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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南部分館暨聯合典藏中心先期規劃 

辦理各項會議一覽表 

 

會議名稱 時間 地點 

焦點團體座談會 106 年 10 月 30 日

（一）上午 
國家圖書館 1 樓簡報室 

專家學者諮詢會 106 年 10 月 30 日

（一）下午 
國家圖書館 1 樓 188 會

議室 

公聽會 106 年 10 月 31 日

（二）上午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 B1

會議室 

公聽會 106 年 10 月 31 日

（二）下午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民治

文化中心 4 樓演講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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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南部分館暨聯合典藏中心先期規劃 

焦點團體座談會-會議紀錄 

時間：106 年 10 月 30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國家圖書館一樓簡報室（臺北市中山南路 20 號） 

主席：李執行長磊哲                          記錄：謝佩珊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列席人員：國家圖書館 

壹、主席致詞 

略。 

貳、報告事項 

國家圖書館館南部分館暨聯合典藏中心先期規劃辦理情形及計

畫內容簡報。 

參、討論事項與回應 

一、 有關圖書館聯合倉儲問題與建議。 

二、 有關數位資源保存問題與建議。 

三、 有關建築規劃問題與建議。 

（一）說明：略。 

（二）焦點團體與會人員建議事項 

1. 國立屏東大學圖書館鄭組長忠群： 

(1) 關於規劃報告中實體圖書資料調查部分，並未針對大學

圖書館進行問卷調查。如未來大學圖書館有罕用書欲存

放之需求及借閱取用模式與相關運作費用是否會有更

詳細的說明與規範。 

(2) 關於先期規劃中方 A 案設計之戶外停車場位置距離圖

書館本體建物太過遙遠，建議考量老年人與身障人士，

將戶外停車場設計更靠近圖書館。 

(3) 根據過往研究資料，供讀者閱覽支開架式典藏空間溫度

應控制於 24℃較為適宜，但就本規劃之典藏空間為閉

架式且未供讀者取閱，其溫度亦將設定於 18℃～20℃，

但國家規範對於室內空間的標準又為 26℃，請問關於

讀者與書籍的溫度控管是否有兩者權衡又具環保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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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繁主任運豐回應： 

(1) 國家圖書館隸屬於教育部終身教育司，大學則屬於高等

教育司。因兩者體制不同，故先期規劃會以公共圖書館

為主要調查對象，但未來亦會考量將大學圖書館納入聯

合典藏之合作範圍。 

(2) 未來聯合典藏中心之存放與借閱取用模式，將參考美國

ReCap 案例，預計於四年內規劃一套聯合典藏中心館際

交流規範。 

(3) 就文獻提及之物件保存溫度實為 20℃～24℃，但是就

目前國家圖書館現況，開架式讀者服務之部分受制於政

府節能政策考量與空調設備老舊影響，其溫度仍於 26

℃～28℃。對於書籍之保存，將建議後續設計建築師能

夠規劃出節能環保且利於資料保存之典藏空間。 

典藏組李主任宜容： 

(1) 未來將定訂更詳細之罕用保存書籍規範及入庫原則，並

讓書況佳且有罕用保存價值的書，透過館際合作模式提

供借閱與存放。 

主席回應： 

(1) 目前規劃之停車場分為兩區，其中一區位於南側主建物

之地下室停車場，另一區則設置於基地北側（長榮路二

段），後續會依照無障礙規範進行相關設計。 

(2) 各國圖書館對於不同物件均有不同之保存方式，館內溫

度亦不同。目前先期規劃階段以提供初步保存方式讓後

續設計建築師作為規劃之參考，在未來仍需與空調、水

電、消防等技師做更細部之協商。  

2. 國立中山大學孫組長繡紋： 

(1) 建議未來可將大學圖書館納入聯合典藏之合作範圍，讓

罕用書籍可移倉至聯合典藏中心存放。 

主席回應： 

(1) 未來會建議館方考量納入大學圖書館，並評估最有效率

之倉儲模式、費用及運作方式，並且於基地規劃上也已

預留未來擴建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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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連江縣政府文化處林專員垙舞： 

