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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图书馆法:现状和课题

金智结

序言

1963年 10 月 28 日，在韩国首次制定了《图书馆法» (法律第 1424 号)。直至《图

书馆法》正式在被作为法律而制定之时有着种种的原因，仅单纯就立法的时期而论，

在美国是从 1848 年起以各州图书馆法制定起，国家水平的《图书馆振兴法 (LSA ))

制定是在1956，比 1950年制定日本的图书馆法来得慢。

最近，韩国展现了有关图书馆法律的活泼的举动。2006年 10 月 4 日，以往的《图

书馆和读书振兴法》被全面重新改定，法律名也更改为《图书馆法》了。而后分别在

2007年3月 27 日和4月 4 日全面改订了《图书馆法施行令》以及《围书馆法实施规则》。

起步落后的韩国图书惊法律，近年被全面改订是出于何因呢?为调查此因，而对

有关图书馆法律的研究和新闻等情报作为检索。结果显示，过去有关图书馆法律已经

做了若干先行研究，也存在有参考文献。但是就最近修改的《图书馆法»，由于时过

未久，对于此事的文献反而为数不多。

因此本稿首先就韩国的图书馆法律的沿革及其背景进行概览，分别阐述各个法律

的特征以及问题。其次，再对最近包括法律名称也全面被修订了的《图书馆法》进行

观察，明确与旧法之相异。最后通过回顾韩国图书馆法律的历史，对于今后的方向性

进行思考。

此外，本研究还想明确的是。有关韩国的图书馆法律，施行令和施行规则共同存

在，随着法律的修订以及情况的变化已经多次实行了改订然而在本稿中对此不将涉

及，仅在图书馆法律的范围内进行研讨。

1. 韩国图书馆法的历程

< 1963 年 10 月 28 日 《图书馆法» >
1955年设立了韩国留书馆协会。因此首次就图书馆法的必要性正式被提出，会议

决定向制定进行努力。从 1956 年图书馆法第 1 次草案作成开始，历经了作成和提交、

废除的反复， 1963 年 10 月 28 日《图书馆法» (法律第 1424 号)正式作为法律被公布

了。

韩国图书馆协会在制定《图书馆法》之时，推进的主要的内容为以下 3 点。 (1)考虑

到图书馆在公民的教育和民族文化的提高方面将起到巨大的作用，因而必须设立大量

的围书馆， (2)为确保既存的图书馆和新设图书馆的经营和培育而提供法律上的根据和保

障， (3)对司书和司书教渝的资格提供法律的保障。图书馆界就这些意图在总共由4章29

条构成的《图书馆法》中进行了反映。然而图书馆界所要求的内容和实际被制定了的

条文有着分歧。比如，图书馆设置的义务规定仅仅停留在被推荐规定的地步，公共图

书馆的免费使用主张也未能写明，而且作为自己置职员，并非仅由司书职员和司书教谕

担任，也包括了担任司书的职务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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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囱书馆法》还有各种问题。例如尽管作为专门职业的司书职员的资格和划

