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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食立国串館的現状葛岡選点
一 針吋や並他局谷鼻性的降低

山口 源治郎

(在京学乞大学)

筒鼻

日本的公立国事館庖1990年后,敗子息刷 的変化率矛盾や｡国事館経営不断引速

国事館服各的外包手法,以及 員工的非底塊化尊斬 自由主丈的改革手法O/i.t立国事館

的公共性及そ並性衣息劇下降｡男一方向,人イilヌオ国事館久原和食迭丙方面的常暴虐

不断扱高,使得々斬 自由主丈改革的矛盾 目鼻激化｡本姶丈 旨底掲示ii稗 日本/i.t立国

幸館的現状及何題 o

1.線音

日本的/Al立 国事館 ,特別是 1990年 以后,敗テ息劇的変化か 矛盾え や｡底整牛90

年代 ,由子地 区農 民吋 国事館的高宮求,/Li立 国事館得 以順利良風 0号是男-方面,

由子地 区行政強行斬 自由主丈改革以及引渡NPM (NewPublicManagement斬'At碁盤

菅管理 )性盾的姪普手法 ,使得 国事館服各 妥行 外包,員工帝展鵠化 ,国事館 資卦 算

破 削減尊 ,国事館的谷鼻性及そ並性旦急速下降0

本鎗 丈将 国塊90年代虐 日本/Li立 国事館的 何題現状 ,武原馬食的変化方面,和 国

事館政策方面全面総連 ,同吋捉示今后的探題 O

2.90卑賎以点食立国事館的変化

2.1叡尊方面(困串館 的館薮 ,外借冊数 )

首鬼 ,仇近年/Li立 国事館数貴方面来者其 変化

/zi立 国事館 的教貴加東 1所示,仇 1980年到 2005年的25年 ,国事館仇 1,290館増

強到 2,931館 ,是原有館毅的 2.3倍 ｡太的尊卑斬増か 60到 70十･国事館 ,迭期 河国事

館取得 了穏 定的増溌O巌後置行政単位来者,都道府鼻息 国事館旦現 出減少的傾 向,市

区立 国事館 ,鎮村立 国事館増jt)'灰利 ｡仇後置率来者 ,市区後置率仇 1980年的 81%軍

歌到2005年的 98.2%,鎮村的也凡 1980年的 13%上升到2005年的46.6%.舟且,2000

年到2005年迂5年 河,市立 国事館数量息剰増強 ,商魂村立国事館毅登奉呈急速減少

的現 象O那是 因力迂期 札 行政上帝鎮村か強合弁和書姐引起的05年里 ,市区国事

館仇669館増加到762館 , 商魂村 国事館却丸 2,609館 急速戚到 1,656館 .換句港税 ,是

因力有輯 多村鎮被昇人や里 ｡迭韓,碑 多相鎮 国事館鍍合弁嵐市立 国事館 ,因 而出現

了市立 国事館増か , 南村鎮 国事館 減少的現象｡

昇且在廷期 河有一十位得 臭 注的地*,就是冬管1998年 史郎科 学省終止 了吋建没

戟/zi立 国事館 的朴励 ,養速稗 負面影鳴下,地 方 自治政府吋建没新谷立 国事館 的意欲

依 旧没有減退 O埠別是郊鼻的村鎮 国事館的増か史是其韓点090年代力 了克服経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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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気,皮膚弁始ヌオ/ATL兵事並か 強経済故人 ,国事館建挽 回此受息｡希有身長2夕卜倍冊

数 的急速増か ,可以人 中肴 出地 区農 民吋 国事館的強烈需求,也え椅奉促速 了国事館

新館 的建段 ｡

<泉 1>/分立 困串館薮 (1980 -2005)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都道府碁立 72

(裾教 ) 100

帝 区 立 876

(兼敏 ) 100

町 村 立 340

(才旨薮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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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 井 1,290 1,601 1,898 2,270 2,613 2,931