(1) 本處目前配合行政院之前瞻計畫，將連江縣的文化資產

放入文化記憶庫作保存，請問未來數位保存中心能提供

哪些技術上的協助以及合作的模式將如何運行。 

繁主任運豐回應： 

(1) 關於數位掃描目前已有相關案例經行政程序與館方簽

訂合作意向書，藉由館方協助進行數位保存。 

陳主任麗君回應： 

(1) 針對數位資源保存中心仍於規劃階段，目前亦成立數位

資源保存合作計劃小組，將會陸續擬訂合作計畫機制。

在未來將會於北、中、南、東陸續辦理數位人才教育訓

練課程與說明會。 

(2) 先階段因考量公共圖書館的經費資源，故未將公共圖書

館列入數位物件合作之典藏對象，但於未來仍會由館方

統籌做更進一步調查各機構之存放需求。 

4. 高雄市立圖書館林專員欣靜： 

(1) 請問館方關於聯合典藏中心之典藏標準、管理規則及財

產管理歸屬如何劃分。 

典藏組李主任宜容： 

(1) 關於典藏標準與相關規範目前仍於規劃中，但未來會參

考美國運作模式，其管理歸屬權可屬各合作圖書館，亦

或是採取存放租用模式。 

5. 國立政治大學典閱組蔡組長香美： 

(1) 工程建造費是否有包含建築工程。另外，關於南部分館

與聯合典藏中心兩者之間的面積比例為何?其比例又是

如何訂定的? 

(2) 請問數位資源保存中心將來如何提供數位物件保存之

服務。 

主席回應： 

(1) 工程建造費是包含建築工程費用(直接工程費)，而倉儲

設備費用另外編列。 

(2) 關於南部分館與典藏空間之比例，是依館方讀者需求所

提出之各空間量，進行設計模擬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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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主任運豐回應： 

(1) 館方提報行政院本案之空間為 66,800 ㎡，其中聯合典

藏中心和南部分館之面積比為 2:1。 

(2) 數位物件保存之服務將參考國外圖書館（如芬蘭圖書

館）之模式，但因目前受限於著作權法，其服務仍需進

一步商議，未來可考慮以館際互借模式來進行。 

6.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胡研究員修如： 

(1) 規劃中所提之重要典藏資料如需存放於地下書庫，建議

考量當地之淹水潛勢。 

(2) 另外，建議於未來能納入更詳細之節能策略與經營之規

劃。 

主席回應： 

(1) 本案於目前資訊調查中並無淹水之疑慮，但本所仍會依

據相關重要法令及參考 200 年防洪考量來做規劃，並

建議後續設計建築師，特別針對建築物之開口減量以及

規劃相關防洪措施等。 

(2) 關於未來節能之規劃，包含建築配置、綠地、複層式植

栽、防洪池及機電設備(如:空調、太陽能發電)等之設

計，將會建議後續設計建築師納入細部之規劃。 

 

肆、散會：中午 11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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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南部分館暨聯合典藏中心先期規劃 

專家學者諮詢會-會議紀錄 

時間：106 年 10 月 30 日（星期一）下午 14 時 30 分 

地點：國家圖書館 1 樓 188 會議室（臺北市中山南路 20 號） 

主席：李執行長磊哲                          記錄：謝佩珊 

出席人員(依簽到排列)：洪館長世昌、高館長鵬、蔡館長志揚、鄭館

長來長、莊館長芳榮、詹館長麗萍、薛館長

茂松、曾主任添福 

列席人員：繁主任運豐、許技正協勝 

壹、主席致詞 

略。 

貳、報告事項 

國家圖書館館南部分館暨聯合典藏中心先期規劃辦理情形及計

畫內容簡報。 

參、討論事項與回應 

一、 有關圖書館聯合倉儲問題與建議。 

二、 有關數位資源保存問題與建議。 

三、 有關建築規劃問題與建議。 

（一）說明：略。 

（二）專家學者建議事項 

1. 莊館長芳榮： 

(1) 建議先期規劃中之經費編列需更加詳細，並納入南部分

館在未來組織規劃與人力編制上，包含人力調度、教育

訓練、委外人力業務及營收規劃等細目。 

(2) 建議南部分館之內部空間名稱應更通俗易懂，並做讀者

分析與學術機構調查以釐清南部分館之定位。 

(3) 建議訂定未來聯合典藏中心之使用對象限制，包含典藏

對象之規範與條件。 

(4) 南部分館未來除了本土圖書之外，應提供更有國際化格

局的圖書供讀者使用。 

2. 薛館長茂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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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於民國 92 年籌建國立臺中圖書館時，發現鄉鎮圖書館

