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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國內的委外服務早已普遍應用於公共圖書館領域中，但探討公共圖書館委外文獻的數量卻是
鳳毛麟角，故本文將針對國內公共圖書館採用委外服務的現況進行研究。試從美國著名公共圖書
館委外案例，作為調查國內公共圖書館採用委外服務之參考，並做進一步瞭解，最後整理國內外
公共圖書館採用委外服務之原因與優缺點，並提出建議。
In Taiwan, outsourcing services have been more prevalent in the public libraries
arena.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discuss 2 well-known American public library
outsource cases, and use these 2 cases for my reference to make a survey of the
public libraries in our country to find out why these public libraries outsource, how
they ensure their outsource can be successful, how these librarians value library
outsource services, and what the advantages and the disadvantages of library
outsource services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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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的圖書館起而仿效之。
本文之研究動機與目的，是發現目
前國內公共圖書館採用委外服務的情況
確實已日漸增加，但國內討論圖書館委
外的議題相關文獻不多，其中有關公共
圖書館採用委外服務的文獻更是缺乏。
故作者希望能針對國內公共圖書館做進
一步深入研究，瞭解其採用委外服務的
原因、執行成果、及採用委外後產生那
些優缺點所採用的研究方式則是挑選美
國 1997 年所發生著名的公共圖書館委

委外服務，是指某一機構將所提供
之產品或服務，以簽訂合約的方式，轉
授於外部機構提供（註 1）。對圖書館
而言，委外是指將圖書館連續性生產流
程中所涵蓋的各階段作業步驟，透過合
約的簽訂，由館方轉包部分或全部業務
於外部機構或廠商代為處理（註 2）。
自十九世紀左右，委外的風氣從業界吹
向圖書館界，因時勢所趨，導致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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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案例 Hawaii State Public Library 與
Baker & Taylor 以及 Riverside City and
County Public Library （ RCCPL ） 與
Library Systems and Services Inc
（LSSI）的合作進行文獻探討，用以
作為調查國內公共圖書館採用委外服務
之參考，再透過電訪方式，以瞭解國內
公共圖書館採用委外服務之現況。

廠商之間的溝通與協調……等都需要仔
細規劃外，其中更涉及委外服務是否會
取代圖書館員的專業性議題。也因為委
外議題的廣泛性與複雜性，使得圖書館
的委外議題逐漸引起重視與討論。因此
在 1998 年 秋 季 ， 美 國 圖 書 館 協 會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簡稱
ALA ） 成 立 「 外 包 工 作 小 組 」
（Outsourcing Task Force）
，專門研究與
委外相關之議題，且於同年 ALA 冬季
會議設置公開論壇（Forum），用以討
論委外對圖書館之影響（註 4）
。
美國的公共圖書館，主要自十九世
紀左右開始採用委外服務，至二十世紀
廣泛應用於圖書館界，且持續至今。作
者主要是透過委外廠商是否能如期完成
委外合約，且圖書館能否經由委外而達
到其預期目標（確實能因應人力不足的
問題、達到節省經費與時間的效果、提
昇工作效率…等效果）以判定該圖書館
的委外成功與否。本作者特別挑選美國
1997 年時所發生的二件著名公共圖書
館委外案例，分別是 Hawaii State Public
Library System（簡稱 HSPLS）與委外
廠商 Baker & Taylor，以及 Riverside
City and County Public Library（簡稱
RCCPL）與私營機構 Library Systems
and Services Inc（LSSI）的合作。
HSPLS 與 RCCPL 分別是作者所舉
出公共圖書館委外失敗與成功的案例。
作者挑選這二例之原因，是因為該二所
公共圖書館除了都是於 1997 年與外部
機構簽訂龐大的委外合約之外，HSPLS

