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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公共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 

 

中華民國 110 年 8 月 27 日公共圖書館發展委員會審查修訂 

 

壹、前言 

  嘉義縣政府以營造書香社會為願景，致力培養民眾閱讀素養，提倡

早期閱讀，期望閱讀習慣能從小扎根，進而深入至家庭，發揮點、線、

面之連鎖效應。本縣公共圖書館配合閱讀推廣政策，積極結合學校資

源，並輔以行動書車巡迴服務，鼓勵孩童大量閱讀，在提升校園閱讀力

的同時亦帶動全面閱讀。 

  本縣公共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之訂定，即在使本縣各公共圖書館館

藏之建立，於既有之任務及方針下，充分掌握讀者需求，並朝向計畫

性、系統性發展，以達成下列目標： 

一、了解本縣公共圖書館館藏現況，訂定未來發展之方向。 

二、作為館員選書之依據，維持工作一致性。 

三、協助購書經費合理分配與運用，促進館藏均衡發展。 

四、作為圖書館內部及與外界溝通之工具，亦是圖書館公共關係之文

件。 

五、奠定館際合作與資源共享之基礎。 

貳、本縣公共圖書館簡介 

一、歷史沿革 

  嘉義縣文化中心於民國 85年成立，下設有圖書資訊課。民國

90年改制為嘉義縣文化局，圖書資訊課改為圖書資訊科。民國

100年圖書資訊科由文化局改隸教育處(因文化局與觀光旅遊局合

併為文化觀光局)。民國 108年 7月圖書資訊科併入教育處社會教

育科，嘉義縣圖書館由社會教育科管理。 

   嘉義縣圖書館於民國 86 年 11 月啟用，館舍地上三樓、地下

一樓，總面積 7,051 平方公尺(含地下室)，與文化中心(後改為文

化觀光局)共用。文化觀光局辦公室原位於二樓前半部(北面)，於

民國 101 年遷出。 

  鄉鎮市圖書館隨行政區域劃分，發展出 18 鄉鎮市各有 1 所圖

書館之規模。截至民國 109 年止，教育處轄下有嘉義縣圖書館，

各鄉鎮市公所轄屬公共圖書館計有太保市立圖書館、朴子市金臻

圖書館、大林鎮立圖書館、布袋鎮立圖書館、水上鄉立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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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草鄉立圖書館、義竹鄉立圖書館、東石鄉立圖書館、六腳鄉立

圖書館、新港鄉立圖書館、民雄鄉立圖書館、溪口鄉立圖書館、

竹崎鄉立圖書館、梅山鄉立圖書館、中埔鄉立圖書館、大埔鄉立

圖書館、番路鄉立圖書館、阿里山鄉立圖書館等 18 所，因此本縣

計有 19 所公共圖書館。 

二、組織編制 

   

嘉
義
縣
政
府

太保市公所 太保市立圖書館

朴子市公所 朴子市金臻圖書館

大林鎮公所 大林鎮立圖書館

布袋鎮公所 布袋鎮立圖書館

水上鄉公所 水上鄉立圖書館

鹿草鄉公所 鹿草鄉立圖書館

義竹鄉公所 義竹鄉立圖書館

東石鄉公所 東石鄉立圖書館

六腳鄉公所 六腳鄉立圖書館

新港鄉公所 新港鄉立圖書館

民雄鄉公所 民雄鄉立圖書館

溪口鄉公所 溪口鄉立圖書館

竹崎鄉公所 竹崎鄉立圖書館

梅山鄉公所 梅山鄉立圖書館

中埔鄉公所 中埔鄉立圖書館

大埔鄉公所 大埔鄉立圖書館

番路鄉公所 番路鄉立圖書館

阿里山鄉公所 阿里山鄉立圖書館

嘉義縣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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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義縣圖書館負責縣級圖書館營運與閱讀推廣、鄉鎮市立圖