有大量罕用書籍被丟掉，希望未來聯合館典藏中心能夠

將這些臺灣珍貴文化資產蒐集並做長期妥善之保存。 

(2) 聯合典藏中心與南部分館之定位需要先釐清，包含使用

功能、借閱方法、服務及使用對象、流通方式及典藏文

物之規範、財產歸屬所有權等。 

(3) 建議南部分館應有一個典藏空間，做為影音、視聽資料

之典藏與保存。 

(4) 建議聯合典藏中心之自動倉儲系統規劃，可參考航空公

司之物流倉儲設備。 

3. 詹館長麗萍： 

(1) 關於南部分館及聯合典藏中心座落位置較偏遠，為考量

未來讀者之交通需求，應於強化論述交通便利性之調查

與規劃。 

(2) 規劃中設置數位資源保存中心與特藏典藏庫房，其存放

之資料、人力運用、訓練調度與業務上，如何與館方現

有業務做出區隔？  

(3) 因聯合典藏中心以典藏使用率與借閱率較低之罕用書

籍為主，建議新的自動倉儲系統可設置於主體建築物

旁，以節省典藏空間。 

(4) 建議再進一步釐清南部分館之人力需求規劃及營運等

相關費用。 

4. 鄭館長來長： 

(1) 南部分館成立圖書文件保存修復“實驗”中心，所指實

驗意涵為何，另建議考量於聯合典藏中心增設除酸設

備。 

(2) 南部分館應兼顧社教功能，因此租借民眾之學習教室、

活動場所、研習空間數量是否足夠？另外行政空間之規

劃，需考量南部分館未來之人力編制需求。 

(3) 先期規劃中所編列之維運費偏低，建議規劃團隊再進行

估算。 

(4) 建議汽機車停車位數量在規劃上應考量南部分館未來

營運上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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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回應： 

(1) 關於先期規劃所編列之維運費不包含南部分館人員薪

資。 

(2) 先期規劃中所提之停車位數量是符合使用需求並依據

法規檢討計算出來。 

5. 高館長鵬： 

(1) 建議館方在未來營運策略擬訂上，可參考美國圖書館協

會之圖書館 30 大趨勢。另外，因南部日照時間較長，

在建築節能設計上，建議可於屋頂增設太陽能板。 

6. 洪館長世昌： 

(1) 建議應釐清南部分館各空間功能之特色，因先期規劃所

提之空間內容與其他公共圖書館有所重覆，如數位資源

保存中心和人才培訓中心已與國資圖及館方目前功能

相互重疊。 

(2) 建議規劃團隊對當地周邊的文教資源進行盤點，以擬訂

未來配合與支援等合作策略。 

(3) 因自動倉儲系統維護費用實為昂貴，建議自動倉儲系統

與密集書庫之兩者規劃比例應考量後續維護經費。另

外，館方於 9 月造訪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之自動倉儲系

統為 180 萬冊僅使用 4 條機器手臂，但就目前規劃方

案中 200 萬冊自動倉儲系統則需使用 5 個機械手臂。

建議考量自動倉儲系統之機器手臂數量配置與標準是

否合適？ 

(4) 多媒體視聽中心的館藏數量 10 萬 8 千冊較圖書量高是

否錯誤需要重新校正。 

(5) 工程期程上提及之拆遷與工程時間點重疊是否要做修

正? 

主席回應：  

(1) 關於附近文教機構、大專院校之盤點皆於本案報告書內

有做調查。 

(2) 關於館內各空間之需求與規劃，未來將陸續和館方進行

討論。 

(3) 關於自動倉儲系統之機器手臂數量會再做更準確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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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關於現場運動設施之拆遷作業，經現場勘查後確認僅有

球場設施及一棟一層半看台需拆除，故不影響南部分館

之施工工期。 

7. 蔡館長志揚： 

(1) 計畫中之施工工期於民國 110 年完工，在時間上是否

稍嫌倉促。 

(2) 南部分館除提供學術型研究之服務外，建議應發展臺灣

圖書館史之研究，並提供各項學術期刊或書籍與南部大

專院校進行學術合作。 

(3) 因南部分館在交通上實為不便，建議釐清未來使用者為

誰？以及如何與各地區圖書館在資源進行合作或互補。 

(4) 關於南部分館之自償率是否有列入營收考量來維持圖

書館之經營。 

8. 曾主任添福： 

(1) 為考量南部分館未來之經營發展，建議在空間特色與讀

者服務上建立亮點。 

主席回應： 

(1) 關於合作方式、人力編制及營運規劃上議題，將會與館

方進行討論，並於未來營運計畫中加入更詳細之規劃。 

(2) 關於讀者群及周邊環境調查，會再做更深入之分析。 

(3) 關於南部分館之空間特色與讀物規劃，未來將會以國際

及本土化兩個方向來做考量。 

繁主任運豐回應： 

(1) 關於各專家提出之問題，待釐清後視需要再與各位圖資

界同仁討論。 

(2) 未來南部分館及聯合典藏中心之配合與區隔會進一步

討論修正，並讓南部分館功能來彌補現有國家圖書館之

不足。 

(3) 未來南部分館採派駐單位已與人事行政總處討論過，目

前暫時先不列於計畫內，但於未來會以實際面進行營運

規劃。 

 