貳、美國公共圖書館委外案例
委外通常與降低營運成本，提高服
務品質與工作效率，及組織改造…等相
關（註 3）。業界雖然有採用委外失敗
的隱憂，但較少對採用委外服務的這項
做法提出爭議。相較於圖書館界，當委
外服務應用至各類型的圖書館之後，雖
然委外非核心業務的成效，確實是有助
於館員能專心致力於其專業工作上；不
過，若是將圖書館的核心業務亦一併委
外的話，這似乎挑戰了圖書館員「不可
取代性」的地位與專業性。再加上圖書
館委外所涉及的層面相當廣泛，且處理
委外事項的複雜性，會因該委外業務的
性質相異而有所不同，因而引起圖書館
界對於委外議題的討論持續不休。
圖書館界在十九世紀就已開始採用
委外服務，但在二十世紀左右，才廣為
各類型的圖書館所採用。許多圖書館藉
由自己的委外經驗，發現委外所涉及的
議題相當廣泛且複雜：從圖書館本身需
求建議書（RFP）的擬訂、廠商的挑
選、委外合約的簽訂、執行與監督、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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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宣告失敗（註 8）
：
 HSPLS 沒有掌握該合約的主控權
HSPLS 將選書與採購作業全權交
於 Baker & Taylor 公司，其委外案的主
控權完全轉讓於 B & T 公司，HSPLS
並沒有掌握該合約的主控權。
 HSPLS 將全部的圖書經費（約高達
一千一百二十萬美元）交由 B & T
公司處理
就如同「把所有雞蛋都放置於同一
個籃子中」，籃翻蛋破，籃中蛋無一倖
免。圖書館至少應該保留 20﹪的圖書
經費做自行運用，或是與多家廠商合
作，以分擔風險。
雙方缺乏溝通管道
HSPLS 並無另外設置專員以負責
委外計劃與合約制定，而 B & T 公司
也沒有提供其它相關管道讓 HSPLS 的
館員取得委外的相關資料文件。
 HSPLS 的館員並不贊同該館採用完
全委外之方式
HSPLS 的館員除了不贊同該館採
用完全委外的方式之外，更覺得該方式
是完全取代了圖書館員的專業而深感不
悅；而且 B & T 公司在圖書資料的選
擇、編目、加工及運送的處理成本上卻
遠高於 HSPLS 原本處理圖書資料的成
本，這與當初希望能藉由採用委外以節
省經費的期望相違背。再者，對於
HSPLS 的各分館而言，唯一能做的只
是被動地接收 B & T 公司所挑選的書，
他們沒有退還不適用書籍的權利，導致
各分館無法因應該地區的特色而挑選適

因採用全部委外（total outsourcing）的
方式，引起當時圖書館界一片譁然；而
RCCPL 則是創美國圖書館之先例，首
次將圖書館業務委外於私營機構，在當
時也備受圖書館界的關注。作者希望能
藉由實際的案例說明，以做為調查國內
公共圖書館採用委外服務之參考，及其
它圖書館在將來採用委外服務時的借鏡
與參考。
一、委外失敗案例：Hawaii State Public
Library System （ HSPLS ） 與
Baker & Taylor 合作（註 5、6）
1997 年，HSPLS 決定與 Baker &
Taylor 公司（簡稱 B & T）簽訂長達五
年的委外合約。該委外案最令圖書館產
生爭議的是 HSPLS 決定將其圖書館的
所有業務完全委外（Total outsourcing）
於 B & T 公司，意味著委外業務中亦
包含 HSPLS 的館藏發展與選書業務，
這應該是專業圖書館員最不可取代的一
項功能之一，卻在此案例中打破慣例！
但由於雙方在合作過程中缺乏溝通管
道，且合約問題層出不窮，故隨即於同
年 7 月迅速解約。
由於 HSPLS 除了委託 B & T 公司
移植新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的業務之外，
亦將 HSPLS 的 49 所分館的選書、採
購、加工作業都全權交於 B & T 公司
負責。這件圖書館委外案在當時堪稱是
創舉，若是該委外案能順利完成，則將
會在美國公共圖書館委外歷史上留名青
史，但事實證明這項做法卻是一大錯誤
（註 7）！該委外案因為以下諸多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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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又於 1965 年時更名為 Riverside
City and County Public Library（簡稱
RCCPL）
。同年，Riverside County 提高
稅賦，以增加 RCCPL 的圖書館營運經
費，也確實讓 RCCPL 暫無經費欠缺之
憂。但其後仍不敵 1978 年加州政府通
過的《加利福尼亞州第 13 號提案》
（California’s Proposition 13）。雖然該
提案讓加州延緩 10 年才受到矽谷經濟
風暴的傷害，但 RCCPL 仍因政府稅收
緊縮而面臨減少營運經費的困境。而後
加州在 1993-94 年期間面臨經濟風暴，
加州政府經費結算呈現赤字，導致加州
政府必須刪減許多州郡與城市的教育經
費 預 算 ， 俗 稱 “ Educational Revenue
Augmentation Fund（簡稱 ERAF）”，
這即是讓 RCCPL 陷入最嚴重的經費困
境中（註 10）
，使得 RCCPL 改變以往
的做法，找出維持營運的解決之道。
其實 RCCPL 在 1911 年時就將其
圖書館的部分業務委外於公營單位 City
of Riverside。但因為日漸惡化的經費緊
縮問題與《加利福尼亞州第 13 號提
案》的施行，導致 RCCPL 面臨在經費
拮据與組織縮減（精簡人力）的情況
下，仍被當地民眾要求必須提供相同的
服務品質及維持 RCCPL 各分館的營運。
為因應如此難題，在 1997 年時，RCCPL
停止與 City of Riverside 的合作關係，
並轉而與私人機構 Library Systems and
Services Inc.（簡稱 LSSI）合作。
這件委外案例有二項創舉：其一是
公營機構首次與私營機構合作；其二是

