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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中

) 

近年來受到產業結構轉變、技術革新與全球競爭的影響，造成定期契約、勞

動派遣、服務委外等非典型勞動型態的興起，以透過人力的彈性運用以改善

社會、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影響與衝擊。公共圖書館因員額編制及預算限縮的

因素下，普遍存在服務人力不足的現象，進而運用「非典型勞動力」以有效

控制成本並增加人員運用彈性，以維繫公共圖書館的服務精神與理念，進而

提升組織整體發展與競爭力。本研究透過深度訪談以分析公共圖書館使用非

典型勞動力之實務經驗，並就勞動法制瞭解相關法令規範，以探討公共圖書

館使用非典型勞動力的實際緣由、方法、策略與影響等因素。研究樣本以國

立級公共圖書館及直轄市立級公共圖書館之高階主管、中階主管及基層館員

進行深度訪談，訪談前測與正式訪談共計有 12 名受訪者。 本研究針對研究目

的提出回應，並統整研究結果，歸納重要結論：（一）公共圖書館使用之非

典型勞動力之現況；（二）公共圖書館使用之非典型勞動力之任用需求；

（三）公共圖書館使用之非典型勞動力之進用方式；（四）公共圖書館對非

典型勞動人員之專業能力培養方式；（五）影響公共圖書館使用非典型勞動

力的因素，包括：(1) 政府人事政策是影響公共圖書館使用非典型勞動力的主

要因素、(2) 維繫圖書館服務項目及支援非核心工作並補足業務所需人力、(3) 

縣市合併後為維繫業務正常運作，造成非典型勞動力的運用增加、(4) 因應民

眾對圖書館的需求、(5) 無法抑制政治干預狀況；（六）非典型勞動力對公共

圖書館所產生的影響與困難，包括：(1) 工作性質缺乏發展性且缺乏工作保障



進而造成人事不安定性、(2)公共圖書館人員進用類型多元，使得館內同仁容

易產生同工不同酬的心理感受與比較心態、(3) 公共圖書館在非典型勞動力的

進用管道複雜或工作年資較長的影響下，使得館內同仁在同儕相處中產生壓

力、(4) 受〈政府採購法〉公開招標之規範下，公共圖書館可能因廠商低價搶

標的影響非典型勞動力的素質而造成服務品質不佳、(5) 政治壓力造成公共圖

書館在人員管理上的困難。 基於上述研究結果，本研究針對公共圖書館運用

非典型勞動力之進用提出相關建議：（一）在管理層面中，應注重組織策略

的運用：(1) 強化非典型勞動力的組織意識；(2) 激發非典型勞動力的工作績

效；(3)提升非典型勞動力之組織認同感；(4) 強化與落實考核機制之功能；

（二）在任用層面應注重：(1) 公共圖書館可考慮運用「部份工時」人力，以

在人事經費不足的現況下，維持館內一定程度的正式編制人力；(2) 應確實遵

循勞動基準法的規範，避免非典型勞動力出現久任化現象產生；(3) 公共圖書

館應建立非典型勞動力的進用標準與程序以抑制政治關說情況；(4) 應制定杜

絕搶標之因應對策，避免因低價搶標而造成服務品質不佳；(5) 公共圖書館施

行工作授權或任務傳達時時，應避免非典型勞動力有越權的情況產生，而導

致正式公務人力有心理層次的不滿；(6) 在統計標準上應明確定義與規範公共

圖書館進用之非典型勞動力類型；(7) 非典型勞動力的進用法規對於公共圖書

館的適用性有待研究。  

摘

要

(

英

) 