肆、散會：下午 16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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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南部分館暨聯合典藏中心先期規劃 

公聽會-會議紀錄 

時間：106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00 分 

地點：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 B1 行政區會議室(臺南市大學路一號 

成功校區) 

主席：李執行長磊哲                          記錄：謝佩珊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列席人員：王專員怡婷、吳副館長英美、繁主任運豐、許技正協勝 

壹、主席致詞 

略。 

貳、報告事項 

一、 針對國家圖書館館南部分館發展脈絡及進度做報告。 

二、 計畫緣起、計畫目標、計畫內容與規劃構想、公共建設辦理

情形以及預期效益做分析。 

三、 本案之先期規劃辦理情形及計畫內容簡報。 

參、討論事項與回應 

一、 有關國圖南館建置之問題與建議。 

（一）說明：略。 

（二）與會者建議事項 

1. 成功大學圖書館王館長建文： 

(1) 南部分館之硬體建置完成後，應思考軟體(服務)之建置

事宜，以及思考如何吸引讀者前往使用。 

(2) 另請思考南部分館之主要特色及如何與其他公共圖書

館做出區隔。並期望未來聯合典藏中心建置完成後，可

以協助解決各圖書館之典藏與館藏修復問題。 

(3) 依規劃所示南部分館館藏重點著眼於本土作家、兒童以

及青少年文學資料類型為主，但目前臺南地區已有專門

存放本土文學資料之文學館與文學中心，建議在未來應

思考南部分館如何與其他周邊文教機構進行分工。 

(4) 南部分館之典藏空間未來是否有和大學圖書館配合之

可能性或是否有可能提供典藏空間租用與存放？ 

(5) 當年成大圖書館於興建時，陳柏森建築師已於前方草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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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做為未來倉儲空間，惟考量到地下水脈的問題。 

主席回應： 

(1) 南部分館未來將會配合當地各研究相關教育需要協助

資料蒐集與創新服務。 

(2) 未來內部設備將會加入更多數位服務建置，如 AR、VR

等，以吸引當地及南部各地人潮之使用。 

吳副館長英美回應： 

(1) 南部分館除提供讀者服務外，亦提供與其他公共圖書館

不同之服務，如文件修復、展示、館員培訓中心及圖書

博物館、數位物件保存與聯合典藏服務等功能。未來亦

將透過創新實驗站之運作，提供公共圖書館服務之示

範。 

(2) 南部分館未來將成為國際交流研究及典藏資料之機構，

除提供全國性兒童圖書研究等服務空間外，更將有

1,200 萬冊之典藏空間，已成立籌備小組陸續研擬相關

合作方案。 

(3) 以本館到東京大學參訪為例，該校建築 B2～B4 為自動

倉儲區，建築團隊提出雙層壁及防滲水工法等相關策

略，讓地下典藏能達到良好之保存、通風及除濕效果。 

繁主任運豐回應： 

(1) 因此南部分館將提供完整之兒童典藏與研究服務。 

(2) 未來聯合典藏中心將參考美國 ReCap 案例，來思考典藏

聯盟、收費機制與各圖書館間之合作模式。 

(3) 近日，本館副館長參訪東京大學亦獲得該校建築團隊許

多專業的建議，也希望未來有機會借重成大在建築領域

之強項，協助與指導本案之後續規劃。 

2. 成功大學圖書館多媒體張組長義輝： 

(1) 有關臺中國資圖與南部分館之功能區隔為何? 

(2) 南部人口較少，有關後續營運支出及收益來源為何? 