合該社區民眾需求的圖書資料（註 9）
。
 HSPLS 所 撰 寫 的 需 求 建 議 書
（ Request for Proposal ， 簡 稱
RFP）與合約書缺乏結構性與計劃性
合約內容的需求描述含糊不夠明
確，再加上欠缺溝通管道，導致雙方產
生嚴重誤解。
 HSPLS 因為此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標
案而官司纏身
此外雪上加霜的是，另一家廠商
Carl Corporation 控告 HSPLS 的標案不
公，導致 B & T 公司延遲移植新的自
動化系統，而 HSPLS 則必須付出額外
的時間與人力成本。
由前述可看出，該委外合約在執行
過程中發生相當多的問題：從一開始
HSPLS 並未將其委外作業的需求建議
書（RFP）做詳細擬訂，且本身並未設
置專員以負責全案，並將金額龐大的圖
書經費全部交予 B & T 公司處理……
等做法。再者，HSPLS 將對其圖書館
的控制權全然讓與 B & T 公司處理，
即指 HSPLS 完全失去在該委外執行過
程中應該佔有主導者的角色，導致這合
約 的 成 功 與 否 完 全 仰 賴 於 Baker &
Taylor，但委外結果的成敗，則是由
HSPLS 完全承擔。
二、委外成功案例：Riverside City and
County Public Library（RCCPL）
與 Library Systems and Services
（LSSI）合作
Riverside County Library 在 1909 年
升格為郡立公共圖書館 Riverside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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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有助於雙方達成共識與進行協調。
 RCCPL 謹慎撰寫本身的需求建議
書，以便讓 LSSI 能清楚瞭解 RCCPL
的需求。
 RCCPL 將委外機構 LSSI 視為合作
夥伴，當委外案執行過程中發生問題
時，雙方能一併合作解決問題。
此外還有以下因素是涉及圖書館管
理者與其館員對委外的看法與態度，以
及委外廠商本身信譽與品質的優劣（註
12）
：
 RCCPL 的管理者能清楚瞭解其圖書
館服務的價值與委外之潛力。
 館員能釐清在委外時所涉及的個人
因素與服務因素。
 委外機構本身的品質優良。LSSI 的
職員在提供圖書館服務時的認真態度
並不遜於 RCCPL 的正職館員，亦能
確保其 RCCPL 本身的服務品質。
由 Hawaii State Public Library 與
RCCPL 這二所公共圖書館之委外案例
可以看出，圖書館若處理不善，則可能
導致更嚴重的人力、時間與經費的耗
損；反之，若圖書館能在決定採用委外
服務之時，就對委外有相當程度之瞭
解，做好詳細謹慎的相關作業準備，在
委外執行過程中嚴密監督，如此作法也
確實能大大提升委外順利的機會。此
外，也能看出公共圖書館採用委外服務
的原因為何、其潛在著哪些危機與採用
委外的注意事項……等，都能做為其它
圖書館在將來採用委外服務時的借鏡與
參考。

