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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え管理者制度や碁底的河鞄
- ノ机鼻面帝国串館惨飯食的野付観点 一

高鰍 裕樹

(大阪教育大学)

筒妥

鼻面市国事館砂奴食入 国事館 以及 国事館 員的キ並性及韓鎮性租点上 ,吋謂 定管

理者制度連行 了研村 ,謂 出廷-制度盈親身食 え的何題 ｡本稿堵 以鼻面市国事館体奴

合力期 10十月餌連行 的研分力輿材 ,総連現衣 日本国幸作所 南 峰的葡足管理者制度

存在的河選 点｡

1.序鎗

2006年5月鼻面帝国事偉物､蚊会 (以下筒称励､奴合)絶交了-扮 《就農南軍国事

館作兼帯民国事館滋有的模式及引入商え国事館管理者制度 (意風車)》｡夜食兄事是

-扮事由級各,官是2003年6月地方 自治法修iT虐欲引渡 《謂定管理者制度》束逢曹

国事館是香妥当所作的研曾根を｡砂淡谷意見事的籍総見強烈及吋衣国事館引入嫡定

管理者制度.理.由是,引入報え管理者制度東通曹国事館,将造成ヌオ国事館的 日的和

理念巨大的影鳴,有可能金峰低服各席畳O

砂奴会多方位地ヌオ萌え管理者制度連行 了冷奴,昇得出了速牛姑鎗O本稿将介紹

就国事館引入摘定管理者制度所逢行的研耳,ヌオ碑 多日本国事館商略的兼良国事館管

理制度強食各底什Ji河鞄並行考察｡

2.鍋制意風車的背骨

2.1 鼻面帝国事館的行政

鼻面帝1996年制オ 了《第三次鼻面帝嫁合サ曳-D) O迭一斗刺以《行政的丈化化》カ

重点,根据核サ剣ヌオ国事館,終身学/7中心,人叔丈化中心尊多李/Ly其丈化伎施連行

先各O想通辻叡奴准速丈化政策,束良風垂線高市民的丈化.核オ剣的葵施使1986キ

ス有一十国事館的鼻面帝 (臼歯人口是12万人的城や),現底有中央国事館,愛野国

事館,糸国事館,西南国事館,樫と丘国事館5牛館,如上愛野南中央人枚丈北中心

国事欠砲兵6倍 系統東経供服各.2005キ国事的外倍脚数カ130万冊,外倍密度カ10.5,

在 日本国事館や属テ披供服各非常活政的地方p鼻面帝迂紳国事館政策和え葵的服各,

不収得到市民的高度坪介,也得到郊近城帝的高度呼鈴O

可是泡沫経済鹿又虐鼻面市也鬼法逃脱不景JiTiL的影鳴,鼻面市的財政慮れ衣碑壊o

l996年制定了 《鼻面市行政改革大綱》金団後者財政状況｡2003年制オ了 《鼻面帝鮫

曹書生塚題》及 《鼻面や外包オ剰 (MinohcityOut-Sourcingplan)》(MOSオ剰),カ

接脱財政国境線虫了史か徹底的改革方針和塚題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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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MOS斗判》卑称汲金谷帝