書館輔導及全縣國民中小學閱讀推廣與圖書館（室）輔導，並承

教育處之命，統籌辦理全縣性圖書館資訊業務，如建置公共圖書

館自動化系統、公共圖書館入口網等；全縣性閱讀推廣活動，如

閱讀起步走、故事志工培訓、提昇民眾英文學習力等。現行編制

人員 9 人（含科長 1 人、科員 2 人、辦事員 1 人、書記 1 人、臨

時人員 1 人、約僱人員 3 人）。 

    本縣各鄉鎮市立圖書館則由鄉鎮市公所負責人事、行政、館

舍管理、閱覽服務及閱讀推廣活動等，提供切合當地民眾閱讀需

求之服務，其人員配置主要為管理員 1 名，助理員 1 名、臨時人

員或約聘僱人員等各館舍 1 至 3 名，並招募故事志工、學生志工

等支援館務與活動。     

三、設置目的、任務與服務對象 

(一) 目的 

本縣公共圖書館設立目的在於提供圖書資訊服務、推廣終身學

習及辦理閱讀推廣等文教活動，使民眾得以自我教育、汲取新

知、增進職業上之職能、提升文化及藝術素養、培養正當休閒

娛樂，充分發揮公共圖書館教育民眾、傳播知識、充實文化、倡

導休閒之功能。 

(二) 任務 

本縣公共圖書館任務在於建立豐富多元的館藏資源、提供完善

新穎的資訊服務、策辦豐富多元的閱讀推廣活動、推動終身學

習之理念。 

(三) 服務對象 

本縣公共圖書館服務對象以嘉義縣居民為主，所有設備與服務

均以滿足讀者需求為前提，不分種族、性別、國籍、年齡、職

業、宗教、教育程度等，皆有使用之權利。並透過分齡、分

眾、分區之原則，服務各類型讀者。 

四、未來發展計畫 

(一) 充實館藏質與量 

計畫性採購各年齡層與各類學科主題圖書資料，並加強各館特

色館藏之質與量，提升整體館藏品質，使本縣公共圖書館成為

嘉義縣民知識寶庫與精神生活泉源。 

(二) 加強資訊化服務 

本縣公共圖書館於民國 92 年完成 18 鄉鎮市圖書館自動化連線

作業，且設置圖書館臉書（Facebook），善用社群媒體推播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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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最新資訊，並規劃引進 RFID 技術、購置自助借還書機以

改善流通作業流程並提升圖書安全系統。未來將持續運用現代

化科技，強化圖書館軟硬體設備，以提供讀者快速、便捷之資

訊服務。 

(三) 推動校園閱讀 

為使民眾能盡早養成閱讀習慣，圖書館積極走入校園，策辦各

項活動與競賽，鼓勵孩童大量閱讀並予以表揚及獎勵。更藉由

行動書車巡迴服務，讓圖書主動接近孩童，激發孩童閱讀動

機，提升校園閱讀力。 

(四) 擴大圖書館功能 

圖書館不僅是提供閱讀之場域，亦是民眾學習、休閒生活空

間。為發揮圖書館多元功能，本縣公共圖書館積極辦理各項活

動，諸如：獎勵閱讀活動、藝文研習、生活講座、好書交換、

影片欣賞、主題書展、早期素養推廣活動、提升英語學習力課

程等，擴展圖書館服務功能，以實現其多元社會之教育功能。 

參、館藏概況 

  館藏以中文圖書為主體，主題範圍涵蓋各類學科，內容深度則以滿

足讀者一般生活、休閒、學習與工作所需資訊為目標。除了紙本圖書以

外，為增進館藏服務之多元性，亦針對其他類型資料進行徵集，包含期

刊報紙、視聽資料及電子資源等，期使館藏內容更為廣泛，並提供讀者

多元之資訊服務。 

  截至民國 109 年 12 月底止，本縣公共圖書館總藏書量約 100 萬餘

冊，未來將持續充實本縣圖書館館藏量，並加強特色館藏之徵集。另

外，亦將依據分齡分眾之原則，提供嬰幼兒童、青少年、銀髮族及多元

文化族群適切之圖書資料。 

 

肆、館藏發展原則 

  依據本縣公共圖書館設立目的、任務及服務對象需求，並考量其特

性，館藏建立與發展原則分為館藏資料範圍、不納入館藏資料範圍、館

藏資料類型、館藏資料主題及館藏特色建立等四方面： 

一、館藏資料範圍 

(一) 館藏資料範圍依本縣公共圖書館服務目的與任務、讀者需求

及社區特性，建置民眾所需之館藏。 

(二) 視聽資料與電子資源之蒐藏，以均衡館藏及符合讀者需求為

原則，並兼顧資料性與娛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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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配合地方特色，保存地方文化，嘉義縣相關史料文獻、建設