長路是根据各年汝的《日本国事館》制作

下面来者 国事館使用的娩オ教務 ,仇泉2中温示的外倍冊数 やす以了解 ,2005与

的外倍冊数 e,経是1980年的4.8倍 ,宅的増食草逸逸超辻 同吋期2.3倍額増加公立 国事

館的教務 ｡男外,武石1逢得失注増覚的宴席性 内容 ｡也就農鋭 ,丘如泉3啓示 ,1980

年 以前市 区村鎮 国事館的夕卜倍冊数半数 以上是)し登国事,可是80年 以虐迭牛比例息刷

下降 了｡1990キ是 38.7%,2000年嵐 了27.7%,現底-般 国事的外倍冊数 占登牛夕卜倍冊

数 7嵐以上 ｡換 句鰭塊 ,1970年と帝凌者的籍杓主食是以務子奉 家庭主お 力主 ,1980

キ 以長泉生 了狼大変化 ,成年入鹿 了横着的主力軍O返せ展望今虐/Li立 国事館 的格局

具有根太的意丈｡

可是辻井不意味肴 )L貴利用 国事館的絶沖教養 減少O底 日本社食 少子化底緒鎮及

展 ,以及所謂務子凌事戚少的葵除情況下,由子/Al立 国事館的増か 以及有臭人 員升展

横車活功的努力 ,務子弟1的夕卜倍冊数 不但没有減少,及 而絶吋薮底増加 .也就是鋭 ,

宜展示的是迭期 河大人吋国事館利用的増覚,逸逸超辻孫子利用的増長薮 .

<泉 2>タト借冊数的変ノ化 (1980･2005)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外倍冊数(千冊 ) 128,115 217,052 262,709 395,593 523,341 616,838

長路是線鋸各年次的《日本国事館》制作

<泉 3>市 区町村立 国串館 外倍冊数析 占)し貴 国串比例的変化 (1980-2004)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4

ノし童 国事首分地(%) 52 44

泉格是雅雄各年次的《日本国事館》制作

38 31 27.3 28.2

2.2度貴方面 (密林 費,農工籍杓 )

叔有1衣肴 了国事館毅貴名外倍冊数 変化的同吋,希来者保障国事館服各席貴的資

稗 費,国事館 員工的変化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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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 国事館的資科 費来者,如泉4析示,資科 費的息額衣1990年盾的整李90キ代や,

随身国事館数量的増か一息底 順利的増溌O可是到72000年升始韓向減少｡迭期 同国

力国事館数量而然底増か ,所以丘加東4啓示,分剥奪牛館的資料 費却旦絶大的減少｡

到了2005年チ均禽李館的資科 費C.鮫鉄剣了1985年的水准.鼻結果,鉱泉呪力禽仝

館的年度到館的国事也考資科 費-禅 ,1995年以虐旦現出減少的傾 向｡速.棒 ,迭吋期

的特徒長呪力廃せ国事館数量的増か ,外倍冊数増か ,可以肴出的使用国事館的凌着

衣急増 , 而資科 費及尊卑到館国事的教登率直減少速神反骨現象｡

<泉 4>困串館資粁 費的変化 (1980-2005)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資科 費息額(首方 目元) 10,382 16,154 24,560 32,670 34,492 30,678