這件成功的圖書館委外案例，為公共圖
書館工作的組織環境，建造了一個圖書
館專業的新典範。因此，這件委外案亦
促 成 而 後 Jersey City Free Public
Libraries（New Jersey）與 LSSI 的合
作。再者，因為這項委外合約是美國公
共圖書館首次與私營機構 LSSI 合作，
因此在當時受到相當的注目。在如此廣
大的注目下，RCCPL 除了在執行上小
心謹慎之外，更為了避免委外失敗而採
取以下相關配套措施（註 11）
：
 RCCPL 成立三個圖書館領域的專屬
顧問小組，以直接控制該委外計劃與
提供相關的資源協助。
 州政府依然保有 RCCPL 的擁有權：
包含 RCCPL 的館設、專業人員與館
藏。雖然 RCCPL 的政策主導權在加
州政府手中，但是 RCCPL 仍保有其
圖書館的自主權。
 RCCPL 的負責人與 LSSI、加州政府
與其他相關合作組織互動密切。其中，
RCCPL 的館長 Gary Christmas 全權負
責 RCCPL 的圖書館政策訂定，亦擔
任這此委外計劃相關合作單位的聯繫
者，以便能監控該委外計劃的執行狀
況，並隨時與委外廠商進行溝通。
RCCPL 與 LSSI 的委外合約能順利
成功之原因有以下幾點：
 RCCPL 本身對圖書館委外議題的考
量謹慎及深入瞭解，與其合作機構
LSSI 本身是具有專業性及品質的機
構。
 RCCPL 與 LSSI 雙方有暢通的溝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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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國內公共圖書館採用委
外之現況調查

人力自然縮減的方式，以減少館員人事
費用支出；又政府在不補退休館員的缺
額情況之下，導致國內公共圖書館的正
式館員數量，因為館員的持續退休而日
漸減少，確實更加突顯出公共圖書館人
力不足的問題。雖然大多數公共圖書館
改以徵求義工或是約聘人員以作為因應
之道，但在處理圖書館專業館務上，仍
是幫助有限。
此外國內有些公共圖書館，因為某
些民間機構願意主動提供資源、經費及
人力，公共圖書館也相當願意結合外部
機構的力量，一起成立有關該機構的專
門圖書館，或是一同舉辦活動；在管理
上則是由該公共圖書館與該私人機構共
同執行，因而也算是一種變相的委外作
業。該方式與以往公共圖書館所採用委
外的服務之相異點，在於所有的資源、
經費與人力皆由該民間機構所負責，公
共圖書館只需與該機構一同負責管理即
可。對公共圖書館而言，在不增加經費
與人力負荷的情況下，仍可擴張公共圖
書館服務民眾的版圖，這確實相當受到
國內公共圖書館的歡迎。
國內公共圖書館採用委外的項目
總體而論，國內公共圖書館採用委
外的項目，可區分為技術服務，如編
目、圖書加工、裝訂、與選書；讀者服
務，如聘請演講者、教師、說書者、作
者；而數位服務方面，如圖書館自動化
系統、網路建置與維護；另有圖書館的
保全系統與館舍維護。國內公共圖書館
的委外內容與國外公共圖書館差異性不

本段作者參考 Hawaii State Public
Library System 與 Riverside City and
County Public Library 的委外案例，以
調查目前國內公共圖書館採用委外服務
的現況。
一、研究方法
本調查利用電話訪談方式進行。其
訪談對象則是挑選四所分別位居於北，
中、南區之市立公共圖書館作為訪談對
象，希望藉由此調查，瞭解國內公共圖
書館採用委外服務的情況、做法、及影響。
二、調查結果
這次的訪談對象在採用委外服務
上，都已有相當的經驗與時間。館員本
身對處理委外之相關業務也較駕輕就
熟，適應良好，且表示目前所採用的各
類型委外服務之滿意度都還不錯，廠商
大多能配合圖書館的需求，並依照合約
確實執行。以下分述說明國內公共圖書
館採用委外之原因、透過何種方式選擇
委外廠商、為確保委外順利進行所採取
的配套措施與建議、委外目前對國內公
共圖書館的影響與館員對委外的看法。
國內公共圖書館採用委外的原因
國內公共圖書館採用委外服務的情
況已相當普遍，所採用委外服務的原因
主要是因應人力不足的問題、政府補助
的經費縮減、與欠缺某專業背景。其中
針對人力不足的問題，目前國內公共圖
書館為配合政府的人力精簡政策，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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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對這些欲投標之廠商做共同評比。透
過這方式，除了藉此瞭解投標廠商的基
本資料、營運狀況、公司信譽之外，甚
至會請該行業工會提供優良廠商名單與
不良廠商名單，以作為篩檢欲投標廠商
的參考。
3. 挑選能符合圖書館所擬訂的需求建
議書者
若欲投標廠商能配合圖書館所擬訂
的需求建議書中的要求，進而請該廠商
作相關的業務報告及展示，讓圖書館對委
外廠商所提供的服務，有更深入的瞭解。
上述這些配套措施都是準備招標的
前置作業。準備過程雖然繁瑣，但此舉
無非是希望能對投標者先做嚴格的把
關，以確保而後的委外執行成效與結果
能合乎圖書館的預期，並使廠商確實依
照合約執行。
確保委外成功的建議
招標前對廠商要進行嚴謹的事先審
核與檢視；仔細擬訂館方的需求建議書
與合約內容；在委外進行中嚴密監控委
外廠商（作不定期抽查）
；在發生問題時
能及時與廠商進行溝通協調，要求廠商
立即修正改善（在委外合約中利用分期
付款的方式以牽制廠商）。這些都在在
顯示出國內某些公共圖書館，為確保委
外成功，而採取相當謹慎的態度與做法。
此外還有諸多問題也必須一併入考
量：當圖書館決定採用委外時，必須仔
細審視採用委外的目的為何，委外是否
能因應現況所需？或是館內是否因為採
用委外而必須重新調整該館的工作程序

