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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大學圖書館商業營利之可行性

前言

打開紐約公共園書館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 NPYL ) 的網站

( http://州w.nypl.org ) (園一) ，首先跳出的是令人怖目驚心的畫面 r如何挽救紐

約公共園書館免於4千萬美元預算的刪減?否則將面臨園書館從原本開放6天縮減

到4天的窘境? ! J 這可能肇因於今年紐約州政府因財政預算不足而大幅刪減經費

，以致園書館經哥哥不但逐年減少，而今年刪減幅度，更是歷年之最;據世界新聞

網報導(注1 ) ，其預算跑去年減少近1億元，約有的間分館將要關閉， 1 500位工

作人員即將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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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早從2008年倫敦大學園書館 ( Senate House Li brary )就已經陷入赤字
1 40萬英銬的財政危機，並失去了英國高等教育資助委員會每年1 00萬英銬的財政

補助。面對這樣經濟不景氣的街擊，倫敦大學園書館甚至一度考慮改由倫敦學院

大學撥管合併，想當然爾遭到該校評議委員會拒絕，但是~f吏倫敦大學園書館維持

獨立生存，將採耳更大幅刪減其工作人員、減少園書館開放空間、並改變其館藏發

展方向等方式以降低營運成本(注2 ) 。

20 1 0年ALA年會期間還推出

LosingLibraries org網站，將2008

年起全美各地區書館關閉或經費道

刪減的事件與地固結合，提供動態

的顯示，看著i也因上固示年復一年

i也愈來愈密集，可知園書館的生存 |荷 .- ._,,4 = -這

正面臨著最嚴峻的考驗! 因二 Los呵Libraries.org

在這個變動成為常態的年代裡，大學園書館的經營面臨了種種考驗，無論是資

訊科技日新月異的ifi擊，人力資源的不足，或是使用者的流失，其中最嚴峻的考驗

莫過於經費的縮減，正J'tJf請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而國外重視園書館的程度相較於園

內必然有過之而無不及。而國內大學尚需面臨少子化的危機，更增添經費來源的因

蜜。因此園書館必須研擬未來商業營利之可行性，及時間閥政府補助及外界募款以

外的穩這財源，以維持永續經營之目標。

大學圖書館商業營利可行性的影響因素

全球園書館都面臨了經費緊縮的壓力，而影響大學園書館商業營利可行性的因

素可能如下:

(一)政府財政的挖掘

臺灣高等教育近年來朝自由化及多元化的方向發展，使得高等教育學府的數

量及新的詩奈不斷的增加，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亦持續地成長。但是在壘成

長的同時，也產生了教育資源的負成長與限制，例如教育經費的刪減、資源

的擁有及使用成本的上漲，使得高等教育的經營愈顯困難(注3 ) 。而近年

來經濟的衰退，全球財政緊縮的環境限制，更直接影響到政府每年的補助經

費多寡，經費刪減與不足的問題，不僅直撥影響各教育體漾，身為子機榕的

大學園書信也無法避免其街擊。

(二)非營利組織的包袱

學者江明修將非營利組織建義為，組織本身具有法人資格，且以公共的服務

為其使命並享有免稅的待遇，組絨的目的不以營利為目的，盈餘不會分配給

組縮成員 a主4 ) 。從非營利組絨的特性而言， Wolf認為非營利組織所指的是

服務公販、不必繳稅、依法建立、以基金會或是董事會方式成立，而且不以

營利為目的的機稿(注5 ) 。

由於大學圖書館的這位符合上述部分這義與特質，所以往往引起非營利組繳

怎可營利的批判，但其實這只是大眾的印象，嚴格說起來，大學園書館並未

完全依循上述方式管道，故本身不必以非營利組織自限。

(三)國家政策的控管

大學園書信的營遷，往往需配合母機稱學校的發展。今年4月，立法院通過

「行政法人法J '賦予行政法人之法源。其中第2條還義「;本法所稱行政法

人，指國家及地方自治團體以外，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執行特這公

共事務，依法律設立之公法人J '己賦予國內大學未來走向行政法人化的法

源基礎;又依本法第35條「政府機關核撥之經費超過行政法人當年度預算收

入來源百分之五十者，應由監督機關將其年度預算番，送立法院審議。」是

以未來大學若想保持行政與預算的自主性，就必須自籌50%以上的預算收

入，而依附大學母機榕的園書館亦勢必同樣面臨嚴峻的考驗。(注6 )