展 MOS寸刻や具体線 虫了ね 国事館的部 分並各黍叔タト郎来扱 高国事館逢菅的政

孝 ｡カ此 ,国事館館溌就 国事館逢菅的奴率他車並各香れ滋有的模 式沓璃 了砂奴合 ,

吋此砂淡金子2003年倣 出了答え ｡典籍総見 ,国事的甘草 ,接受 ,姓埋草一 系列並各

以及吋学枚的国事配送並各 ,移功 国事館的葛故並各可以妥銘 ,但是逸事,級供 資科

重信 息服各号五線接触境者的部 分,昇且五線臭 糸到壌者十人 隠私部 分不遣宜鼻孔 0

回カ/Al立 国事館的服各是必須 由国家且藤木ね的服各 ｡衣答え や,泉然玖カ-部分並

各的委尭有利子国事館的後菅 ,但是考慮到五線接触十人隠私 的並各有鼻埠殊他車有

必鼻満足市民多祥性常求 ,所 以,不能九考慮 国事館後管的妓率 O夜答帝骨見得到市

当局的汰 同,-迫葵施谷帝 中線剣的3項並各的夕卜色,又ヌ寸堆韓五線管理 国事傍注曹

長示理解 ｡

2.3 修好法律倒立相見管理者制度

可是就衣各界后不久的2003年 6月 ,通辻修iT法律倒立 了詣 定管理者制度｡迭是

一十 ,可 以ね/zi共役砲的管理簸曹全面委ね姶 民曹事並 (盈利金並 ,/Li息法人 ,NPO)

的制度 ｡鼻面草根据葡定管理者制度 ,ね体 育伎施 ,丈化合備考/Li鼻伎嵐的管理逢曹

香れ姶 了民曹事並 O底2006年 2月制耳的 《鼻面中条や改革方案》辛,総連到 "鼻研

究有美五線簸管的公共伎施 引入詣足管理者制度"O当然包括鼻研 究是/At鼻汲砲的国

事館 引入葡 定管理者制度 O砂成合底 "集 中改革方案"/At布吋,如逆 了迭些事項 ,免

碍非常的鹿櫨｡国力有美公立 国事館的摘 定管理者制度 ,乙底好 些地 方明及有引入功

恵,同吋也解剖彼 多吋鼻各底 何題 的謂骨 O

鼻面帝的国事館如果韓 向葡 定管理者制度的活 ,ゑ今衣鼻面市所作的努力及吋テ

市民生活的骨鉄板有可能他力零｡カ此 ,2005年 8月扮励､税金凍え ,ヌオ用覇的管理制

度逢曹国事館免充足香符合,At立 国事館的理念以及是香是鼻面市市民追求的国事確度

有的模式連行研付 O

3.惨淡合研骨的事項

3.1鵡 え管理者制度的奴点

砂淡合衣研 究裾定管理者制度吋注蜜的是,嶺制度是否能韓韓現有的服各 O仮か

能韓梓 ,甚旦采些地方紙碇供 史高級各的鰭 ,就可以挽萌 え管理者制度是好 的｡可是 ,

越研 究過度現 ,謂 定管理者制度的故点楊子史か明澄｡車-的好姓就具す 以降他人工

費,但男-方面迂也意味着衣 国事館工作的員工的労功条件合濃化 ,食草致国事館 的

泉迫 o

1 線殖魂保 男工的号並性

鼻可滋市民的多祥性資源希求,緒通本館所蔵資科和 束収蔵資科的国事館 員工是

不可奴少的.堆力参考服各 ,鼻有准項ね施 市民捉 汚臭鍵所在 的能力 o各藩 眉工必須

充分懐得凌身十人隠私的姓理 O速林的キ並性不是一朝-夕可 以迭到的,不是以短期

雇用力帝級的摘 定管理者的 員工斬鼻各的｡

2 碑与鼻他部局或市民合作

萌 え管理者制度や,承担並各的員工将是短期的,承 色的単位也合卑偶数年史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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侭如烏其他市連行合作吋,後手的単位数キ史換一次的鰭 ,恐相克法相互克分理解,