資料等均為館藏範圍。 

二、不納入館藏資料範圍 

(一) 違反著作權法、篇幅不全或印刷低劣之出版品。 

(二) 廣告及宣傳性之出版品。 

(三) 內容過時或不具參考價值之出版品。 

(四) 教科書、升學參考書、公職或就業考試用書。 

(五) 通訊性刊物。 

(六) 宗教結緣、善印經書。 

(七) 內容涉及色情、暴力及其他違反善良風俗之出版品。 

(八) 其他經本館認定不宜提供讀者閱覽者。 

三、館藏資料類型 

(一) 圖書 

1. 中文圖書為館藏主體，主題內容涵蓋總類、自然科學、社

會科學、中外史地等各類學科，並以臺灣地區出版之作品

為主要蒐藏範圍。 

2. 外文圖書以英文為主，日文及東南亞語文（越南文、泰

文、印尼文、馬來文等）為輔，主題內容則涵蓋各類學

科。 

(二) 期刊、報紙 

以中、英文 2 種語文為主，提供讀者即時、新穎之資訊。 

(三) 視聽資料 

蒐集有關知識性、教育性、文化性及娛樂性之各種多媒體資

料，以滿足數位時代中讀者之閱聽需求。 

(四) 電子資源 

為因應數位時代的到來及資訊載體的多樣化，除持續徵集印

刷式資料外，亦積極建置數位化館藏，包含電子書、電子期

刊、電子資料庫等資源，以滿足數位時代中讀者的資訊需

求。 

四、館藏資料主題 

  本縣公共圖書館基於服務各類型讀者之宗旨，館藏應兼顧高

齡、成人、青少年、兒童及特殊讀者之需要。有鑑於此，除廣泛

蒐集各類學科、各類型資源外，亦典藏特殊主題之館藏資料，並 

採用分齡分眾原則，逐步成立兒童、青少年、樂齡及多元文化等

專區，以提供民眾更為便利之資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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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館藏特色建立 

  嘉義縣為農工大縣，縣內發展出各式地方特色與著名景點，

例如：阿里山鐵道文化景觀、鄒族的山林文化及祖靈傳說、東石

鄉的鰲鼓濕地或布袋沿海的紅樹林保育區、港口宮十一角頭中元

祭、民雄「大士爺祭典」等，在文化、宗教、藝術、傳統工藝上

皆具獨有特色。 

  嘉義縣圖書館以扎根閱讀素養為出發點，推動校園閱讀、親

子共讀，提倡早期素養、全民閱讀之理念，故以「未來公民」為

本館館藏特色，盡量完整徵集兒童及青少年讀物，期望透過兒童

閱讀習慣之養成，不僅讓閱讀成為孩童未來的人生良伴，更進而

讓家人感染閱讀氛圍，實現書香社會之目標。 

   各鄉鎮市立圖書館亦根據其在地特色、風土民情或發展重

點，設定切合各館之特色館藏。（各館館藏特色詳如表 2） 

 

            表 2 嘉義縣公共圖書館館藏特色表 

伍、館藏資料之選擇 

  館藏資料選擇係以本館設置目的與任務、服務對象之需求、社區發

展之特性、館藏特色之建立及館藏均衡發展等因素為考量前提，在有限

的購置經費下，計劃性選擇各類資料並建立適當之館藏，以提供適切之

資訊服務。 

一、範圍 

  舉凡合法出版、具文化與教育意義、提升專業知識與技

能、陶冶性情與品德、培養正當興趣，嘉義縣地方文獻史料及

施政建設資料等，均為採訪徵集之範疇。 

館 別 館藏特色 館 別 館藏特色 

嘉義縣圖書館 未來公民 新港鄉立圖書館 醫療保健 

太保市立圖書館 室內設計佈置 民雄鄉立圖書館 休閒旅遊 

朴子市金臻圖書館 中國書畫 溪口鄉立圖書館 台灣民俗 

大林鎮立圖書館 花草園藝 竹崎鄉立圖書館 親子教育 

布袋鎮立圖書館 養殖業、漁業 梅山鄉立圖書館 昆蟲與鳥類 

水上鄉立圖書館 健康休閒 中埔鄉立圖書館 客家文化 

鹿草鄉立圖書館 休閒農業 大埔鄉立圖書館 漫畫 

義竹鄉立圖書館 飲食烹飪 番路鄉立圖書館 美勞 

東石鄉立圖書館 漁業及生態教育 阿里山鄉立圖書館 原住民文化 

六腳鄉立圖書館 作物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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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選書工作職責 

