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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圖書館藏發展政策 

壹、前言 

  館藏資源的發展，係影響圖書館各項服務品質之關鍵。為有效建立符合圖書館定位、

功能，以及滿足讀者需求之豐富館藏資源，館藏發展政策之擬定，成為一館營運中首重

的核心因素。臺中市立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於 2016 年 3 月整併臺中市原有各區及

文化中心圖書館後成立，肩負起提供大臺中地區民眾優質閱讀資源與環境之任務，為能

逐步充實館藏範圍與深度以滿足民眾的閱讀及資訊需求，特制訂本館館藏發展政策，藉

以釐清館藏發展的方向與目標，進而作為規劃採購經費分配之依據，並提供館員進行選

書工作之指引及準則，以期有效且積極達到本館營運之任務及目標。 

貳、本館簡介 

一、組織編制 

本館現行組織編制設置館長 1 人，綜理館務，置秘書 1 人，襄助館務；下設 8 個課

室及 43 分館。8 個課室包括：圖資採編課、閱覽典藏課、推廣輔導課、數位資訊課、秘

書室、會計室、人事室及政風室，各自負責館藏資料徵集、閱覽典藏、文教推廣及館務

行政等工作。各分館以至少一區一圖書館之理念規劃，計有大甲、大安、大肚、大肚瑞

井、大里、大里德芳、大里大新、大雅、太平、太平坪林、石岡、外埔、后里、沙鹿深

波、沙鹿文昌、東勢、神岡、梧棲、梧棲親子、烏日、清水、新社、龍井、龍井龍津、

龍井山頂、潭子、霧峰以文、豐原、豐原南嵩、東區、中區、北區、南區、西區、南屯、

李科永、西屯、溪西、北屯、興安、大墩、葫蘆墩、精武圖書館等 43 間分館，另有新總

館及上楓分館等籌備中。 

本館組織架構如下頁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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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的、任務及服務對象 

  （一）目的 

     本館屬公共圖書館類型，以提供多元而適當之館藏與服務，進而滿足民

眾閱讀風氣之養成、正當休閒興趣之培育、個人文化素養提升等不同層

次需求，發揮並落實公共圖書館教育、文化、資訊與休閒之既有功能，同

時期以促進成市閱讀運動之興盛。 

  （二）任務 

         1. 建立多元而全面的館藏資源，配合完善之閱覽服務積極行銷，便於民

眾取用以滿足其閱讀與資訊需求。 

         2. 辦理各類文化與社教推廣活動，鼓勵並凝聚服務社區民眾的參與及認

同感。 

3. 加強資訊流通及利用之自由及便利性，打造臺中閱讀資訊服務網絡。 

4. 向外與其他組織機構拓展合作空間，尋求資源共享之機會，提升服務

品質。 

  （三）服務對象 

       本館服務對象以大臺中地區民眾及機關單位為主，不分性別、年齡、職

業、國籍及教育程度，均有使用之權利，更因應分齡分眾的不同需求拓展

各項措施與服務。除了讓親自到館之民眾有所感受外，亦透過館際合作

與網路資源提供全國性跨域服務，以提升本館推動城市閱讀風氣之角色

價值。 

三、未來發展重點 

（一）提升各館館藏之質量及特色 

持續徵集各類品質良好之圖書資料，逐步提升館藏範圍及深度。並配合

各館特色主題之發展，有效型塑各館館藏之異質性及專業化，落實一館

一館藏特色之策略。 

（二）針對分齡分眾之特性創新閱讀服務 

依循分齡分眾之原則建立符合讀者特性及需求之各區館藏，打造舒適而

友善之閱讀空間，滿足不同群族之閱讀需求。同時依此規劃設計創新之

閱讀服務及推廣活動，吸引民眾主動參與之意願。 

（三）著重數位化資源之建置與行銷推廣 

隨時代之發展趨勢，擴展數位資源及相關系統之整合建購，以民眾需求

為導向建置客製化資訊服務，促進資訊取用之便利性與個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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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深化地方文獻之發展 