チ均卑館的資科 費(千 日元) 8,049 10,090 12,940 14,392 13,200 10,467

チ均尊館尊卑藤牧的冊数 6,525 6,948 7,651 8,344 7,385 7,128

長藤是線鋸各年次的《日本国事館》制作

有泉国事館属エ,就象泉5所示,在銘的そ窮屈エ,到 1990年カ止伴随国事館的

増か毅 比例増加的,可是到了90年代 中期 以后 ,井藤 由不増加韓力減少.チ均卑館的

炭工数 ,1980年足7人 ,1990キ代中期升亜減少,2005年変成4.8人 ,考 1980年軸比

減少了2.2人 ｡

考此相称照 ,作為帝展鏡餅点工的湛吋塀工率浪逢塀エ,1980年是 1,040人 ,而

1990年以后激増 ,2005キ eJ鐙迭到1980年的12.5倍的13,257人｡FF使久子均卑仝館的

湛吋か浪速塀工的人数上来者,也可以肴到,仇 1980年的0.8人 ,到2005キ E,簸変成

4.5人 ,考衣塊炭エ 4.8人的人数農本椅子.昇且孔雀市区立国事館的48%,村鎮 国事

館的60%是非底塊炭エ,村鎮 国事館的帝展塊炭工甚旦超辻 了承鵜的尊敬員工人薮 ｡

也就農挽 ,吋テ国事館館薮的増か ,以及凌者的急増 ,1980キ主妥是 以増加底鍋

的そ軍 属工未解決的｡耳鼻到了1990年以盾 ,庖姪制人工 費的政策下,賭養鶴男工的

増員姪利息最小限度,不足部分由増か 賂吋エ,汲遣工未解決｡可是 ,故人2000年以

后,放奔 了吋在銘員工的増か ,鼻息升始威少衣鶴男工 ,迭些減少的部分由増加湛吋

工率浪進入男衆解決O

換句鰭来挽 ,現衣非衣鵠員エ,衣倣原本滋壊 由底塊炭工倣的工作 ｡希か上現庖

随身引速pFI和服定管理者制度以及並各鼻孔尊国事館並各的外包,就合 出現由考地

方政府と河不鼻息五線雇傭美系的pFl和裾定管理者雇用的労覇者東本鹿 国事館並各

的現象｡

<泉 5>谷立 国串館長工的変化 (1980-2005)

1980 1985 1990 1995 2 0 0 0 2005

在銘そ窮屈エ 9,083 11,369 13,255 14,997 1 5 ,1 7 5 14,206

湛吋､委銘員エ 1,040 1,748 2,888 6,342 9,859 13,257

泉格足根据各キ次的《日本国事館》制作



26 LifelongEducationandLibraries

逢有一十吋 国事館有 巨大影鴫的功悉洗足 因埠 弼尊轄級通汎故木的普及与良展 ｡

埠別是90年代 中期 以后 ,因埠 岡庭人桐的工作及 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急速度展 ｡根据息

各省的 《通信的使用功悉調査》,2005年上 岡的人数込到66.8%,家庭普及率也込到 7

87.0%.80キ代透見そ周名詞的 "検 索",現底 乙後威力人両 日常生活用渚 .

迭牛功姦婦一定合せ今虐国事館服各的展升､国事館利用的模式戸立影鳴 ｡今后

的塚鞄蒋是有必鼻探せ如何 葵施 岡上栓 食費科 ,国事預的 ,参考沓両級各号;如何通

辻国事館的周東/At升か安倍所蔵資科 ,/zi升信息,牢取意見;如何使用教務冬作 高度

的信息服各尊等国事館服各的可能性的折展か 国庫 岡的滋用的ヌオ策.