合作統合変碍非常困碑｡考市民団体的合作也同祥如此｡

国事館単寛一李館是不可能満足所有車民需求的,所以烏其他成育国事館 以及鼻

他部局 ､市民団体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詣定管理者制度彼碑葵現速稗合作0

3 国事館逢曹嵐カニ書籍杓

引入萌 え管理者制度的吻合,蒋合資嵐二蜜籍萌的逢曹模式｡凍え国事傍注曹方

針 ,寸刻的策剣是市索局;而葵現迭些方針泰斗剣,掻触市民､承鹿葵除並各的是謂

定管理者｡決定和寒射返曹方針的市政 基局,由子チ常不接触市民了,恐極尤法了解

和反映市民的常求｡希刺,由子婁局不息接近音国事館 了,就金鉄乏国事傍注曹経験 ,

因而克法項勿坪併載定管理者制度的逢曹O速及 辻来非常有可能障碍国事館オ剣的策

剣｡

3.2観客泉用猫足管理者制度困串館長的観客級沓

日本国事館砂金国事館政策娩効委員会捉え了2006キ調査級各 ,到子息17年カ止

有9牛国事館決定引入裾定管理者制度｡不久的蒋束預定引入的館也有77下館 ,仇 日

本有2,900多李 国事館来者 ,迭李数字透不列全体的3%,最然逢只見少数 ,但是迭李

比例是不能忽租的｡邦Ji,用鵜定管理者制度並行後菅的国事館免寛合如何呪,裁巾

有必鼻耳鼻現状作李 了解｡

カ此,鼻面市立国事館狼男工租客 了引入 了詣定管理者制度的北九州市立国事館 o

北九州帝是人 口的100万人的政令鵜定 自治市｡鯛有1仝中央国事館和5牛地 区館 ,

10牛分館鼻 16牛館連行 国事館服各｡2005年的国事館経費鼻11イ乙3,835万 日元,2005

年 4月的息体服各状況是 ,館嵐148方冊 ,横倉登泉率カ18｡2%,外倍冊数カ257方

舟 (平均一十市民カ2.59冊)02005年4月,16李備 中的2李地 区館か 3李分館 (共 5

下館 )引入 了鵜定管理者制度,1十地 区館奉 2十･分館 由TRC股伶/Li司,余下的-令

地 区館か一十分館委施姶 了北九州伎施砂金股扮/ht司｡上述5十･館的合同期均カ3年 O

北九州市立国事館引入裾定国事館管理制度碑林槍的就点如下:

1)能予的国事館経費5,900万 日允,鼻や1,000万 日允可以追加到 国事館的商事経

費里｡

2)由テ引入希え管理者制度,員工有司事資格的比例上升到了84C6%0

3)[41偉吋河由18点延食刻了19点,升館吋同姓溌了1十｣､吋｡

4)可以利用民営事並的経験故木和人除岡賂展升斬事並｡

可是線鋸租客身的級告 ,吋速些依点胞有疑 河｡衣1)や祝す以予約経費5,900万 日

九,但見込-預鼻可以妥現像北九州市国事館郡禅的服各 ,但見終殖葵現像鼻面帝国

事館卵禅的服各O衣 2)里美テ有司事資格的比例上升 索然絶好 ,但是常食考慮原 因

事館 司事的比例本来就役低 ｡就昇韓有司事資格 ,但足底 国事館堆カキ並故能的友揮

雷鼻-定的吋河,受3年合同的限制 ,鬼法保障其溌期砲定性,所以狼確度揮作為司

事的作用.吋 3)的延溌国事館的升館吋河速-点,砂放合玖力升館吋河是延溌7,位

是壊音数却斉没有増加 O那 久可以戊延強弁館吋河足底昇没有分析 了宮水虐走出的0

第4点韓別蜜鼻.鋭是用了民曹事並者的後金複本升朝新車止,但是葵陸上新事

並井波有破 葵施辻,也就是嵐迭仝依点収是泉上空淡 O-方面,乗承皮展旦今的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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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逢曹経験親木却如凡粛放火｡親木17姑到萌え管理者制度底庖用的椅鎮性上早就威