為鼓勵臺中地區民眾更加認識生活其中的這片土地，進而對在地文化興起

認同情懷，本館積極而有脈絡地規劃地方文獻館藏之徵集，以及相關推廣

活動之辦理，期能透過各分館點對點之間的串連，以豐富的人文視野完整

而深入呈現在地的文化、地景、產業等面貌，引導民眾建立起對臺中的多

采印象。  

參、館藏概述 

  本館館藏主題範圍涵蓋人文、藝術、社會、自然及應用科學等各學科，語言類型包

含中文、西文、東南亞語文等，並且以分齡分眾的方式陳列，以滿足不同族群之閱讀需

求。而各分館的藏書量則受到成立時間、館舍典藏空間及重點館藏發展等因素各有所不

同。館藏資料類型除圖書之外，亦包含期刊、報紙、視聽資料及數位資源等，提供市民

豐富多元化之閱讀資源，分述如下： 

一、圖書 

  （一）一般圖書 

         1. 中文圖書：包括臺灣、中國、香港及海外其它地區所出版之中文圖書，

其中又以臺灣出版者為主要蒐藏範圍。主題內容則涵蓋各類學科，並

以｢中文圖書分類法｣進行劃分。另依服務對象之不同，本館亦分別針

對兒童、青少年、樂齡等各類族群徵集符合其需求之圖書以提供服務。 

         2. 外文圖書：語文別以英文為主，另包括日、韓、法、德等不同語文之

圖書。除日文採｢中文圖書分類法｣外，其餘語言均依｢杜威十進圖書分

類法｣之主題進行分類。而隨著新移民日漸增多，本館多元文化資料亦

成發展重點，包括越南文、印尼文、馬來文、泰文及緬甸文等東南亞

語系圖書均為徵集範圍。 

    （二）參考資料 

包括字辭典、百科全書、年鑑、法規、統計等涵蓋多元學科資料，提供

讀者進行查詢，並協助館員進行參考諮詢服務。 

  二、連續性出版品 

包括期刊及報紙兩大類。徵集主題多偏向一般性及休閒生活類。語文別方面則

以中文資料為主，另有英、日及東南亞語文等少數語文。另外，隨著數位資料

之發展，本館亦逐步建購數位期刊及引用報紙新聞 

        資料庫供讀者瀏覽利用。 

 