(一) 圖書館選書人員 

為建立適當且有用之館藏，負責選書工作之同仁應具備下列

條件： 

1. 充分了解圖書館之目的與任務。 

2. 了解社區特性及讀者資訊需求。 

3. 能掌握出版消息，主動蒐集各類出版訊息。 

4. 具備廣泛或專門學科知識，並不斷充實自我、追求進步。 

5. 了解各學科主題發展現況及館藏蒐藏範圍與深度，在預算

額度內，依據館藏發展政策與讀者需求慎選各類圖書資

料。 

6. 了解評定圖書資料品質之方法。 

7. 保持公正客觀立場，不受個人喜好、宗教或政治等因素影

響。 

(二) 選書小組 

1. 選書小組由專業人員、教育人員、性別平等與人權教育專

家、成人及繼續教育專家等組成，協助本館圖書資料之選

擇、採訪等事宜，並提供館藏發展或年度採購方向之建

議。 

2. 選書小組委員應具備專門學科知識、了解社區特性與需

求、掌握出版消息等條件，並依據自身學科背景與對讀者

需求之熟悉度提出薦購書單，及針對主題擬購書單、讀者

推薦書單等進行審議，其結果交由圖書館採購同仁彙整

後，依採購程序辦理採購作業。 

 

 

三、圖書資料之選擇原則 

  在合法出版的前提下，圖書資料以符合圖書館目的與讀者需

求、維持館藏均衡及與其他圖書館共享資源為選擇原則，以建立

品質穩定之豐富館藏。以下就圖書資料選擇通則及各各類圖書資

料選擇原則分述如下： 

(一)通則 

1. 各類資料以具版權者為基本採購原則。 

2. 以圖書資料內外在品質均佳、價格合理者為優先選擇。 

3. 以館藏更新、讀者需求、學科平衡及館藏特色為優先考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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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電腦、宗教、醫學、法律、政治及軍事類主題，以購置

符合民眾一般需求之通識性圖書資料為主。 

5. 同時發行印刷型式、視聽資料及電子型式之資料，依讀

者需求及時勢趨勢為購置原則。 

6. 限制級出版品以不購置為原則。 

(二)圖書資料選擇原則 

1. 中文圖書 

(1) 選擇原則 

A. 得獎圖書及暢銷圖書盡量完整收錄。 

B. 館藏特色視經費狀況儘量購置。 

C. 以臺灣地區出版之作品為主，中國及海外地區之

中文圖書次之。 

(2) 選擇工具 

A. 好書指南及各種圖書獎項得獎書單。 

B. 全國新書資訊網。 

C. 報章雜誌刊載之出版訊息、書評。 

D. 出版社目錄。 

E. 網路書店或出版社網站之新書資訊。 

2. 外文圖書 

(1) 選擇原則 

A. 以英文為主，日文及東南亞語文為輔。 

B. 得獎圖書及專業協會或組織推薦之圖書優先購

置。 

C. 各類暢銷書 

(2) 選擇工具 

A. 知名獎項或專業協會、組織之網站。 

B. 報章雜誌刊載之出版訊息、書評。 

C. 書商或代理商提供之目錄。 

D. 網路書店或出版社網站之新書資訊、暢銷書榜。 

3. 期刊報紙 

(1) 選擇原則 

A. 以中文為主，英文次之。 

B. 符合本館讀者之資訊需求。 

C. 以平等性、客觀性、廣泛性為原則進行挑選。 

D. 報刊內容具綜合性、知識性、休閒性，且未涉及

色情、暴力、違反善良風俗等情節。 

(2) 選擇工具 

A. 期刊文獻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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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期刊出版社或代理商提供之目錄。 