Since the 1980s,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as changed both th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the labor market regulation of the government. With the rapid change 

of both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product market, adopting labor 

market flexibility and flexible firm model as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enterprise 

management has become inevitable. Result in not only diverse labor relations and 

working conditions, but also a beginning of atypical employment. Because of the 

government re-engineering and the personnel cost control, more and more atypical 

employees have taken the place of public employees in public libraries recently.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atypical and the public employee are articulated in the aspects of 

applicable specifications, salary levels and benefits.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impacts 

and strategies of librarians under atypical employment contacts. In-depth interview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was used. Result show that the impact of the atypical 

employees would be affects the balance of strategy. Though the goals of personnel cost 

control and flexible human resource are achieved, the turnover intention is increased 

along the way. Results in a huge impact on th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public 

libraries. This study proposes 11 suggestions on the issues in implementing atypical 

employees. Hope this study could provide a future reference in reforming personnel 

system in public libraries and public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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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檢自： 

http://laws.cla.gov.tw/Chi/FINT/FINTQRY04.asp?sel_word=%B1%60%A5%CE%A6r%

A7O&N1=&N2=&Y1=&M1=&D1=&Y2=&M2=&D2=&kw=%ABD%C4%7E%C4%F

2%A9%CA%A4u%A7%40&sdate=&edate=&keyword=%ABD%C4%7E%C4%F2%A9

%CA%A4u%A7%40&ktitle=&etype=*&chkNow=1&EXEC2=%ACd++%B8%DF&dat

atype=etype&typeid=*&recordNo=1 全國法規資料庫（無日期）。中華民國憲法 

(1947)。上網日期：2012 年 8 月 21 日。檢自：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A0000001 全國法規資料

庫（無日期）。公務人員任用法 (2010)。上網日期：2012 年 8 月 26 日。檢

自：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S0020001 全國法規

資料庫（無日期）。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 (2008)。上網日期：2012 年 9

月 13 日。檢自：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S0020002 全國法規資料

庫（無日期）。公務人員考試法 (2010)。上網日期：2012 年 9 月 24 日。檢

自：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R0030001 全國法規

資料庫（無日期）。民法 (2010)。上網日期：2012 年 9 月 21 日。檢自：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B0000001 全國法規資料

庫（無日期）。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 (1972)。上網日期：2012

年 10 月 25 日。檢自：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S0110014 全國法規資料

庫（無日期）。政府採購法 (1998)。上網日期：2012 年 10 月 25 日。檢自：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A0030057 全國法規資料

庫（無日期）。派用人員派用條例 (1969)。上網日期：2012 年 10 月 25 日。檢

自：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S0020016 全國法規



資料庫（無日期）。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2011)。上網日期：2012 年 10 月 25

日。檢自：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150017 全

國法規資料庫（無日期）。教師法 (2010)。上網日期：2012 年 10 月 24 日。檢

自：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20040 全國法規

資料庫（無日期）。勞工退休金條例 (2007)。上網日期：2012 年 11 月 26 日。

檢自：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N0030020 全國法

規資料庫（無日期）。勞動契約法 (本法尚未命令施行)。上網日期：2012 年

10 月 29 日。檢自：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N0030010 全國法規資料

庫（無日期）。勞動基準法 (2011)。上網日期：2012 年 11 月 28 日。檢自：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N0030001 全國法規資料

庫（無日期）。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 (2009)。上網日期：2012 年 11 月 28 日。

檢自：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N0030002 全國法

規資料庫（無日期）。就業服務法 (2009)。上網日期：2012 年 10 月 23 日。檢

自：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N0090001 全國法規

資料庫（無日期）。聘用人員聘用條例 (1972)。上網日期：2011 年 5 月 13

日。檢自：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S0020014 考

試院 (2011)。100 年全國人事行政會議進行分組總結報告及綜合討論。上網日

期：2011 年 12 月 24 日。檢自： 

http://www.exam.gov.tw/ct.asp?xItem=15178&ctNode=410&mp=1 行政院主計處 

(2010)。人力運用調查統計分析。上網日期：2011 年 8 月 6 日。檢自：

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30213&ctNode=3299 行政院主計處（無日

期）。100 年人力運用調查統計結果綜合分析。上網日期：2011 年 12 月 17

日。檢自：http://www.stat.gov.tw/public/Attachment/112616303771.pdf 行政院勞工

委員會 (2001)。勞動基準法暨附屬法規解釋令彙編。臺北市：行政院勞工委員

會。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2003)。僱用部分時間工作勞工參考手冊。臺北市：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上網日期：2013 年 1 月 7 日。檢自：臺北市法規查詢系