吳副館長英美回應： 

(1) 國家圖書館之強項在於數位物件保存，與臺中國資圖所

提供電子書公共服務的服務面向不同。 

(2) 行政院已匡列明年之預算，有關後續維運費亦請規劃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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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師進行估算。 

繁主任運豐回應： 

(1) 1,200 萬冊之典藏空間除基本防災考量外，將納入智慧

建築、綠建築(設備與外殼節能)等節能考量降低未來維

運費用之節能策略，後續將與規劃之設計建築師繼續研

商。 

3. 雲林縣政府文化處陳鳳嬌： 

(1) 期待聯合典藏中心案通過，並提供自修室以因應符合考

季讀者的需求。 

(2) 期待未來南部分館之專業培訓中心的建置，就近提供南

部圖書館員人才教育訓練之用。 

主席回應： 

(1) 自修室之規劃如果未來有需求，將再商議。 

吳副館長英美回應： 

(1) 南部分館之服務以典藏研究為主，而自修室應屬地方公

共圖書館所提供之服務。 

4. 台南市立圖書館洪館長玉貞： 

(1) 近期高雄市與台南市目前部分圖書館已取消自修室之

設置，改採提供閱覽空間亦頗受讀者歡迎。 

(2) 關於南部分館如何與新營區目前兩個公共圖書館做區

隔，應可納入兒童及青少年文學館藏並開放研究以突顯

國圖之位階與高度。 

吳副館長英美回應： 

(1) 國家圖書館目前為全國出版品之法定送存機關，而有典

藏較完整及大量的兒童及青少年文學史料，未來將開放

納入南部分館之館藏，提供做為研究使用。 

 

 

肆、散會：中午 11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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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南部分館暨聯合典藏中心先期規劃 

公聽會-會議紀錄 

時間：106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二）下午 14 時 30 分 

地點：臺南市政府文化局民治文化中心 4F 演講室(臺南市新營區中 

正路 23 號) 

主席：李執行長磊哲                          記錄：謝佩珊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列席人員：王專員怡婷、吳副館長英美、繁主任運豐、許技正協勝 

壹、主席致詞 

略。 

貳、報告事項 

一、 針對國家圖書館館南部分館發展脈絡及進度做報告。 

二、 計畫緣起、計畫目標、計畫內容與規劃構想、公共建設辦理

情形以及預期效益做分析。 

三、 本案之先期規劃辦理情形及計畫內容簡報。 

參、討論事項與回應 

一、 有關國圖南館與聯合典藏建置之問題與建議。 

（一）說明：略。 

（二）與會者建議事項 

1. 蔡育輝服務團隊-陳主任子敬： 

(1) 建議南部分館在未來停車位數量規劃上，能考量新營體

育場辦理大型活動時，所產生之停車需求。 

(2) 建議將現有周邊樹木及阿勃勒大道做適當之保留，讓美

麗景觀獲得延續。並將南部分館外部空間規劃庭園綠地

以及室外主題活動場區，讓南部分館能成為大新營地區

之重要地標。 

(3) 建議南部分館能增設多功能綜合會場、展覽廳、音樂廳，

讓南部分館能成為大新營地區市民休憩、讀書、閱覽、

參觀的重要核心地標。 

(4) 建議納入低碳城市之規劃概念，並留設公共自行車及電

動自行(機)車停放專區，讓雲嘉南地區民眾在交通上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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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改善。 

(5) 建議南部分館設立國家級文創基地，除了能讓年輕人留

在新營創業外，同時也提升南部分館之經濟效益。 

(6) 建議考量市民終身學習之需求，增設研習教室間數，除

了可滿足各類研習進修之需求外，更能提升南部分館營

運上之收益。 

(7) 為了讓在地更多的年輕人能充分地表達意見，建議國家

圖書館與臺南市政府能於假日時再加辦幾場公聽會。 

(8) 為因應南部分館設計規劃之期程需求，建請中央協助

(督促)臺南市政府辦理現有運動設施易地興建並於南

部分館工程發包前能完成啟用，讓在地鄉親運動沒有空

窗期，也讓新選擇運動場地場址，能更積極的獲得妥適

規劃。 

主席回應： 

(1) 目前將於南部分館規劃一處地下三層之停車場，又另於

北側(長榮路二段)增設一處輔助功能之地面停車場，以

滿足大型活動所產生之停車需求。 

(2) 將建議後續規劃建築師適當地保留周邊高大樹木及阿

勃勒大道，並規劃不同主題之庭園景觀讓新營地區市民

使用。 

(3) 就南部分館編列之經費，目前僅提供建築部分，其承如

簡報內所述。 

(4) 南部分館目前規劃兩種功能，一為開放閱覽空間供讀者

使用及另一為典藏中心供存放書籍使用。 

(5) 關於文創基地與增設研習教室數量會再與館方進行商

討，如何能因應不同族群設置不同使用空間。 

吳副館長英美回應： 

(1) 關於南部分館目前規劃兩種功能，除了提供開架式書籍

供讀者閱覽之服務空間外，另設置 1,200 萬冊之典藏空

間。 

(2) 未來該館典藏量預估將會超過 1,200 萬冊。 

2. 大宏里蔡里長崇民： 

(1) 因南部分館基地位置較不便捷，故往來民眾皆以開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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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建議停車空間應妥善規劃。 