3.1990年代以虐困串館的各沖政策及鼻各項鈷果

3.1斬 自由主文改革考困串館

1990年 中期 以后 ,在 日本ね経済活功全東北 ,国防斉献度 ,少子高密化社会 ,国

家和地方財政慮れ約度吋等草薙力塚鞄 ,強行 了 r籍杓改革｣政策O迭祥就是放昇 了

以在的福利 国家的政策,捉侶小政府 ,以減少国家的制約力 日赤的斬 自由主文改革 O

然虐線 虫 r凡骨到 民 ｣ 的 口号,捉侶行政底屈,行政服各 氏曹化 ,及陳弁威容 国家的

制約 1)｡同吋波及到行政､財政,経済,地方 自治,社会保障,労功,教育者各政策

領域 ,因此逢一政策也帝姶/AL立 国事館 巨大的影鳴｡

首鬼,以国家,地方的東湖債各超辻 700兆 日元的財政慮れカ背景 ,地方政府大

幅度削減国事館的愛称 費,削減国事館 員工人数及 葵行 男工的帝展編制 ｡男外,吋斬

建的/分立 国事傍線供朴励金的国家朴助金各款 ,テ1998年破産除｡1999年連行 了国事

館法的修改,明瞭了有臭国家朴助金的貴史奉有臭/Li立国事館館長常貴 司事資格 的各

丈,威容 了奴建国事館静淡谷的貴史o男外呆然吋貴史本身没作修改,但足底 国事法

第17番吋国事館的免費原則的解鋒上 ,泉的 了有美国庫 岡的使用以及枚 費教務卑使用

尊項 目不連用免 費原則的解蜂｡迭祥-泉,底法的長南上皮陳弁減額 了有美国事館館

食的資格及免 費原則的制約 ｡

接下乗希有行政服各的民曹化 ,迭戯 画底政府的基本方針 や,及象強鯛強行行政

服各 氏河貴紙 O底迭些方針 や,有1999年制定的有美/Li鼻放免仇建伎到逢曹都可以委

尭姶 民河的pFI(PrivateFinancelnitiative)法律 , く̀美子通辻活用 民同資金促速/At共

役施 克首 的法律"(pFl法)o桑名帝以迭率法力盈准,底2004年 10月井館的国事館新

館骨次引速 了PFI方式｡

2003年修改了地方 自治法,制定了新的 "務定管理者制度".迭制度是-神力 了扱

高色据 国事館庭 内的/zi鼻伎嵐的服各,以及草城逢曹資金,委尭 民河金並速脊/Li共役

施的管理的制度 O衣比と前也有蒋管理逢菅的一部分黍尭姶民河的制度 (委尭管理 )0

位是現底 的摘定管理者制度 や,以粛枚禁止的委耗 民河盈利金並的管理 eJ底力可能,

舟且逢伎為的使用韓可放血可以委鵜 ｡現在凡手所有的地方政府 ,衣 葵施或着衣探せ

葵施引速葡 定管理者制度 ｡

根据丈率省的調 査,如泉6蹄示,丈化合館的引速非常明星,速到35.8%,谷瓦 国

事館引速.摘 定管理者制度名港他的/At民館 ,博物館軸 比都 農稀 少, 自粛力止只有

1.8%｡速足 因力地方 自治法祝え 了,ヌ寸E,姪宴鹿骨理香鵜的一些/At昇段施 ,到2006年

9月力止必須決定是蜜新回到五線経曹逢是引連載定管理者制度 ,カ此可以肴到 eJ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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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施 葵例夜 多的/Ly立丈化合館奉博物館尊克行引速鵜定管理者制度 ｡因此 ,可以預想

今虐谷共役施婦随鎮引速此制度 ｡

<泉 6>社食教官使施 ･丈他後施 引逢鵡足管理者制度 (2005.10.1風食 )

国事館 /ATL民館 博物館 英似博物館的伎施 丈化合館

伎施数(/At立 ) 2,958 18,172 667 3,356 1,749

引 速j灸施薮 54 672 93 559 626

首分地(%) 1.8 3.7 13.9 16.7 35.8

本永見 史郎科 学省根据 『子鹿17キ度社各教育調 査中河線審』朝風

線鋸 日本国事館的調 査,到2007キカ止公立 国事館預 定引渡兼 良管理者制度的地

方政府有 85牛 O 可是凍え不引速的地方政府込到 340牛的数字伍得失注2'｡也就是税

目帝 国塊国事館是香鼻引連載 定管理者制度的争鎗底及見展升O-方面政府 ,以谷兵

服各妓率化 (市場化成行法 )カ盈承 引逸文亜制度 ,NPM (斬JLi鼻管理 )尊卑 ,行政

直営や市場原理的阜入 ,強力推行行政服各的民曹北 ,返将姶/zi立 国事館的管理ヂ生

根 太的彰鳴｡

3.2困串館的谷鼻性及号並性的降低

迭些国事館政策由台的結果,首鬼必須摘 出的是 ,由子資科 費的大幅削減 ,尊卑

到館 国事的減少,丘底引起歳事的原句貴的降低 O比か鋭 在京都立 国事館 ,1990年有

4化 780万 日丸的資科 費,2005年威力1イ乙8,503万 日九,枚 削減碑 55%O迭-結果,

恐柏倉達成条約的資科毅貴大太減少,泉的率降低 ,泉絢的資科 多祥性降低 ｡迂紳 資

科 脅威半的事例弁不収限テ 奈京都立 国事館 ,現在嵐 了普逸現 象.迭神 国事館嵐事的

盾馬食的降低 ,か深 了与-般横着的信息資科常求的矛盾 ｡

藤肴雷鼻嫡 出的是 国事館 員工骨 原的降低 何題 o 丘如 eJ後摘 出辻的郊林 ,1990年

中期 以后 ,国事館 員工的帝展鴇此奴加速連行 o迂些帝展鶴的員工大多数是女性 ,衣

低収入,不稔定的庖佃条件下炊事国事館的並各 o迭林的員エ eJ経迭到国事館 員工的

近半数 ｡(泉5)