5 
 

三、視聽資料 

徵集具有知識性、教育性、文化性及娛樂性之視聽多媒體資料，資料類型包括

有聲書、雷射唱片（CD）、影音光碟（VCD）、數位影音光碟（DVD、BD）等。

如該視聽資料係隨書出版之附件，則依圖書典藏原則隨書典藏及流通。 

四、數位資源 

徵集符合館藏主題範圍的各式數位資源，類型包括電子書、電子期刊、免費網

路資源及資料庫等合法且經授權之出版品。 

五、其他 

包括載具、樂譜、學位論文、族譜、視障資料、輿圖及特殊館藏（含手稿、海

報、老照片等）等亦為本館館藏徵集之範圍。 

肆、館藏發展原則 

  館藏資料之徵集原則須依本館所設立之目的、任務及服務對象為準則，並符合公共

圖書館之特性加以發展及執行。 

一、館藏資料範圍 

  （一）符合館藏範圍者 

1. 凡是合法出版，且可提供一般社會大眾滿足個人學習、生活休閒及興

趣培養等資訊需求之圖書資料，均為本館館藏徵集之範圍。資料類型

則包括各類圖書、連續性出版品、視聽資料及數位資源等。 

2. 記錄或介紹臺中地方特色之本土圖書或地方文獻，得以讓民眾瞭解並

認同臺中文化及風貌者，為本館館藏首要徵集範圍。 

  （二）不納入館藏範圍者 

     1. 違反著作權法及版權相關規定之圖書資料。 

2. 各級學校教科書、升學用參考書、考試用書。如因有學術研究或特殊

服務所需則不在此限。 

      3. 廣告或商業宣傳之出版品，如：商品型錄。 

4. 內容已失時效性或參考價值之出版品，如：出版時間超過 3 年之電腦

用書。 

5. 一般通訊錄、無 ISBN 之宗教書，以及無具體內容之筆記、札記、著

色本等出版品。 

6. 內容涉及色情、暴力及違反社會善良風俗，且無法列入限制 級專區

之出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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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件單價明顯高於圖書本身者。 

二、館藏資料深度 

本館館藏資料以提供社會大眾休閒娛樂、學習及生活需求等一般面向之資訊為

主，工作專業或學術研究之深入資源為輔，以滿足不同層次的資訊需求。此外，

各分館館藏發展上另以建立深度館藏特色為目標，爰此，本館館藏資料依深淺

程度不同，以下列綱要所述區分為五個層級： 

    （一）｢0｣未蒐藏：代表館藏未蒐藏或不列入採購清單。 

    （二）｢1｣微量級：代表館藏蒐集該主題最具代表性的基礎資料，範圍包括： 

       1. 具該學科主題概念，簡介內容之核心館藏資料。 

              2. 基本書目、一般性參考工具書（含字典、百科全書等）。 

              3. 經挑選具代表性之作品或基本期刊。 

（三）｢2｣基礎級：代表館藏是可清楚介紹、定義或概論該主題之一般性資料，

惟尚無法支援相關學科的課程教學或獨立研究。範圍包括： 

1. 上述微量級之資料。 

2. 較為廣泛的基本圖書、主要著者的代表作品等。 

（四）｢3｣教學級：代表館藏可提供足夠的一般學科知識，並支援大學或研究所

課程的教學與研究需求，滿足大學、研究生及一般讀者的獨立研究。其

範圍包括： 

1. 上述微量及基礎級之資料。 

2. 更為廣泛的圖書資料，如原始資料、對主要著者之評論及次要著者之

作品等。 

3. 該學科領域中具重要性之期刊。 

4. 可支援教學或研究運用之參考工具書、索引、摘要等資料。 

（五）｢4｣研究級：代表館藏蒐集能協助研究所以上等級之深入閱讀、研究需求

及撰寫論文之資料，範圍包括： 

1. 上述微量、基礎及教學級資料。 

2. 專業期刊、研究報告、論文集等完整的參考工具。 

3. 具有代表性且適用的外文資料。 

4. 特殊性館藏，如能支援研究的手稿資料、灰色文獻以及舊文獻資料等。 

（六）｢5｣詳盡級：代表館藏盡可能地蒐藏該主題不同類型、載體與語文的所有

記錄，範圍包括： 

          1. 上述微量、基礎、教學及研究級資料。 

2. 回溯性的圖書及期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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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種外文館藏。 