大，不過國內各公共圖書館仍會因當地
的特殊情形而有所調整。例如國內某些
地區的公共圖書館周圍聚集許多遊民，
該公共圖書館除了委外自動化保全系統
之外，另外也會在圖書館某些出入口增
設人力保全。或是因為該公共圖書館鄰
近許多學校，因此常結合學校資源共同
舉辦活動，圖書館聘請該學區的教師與
學者提供進修課程或專題講座……等。
招標與選擇委外廠商
國內公共圖書館在招標與廠商的選
擇上，主要是依照政府採購法的相關規
定。基本上，只要廠商是符合政府採購
法規定者，皆可參與公共圖書館的招
標。不過，仍有公共圖書館為確保委外
順利而採取一些配套措施以因應之：
1. 設置專案小組
該專案小組專門負責有關該業務之
所有委外事宜：包含詳細擬訂需求建議
書、招標事宜、與廠商聯繫溝通並進行
協調事宜。目的是作為圖書館與委外廠
商進行溝通的對話窗口，以確保圖書館
的需求能為委外廠商所瞭解，委外廠商
亦能隨時回應圖書館的問題。
2. 設置評選委員會
對欲投標的委外廠商，有些公共圖
書館不採用底價決標的方式，而是採用
評選的方式，以避免某些廠商惡意利用
低價搶標之後，卻因為經費有限而無法
完成該委外合約規定或是提供劣質服
務…等問題；或是在進行招標之前，圖
書館事先對有意願參與招標的廠商進行
評選或是調查，並邀請該領域之專家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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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結合國內公共圖書館之調查結果，統
整出國內外公共圖書館採用委外的原
因，及可能造成的優缺點。
一、公共圖書館委外之原因
委外的最大特點正是現今圖書館所
急需的：如何在有限的經費下，能同時
兼具工作效率（甚至是提高工作效率）
與完成工作進度。換言之，由於業務的
「專門化」，委外廠商能讓客戶（如圖
書館）用較少的成本以維持（甚至提
高）其服務品質與工作效率，這點即是
吸引圖書館願意承擔風險，採用委外服
務的最大主因。尤其當經費問題迫在眉
睫之際，機構必先將營運成本最高的業
務委外辦理。公共圖書館亦是如此。而
委外即是目前公共圖書館解決經費與人
力窘境的主要方式之一。除此之外，作
者將國內外公共圖書館採用委外的原因
歸納如下所示：
經費縮減
公共圖書館的經費主要來自於政府
的資助，而由於人民不願意增加稅收，
再加上目前全球經濟的不穩定，導致國
內外政府機構必須做出精簡財政支出的
決定，這勢必會影響公共圖書館的經費
遭到刪減；再者，自從科技「投入」圖
書館領域中之後，除了對圖書館造成巨
大的衝擊之外，更使得圖書館必須額外
投注相當龐大的經費「投資」與「維
持」這些科技產品。這些情況使得公共
圖書館陷入困境，在經費不增反減的情
況下，仍必須因讀者的要求而維持其服
務品質。因此多數的圖書館會採用代理