C. 電子或平面媒體所刊載之期刊資訊、評論。 

D. 網路書店之期刊資訊。 

4. 視聽資料 

(1) 選擇原則 

A. 具公播版授權之視聽資料。 

B. 內容具教育性、知識性、文化性，並兼顧新穎

性。 

C. 國內外影展參展及入圍作品，或書刊影評推薦之

優良影片、紀錄片。 

(2) 選擇工具 

A. 國內外影展及相關獎項官方網站。 

B. 相關電影雜誌、影評報導，如世界電影、iLOOK

電影、釀電影等。 

C. 網路書店之新片資訊。 

D. 代理商之產品目錄。 

5. 電子資源 

(1) 選擇原則 

A. 內容具權威性、正確性、新穎性，且持續更新。 

B. 使用者介面清楚、易操作。 

C. 優先考量具永久使用權或擁有權之資源。 

D. 電子資源格式符合本館軟硬體設備，且系統穩

定、資料取用便利並具安全性。 

E. 廠商能提供教育訓練課程、文件，且可配合技術

支援者為佳。 

(2) 選擇工具 

A. 出版商、資料庫系統廠商或代理商之型錄及網

站。 

B. 圖書館或資料單位之聯合目錄。 

C. 網路書店之出版訊息。 

四、複本圖書資料選購原則 

  本縣公共圖書館以不購置複本為原則，然考量讀者閱覽之需

求，下列情況得購置複本，至多 3 本為限： 

(一)資料之特色性 

  具獨特內容與價值之圖書。 

(二)使用頻率 

讀者借閱頻率較高之出版品，或業務單位辦理公務所需之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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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資料，得購置複本以滿足使用需求。 

(三)得獎作品 

  獲國內外圖書獎之作品除應盡量網羅，得視讀者需求增購複 

  本。 

陸、館藏資料徵集 

  本縣公共圖書館典藏之資料類型包含圖書、期刊、報紙、視聽資

料、電子資源等，資料來源除經由採購方式外，更透過贈送之方式擴

增館藏，盡力蒐藏有價值之資訊。 

一、採購 

  圖書資料採購由採購同仁負責彙整讀者推薦、主題採購等擬

購書單，交由選書小組進行書單之審定，選書委員亦可依據自身

學科背景與對讀者需求之了解擬定薦購書單，並交由圖書館採購

同仁統一辦理採購。 

(一)採購通則 

1. 依據政府採購法辦理。 

2. 一般圖書以不購買複本為原則，惟館藏特色、得獎圖書、

暢銷書、業務單位所需之公務書籍可購置複本，至多 3 本

為限。 

(二)各類圖書資料採購原則 

1. 圖書 

(1) 同一版本圖書以購置 1 本為原則。 

(2) 考量讀者閱讀需求，熱門圖書購置 2~3 冊。 

2. 期刊、報紙 

(1) 依據年度經費及讀者使用情況進行增刪訂作業。 

(2) 購置主題以廣泛性、知識性、教育性及休閒性為主。 

3. 視聽資料 

(1) 購置具公播版者。 

(2) 以本館現有軟硬體設備能配合使用者為優先考量。 

4. 電子資源 

依據年度經費、出版情況及讀者需求，辦理訂購作業。 

二、贈送 

  圖書資料之贈送可獲取不易取得、已絕版而珍貴之文獻，亦

是在經費有限之情況下，增加館藏之重要途徑，其種類可分為

「受贈」與「索贈」2 種： 

(一)受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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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贈書均依據「嘉義縣圖書館受贈圖書處理原則」辦理。 

1. 本館不受理之圖書資料如下： 

(1) 教科書、升學參考書。 

(2) 公職、就業考試用書。 

(3) 過時之電腦類書籍。 

(4) 過期期刊、報紙及宣傳性小冊子。 

(5) 宗教善印經書。 

(6) 無國際標準書號（ISBN）之書籍。 

(7) 塗鴉畫線、註記、水漬及破損不堪使用之圖書。 

(8) 違反著作權法及版權相關法令規定之圖書。 

(9) 內容不宜或已失時效，無參考價值者。 

(10) 其他不符合本館館藏發展政策者。 

2. 贈送之圖書資料，圖書館保有全權處理權，包含典藏、淘

汰、轉贈或其他處理，捐贈者不得附帶任何條件。 

(二)索贈 

圖書資料具參考價值者，得向發行或贈送單位進行索贈，以

充實館藏內涵。 

柒、館藏評鑑與維護 

  館藏評鑑與維護是館藏發展過程中重要的一環，藉由館藏評鑑，

圖書館可了解館藏之強弱與缺失，據以進行館藏維護，並供修正館藏

發展政策之參考。 

一、館藏評鑑 

  館藏評鑑是有系統地對館藏進行評估，以了解館藏使用情

況及各類館藏學科之強弱，其結果可作為館藏淘汰、採購經費

分配、修訂館藏發展政策與圖書館被外界權威機構認可之依

據。各圖書館可視實際情況（如人力、經費、時間等）採取以

下合適之方式進行館藏評鑑： 

(一)質的評鑑 

在於了解館藏範圍之廣度與深度，是否符合圖書館功能與設

置目的，其方式包含：書目核對法、專家評鑑法等。 

(二)量的評鑑 

在於了解館藏現況、結構與使用情形，圖書館可藉由統計分

析相關數據來加以掌握，其指標與方式包含：成長量、成長

率、讀者意見調查法等。 

(三)館藏使用分析 

針對本館流通紀錄與館藏相關資料加以統計分析，以了解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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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使用情形及讀者使用館藏之特性、喜好。館藏使用分析涵