分已经作了规定，可是没有针对晋升和报酬等作出相应的规定。而且对私立公共图书

馆的所属的文教部和市、道教育委员会和对地方市、郡立图书馆隶属于教育委员会也

有隶属于市和郡本身而参差不齐。由于公共图书馆的所属未能统一，便难以实施系统

的、统一的图书馆行政。

即使是存在有上述各式各样的问题也，这也是图书馆协会就法律的必要性进行了

8年不懈的主张，最终得以制定了的《图书馆法»，是通过自身努力而制定的法律。而

且对图书馆界而言，对于形成了培养图书馆发展的基础、明确图书馆的概念等方面存

在有重大的意义。

< 1987 年 《图书馆法》的修订〉

《图书馆法》制定以来，对于法律的实施成果进行反省的是 1968 年。此年举办了

的全国馆种别图书馆大会，图书馆相关人员提出了关于现行法的问题。韩国图书馆协

会在翌年召开了关于修改《图书馆法》的会议，决定了对此的研究。此后，从立法 13

年后的 1976 年， «图书馆法》重新制定的工作正式地开始了。还有许多法重新制定的

提案和修订案也被提出，在不懈的交涉后，作为法律第 3972 号，图书馆法的全面修订

案于 1987 年 11 月 28 日被公布了。

修订后的《图书馆法》是共 8 幸 47 条， 22 个条款被新设， 4个条文被删除，改善

了最初的《图书馆法》带有的问题。首先在第 21 条，公共商书馆的设立被义务化。然

后第 30 条，有关图书馆的使用费，入馆费和使用费的概念被区分开，使用费虽然是

"可以向使用者收取

书耳职只员的有关规定，第 7条中"在图书馆……必须安排司书职员，司书教渝，实技教

师(司书) "，将司书职员的资格区分为一级正司书、二级正司书，准司书。

这样，«图书馆法》的内容虽被改善，但以法修订的推动过程中依然有很多的问题。

首先在韩国图书馆协会内没有支持图书馆法修订活动的专任部署，而是通过各种文化

委员会以及理事会实施修订运动。因此，如此每次修订案的提出其内容变化无常而无

法达成一贯性。一方面作为图书馆的主管机关，文教部内也没有设立专门担任图书馆

法修订的部署，对图书馆法修正持消极态度。而且对于每次提出修订案的内容不同而

难以充分的理解和研讨，对法修订的必要性也难以认识。

< 1991 年《图书馆振兴法» >
1989 年随着具有新设文化部的内容《政府组织法》的修订，文化部诞生了。根据

这个动态，要求图书馆和出版关联团体从文教部移属到文化部，图书馆政策的担当部

署移交给了文化部。文化部于 1990 年制定了《公共图书馆法案»，将图书馆法体系缩

编于公共图书馆法下。但是图书馆界表示反对，同年提出了图书馆振兴法案。翌年的

1991 年 3 月 8 日《图书馆振兴法» (法律第 4352 号)被公布了 o

这个法律以 9 章 46条构成，新制定了的主要的内容是如下: (1)新设文化部长官所

属的图书馆发展委员(第 9条) 0 (2)政府为了图书馆的设立，设施及其使用的扩充，司

书职员的资质提高以及研究，可以设立图书馆振兴基金会，文化部长官对此进行管理

以及运用(第 10 条) 0 (3)固立中央图书馆置于文化部长官的属下(第 15 条 L(4)国-公

立公共图书馆的馆长应由司书中任命(第24条) 0 (5)根据这个法律的文化部长官权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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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在必要时可以由市·逗留书馆协会委任或者委托执行(第 44 条)。