統 http://163.29.36.23/taipei/lawsystem/lawshowall02.jsp?LawID=A040290091021900-

20030304&RealID=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2005)。勞動派遣公民論壇：初階可閱讀

資料。上網日期：2012 年 12 月 17 日。檢自：

http://www.cla.gov.tw/dwcc/read.doc。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2005)。勞動派遣公民

論壇：初階可閱讀資料。上網日期：2012 年 12 月 17 日。檢自：

http://www.cla.gov.tw/dwcc/read-2.doc。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法令查詢系統 

（無日期）。非繼續工作。上網日期：2012 年 12 月 21 日。檢自：

http://laws.cla.gov.tw/Chi/FINT/FINTQRY01-1.asp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法令查

詢系統（無日期）。臨時人員。上網日期：2012 年 11 月 24 日。檢自： 

http://laws.cla.gov.tw/Chi/FINT/FINTQRY04.asp?sel_word=%B1%60%A5%CE%A6r%

A7O&N1=&N2=&Y1=&M1=&D1=&Y2=&M2=&D2=&kw=%C1%7B%AE%C9%A4

H%AD%FB&sdate=&edate=&keyword=%C1%7B%AE%C9%A4H%AD%FB&ktitle=

&etype=*&chkNow=1&EXEC2=%ACd++%B8%DF&datatype=etype&typeid=*&recor

dNo=2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保險局全球資訊網（無日期）。勞退新制簡

介。上網日期：2012 年 10 月 24 日。檢自：

http://www.bli.gov.tw/sub.aspx?a=ZnMHe3vCHio%3D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保險

局全球資訊網（無日期）。新舊勞工退休制度比較。上網日期：2012 年 10 月



24 日。檢自： http://www.bli.gov.tw/en/sub.aspx?a=o%2f8HHfS1Xyo%3d 林義焜 

(2011)。公務機關臨時人員工時制度之研究─以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及所屬機關

為例。臺北市：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行政研究法展得獎作品選輯—100

年度。上網日期：2012 年 12 月 28 日。檢自： 

http://cpa.soft4fun.net/public/Attachment/1121410434564.pdf 教育部主管法規查詢系

統 （無日期）。公共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 (2002)。上網日期：2010 年 12 月

23 日。檢自：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Details.aspx?id=GL000300&KeyWordHL=&Styl

eType=1 植根法律網 （無日期）。國立中央圖書館聘任人員遴選辦法 (1973)。

上網日期：2012 年 12 月 27 日。檢自： 

http://www.rootlaw.com.tw/lawsystem/law_showall.aspx?LawID=A040080160001200-

19961230 楊通軒（無日期）。集體勞資關係法令制度解析。上網日期：2012

年 3 月 24 日。檢自： 

http://cb.cla.gov.tw/file/km02/%B6%B0%C5%E9%B3%D2%B8%EA%C3%F6%ABY

%AAk%A5O%A8%EE%AB%D7%B8%D1%AAR.pdf 葉素萍 (2011 年 12 月 7

日)。聘僱人員比率上限擬定 10%。中央通訊社即時新聞。上網日期：2012 年

3 月 24 日。檢自： 

http://www2.cna.com.tw/ShowNews/Detail.aspx?pNewsID=201112070183&pType0=aI

PL&pTypeSel=0 銓敘部全球資訊網（2011）。銓敘統計年報：2010 公務人員概

況統計。上網日期：2011 年 12 月 7 日。檢自： 

http://www.mocs.gov.tw/pages/detail.aspx?Node=937&Page=2856&Inde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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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全