三、館藏特色 

館藏特色之建置係以各分館為發展單位，在基本館藏的購置外，另行考量「分

工典藏」及「所屬區域特性」等因素，由各分館評估選擇一主題並經館長核定

後作為其館藏特色。在推動面向上，不僅應針對該主題資料進行廣泛而深入的

徵集，並以專區或專櫃規劃之方式加以設立，同時在流通諮詢、閱讀推廣活動

等相關方面亦須同步配合辦理，以達強化各館主題服務形象以及館藏品質提升

等目的。 

  （一）館藏特色發展原則 

1. 各分館館藏特色應基於本館營運之任務與目的自行研訂發展方針並

執行，且內容不得牴觸本館館藏發展政策。 

2. 館藏特色之資料徵集與推廣活動除能協助讀者滿足對特定主題之資

訊需求外，更應隨時注意該主題的趨勢發展，以維持館藏之新穎性與

深度。 

3. 各館館藏特色之建置應能涵蓋其他分館館藏之相關主題資料，同時更

彌補其不足性，以有效達到分工典藏之價值。 

  （二）分館館藏特色說明 

各分館館藏特色之選擇以一館一主題為標準，各主題間不應有重覆或互

為母子關係之狀況。各館館藏特色一覽表參見附錄二。 

四、限制級資料 

本館為保護兒童及青少年讀者之身心健康發展，同時亦兼顧一般成年讀者之閱

覽權益，特依據中華民國 104 年 7 月 27 日文化部修正頒布之「出版品及錄影

節目帶分級管理辦法」，針對館藏資料予以分級並特別管理。 

（一）限制級館藏資料之判定 

1. 出版社依據「出版品及錄影節目帶分級管理辦法」所分級之限制級書

目。 

2. 中華出版倫理自律協會評議之限制級書目。 

      3. 其他公共圖書館已列入限制級資料之書目。 

      4. 經本館選書小組討論決議應列入限制級資料之書目。  

5. 非上述所列之書目，如內容有不適合兒童與青少年閱讀之情節，僅典

藏於一般開架閱覽區，不入藏於兒童及青少年區。 

     （二）限制級館藏資料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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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圖書資料：於出版品之封面及圖書條碼旁標示「限制級」，採專區典藏

僅供成年讀者借閱。 

2. 視聽資料：依據限制級、輔導十五歲級、輔導十二歲級、保護級、普

遍級等五種級別提供借閱，並將限制級影片專區典藏。 

伍、館藏資料選擇  

一、選擇工作職責 

為有效建購符合館藏發展政策及讀者需求之館藏，達到完整而廣泛徵集一般性

館藏，同時落實各分館館藏特色之設立與推廣。本館館藏選擇工作分由兩個部

份進行： 

（一）採編課及分館書單徵集人員 

採編課及分館書單徵集人員係負責總、分館選書工作及讀者薦購圖書資

料之處理，其中總館負責一般性圖書資料之徵集及審核；各分館則著重

於館藏特色及各館需求圖書之徵集。其徵集遵循原則包括： 

      1. 確實瞭解本館目的、任務及服務對象。 

      2. 熟悉本館館藏發展政策內容，謹慎選擇入藏圖書資料。 

3. 掌握本館各學科主題發展現況、讀者需求，以及各館藏特色蒐藏範圍

及深度。 

      4. 主動蒐集並閱讀與新書出版訊息有關之資訊，以掌握出版動態。 

5. 選擇圖書資料應保持公正客觀之立場，不因個人喜好或立場影響而有

所偏頗。 

      6. 對重要之連續性出版品、套書及叢書，需致力蒐集完整。 

      7. 尊重各分館擬購之需求書目，並重視讀者推薦圖書資料之建議。 

（二）選書小組 

為有效合理運用圖書經費，促進各分館館藏均衡發展及建立館藏特色，

故由總館採編課統一成立選書小組並召開會議。針對圖書資料之選擇採

訪辦理審議規劃。 

 二、資料選擇原則 

圖書資料之選擇以合法出版為原則，並依據本館服務目的及讀者需求逐項擬定

相關原則。 

    （一）通則 

1. 符合徵集目的：與本館館藏發展目的、任務、服務對象需求相符，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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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具有版權或公開播放權者等依循著作權法規之出版品。 