此外，本法律在 1993 年进行过一部份的改定，因 1994 年《图书馆和读书振兴法》

的制定而被废除。

< 1994 年 3 月 24 日 《图书馆和读书振兴法» >
文化部把 1993 年指定为"书之年"。为此，文化体育部和出版文化协会这些政府

和出版界为了振兴公民读书活动的大力地进行宣传了。而且以振兴公民读书活动为目

的，推动了《读书振兴法》的制定。图书馆协会主张将公民的读书活动和图书馆的机

能相关联，作为代替方案，将《囱书馆振兴法》原稿的内容而改订为实质上地能推动

公民的读书作出了倡议。该提案认定了其合理性，确定了修订《图书馆振兴法》地代

替法将汲取了图书馆界和出版界双方的提案来制定新的《图书馆和读书振兴法》。这

样，作为法律第 4746 号《图书馆和读书振兴法》于 1994 年 3 月 24 日被公布。

该法律以 10幸 54条构成，带有以下的特征。首先在维持《囱书馆振兴法》的法体

系和内容纲之同时，大幅度地反映与读书振兴活动有关的出版界之要求事项，追加了

第 9 幸之读书振兴(第 46 至 49 条)。其次，作为不能达到图书馆的设施标准规模的读

书设施，在第 7 章文库(第 39 至 40 条)中规定了可以设立文库。而且，规定了设立

图书馆和读书振兴基金，由文化体育部长官进行管理和运用(第 9条)。图书馆或文库

为了业务合作以及增进共同利益，在文化体育部长官的批准下，可以设立图书馆协会

或文库协会。

< «图书馆和读书振兴法》的部分修订〉

该法律于 1994 年制定以后，举行了 8 次部分修订。 1995 年 12 月 29 日的部分修订

根据教育法的修订而修订， 1997 年 12 月 13 日的第 2 次部分修订是因行政节次法的实

施根据公认会计师法等的齐备而做的修改。 1999年 1 月 21 日的部分修订是为了弥补图

书馆和文库等知识基础设施的不足，为了鼓励民间的独立地参与，使法人·团体或个

人得以自由地设立是公共、专业、特殊图书馆以及文埠， 1999 年 12 丹 31 日的部分修

订是因基金管理基本法的修订而动。 2000年 1 月 12 日是为改善有关图书馆的发展和读

书振兴的政策， 2001年 1 月 29 日是伴随政府组织法的修订，而进行了该法的部分修订。

最后 2003年 5 月 29 日的部分修订，规定国家可以在各部队设置兵营图书馆，向士兵们

提供了促进自我开发的机会，以提高兵营的环境。

在这8 次部分修订当中，尤其应当注目的是 1999 年 12 月 31 日的部分修订和 2000

年 1 月 12 日的部分修订。前者是伴随基金管理基本法的修订而作，然而根据这个修订，

第 9 条的图书馆和读书振兴基金的项目被删除了。基金管理基本法被修订了的理由，

是因其透明性低而对同一事业进行重复支援等无效率运用之故，废除一部份基金，进

行了使得公共性高的基金公共基金化等调整。

后者则是，迄今为止在文化观光部以及地方自治体虽然可以设置图书馆和读书振

兴委员会，但是由于其运营实绩甚微而该委员会的必要性较低等理由，废止了第 10条

的囱书馆和读书振兴委员会。

由于这2个条文的删除，为树立图书馆培育方案及其推动的活动以及为自书馆振

兴之基金形成等活动失去了法律上的依据。这样，由于国家的统一措施使图书馆发展

遭到挫折，在图书馆界留下了一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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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图书馆法的全面修订

2002 年 8 月《图书馆发展综合计划》被公布，作为知识基础社会的革新的情报文

化中心的图书馆培育工作有了进展。跟随此举，出现了现行囱书馆法修订的必要性。

迄今为止图书馆法律也被指出对于图书馆无法能与周围环境的迅速变化相适应，多次

的部分修订，虽然内容有所增加但是缺乏内容和形式的一贯性。因此对于新的时代图

书馆的任务进行了摸索，根据确保对变化的环境也能相适应的制度范围之政策的必要

性，进行了法律的全面修订。

因此在 2006 年 10 月 4 日，全面修订了的《菌书馆法» (法律第 8029 号)被公布，

自 2007 年 4 月起被实施了。该法的基本的方向为， (1)为了在今后持续变化的图书馆环

境下也能积极主动地相对应，要加强图书馆的自律性， (2)积极地消除阶层之间，地区之

间的知识情报差距， (3)伴随地方分权化的进展，强调地方自治团体支援图书馆的义务和

责任， (4)使图书馆能有效地相适应迅速变化的情报技术环境， (5)明确图书馆服务向更为

专业化发展的法律方向。

沿着以上的方向后，新设以及修订具体的内容。首先《图书馆和读书振兴法》这

一名称，作为图书馆基本活动之一，读书振兴活动之名也被包含了，在法律的体系就

被认为是不均衡的，为了明确表示图书馆基本法的性格，应变更为《图书馆法》。据

此，删除了读书振兴活动的关联的条文(第 9 章的读书振兴，第 46 至 49 条)。

其次，明确了该法的目的(第 1 条)、用语定义的修正，新设(第 2条)、该法的适

用范围(第 3条)。据此，该法规定了图书馆在保障公民的情报接近权和求知权的社会

责任及其使命的推行之必要事项，囱书馆的培育以及活跃其服务，对全社会的有效进

行资料的提供和流通，以及情报的获取，消除利用的差距，增进生涯教育，促进国家

和社会的文化发展为目的。然后该法根据总统命令适用于情报馆、情报中心、资料室、

资料中心、文化中心以及带有类似的名称和机能或者经过文化观光部长官的认可的设

施，在相当广的范围内相适用。

在新增的第 2 章中，规定了有关于图书馆政策的建立以及推动的体制。首先就建

立、审议、调整图书馆政策主要事项作为图书馆情报政策委员会设立的根据作了了新

的规定(第 12 条、第 13 条)。而且在第 14条中规定了该委员会委员长，在第 15 条中

规定了政府和地方自治团体为了图书馆的发展，具有订立图书馆发展综合计划之义务。

有关公共图书馆的规定中，确立了市及其道为了给予该地区的图书馆方针及其关

联服务提供制度上的支援，具有设立和运营该地区代表图书馆的义务(第 22 条) ，其

一部份必要的费用将由国家补助。

又一新追加的第 8 章，是关于消除知识情报差距的规定。其中明确记载了为了消

除知识情报的差距，设施、资料、程序的设立及运行，以及提供为了消除残障者等情

报弱者的知识情报差距的对策，是图书馆的职责。(第 43 条、第 44 条)而且规定了为

支持针对残障者的图书馆服务，在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属下，要设立和运营国立残障