今后 ,可以預想 由子引渡 pFI金並及鵡 定管理者制度,那些不是 自治休息橡雇用

的,是 pFI金並及堀定管理者展偶的短期和紙工資的員工将速一歩増加 ｡迭是 因カタ卜

色是力 了削減底本布引速的 ,大貴使用低工資身是尤法速見的0枚雇傭的短期和紙工

資的非衣塊 炭工不可能形成与並性及熱線性 ,鼻人数的増加将使 国事館 員工息体骨原

降低 ,仇 南限碍 国事館服各的可韓壊及展和せ並性 O

亙鋭 ,由チタト色,地方政府 国事館行政将且 葵施服各的部口(現場 )退 出,将長

欠国事館服各的号並性 ,甚ゑ長束行政濫祝辞介的能力 ,以及娩曳摘pオ曳再勺能力 ,恐

佃也食草致行政能力的降低 ｡

男一方向,鹿 波有項立や塀制度的 日本/zi立 国事館 ,就昇是衣鏡そ塀 員エ ,也不

-定具有号並資格 (司事資格 )C而且経常合有碑 多員工卑 隔数年后就韓到国事館 以

外的寧 日,没有溌期虚位 国事館そ塀並各的制度 .国事館並各常食そ並性及熱線性 ,

可足底敏之底端 局エ ,烏帝展塊 炭工兵 同線 高音並性的制度現状 や,不祥不承玖 国事

館的そ並性与/i.t鼻性底 息劇衰退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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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希鎗 "谷立 国串館 的板金"

え帝 国事館破玖力是具有力保障如椅枚的地 区内共 同事各迭-性 虜 ｡因此 ,当然

破玖力国事館滋夜 由地方政府周税金波立 ,舟五線管理逢菅､級供服各的 (伎畳身管

理主文)｡可是雄途行政的 民曹化 "姑萌改革"的政策,却正直促成逸神 "/At立 国事

鰭"的躯来春 国事館服各的社会性終息生賠 変｡

也就是鋭 ,葡 定管理者制度蜜新宮祝 /At立 国幸館 的放置者管理主丈的原則 ,達成

了伎畳可以同管理分 轟,後置主体可以是地方政府 ,而管理主体可 以是 民同団体 O昇

且 ,考慮到国事館服各底 市場化近作 や凡手是不可能的,カ此地方政府-且是五線服

各 6位是奮用PFI模式,国事館服各就変成 "商品",仇而政変了英社会性盾 O地方政

府就鼻連行 角 色韓 変,ね PFI食止イ乍ガ堆崩 的国事館服冬作カ"商品",然居直 市場上

線供給 曽是農 民的 "嫡美倉 (消 費者 )".
吋皇今 日,地方政府且接直営公立 国事館 ,捉供服各的意丈,宜的国事館服各的

社食性格蒋放資斬汰決 ｡入京1合札 由pFI事並者及萌 え管理者 (音別是 民河盈利金

並 )捉供的国事館服各的/Li碁使先充足什 久?如何オ能保障宜的/Li鼻 性?也可 以速-

歩追究地方政府ヌナチ国事館服各的イ乍用和食任 先覚是什 久?