(四)資訊科技的街擊

知富麗經濟博代的來臨、資訊科校與環境的迅速變遷，導致知書藍本質和高等教

育教學、研究及學習上的改變，大學園書館必須大幅調整館藏與服務思維，

方能因應待代的變遷。除了投入大量經費購置電子期刊、電子書建立數位館

藏以外，隨著行動戴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園書館紛紛開始採賠i Pad或平板

電腦等閑譜器，以滿足使用者多元化的關語言需求。

(五)使用者付費的接受度

對校內師生而言，學生往往將其支付的學贅，視為付費使用園書館，所以在

要求各項服務時，總顯得理直氣壯、責令理事可據;而老師亦將園書館視為教學

研究的輔助者，為了給學生更好的服務，理所當然i也要求園書館必須盡可能

滿足其所有需求。大學園書館若想採敢使用者付哥哥，可能需?是校外使用者或

乘坐特殊服務著手( ~G~O專業資訊選粹) ，但長久以來園內多視大學園書館

為公共財，其接受度仍然不寓，多數使用者仍然以半付費、半t為敦的心態看

得之，故大學園書館要建立使用者付費方式維持營運存在不小的壓力。



大學圖書館商業營利的建攝方案

參閱園內外文獻中國書館的商業獲利模式與經驗，就大學園書館的特性，整理

一些可行方案及建議如下:

(一)園書館之友

園書館之友的收費服務可擴展至一般庚竅，大學園書館應明訂相關辦法，鼓

勵校外的社區畏艱參與或邀請企業踴躍成為國書館之友，這是在不必男外增

加額外人力物力的支出下，而能擁有穩這收入的方法之一。

(二)商業資訊服務

利用大學園書館專業和豐富的館藏，提供企業或個人付哥哥取得相關研究資

訊，例如剪報服務、專利技術查詢、專題研究等，國內交道大學園書館已經

營多年，可做為大學園書館規割的良好示範。

(三) BOT 
BOT運用在國書館 ， i甜言園書館建察或園書館業務機稿範圓的各項資訊建置

與使用者服務，委由R間承包，在R間興建及經營一段時間後，再交還園書

館，合作期間可以得到回餘，可能是的幸存經營其他的衍生性商品，或是收費

制度(注7 ) 。大學園書館需先考量母機構的規劃與方向，並與母機橋相關

單位配合，需審慎評估後施行，並做良好的協調與整合。

(四)飽含設施的租貨收入

利用大學園書館的演言餐廳設備，租借辦理會議等方式可收取場地使用費，或

設置經食吧、咖啡廳等與繁飲業者結合，園書館除可收取租金外，更提供使

用者許多生活上的便利，亦不失為吸引人潮的好方法。

(五)網路贈書總介服務

大學園書館可借錢紐約公共園書館的成功經驗(注8 ) ，與國內知名網路書

店業者合作好書推驚、好書介麟、教科書訂購草草服務，透過總介的成功交

易，園書館可得到一還能例的回富貴盒。

(六)二手書網站拍竇

大學園書館每年或因這期間即會做館藏淘汰，多在完成校內的行政程序後，

即公告給使用者無償自行敢用，可以仿效英國里茲大學Holden分館的經驗，

改採二手書網路拍膏，也不失為增加財源收入的好方法。

(七)網站廣告收益

大學園書館的網站，每天都會有一這數量的使用人數，若仿效入口網站設置

一個區境n~置廠商廣告以收取廣告收益，應可董海大學園書館帶來相當的商

綴，可利用http://sitelatitude.tw/ 網站分析報告提供的每日流量、每月流量，

及估計市值、日均收入等，做為招商的參考資訊。

洛因應長久以來經費逐年縮減的困境，國內外大學園書館紛紛開始思考商業營

利的可行性，並且近年已有相關研究之文獻。冀盼藉由上述綜合歸納分析大學園書

館之營造經驗與相關文獻的探討，作為提供未來國內大學園書館長久經營與服務的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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