力 何題 ,葵除引入壕制度吋,有国事館管理経験的養鶴 男工破妥排到鼻他部署 ,五線

管理吋期的嘱尭眉工枚鵡 定管理者地境雇用,也就農返却扮 貢エオ勉強鍵承 了以帝的

-些経験故木｡仮如全部用斬雇傭的底屈逢菅的鰭 ,郡就丘如静菌嫡 出的-祥逢曹合

非常困埠 ｡ 市乳衣迭-衷 心 丘底底力現葵｡

北九州帯革立国事館長13牛馬と軸傍的政令葡泉城市市立 国事館 や,館嵐冊数居

第 13位 ,タト倍 国事毅貴也屠第 13位 ,預約数第13位 ,局工数 第13位 ,国事館経 費第

12位 ,JL乎可以洗足最虐-位 ,鼻国事館服各 ,最然底 引入萌え管理者制度后常永

一点活力 ,但是国事館活功升展得昇不活政 ｡如果衣鼻面帝国事館 ,一十底全 国来者

兵服各部属子役有活力的国事館引逮才旨定管理者制度的鰭 ,也汰力合有同禅妓泉的想

法,就束丸太辻子兎鼻 了｡

3.3 兇暴法人的坪併

2005年 11月,受鼻面市杏鵜的金井事各所 《温容法人登喝 (青棒 )》,及泉 了 《用

金並合斗手法作財政分解後各行政､財政方案級を事》O吋各項行政服各 ,考凡楓模

奉入城 区的距 轟音条件塵似的13仝地方/Li鼻 団体的チ均低速行 了比敏 以及堆 了底本検

寡 ,仇金地合弁方法的角度抜 出す敗者と敗的方案o

迭-線番是叶谷臥 汝放免埋没施 ,尭 )し所 ,体育伎施尊多李行政領域管轄的地

方経 由及各方法的親告 ,鼻 中也捉到 了国事館 ｡有美国事館的線番及方案 内容如下:

鼻面帝国事館馬具他作力比後吋象的地方/Li英 国車館的チ均低軸比夜 .

1)館数 多,チ均一仝館服各盈盈南東只是辛均低的0.35,面相 婁窄C

2)服各 区域 内,人均鯛有館蔵冊数カサ均的1.53倍 ,館寂的周韓車力0.96勉強馬

子均鵜毅椅子 ｡

3)服各 区域 内,人均外借冊数 高子平均的1.46倍逢す以｡但是 ,叔桐j人力迭是由

子没有吋タト倍冊数作限制 ,以及可以利用同格預的尊,オ荻得的成果｡

4)服各 区域 内,卑1,000人魂有的そ骨董エカ鼻他 団体的 1.64倦 ,人均 国事館

経費也力平均的 1.40倍 ,属テ比夜 多的｡

5)国事館 多新 旧費也就高,6李館尊卑的花費,服各 区域 内各人的見本 費是235日

元 ｡

今后 ,将 分別吋6仝周 事館的利用状況並行視察,舟渡一歩吋 色据逢曹体制及 国

事館敏速行深入分解 ,号本線本的及租 G

庖翰淡谷的研究中,大家鎗鎗吋此級客車泉示強烈東低,経 由意見 ｡

吋テ第-′卓膏勺意見如下:-館服各盈息的面教卓鼻他的館軸比混国教狭窄荷受剣

呑定年介,以迂弁盤法泉確判断的鰭,妓車高的服各只鼻底 大面教 混回内放置-牛 国事

館就可以了DY是迭祥一束,轟国事館鑑的農 民可以利用国事館,轟国事館亀的屠 民放

克法利用.一般泉鋭 中央館級別的国事館填者行功的荘園也就底半径2-3/ATL里と内o

l仝館的服各盈孟南東与其他的国事館軸比狭窄,就嵐服各致単産是不ヌ寸的O不か挽 ,

没有ね 資科送到農 民手中的比後吋 象地 区的逐菅系統存庖 何題 ｡

椅子第二点O因力国事館馬車虐不同,膏鼻枚親和保存 由テ絶版一般不流通的資科

以各 向農 民服各,不慮壕洗馬蔵事冊数軸 比両得 血塗韓率低,馬上就判断力蔵有辻 多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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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的資料 ｡

