一的國立圖書

館，基於以下的考量而擬訂之五年中期

計畫。 
資訊通訊網路不受時間、地點之限，

可讓圖書館供服務的機會更為擴大。 
國內外資訊環境的變化中，數位資訊

的收集、整理、保存、提供的重要性

愈加提高。 

為充實國會圖書館的圖書館服務，與

相關機構的合作為不可或缺之必要條

件。 

此計畫明示圖書館的未來走向，並

認為得到相關機構之理解非常重要。 

三、電子圖書館未來的服務目標 
為廣泛的利用者提供數位化資訊，

國會圖書館數位化資料庫將為重要的據

點。因應國內外多樣利用層的需要，建

構數位資訊全面性連結的綜合機智。 

數位資料庫的建構：改善地區性的差

異，提高使用者的方便性，推展國會

所藏資料的電子化，廣泛收集線上資

訊資源，防止其消失，全力確保其永

續性地利用。包括：a. 圖書等的數

位化：繼續並擴充目前原有的事業，

以國會所屬機構所該扮演的角色，依

圖書資料價值、使用者需要等為選定

的基準、遵守著作權法上之規定、提

供圖書等數位化資料。b. 線上資訊

資源的收集：在日本產生有消失可能

之線上資訊，其收集的選擇標準以及

保存、管理、提供之基準之設立，作

制度化或選擇性的收集。有關制度化

的收集，平成 14 年（西元 2002）3
月呈繳制度審議會中，日本國內發行

網路上電子出版品之發行亦列入呈繳

之義務並對收集範圍、方法作有關之

質詢。其內容為：(1)NDL 網路資料

庫——網路上之資訊在可能範圍內，

在發信的同時以具同樣構造之資料庫

向相關單位收集，並以隨時可判讀的

形式加以蓄積、保存、提供。(2)線上

駐存（暫稱）——網際網路等網路上

所提供的資訊中，作機械性收集有困

難或學術研究單位之資訊等則個別地

收集、整理、保存、提供。(3)檢索、

保存之 Metadata 的建構：國會圖書館

所蓄積建構之數位資料庫可稱之為國

有電子資料、資訊保存庫。資料作長

期保存並保有一致性，須有識別字、

檢索、保存之 Metadata 的建構。 
充實資訊的來源：既存媒體資料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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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為得到個別數位資料庫的資料來

源，須加強其手段及訊息的掌握，並

充實全文檢索，資料的解題，介紹及

參考等。 
數位資料庫機能：以圖書館首頁為對

外窗口，另外對使用者必要的資訊亦

放於首頁上，以國立等公家機構為中

心，對資訊資源等作適切的導覽。 
實現之必要條件，就是依據「電子

圖書館中期計畫 2004」包括實現電子

圖書館服務在制度面上的建構、與相關

機構的合作、調查研究開發體制的建

立，確保數位資料庫的共享國際標準

化，與其他機構間能彼此運用，重視

Metadata 或資料長期保存、提供國內外

技術標準及操作上的共通性，以網路首

頁的建構為基礎，確保來自各個機構的

Metadata 能夠收集利用之配備上的推

進。制度面上數位資料庫建構時有關保

存、提供方面權利問題的處理、法令條

件與各府省間之協議等制度上的課題有

待解決，而國會圖書館本身必須有推進

體制及相關運用體制的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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