2. 出版時間之新穎性：除人文藝術類及具研究需求等圖書外，館藏徵集

以新近出版品（近 3 年）為主。 

              3. 圖書資料品質考量要點： 

                （1）資料內容之正確性、客觀性、完整性及學術性。 

                （2）作者之權威性。 

                （3）出版社之聲譽。 

                （4）價格之合理性 

                （5）資料之裝訂及印刷品質 

                （6）其它原則：是否含索引、參考書目或附件等。 

4. 館藏平衡之考量：考量各館館藏深度、現有一般及特色館藏所佔比利、

讀者需求、該館未來重點發展等因素，依館藏綱要優先發展重點館藏，

避免均等購置各學科館藏。 

5. 多元資料形式之取捨：同時發行印刷、視聽或數位化等多種形式之出

版品，以考量讀者需求、典藏空間及存取便利性為徵集原則。 

       6. 其他考量因素： 

（1）電腦、宗教、醫學、法律、政治及軍事類主題，僅購置符合本館

服務目的之一般性圖書，過於專門性之研究用書以不購置為原

則。 

                （2）限制級出版品之徵集以具文學、藝術或參考價值者為主。 

                （3）參考館藏透過使用分析結果決定徵集方向。 

    （二）選擇工具通則 

              係指供館員參考以選擇圖書資料之相關工具，條列如下： 

       1. 中文圖書暨參考資料 

                （1）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NBINet）。 

         （2）全國新書資訊網及全國新書資訊月刊。 

         （3）國內其它公共圖書館之館藏目錄。 

                （4）書商出版目錄、網路書店或出版社網站之新書資訊。 

                （5）各類書評或得獎書單。 

                （6）期刊或報紙所刊載推薦之主題書目或出版品。 

                （7）各種文獻指引、目錄或出版消息。 

              2. 外文圖書暨參考資料 

                （1）書評，如：Choice、Library Journal、Book Review Index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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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各大得獎書單。 

         （3）國內外其它公共圖書館之館藏目錄。 

                （4）書商出版目錄、網路書店或出版社網站之新書資訊。 

                （5）專業協會或相關機構推薦者。 

                （6）期刊或報紙所刊載推薦之主題書目或出版品。 

                （7）國內外學者文獻引用或推薦清單。 

       3. 連續性出版品 

                （1）期刊出版社或代理商出版之型錄或樣刊。 

         （2）各類媒體所刊載之新創期刊資訊或評論。 

            4. 視聽資料 

                （1）相關視聽資料代理商、發行商之營業目錄、廣告等。 

         （2）各類網站之新片資料、影評推薦。 

                （3）各大影展得獎片單。 

              5. 數位資源 

（1）出版商、資料庫系統服務廠商及資料庫代理商之行銷型錄及網

站。 

                （2）國內外數位資源評論資料。 

                （3）國內外圖書館網站相關介紹。 

                （4）專門機構網站相關介紹。 

                （5）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CONCERT)。 

    （三）圖書資料選擇原則 

1. 中文圖書 

（1）如為得獎圖書或暢銷圖書應盡量完整蒐集。  

（2）符合臺中學發展方向之圖書或文獻優先徵集。 

（3）以臺灣地區出版者為主，大陸及海外地區之中文圖書次之。 

2. 外文圖書 

（1）外文語文別以英文為主，輔以日、韓、法、德等語系資料。 

（2）東南亞語文圖書視館藏發展重點及多元文化閱讀需求蒐集，並

以該國語文學習教材、休閒生活、文化活動或旅遊資料等為優先

選購主題。 

（3）知名獎項的得獎圖書及專業協會或組織所推薦圖書。 

3. 連續性出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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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訂購綜合性、知識性內容之期刊為主，休閒性期刊為輔。 