ヌナチ第3点,鼻然吋外倍冊数 不作限制 ,但是也没有及現所有的填者都一次外倍JL

十冊的事.鼻面市7嵐的壌者毎次也不辻倍 了不到 10冊 ,一次性外倍30冊 以上的境者

也只有 1%.衣服客車車載貴国事館 以不恰 索的方法が大外倍 国事数字,是不吋 的,足

元的放 失｡

夫子 4)考 5),級客車中級到吸入資源化其用他的団体 多,建淡姪制速些吸入 ｡可是 ,

速些後入的資源,通辻利用透原姶 了居 民O本来的鰭,足底壕ね後入的資源考荻得的便

利と河並行オ昇 ,来判断資科是香有妓地政使用 了｡作為衛貴的葡赤 ,鼻面帝ヌオ外倍

服各 引入 了(病人 国事的チ均単伶 Ⅹ十人 夕卜倍冊数 /国事館経 費恩顧)束耳鼻 ,鼻低カ

4.750FF捉供 了国事館経 費近 5嫁的便利 O

衣静汲各研 究的結果玖カ,此級客車足先祝 国事館韓性的不妥 室根 各 ｡砂奴合玖

カ ,如来-味捉及 国事館的花 費,強調 的只見降低底本的鰭 ,洗車官有可能取得 国事

館及韓貴慮有功 能｡

3.4 国串館 的慮有模 式

3.4.1 有美困串館的判例 ,政策

或イil現在史常食 了解 国家的政策 中足如何希薄 国事館 的｡カ 了ね後逸-A ,砂淡

谷研骨 了2005年7月最高法院作 曲的吋船棒帝西国事館皮弁歳事事件的判決,和2006

年3月文部科 学省皮衣的 《今虐 国事館 的模式- 努力底力地 区上的信息据点- 》｡

養船飾帝教習車館度希歳事事件的判決や,ね/Li立 国事館定位カ 《向農 民毅供具

有思想 ,有風解及其他各稗イ言息的国有嫁資科 ,以扱 高農 民修養力目的的/At鼻場所》O

不収使是吋テ農 民的 "/At英場所",甚 句国事館的入 国事的作者え河也是 "公共場所".

迭-判決也同祥 包括 国事館法第17番 "公立 国事館 ,不祥枚取入館 費及不祥枚卑鼻他

国事館 資科使用孝介 費用"的意思｡核判 決明魂泉示 国事館馬具他的/zi共役施 ,終身

学/7伎施具有 区別的 ｡

《今后的国事館的模 式》蒋国事館 定位カ"地方上的信 息据点",見 え禅地 方行政

及屠 民自主判 断扱供信 息的没施 ,用級供 資科形 式堆功屠 民壌 事,扱 高知嚢水子 ,是

不可塊少的知嚢盈鹿波施 ,史是地方上丈化 ,経済社合皮展的没施 0

3.4.2市民卓 見朝命的困串館 的模式

市民委 局也略述 了ヌナチ国事館的期待 ｡最然斉没有作辻全面調査 ,只是吋 葵除利

用国事館的市民作 了調 査,来了解市民吋国事館伎為的想法.

1)希望国事館吋生活有用,底力鼻 同使用的場所

国事館是各 色各林的市民随意使用的場所 Oカ接 骨 )し登か折渡老人書幅的吋候 ,

雷鼻鹿央商並信 息的吋侯 ,カ週休后的生活作伎升的吋候尊号 ,農 民常食信 息的理 由

是旦多祥性的,国事確率可以満足迭些雷求O迭就是農 民追求的ヌ寸自己生活有用的国

事館 ,可以安心使用的場所 0

2)養成帝建没 や可克分利用的国事館

鼻面市民希望通辻国事偉力各市民団体及NPO的服各 ,以及捉供信息服各東泉鹿

起成季建没的角 色｡通辻国事活功和姐奴孫子活功参与社 区建没 ,通辻市 民叔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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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事館活功 ,吋成育建伎倣頭骨献.国事館底晩足底 市建没的盈鹿波嵐的同吋,也是