蓋館內、外之館藏使用與閱覽，藉由問卷、訪談、流通紀錄

分析等方式獲取分析資料，其結果可作為改善圖書館服務、

修正館藏發展方向、調整資料徵集主題之參考。 

二、館藏盤點 

  為維護館藏資料之正確性，本縣公共圖書館各閱覽單位於

每年度進行圖書資料盤點，以確保實際館藏與館藏目錄相符，

並掌握實際館藏數量，供館藏整理與典藏方式改進之參考。 

三、館藏淘汰 

  依據圖書館法第 14 條規定，圖書館如因館藏毀損滅失、喪

失保存價值或不堪使用者，每年在不超過館藏量 3%範圍內得辦

理報廢。 

  為活化典藏空間，維持館藏新穎，提升圖書使用率及節省

館藏維護之人力、物力，本縣公共圖書館在符合圖書館法的前

提下，進行館藏淘汰作業。除珍貴文獻、館藏已絕版者，如有

下列情形，得考慮加以淘汰： 

(一)內容不符合本縣公共圖書館館藏發展原則者。 

(二)內容錯誤、無參考價值、陳舊過時及典藏達以下年限者： 

1. 購置 5 年以上之一般圖書。 

2. 出版 3 年以上之電腦科技類圖書。 

3. 購置 2 年以上之童書。 

4. 出版 1 年以上之期刊。 

5. 出刊 1 個月以上之報紙。 

(三)已入藏新版資料，且舊版資料無典藏價值者。 

(四)資料嚴重缺損致無法閱讀者。 

(五)有過多複本且使用率低之館藏。 

(六)違反著作權法等相關規定者。 

(七)已有其他形式資源之參考工具書，且紙本形式不具參考或典

藏價值者。 

(八)圖書資料經盤點遺失，或外借達 5 年以上無法追回者。 

(九)影音品質不佳、無法辨識讀取或館內軟硬體設備無法存取之

視聽資料。 

(十)已失時效性、有新版可取代或無相容存取系統之電子資源。 

捌、預期目標 

   隨著嘉義縣基礎建設之發展，縣民閱讀素養亦日漸提升。在本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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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推廣的政策下，本縣公共圖書館秉持扎根閱讀之理念，期望藉由

校園閱讀的推廣與早期素養之培養，進而擴展至家庭，甚至是整個社

會，以實現書香嘉義之願景。而近來資訊科技的演進，大量知識的產

生，促使資訊流通更加公平化、自由化與多元化，為能滿足所有縣民

之資訊需求，本縣公共圖書館未來館藏發展重點目標如下： 

一、徵集豐富的館藏資源，滿足民眾資訊需求 

   本縣公共圖書館將持續積極爭取預算或補助經費，徵集各類

型圖書資料，以達到全國公共圖書館之平均館藏標準為目標，並

同時兼顧館藏質與量，使讀者能擁有良好之閱讀品質。 

二、發展各式媒體資料，增進館藏服務多元性 

  因應媒體科技發展趨勢，加強多元媒體之館藏，如：資料

庫、電子書、電子期刊、線上影音資料等各類數位化資料與新式

視聽媒體之蒐藏，以提升館藏服務多元性，提供切合科技生活方

式之資訊服務。 

三、強化特色主題資料蒐藏，展現兼具與質量之館藏特色 

  除一般主題之蒐藏外，並建立館藏特色，加強館藏特色資料

蒐集，增加特色資料數量與載體型式，進而提升館藏服務品質，

展現館藏特色實質效益。 

四、發展多元文化館藏，促進國際化發展 

  因應國際化、多元族群社會趨勢及本縣人口組成概況，徵集

多元文化館藏，強化外文及東南亞語系出版品之蒐藏，以提供新

住民之閱讀學習服務，促進縣民外國語文及文化之涵養。 

 

玖、館藏發展政策制訂與修正 

  本政策配合館藏發展需要，並視社會及民眾需求之變動，適時審訂

修正，陳請縣長核定後公告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