(2) 為適應當地氣候，建議未來在景觀植栽方面可選擇適當

之原生樹種。 

(3) 建議南部分館除本身圖書服務與典藏功能之外，還可成

為雲嘉南地區遊憩重點。 

主席回應： 

(1) 停車位數量問題將會另行與館方討論。 

(2) 景觀植栽部分會以原生樹種為設計原則。 

3. 王公里蔡里長明勳： 

(1) 建議設置公共藝術，以提升在地文化氣息以及規劃更多

的大型藝文展覽空間，讓更多外來及本地民眾享有圖書

館之多功能服務，以達到更高服務效益。 

主席回應： 

(1) 公共藝術分為兩部分：其一為建築本身之造型，這部分

會於未來規劃建築師做協調；其二將於未來徵選優秀藝

術家與團隊，將最好的藝術作品放置於戶外庭園及展覽

空間中，供民眾參觀遊覽。 

4. 中營里蔡里長牧謙： 

(1) 建議南部分館加蓋一層樓，以因應未來 30 年之停車位

需求。 

(2) 建議未來藝文展示區可透過公開徵選方式，邀請在地大

學生之優秀作品來參與展覽。 

主席回應： 

(1) 停車位數量規劃，需考量到整體南部分館之建設預算，

故本階段先依法定之停車數量與現有預算進行先期規

劃。 

(2) 目前本案亦提供許多展覽空間讓民眾及學生來公開展

示各種優秀之作品，我們也將陸續與館方商討未來之空

間使用方向以供民眾使用。 

5. 新營區公所張區長睿民： 

(1) 建議在有限之經費與基地利用極大化之條件下採用 B

方案，並規劃出南部分館之建築特色。 

(2) 樹木是很寶貴的資源，建議在規劃時可採用移植方式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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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遷移。 

(3) 建議戶外庭園景觀能設置一些親子互動空間。 

(4) 金華路與長榮路皆有前瞻計畫，希望臺南市政府能夠做

整體道路規劃。 

主席回應： 

(1) 金華路、長榮路與三興街此三條道路將會列入南部分館

整體規劃之考量。 

6. 南紙里王里長信雄： 

(1) 現場之體育設施遷移時間是否太過倉促，應儘早公告以

利民眾使用。另外體育設施遷移是否會影響南部分館施

工工期? 

7. 台南市議會蔡議員育輝： 

(1) 建議保留當地樹木。 

(2) 建議南部分館之藝文與展覽空間之規劃設計應具有國

際之水準。 

(3) 建議南部分館除提供典藏之外，應多提供各項服務給大

新營地區市民享用。 

(4) 地點較不便捷，未來交通上應慎重考量規劃。 

(5) 體育場設施之拆遷時間應提早進行，避免影響南部分館

之施工工期。 

體育處回應： 

(1) 現場運動設施之拆遷議題，已於 106 年 10 月 24 日開

會討論，並預計於 107 年初動工。 

文化局葉局長澤山回應： 

(1) 本府已爭取到五千多萬預算，用於遷移球場設施，體育

處亦預訂於 107 年初發包施作，不會影響南部分館之

施工期程。 

8. 趙昆原議員服務處-趙純玄助理 

(1) 建議南部分館設立共同遊憩區，提供親子共同使用。 

主席回應： 

(1) 將建議後續規劃建築師將親子共同使用空間列入規劃

參考。 

文化局葉局長澤山總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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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部分館是以國家圖書館之功能為規劃重點，並非以公

共圖書館為規劃方向。 

(2) 設置典藏空間是因應國家圖書館既有空間不足，但南部

分館之規劃會考量當地民眾需求，並會引用新科技讓大

眾使用。 

(3) 目前正於先期規劃階段，未來還會徵求專案管理廠商與

規劃設計團隊做更妥善之規劃，若有進一步之發展會再

與當地民眾報告。 

肆、散會：下午 16 時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