常鼻建没的威帝一部 分｡

3)吋虚吋代車社会変化的国事館

由子少子化 ､高醇化社食的到来,鼻面帝ね有美凡貴的接骨,高鈴身福利和折理

的葵施イ乍力奮鼻探題線 虫O市民希望国事館能敏感地番党返紳 変化 ,馬鹿臭部局､団

体通力砂堆解凍迭些 何題 ｡例如 ,幼)し臥 耗)し所 ,高砕身汲施尊尊,ヌナチ東館有 回

殖壊者 ,鼻赦叔上 月毅供服各号 0

3.4.3 困串館鹿有模式え担幼

砂放食通辻研 究迭些判 例か史郎科 学省的叔各 ,以及市 民期待的国事館模 式,衣

有臭国事館虚有模 式上述嵐 了-牛鼻顔 ｡迭就是 ,国事館滋嶺是 "威市的盈魂汲施",

"威市建没的盈鹿渡施"｡

本来国事館的利用単底 各稗終身学/7伎施え や洗足最高的,是各年鈴段 以及各 色

各林的入部可以千草利用的没施 O国事館 ,通辻 向地 区農 民級供信息,使他有1衣 丈化 ,

教育,生活介伍上得到満,a_和え葵,来賓現 "城 帝的盈鹿波施"｡通辻吋地方政府各

部局以及農 民団体叔破線供 国事資科 ,底翠助地 方政府奉農 民建没威市,来賓現 "城

市建没的盈鹿渡施"0

通辻克葵国事館 来克褒地 区農 民的生活,吋地方政府 葵施政策F-近作 頭骨献就風

力可能.克葵か 克藩 国事館使件 多市民的活功底力可能,膏是必鼻的毅 資,所産的 費

用以級供 資科的方式逢原姶農 民.如上面所渡 到辻的,相 当テ後入 国事館 費用 4.75倍

的資料線供 ,洗足 国事館活功的成果｡

3.5 鼻面帝帝立 国串館 的逢普及車他的播施

衣砂奴倉上 ,研尊 了英南軍市立 国事館逢曹赦率化的据施 .2001年虐資科 費キキ

減少,5年来其 削戚 了9%｡員工数 ,最然衣塊 炭工収 減少1人 ,但是東軍 員工人 23人 ,

大幅度減少到12人 ,滅碑 了48%,迭状況,R鼻面市親枚戚少及帝政庵員工削減的情況

来者也是非常ヂ唆的何題 .迄是国事館 自身不去保折 自己的神 量領域 , 布教級参考経

済書姐的結果｡

男-方面,国事館力 了不法吋農 民的服各倒退 而作 了各神努力 ｡其結果是 ,外借

国事冊数 5キ 河増か 了9%,夕卜倍底本 (卑冊 国事毎次夕卜倍所花的費用 )凡 397日允降

カ353日丸,妥現 了底本的削 減｡据最新鋭オ (2005年度 )登衆音数 (只鼻底鼻面帝

一年旦使用辻-次国事館 的就合挽オ )以及李人外倍冊数有所減少,迭些可以肴作是

経 費率人 月削減最現的弊 雷 0位是-迫姪制経 費,-迫魯衣紋 高級各的国事館的据施

伍得坪介 ｡

4.籍舷

姪辻上述研 究的結果湖 ､奴合強烈反せ底鼻面帝市立 国事館引入鴇定管理者制度 ,

編制和絶 交了滋核韓才寺五線簸菅的意兄事｡ヂ攻的財政状況えや,不足否定市政 当局

力追求琴座只増か-丁点妓皐的谷共役施蕗曹改革的方針 ,可是引入到/分立 国事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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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子是香え 了市政 当局役立 /zi立 国事館的理念和 目的,迂是本末倒畳 .

鵜 定管理者制度帝姶全 国地方政府和/L.t立 国事館有美人 員絶 大的影鳴O以 "/i.L波

'Z.t曹"カ原則的Jzi立 国事館 的逢 曹全部委ね姶 民菅,迂意味肴久 末有辻的太的方針韓

換 .就 象上面所絃速的 ,eJ経引入 了萌 え管理者制度的国事館 ,或身正直研耳引入的

館 E,後送到 了86牛｡可是与鼻面帝相 同,明魂 泉示指定管理者制度不浸滋 国事館逢菅

的地方政府也有 20牛左右 ,可以肴到逢衣相椅軒段 ｡

鼻想ね侃 良的国事館服各級供給屠 民,由市政 基局息接近曹国事館就非常必鼻 ｡

国事館貴社帝政 婁局和市 民理解注道理 ,必須春破風升活功 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