（2）依本館經費、期刊出版資訊、使用情形及讀者需求作為次年度訂

刊之評選參考 

（3）如有與館藏特色或臺中學相關之報刊應盡量蒐藏。 

4. 參考資料 

（1）資料內容之正確性、新穎性、時效性、完整性，以採購 2 年內之

出版品為主。若採購資料已有新版本，依使用分析結果決定是否

增購新版或停訂。 

（2）出版社、作者與編者之權威性。 

5. 親子/青少年圖書 

（1）以國內外優良讀物、得獎童書及專業協會推薦者為主。 

（2）可滿足各年齡層之兒童及青少年閱讀需求之出版品。 

（3）能配合學校課程學習之相關讀物及參考資料。 

6. 視聽資料 

（1）徵集影片以獲得大型影展獎項、影評推薦及經典名片為重點，並

考量其新穎性及時效性。 

（2）製作品質應有良好水準，如畫面清晰。 

（3）同一內容而以不同型式發行者，以便於典藏、利用及品質最佳為

原則。 

（4）為幫助讀者閱讀，國外製作出版之視聽資料應以有中文字幕或

發音者優先，其次為有英文字幕之英語發音者。並以國內有代理

者優先採購。 

（5）為辦理相關推廣活動，如有公開播放之需求則購置具公開播放

權者。 

7. 數位資源 

（1）視年度經費預算、出版發行現況、讀者需求或使用情況分析辦理

續、新訂購。 

（2）館藏訂購順序依序為電子書、電子期刊、電子資料庫。 

（3）內容以新穎性、正確性及更新頻率為主要徵集重點，並優先考量

紙本資料無法取代者及具永久使用權及擁有權者。 

（4）價格之合理性。 

（5）資料可提供跨載具、跨平臺使用者。 

（6）廠商技術資源及人力資源配合較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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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讀者推薦資料 

讀者推薦圖書主要管道係透過圖書館自動化系統中的線上館藏推薦功能。線上

館藏推薦書單需經由系統進行複本查核，以及本館的篩選：若為不納入館藏範

圍者，予以退回；可納入館藏者則經彙整後提交進行採購。各類圖書處理結果

（如列入採購清單、不符館藏發展政策、絕版、資訊不足等）則透過系統回覆

讀者。 

 四、複本入藏原則 

本館係屬公共圖書館，為能滿足廣大讀者的閱讀需求，得配合借閱流通情形增

購複本，此外，尚須考量有效控管採購經費並兼顧購置多元化圖書資料之情形，

故擬定複本原則如下： 

（一）一般圖書（包括兒童、青少年、樂齡圖書）：中文版圖書以一分館最多 2

套（冊）為準；外文圖書、參考工具書等以一分館 1 套（冊、種）為原

則。圖書若有不同裝訂型式，優先採購之順序為精裝、軟精裝、平裝。 

     （二）視聽資料、特藏資料以採購 1 套（冊）為原則。 

（三）期刊報紙資料以採購 1 本（種）為原則；如有裝訂本之需求則另訂一份

複本。 

     （四）應各業務單位工作所需之參考資料，可依實際需要購置。 

（五）配合各類推廣活動（包括含得獎圖書書展、讀書會用書）所需之圖書資

料，可依實際需要酌量購置複本。 

（六）同筆資料預約等候數量超過 5 位者，為使讀者可在 1 年內借到該筆資料，

經評估後可酌量購置複本。 

（七）圖書資料遺失後，為套書者，可依補全考量重購；非套書者，依讀者實際

使用情形或活動需要為重購標準。 

     （八）贈送圖書以一分館 2 套（冊）為原則。 

（九）資料如有內容相同而媒體形式不同時，得依需求進行選擇性複本蒐藏。以

讀者使用便利性及本館推廣方式為考量，購買其中 1 種為原則。 

（十）已逾時效或不具參考價值之複本，如過於陳舊之電腦書（出版超過 3 年

以上）、升學指南等，可移作他用，包括好書交換、置入 Reading Bar 等，

以加強流通效益及空間運用。但珍貴圖書不在此限。  

 

 

 

 