與工作量；設置專門負責委外業務的專
員，以確保圖書館提供一個對外部廠商
進行溝通的窗口；以及必須對委外廠商
有所瞭解（如公司規模與聲譽，訪問該
廠商過去的客戶……等），納入這些考
量，都將有助於提昇委外合約順利完成
的機率。
委外對國內公共圖書館之影響與館員
的看法
委外服務對國內公共圖書館所產生
的正面影響遠大於負面影響。普遍認為
委外確實能解決目前圖書館所遭遇的經
費、人力與專業背景上的不足，尤其在
將圖書館非核心業務委外的部分（如館
舍維護、保全、清潔工作、水電……
等），更是為各類型的圖書館所普遍採
用。其中最直接的效用，在於館員能有
更多時間與心力專注於自己的核心業務
上。尤其是國內的市立公共圖書館，除
了擔負營運本館與分館業務之外，更要
協助各縣市與鄉鎮圖書館作人才培訓的
輔導業務，這項業務即是身為專業圖書
館員的核心能力之一，更是無法為委外
機構所取代。由此可知，國內公共圖書
館員除了對採用委外服務持有正面肯定
的看法之外，亦能清楚瞭解其自我專業
性的定位。

肆、公共圖書館委外之原因
與優缺點
本段將參酌有關 HSPLS 與 RCCPL
委外案例之相關文獻與其它委外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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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採購與編目部門）的共通問題。圖
書館必須花費相當的固定成本「養」這
批專業人員，而這批專業人員通常所反
映出的工作效率卻都「不高」：例如在
採購業務方面，選購與訂購是相當的耗
時耗力；在編目部門則常有積壓許久的
待編圖書資料。這些除了會影響圖書處
理、上架、流通、典藏的作業時程之
外，圖書館在無形中也擔負了許多額外
成本（如時間與場站成本）
（註 14）
。
在節省經費與人力有限與希望提高
工作效率……等的考量之下，公共圖書
館在技術服務方面多半會採取部分委編
或是全部委編。雖然可能會有書目品質
優劣的顧慮，但這項顧慮能因為圖書館
與廠商雙方曾經有過不錯的合作經驗，
或是該委外機構本身的品質優良而減少
許多。
就委外廠商而言，這些承包圖書館
業務的機構，若所聘請的工作人員多數
是具有圖書館專業背景領域者的話（以
較具規模者公司尤是），對圖書館而
言，就能夠以較低的經營成本以取得相
同（或更優）的服務品質，這確實能為
圖書館解決經費拮据，營運成本太高又
生產力低的窘境。再者，由於私營機構
有競爭的壓力，必定會努力在委外業務
上展現其工作效率與效能，以提高再次
續約的機會。所以，在公共圖書館中加
入私營機構的競爭力，也似乎為公共圖
書館注入新血，並帶來新氣象。
二、公共圖書館委外之優缺點
在現今職業分工趨於專業化的時代

商或外部廠商來提供服務（通常能享有
較高的折扣優惠），以大量的人事費用
來因應經費縮減的問題。
人力資源的不足
經費的縮減勢必也會影響人事費用
的預算額度，通常直接衝擊圖書館縮減
專業館員聘用的決策。目前國內公共圖
書館為配合政府的人力精簡政策，而採
用人力自然縮減的方式，在不補退休館
員的缺額情況之下，導致國內公共圖書
館的正式館員數量因為館員的持續退休
而日漸減少。為因應人力欠缺的窘境，
國內外的公共圖書館都利用培訓約聘人
員或是義工，以協助處理館務與減少館
員的工作負荷量。
人員的善加利用
將非核心業務委託於外部廠商，使
館員能有充裕的時間與精力得在其專門
業務上發揮長才。並且也能將館員作適
度的調配，或是將組織重新調整以因應
委外（註 13）
。
民間機構主動提供資源、經費及人力
本研究調查出國內某些公共圖書館
結合外部機構，共同成立有關該機構的
專門圖書館或是一同舉辦活動，在管理
上則是由該公共圖書館與該私人機構共
同執行。由於所需的資源、經費與人力
皆由該民間機構所負責，公共圖書館只
需與該機構一同負責管理即可，因此這
項做法也成為吸引國內公共圖書館採用
委外的原因之一。
成本太高又生產力低
這是各類型圖書館技術服務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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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問題
將圖書館的部分業務（或是非關鍵
性業務，如回溯建檔、圖書資料加工…
等）交由專門處理該業務的外部廠商。
如此作法，非但能減少館員因處理非核
心業務所負擔的工作量之外，也讓館員
能專心致力於自己的專門業務上。例如
國內的市立公共圖書館館員，毋須多花
心思處理非核心圖書館業務，導致工作
量負荷過重，反而卻能夠專心致力於協
助各縣市與鄉鎮圖書館作人才培訓的輔
導業務，突顯館員本身的專業性與核心
能力。
4. 借用外部人員的專業性
圖書館可以借用外部人員的專業
性，以彌補圖書館員本身在專業背景上
所欠缺的部分（如需要某特定語言的編
目人員，或需要某特定的學科背景人
員…等）
（註 16）
。
5. 減少管理者的壓力
此點尤其是針對非具有專業圖書館
學背景之主管而言。圖書館的營運繁瑣
且複雜，其中圖書館業務中的技術服務
更是少為主管所熟知，若將技術服務委
外，對管理階層而言，非但能省卻「麻
煩」，更能專心發展讀者服務或其它核
心業務。
6. 圖書館內部組織及功能的重整
為了因應時代變遷，業界所極力推
行的組織重整與改造亦被圖書館界所採
用，冀能提昇圖書館的工作效率與服務
品質。就公共圖書館而言，組織的改造
也許包含內部組織重整（如採編合一）