者图书馆支援中心。

随着此《图书馆法》的全面修订，可以发现反映其内容的动向。根据第 2 幸的第

12 条，第 13 条， 2007 年 6 月 19 日创立了总统所属的图书馆情报政策委员会和文化观

光内部的图书馆情报政策计划团。据此，政府积极推动了图书馆发展的关联政策，作

出了图书馆在骤变的情报技术环境下也能相应有效地制定和实行总体计划。而且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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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幸的第 45条规定的义务，国立残障者图书馆支援中心在 2007 年 7 月 13 司开馆，特

别是为了残障者的图书馆服务，担负起了确立国家政策，制定图书馆服务方针和标准

的任务。此外，在同一天，图书馆研究所于自立中央图书馆内开所。这是根据第 19 条

的国立中央图书馆业务内容的规定而设立的，是国内唯一的图书馆综合研究所。目前

由研究所长等共 6名组成今后还将计划增设古典研究人员 11 名、资料保存技术的研

究人员 7名而扩大为总 3个的小组 24名，被极大地期待着为图书馆、司书职业发展的

图书馆领域新的政策，经营方法等进行研究开发。

还有， 2006 年 12 月 20 日《图书馆法» (法律第 8069 号)作了部分修订，这是随《地

方教育自治相关法律》而作的修订， «图书馆法》的内容本身没有变化。

3. 今后图书馆法的方向性(课题)

如上所述，修订了的《图书馆法》改善以往图书馆法律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点，

也反映了因社会环境和技术的变化而产生的需求。促进图书馆的培育和发展的委员会

曾设立《图书馆振兴法»，虽然因《蜀书馆和读书振兴法》的部分修订而废除，但是

因《图书馆法》的全面修订而又告恢复。尤其是新起步的委员会是由与图书馆相关的

政府领导以及和民间的专家所构成，能从各种立场讲说制定政策。结果，为了图书馆

发展之政策，显然是需要一个能够对于政策进行审议和熟虑的委员会。而且为了图书

馆的振兴，关于基金也同样，根据《图书馆法》第 9条，图书馆可以接受通过法人、团

体以及个人金钱等的捐赠。这样为了图书馆的发展，重新获取了法律上的依据 o

但是这并未意味着所有的问题都已解决。新设立的委员会和基金并未保证不能被

废除。如果活动成果不佳而效率低下的话，还会重蹈覆辙。除了这两点以外，图书馆

研究所以及国立残障者图书馆支援中心也刚被设立不久，这些设施的积极作用也将成

为今后的重要课题。

伴趟着活跃的动向，图书馆政策的持续有效的实施也非常重要。现行《图书馆法》

虽然规定有关于图书馆研究所和国立残障者囱书馆支援中心的业务，其内容依然还停

留在对策的树立以及标准的制定，研究开发，相互协力等空泛之处。需要表示出更加

具体的活动内容。例如，关于为了制定团书馆残障者服务的有关政策，根据残障的种

类要有不同的服务内容这个观点，应该具有各自相应的对策。而且根据第 2幸的规定，

图书馆情报政策委员会必须持续地就图书馆发展综合计划以及推动情况的报告进行发

表。

如上所述的系统和机关，虽然对于主导韩国图书馆的状况的发展已经明确，但是

依然不够。不管对图书馆现场的职员还是对国家政策担当的官僚，都应要求他们为图

书馆的改革和政策的实施进行协力。而且图书馆情报学的学协会也应该通过就图书馆

政策的研究和讨论的实行、发表其意见和提案来进行支援!

结论

如同其他国家的图书馆法，或者其他什么法律，韩国的商书馆法面临着诸多问题

被制定，同时又重复着修订和新制定而得以改善的。但是如果好好地观察的话，就会

发现其间并不一定总是往好的地方改进。尽管最初的《图书馆法》被引起不满之处被

修订， «图书馆法》也得以改善，而下一个《囱书馆振兴法》增添了各种为了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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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的内容，在《图书馆和读书振兴法》的实施期间，这些为了图书馆振兴的条文却

被删除，制度也被废止。这个时代韩国的经济非常恶化，而接受着 IMF (国际货币基

金会)的援助，是个艰难的时期。在这个背景下，失去了支持图书馆振兴的科度，图

书馆的存在和意义的重要性评价也大大地降低了。

在现行的《图书馆法》规定图书馆振兴对策和图书馆所必要的使命，可谓是迈进

了一大步。然而该法是从今年 4月其实施，对于该法的考察并不充分。而且今后根据

该法的实施也一定会有问题出现吧!在目前，只能期待着该法的有效运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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