13 
 

陸、館藏資料採訪  

  本館圖書資料的來源，主要透過採購及贈送兩大方式，分述如下： 

一、採購 

本館圖書資料採購可分為一般圖書、視聽資料、連續性出版品及數位資源等類

型。其中前三項之採購主要由採編課統籌辦理，數位資源則由數位資訊課辦理。

各項圖書資料經費預算依館藏發展政策及各分館營運狀況，擬訂年度圖書資料

預算分配及採購計畫後加以執行。 

（一）經費分配原則 

圖書資料之經費主要來源為政府撥付之年度公務運算，以及教育部或其

他專案補助款兩大類。並就中文圖書、外文圖書、東南亞圖書、視聽資

料、數位資源等圖書資料類型分配預算。而各館採購經費之分配則依循

下列因素加以評估考量： 

1. 各館服務區域人口數 

2. 各館年度總借閱率 

3. 各區擁書率 

4. 各館藏書空間（書架可藏書數量） 

5. 各館實際運作情形，如：工程改建…等 

（二）採購原則 

1. 依據｢政府採購法｣及｢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等相關法規辦理採購作

業。 

2. 依據館藏發展政策、讀者需求或其他業務發展重點等辦理一般圖書資

料選購、遺失重購及汰舊更新作業。 

3. 館藏特色與套書補齊則由各分館自行評估館藏狀況及經費分配情形

後提出採購需求與總館採編課辦採購。 

4. 數位資料由總館數位資訊課蒐集及評估相關資訊後辦理採購及引進

試用。 

（三）採購途徑 

本館係依據｢政府採購法｣及｢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等相關法規，對外公

開辦理招標事宜進行採購，主要採行一般訂購(Firm Order)的方法。採購

流程方面又可分為一般圖書及視聽資料、期刊報紙及數位資源等三類： 

1. 一般圖書及視聽資料 

中、外文（含東南亞）圖書及視聽資料均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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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並依採購金額、數量訂定圖書交貨期程。 

  2. 連續性出版品 

連續性出版品以期刊、報紙為主，均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招標採購。

各分館考量讀者運用現況及需求、館藏特色期刊等因素後，增刪年度

擬購期刊清單後提報予總館採編課，由採編課視經費分配額度進行

調整後辦理採購。各分館於收刊期間應隨時辦理報刊催缺，如遇有出

版社停刊之情形，應另行上簽報核換刊或停訂。 

  3. 數位資源 

依據年度編列預算擬定數位資源採購書單。並依照電子書、電子期刊、

電子資料庫之優先順序進行採購。由於本館目前尚無電子書平台，故

購置後均以放置廠商平台方式辦理。採購之數位資源僅授權提供臺

中市辦證或一證通用讀者線上使用。 

 二、贈送 

    （一）受贈 

1. 凡符合本館館藏發展政策之圖書資料，均接受贈送。且本館對受贈圖

書擁有審查權及處置權，贈方不得附帶任何條件。 

2. 如受贈圖書不符合本館館藏蒐藏範圍，本館得以納入好書交換、

Reading bar 或淘汰方式處理。 

3. 讀者捐贈圖書事宜依本館訂定之「臺中市立圖書館受贈圖書資料處理

作業要點」辦理（附錄一）。 

    （二）索贈 

如圖書資料具參考價值或符合館藏特色發展者，本館得逕向發行單位進

行索贈，以充實館藏內涵。 

柒、館藏維護 

一、館藏維護 

    （一）館藏資料經分類、編目及加工後，依索書號排架。 

    （二）圖書資料應適時整架及讀架，避免資料錯置，影響讀者使用。 

（三）圖書資料如有破損且不影響閱讀時，應加以修補以利讀者使用。若無法

修補則應考量使用率及利用價值而予以淘汰報銷或補購置換。 

  二、館藏盤點 

館藏宜定期盤點，以掌握實際館藏之數量，故各分館應依據「年度盤點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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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3 年進行一次圖書資料盤點，以確認館藏記錄與書目資料相符，並於期限內

改善盤點結果，維護館藏資料的正確性。 

 三、館藏淘汰 

為保持館藏新穎性，節省館藏空間以容納更多新進館藏，並提升館藏使用率，

依據圖書館法第十四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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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三範圍，得辦理報廢」辦理淘汰。館藏淘汰範