4.今虜的裸像一変偽的鹿肴及各鼻低率や此性的吸息一

前 面叔机仇 国事館的盾馬食 丙方面的変化 ,入朝 自由主丈的国事館政策方面,視

察 了90年代 以后的嫁徒 O逢牛結果鼻鵜 由的是 ,最然衣食的方面国事館速到 了順利息

風葬増加 了国事館的利 用 ,完成 了保障入寮1如情奴的国事館的/Li鼻性使命,但是 由子

保 障国事館服各席貴的資料 費,眉工尊条件逢不 克各 ,及 商連嵐 了降低盾馬食迂-矛

盾的事葵｡

阜改良旦ii祥孝志的背景旦有 e,経謂 出的斬 自由主 丈的国事館政策0線別是 以地

方政府的財政慮れ カ背景 ,有狼多地方政府 雷鼻大幅度削減国事館経 費 (底本)｡因

此 ,大力推行 削減資科 費,通辻 員工帝展塊一化侵入工 費削減 ,通辻 国事館並各的タト色

来削戚底本 ｡但是 ,丘如 中州 凡種裾 由的,当館傾 向性根強的是只蜜祝経済的妓単性

(底本 ),忽租公共伎鹿屋有的/At鼻性 O然后 ,中州鬼生又嫡 出,在 引速成力外色土鼻

手法的鴇 定管理者制度と陣 ,庖 葵施有臭底本的 "市場化試行"的同吋,逢必須 同吋

葵施 "如何 妥晩春保 障力速成/AL其性政策使命的 "有敗性"迂稗 "/i.t鼻性珠行"3㌦丘

如上述所視察的郡碑 ,現在衣/Li立 国事館良風 や出現的矛盾 ,正是 由子娩少吋テ *)り

鬼旦摘 出的 "公共性"的尊龍和美注所造成的｡

底迭神情況下,就常鼻-速魂保国事館 的/Lit鼻性和せ並性 ,-逮称 思ヌオ付ヂ唆的

財政杯境下国事館鮫菅的形 恵与方法｡在廷点上 ,不慮壕 筒単泉周引速pFI及兼 良管

理制度手法 ｡カ骨 ji呪 ,国力用返神手法有-李帝級条件 ,卵就是養並各領域旦市場

原理底超作用 ,有 了迭仝前線条件邪神手法オ合匙到有敗作用 . 布衣 以免 資力原則､

市場原理克法起イ乍周的国事館 や,速神子法統碑以魂保谷其性和せ並性 ,和扱 高服各｡

因此 ,常食考慮原則上埠椅 由地方政府五線後曹管理 ,項保鹿本的削減率/Ly鼻性

以及そ通性 ,毅 高服各的ヌオ策 oii吋,保障/zi其性和せ並性的国事館 員工就具有愛妾

的意丈o衣 由テ経済原 因不碍不姪制甚旦是 削減 員工数的情況下 ,不是々以往-祥通

辻安井与並煙塵和熟線度低的炭工未解決 ,而必須通辻安井有そ並資格 ,熱線程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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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員エ ,線 高男工的並各敗理能力 ,速成嵐本的削減Oカ此 ,就有必鼻冬♀禰立 司事

制度 .男外,乳 奏上妥排-定数貴的非底東 員工是克法避免的,但具有必鼻扱者帝展

塊 炭工的慈劣的雇傭条件 ,制耳形成そ通性及熱線性的芙励制度.

碁盤扱 高谷瓦 国事館 的/Li鼻性 ,吋 国塊 国事館 的社会変化作 出吋滋也必不可少｡

比か祝 ,/zi立 国事館横倉的姑杓 や 目前成人的比例大幅度扱 高,信 息資科的雷求旦 多

祥化 ,高度化 ｡因此鼻求名此軸吋滋的高原貴的服各 O同吋也有必鼻札 急速度展的高

鈴他作 出庫虚 Oカ此 ,有必鼻亙度研 究-五枚扶桑社食弱者的高勢身的定位 ,探せね

他車1作為具有活力和可能性的キ鈴屋或社金屋捉供服各的滋有模式｡速有必妥採耳近

キ東地 区市民活功的活力 ,以及吋滋速稗現象的国事館服各的丘有模 式.

斉且,直見法兼愛得到克足 資科 費的現状 や,作為回滋人桐吋資料春信息的常求,

令息考郊近威帝国事館的資科井草 (泉病体作 ,鼻 同保各号 ),促連句大学国事館尊

貴他館和 可合作的榛東体制 (国陣財 団)蒋史か蜜鼻 O逢有 ,国庫 岡的情級 ,底力新

的信息源 ,乙後便原有的国事館服各展升新的服各嵐力可能｡

斉且 ,/Li立 国事館 的服身重経菅 ,鼻想見服/Li立 国事館根深帝回的官僚主文,随

吋逢皮社食的変化 ,不断敗者 ,保椅活力 ,就常鼻 国事館砂奴食草市民多かれ臭保椅

活力 ,保 障国事館吋市 民的信息碁升か市民可以坪介的場所 ｡通辻市民的栓を束吸息

国事館 的/i.t鼻性 O上述租客的各項塚題 ,都有雷貴通辻由地方政府承鹿起 因事館鮫菅

的貴任オ能速成的性盾 ｡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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