文

檔

存

取

記

錄

499066029 2013.3.4 23:33 1.34.196.133 new 01 499066029 2013.3.4 23:36 

1.34.196.133 new 02 499066029 2013.3.4 23:37 1.34.196.133 new 03 499066029 

2013.3.4 23:37 1.34.196.133 new 04 499066029 2013.3.4 23:37 1.34.196.133 new 05 

499066029 2013.3.4 23:37 1.34.196.133 new 06 499066029 2013.3.4 23:37 

1.34.196.133 new 07 499066029 2013.3.4 23:38 1.34.196.133 new 08 499066029 

2013.3.4 23:38 1.34.196.133 new 09 499066029 2013.3.4 23:38 1.34.196.133 new 10 

499066029 2013.3.4 23:38 1.34.196.133 new 11 499066029 2013.3.5 0:15 1.34.196.133 

del 06 499066029 2013.3.5 0:16 1.34.196.133 new 6 499066029 2013.3.5 0:16 

1.34.196.133 del 01 499066029 2013.3.5 0:16 1.34.196.133 del 02 499066029 2013.3.5 

0:16 1.34.196.133 del 03 499066029 2013.3.5 0:16 1.34.196.133 del 04 499066029 

2013.3.5 0:16 1.34.196.133 del 05 499066029 2013.3.5 0:16 1.34.196.133 del 07 

499066029 2013.3.5 0:16 1.34.196.133 del 08 499066029 2013.3.5 0:16 1.34.196.133 

del 09 499066029 2013.3.5 0:16 1.34.196.133 del 10 499066029 2013.3.5 0:16 

1.34.196.133 del 11 499066029 2013.3.5 0:16 1.34.196.133 del 6 499066029 2013.3.5 

0:17 1.34.196.133 new 01 499066029 2013.3.5 0:17 1.34.196.133 new 02 499066029 

2013.3.5 0:17 1.34.196.133 new 03 499066029 2013.3.5 0:17 1.34.196.133 new 04 

499066029 2013.3.5 0:17 1.34.196.133 new 05 499066029 2013.3.5 0:18 1.34.196.133 

new 06 499066029 2013.3.5 0:18 1.34.196.133 new 07 499066029 2013.3.5 0:18 

1.34.196.133 new 08 499066029 2013.3.5 0:18 1.34.196.133 new 09 499066029 

2013.3.5 0:18 1.34.196.133 new 10 499066029 2013.3.5 0:19 1.34.196.133 new 11 

異

動

記

錄

C 499066029 Y2013.M2.D27 13:51 140.136.152.129 M 499066029 Y2013.M2.D27 

13:52 140.136.152.129 M 499066029 Y2013.M2.D27 13:52 140.136.152.129 M 

499066029 Y2013.M2.D27 14:04 140.136.152.129 M 499066029 Y2013.M2.D27 14:06 

140.136.152.119 M 499066029 Y2013.M2.D27 14:20 140.136.152.119 M 499066029 

Y2013.M3.D4 23:40 1.34.196.133 M 499066029 Y2013.M3.D4 23:40 1.34.196.133 M 

liin2333 Y2013.M3.D4 23:41 1.34.196.133 M 499066029 Y2013.M3.D4 23:42 

1.34.196.133 M 499066029 Y2013.M3.D4 23:42 1.34.196.133 M 499066029 

Y2013.M3.D4 23:44 1.34.196.133 M 499066029 Y2013.M3.D5 0:23 1.34.196.133 M 

liin2333 Y2013.M3.D5 8:38 140.136.152.33 M liin2333 Y2013.M3.D5 8:38 

140.136.152.33 I 030540 Y2013.M3.D5 9:04 140.136.208.64 M admin Y2013.M3.D14 

14:10 59.120.40.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