中，委外服務亦是一種為因應專業化潮
流的「產物」之一。在許多國內外文獻
中與本研究調查指出，絕大多數的圖書
館採用委外服務的原因，是為了因應日
漸嚴重的經費縮減與人力缺乏問題。這
似乎暗示著採用委外服務，是圖書館解
決經費與人力窘境的最佳方式或是萬靈
丹，但事實並非如此。任何事物都有一
體兩面，在朱碧靜的文章中將委外服務
的正負功能，從多個面向作詳細解說
（註 15）。故作者除了主要參酌有關
HSPLS 與 RCCPL 委外案例的相關文獻
之外，亦參考其它委外文獻與結合國內
公共圖書館之調查結果，統整出國內外
公共圖書館採用委外之優缺點。
委外之優點
降低成本與提高服務或產品的品質
即是採用委外服務的最大優點。此外，
圖書館採用委外服務還有哪些優點呢？
以下分述說明之：
1. 節省經費
由於業務的「專門化」，委外廠商
利用規模經濟的優勢讓客戶（如圖書館）
能用較少的成本以維持（甚至提高）其
服務品質與工作效率。若圖書館能「善
加利用」委外服務的話，委外在節省人
事費用、設備費用、空間費用……等，
確實能夠發揮節省經費的效果。
2. 提高工作效率
圖書館可以事先擬訂採購計劃，以
節省資料採購經費與提高採購資料的進
館速度。
3. 解決人力不足與人員工作負荷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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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率，圖書館必須在合約執行中位居
主導的地位。
3. 圖書館不易監控委外廠商
這部分尤其是圖書館，難以監督及
控管委外廠商所提供品質與廠商履行合
約的實際成效。因此較建議的做法是：
圖書館打從招標前就對廠商進行嚴謹的
事先審核與檢視，並建立暢通的溝通管
道。委外進行中，利用不定期抽查的方
式嚴密監控委外廠商，若發生問題時，
能及時與廠商進行溝通協調，要求廠商
立即修正改善。例如國內某公共圖書館
則是在委外合約中，利用分期付款的方
式以牽制廠商（當委外廠商確實達到合
約內容所訂定的進度，或是廠商有確實
針對圖書館所提出的問題做出改善，該
館才進行按期付款的動作）
。
4. 導致專業館員的流失或是減少館員
的專業性，與產生人力資源的問題
當圖書館將核心業務委外，或是採
用全部委外（Total outsourcing）時，圖
書館也許會解僱專業館員或是將館員作
重新調配。換言之，圖書館可能會降低
對（現有）專業館員的需求。
此外對現存的專業館員而言，其
「專業」被委外，可能使得館員日後難
以持續在其專業上有所精進，甚至會對
其業務有所生疏。所以館員不能因為該
專業被委外，而停止參加該專業領域的
在職訓練或是停止吸收新知，反而應該
隨時吸收該專業領域的最新動態與新
知，以便要求委外廠商提供因應時代潮
流的服務，而非只是一味地接受廠商所