圍包括：一般圖書、參考資料、連續性出版品、視聽資料。 

捌、館藏發展政策訂定與修正  

一、本館館藏發展政策由圖資採編課負責研擬草案，並會同相關業務單位彙整修正

內容。草案經提報館務會議討論審議後，依會議結論完成修正版本，並陳請館

長核定後實施。 

二、館藏發展政策應視實際館藏發展需求，以及館務營運之變遷，宜定期檢討修訂。

如遇有重要或特別因素，得隨時修訂。 

附錄 

附錄一、臺中市立圖書館受贈圖書資料處理作業要點 

附錄二、各館館藏特色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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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臺中市立圖書館受贈圖書資料處理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5 年 7 月 15 日中市圖編字第 1050002546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18 日中市圖編字第 1090003120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立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受理贈與圖書資料，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指圖書資料係具有文化性、知識性、教育性或休閒性等並符合著作權法

相關規定之一般圖書、非書資料、視障資料、多元文化資料、數位資源，以及臺

中市地方文獻史料等相關資源為範圍。 

三、圖書資料受贈範圍如下： 

 （一）一般圖書收列近十年出版者。 

 （二）人文藝術類圖書出版年限不拘，且經本館認定具有典藏價值者。 

  （三）符合臺中學特色館藏之圖書資料，包括市籍作家作品集、族譜、地圖等相關

文獻。 

 惟受贈圖書資料有下列情況之一者，本館不予受理： 

（一） 有塗鴉畫線、註記、汙漬、缺頁及破損不堪等情形之圖書資料。 

（二） 各級學校教科書、升學用參考書及各類考試用書。 

（三） 各類過期期刊、報紙、宗教結緣書及錄音影帶。 

（四） 冊數殘缺不全之套書。 

（五） 違反著作權法及版權相關規定之圖書資料。 

（六） 內容已失時效或經認定無典藏價值者。 

（七） 其他不符本館館藏發展政策者。 

四、本館對於受贈圖書資料擁有審查權及處置權，贈方不得附帶任何條件。 

五、捐贈前應事先以電話聯繫本館或任一分館並經確認後，透過郵寄或親送方式，於

開放時間內將圖書資料送達館方處理。 

六、本要點經本館館務會議通過後，自公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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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各館館藏特色一覽表 

行政區 館名 館藏特色 

大甲區 大甲分館 編織 

大安區 大安分館 自然生態保育 

大肚區 
大肚分館 親職教育 

大肚瑞井分館 家庭手藝 

大里區 

大里分館 旅遊 

大里德芳分館 科普 

大里大新分館 財經 

大雅區 
大雅分館 漫畫 

上楓分館 環境教育 

太平區 
太平分館 兒童文學 

太平坪林分館 生態 

石岡區 石岡分館 客家文史 

外埔區 外埔分館 農牧文創 

后里區 后里分館 音樂 

沙鹿區 
沙鹿深波分館 電影 

沙鹿文昌分館 青少年文學 

東勢區 東勢分館 園藝 

神岡區 神岡分館 醫療保健 

梧棲區 
梧棲分館 海港文化 

梧棲親子館 0-6歲幼兒圖書 

烏日區 烏日分館 鐵道文化 

清水區 清水分館 推理文學 

新社區 新社分館 休閒農業 

龍井區 

龍井分館 養生食譜 

龍井龍津分館 環保兒童繪本 

龍井山頂分館 藝術 

潭子區 潭子分館 單車行旅 

霧峰區 霧峰以文分館 霧峰地方文獻 

豐原區 

豐原分館 糕餅 

豐原南嵩分館 漆藝 

葫蘆墩分館 
多元文化 

文化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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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 東區分館 建築美學 

中區 中區分館 攝影 

北區 
北區分館 飲食文化  
精武圖書館 臺中學 

南區 南區分館 創意設計 

西區  
西區分館 現代詩 

大墩分館 生活美學 

南屯區  
南屯分館 寵物 

李科永紀念圖書分館 幼兒教育 

西屯區 
西屯分館 性別平等 

溪西分館 建築生活美學 

北屯區 
北屯分館 生命教育  
興安分館 眷村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