與外部組織重整（如公共圖書館的所屬
層級涉及該圖書館擁有其自主權限之大
小）。如此做法也是因應政府減少公共
圖書館的經費支出。
委外之缺點
凡事都有一體兩面，在前段已介紹
圖書館採用委外服務之優點，接著介紹
採用委外服務的缺點，以讓圖書館在選
擇採用委外服務時，能更加謹慎與仔細
考量。
1. 採用委外，未必能達到降低成本的
效果與確保廠商所提供的服務品質
委外服務無法保證必定能替該機構
節省經費支出，這端視圖書館本身的需
求、雙方簽訂合約的方式及合約內容，
與圖書館本身組織的調配而定。若圖書
館採用價格標的方式，則就必須嚴格控
管 委 外 廠 商 ， 因 為 “ Quality costs
money”，尤其當廠商惡意低價搶標
時，則難以確保該廠商能提供優良的服
務品質。還有一些「隱藏費用」也是需
要由圖書館所負擔，例如委外機構需要
增加新職員以因應大量訂單，導致不願
另外採購新設備，以因應圖書館的需
求，則可能會間接影響該委外機構所提
供的服務品質（註 17）
。
2. 圖書館將部分業務管理權轉交於委
外廠商
從 HSPLS 的委外案例中可明顯看
出：採用委外服務，除了有潛在的風險
性之外，圖書館也必須將內部作業的控
制權做部份或全部讓渡於委外廠商。因
此，為了提高委外得以順利進行與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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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服務。
委外有時會讓館員產生負面的態度
與想法（排斥委外、覺得專業被取代、
必須重新學習其它業務而感到不安…
等）
（註 18）
。圖書館本身除了對委外有
一定程度的瞭解之外，也應該與館員溝
通協調，讓館員瞭解圖書館委外的動
機、原因及後續影響為何，讓館員有心
理建設與準備。在 HSPLS 與 RCCPL 案
例中即可明顯看出該二所公共圖書館的
館員在面對委外時不同的態度與反應。
5. 圖書館對委外廠商有某種程度的依賴
其依賴程度與委外業務的重要性與
規模性成正比。委外的成敗，操之在廠
商手中，但委外的結果，必須由圖書館
本身承擔。圖書館確實會因為採用委外
而依賴委外機構，但圖書館可以在委外
合約中位居主導地位，並採取積極謹慎
的態度，以確保委外成功。例如圖書館
事前慎選委外廠商，在擬訂、簽訂合約
後，持續監督廠商工作進度與品質控
管；在委外案子進行中，圖書館能隨時
與廠商進行溝通與協調…等。

望能提供讀者最好的服務與擁有理想的
閱讀環境，讓公共圖書館持續成為文化
的表徵。
由於難以確保採用委外確實能為該
機構產生正面效果或是助益，故各類型
圖書館在決定選擇委外作為解決目前館
內所處困境的同時，圖書館本身必須對
委外的業務與廠商，以及委外可能為館
內帶來的衝擊或是變化，都要有一定程
度的瞭解與認識。圖書館的管理者若能
與相關職員達成共識，讓館員瞭解委外
的原因，除了較能得到館員的支持之
外，館員本身也能自我調適，以便使館
員較能欣然接受與適應原有的館務組
織，因採用委外而所做的調整。對欲投
標之廠商，圖書館可事先作評選或是調
查，在一開始就對廠商作嚴格把關：從
招標前對廠商進行嚴謹的事先審核與檢
視；仔細擬訂該館的需求建議書與合約
內容；在委外進行中嚴密監控委外廠
商；在發生問題時能及時與廠商進行溝
通協調，要求廠商立即修正改善。這些
都是確保圖書館委外成功所採取積極的
態度與做法。
目前國內委外廠商的數量有增加的
趨勢，除了意味著圖書館將有更多的選
擇之外，廠商之間的有效競爭，可能亦
有助於提昇廠商提供圖書館的服務品
質。對委外廠商而言，圖書館採用委外
服務的比例愈高，則更有助於廠商致力
於這塊市場的發展，亦可讓廠商有更多
「生存」的機會。
圖書館採用委外服務是現今的主要

伍、結語
公共圖書館委外的對象不限於廠
商，另外包含兒童讀物作者、說書者、
操作玩偶者，還有來自各領域的指導人
員、演講者與訓練師，以提供服務於不
同類型的讀者群。由此可看出，公共圖
書館為了能持續經營而使出渾身解數，
以滿足各類型的讀者需求，這無非是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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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7

趨勢，而這趨勢勢必將會持續下去。圖
書館採用委外服務，主要是解決經費縮
減與人事上的不穩定，這是圖書館在面
臨生存危機時所「殺」出的一條生路，
也許是另一個危機，但也是轉機！這完
全操之於圖書館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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