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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業務計畫實施績效： 

業務計畫 績效目標 實施績效成果 

(一)辦理教育部

「補助公共

圖書館多元

閱讀推廣計

畫」輔導事

宜。 

1.協助及輔導獲補

助圖書館計畫執

行。 

(1)107 年 12 月、108 年 2 月及 3 月召

開 3 次評選小組會議，進行「適合

嬰幼兒看的書」圖書評選及推薦，

共評選出「適合嬰幼兒看的書」76

種。5 月完成圖書採購驗收，6月完

成圖書配送、完成閱讀手冊及閱讀

起步走專用貼紙、父母手冊各 11

萬 2,000 份配送至 22 縣市文化局

(處)圖書館，贈與 0-5 歲之嬰幼兒

並辦理親子共讀活動，協助縣市推

動閱讀向下扎根，讓國人從小開始

養成閱讀習慣，以拓展民眾視野，

厚植閱讀力，提高國民素質。 

(2)於 108 年 11 月 7 日至 108 年 12 月

11 日辦理書面審查全國公共圖書

館閱讀推廣與館藏充實計畫，並於

108 年 12 月 20 日召開 1 場複審會

議。 

2.辦理全國公共圖

書館研習及培訓

事宜。 

(1)辦理「108 年閱讀起步走嬰幼兒優

良圖書運用：公共圖書館員增能課

程」，108 年 8 月 3 日至 4 日、8

月 26 日至 27 日分別於本館及國立

公共資訊圖書館二梯次 4場次。 

(2)辦理「108 年公共圖書館館員增能

課程：媒體資訊要『讀』不要

『毒』!」，108 年 10 月 4 日於本

館及臉書辦公室 1 場次。 

(二)推動及落實身

心障礙者數位

化圖書資源利

用。 

1.整合及強化身心

障礙資源。 

(1)委託製作電子點字書 55 種，另自行

製作及受贈 373 種。 

(2)委託製作 DAISY 有聲書 40種，另自

行製作 MP3有聲書 265種。 

(3)發行《點字數位圖書館》光碟第 21

集 200 片及《數位有聲圖書館》光

碟第 17 集 200 片，郵寄身心障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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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績效目標 實施績效成果 

書館等約 151 個服務單位，推廣資

源利用。 

(4)購置 EPUB電子書 958 種，另自行製

作 EPUB 電子書 345 種、PDF電子書

29種。 

(5)委託製作雙視圖書 142 種 142 冊，

另自行製作 81 種 221 冊。 

(6)購置圖書電子檔 77 種。 

(7)配合 105-108 年度「強化身心障礙

者數位化圖書資源利用中程發展計

畫」成果發表會，辦理出版機構捐

贈圖書電子檔表揚活動。 

2.建構身心障礙數

位圖書館單一窗

口。 

(1)持續強化視障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

統功能，後臺升級為微服務架構，

前臺改版為「自適應網頁」，能依

載具畫面大小呈現最適合的配置，

友善服務再升級；聯合書目及館際

互借服務新增「國立清華大學盲友

會」、「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圖書館」

2 家合作機構，使相關視障機構的

各項資源能更有效流通利用，方便

讀者以單一帳號取得不同機構間的

資源。 

(2)視障隨身聽 APP (Android & iOS) 

功能擴充，更進一步提供能因應不

同障別（視障、肢障、學障等）的

資源閱讀介面；提供「我的雲端資

源」功能，便利讀者閱讀個人收藏

雲端圖書資源；「推播訊息匣」功

能，各項資訊不漏接；新增「網路

新聞」、「隨選隨聽」服務，使資

訊來源更多元。 

(3)完成身心障礙館藏資料編目建檔，

計 4,627 件及整合至查詢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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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績效目標 實施績效成果 

3.推廣身心障礙讀

者服務。 

(1)改善本館身心障礙者服務環境，購

置轉檔拷貝機 2 臺以及身心障礙者

輔具及資訊設備，加速本館身心障

礙圖書資源轉製，提供友善自主之

無障礙閱讀環境。 

(2)辦理身心障礙者研習及推廣活動

92場(284小時)。 

(3)辦理服務人員「提升圖書館身心障

礙服務專業知能」工作坊 3 場、館

員專業課程訓練 4 場及志工專業課

程訓練 1 場，合計 8 場(45小時)。 

(4)辦理「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之

館員數位學習課程研究與建置」委

託研究案 1件(期程：108年 1 月 31

日至 109 年 1月 17 日)。 

(5)辦理身心障礙研究優良學位論文及

期刊論文獎助，計獎助碩士論文 3

篇、佳作 2篇及期刊論文 1篇。 

(6)辦理 105-108 年度「強化身心障礙

者數位化圖書資源利用中程發展計

畫」成果發表會(108 年 12月 18日

完成)。 

(7)105-108年度計畫成果專輯編製中。 

4.加強館際合作。 (1)召開身心障礙計畫相關會議，包括

「強化身心障礙者數位化圖書資源

利用中程發展計畫」諮詢會議2場、

委託研究案審查會議2場、論文獎助

審查會議2場、年度「強化身心障礙

者數位化圖書資源利用中程發展計

畫」工作小組會議2場等，共計8場。 

(2)與花蓮縣、市立圖書館合作設置身

心障礙區域資源中心。 

(3)獲 15 家出版社、6 個政府單位及身

心障礙服務單位共受贈 549 種/559

件出版品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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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績效目標 實施績效成果 

(4)與臺北市立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

圖書館、高雄市立圖書館、國立清

華大學盲友會及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等 5 個單位簽署合作建置本館視障

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聯合書目

暨館際互借」合作備忘錄。 

(5)與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

院續簽「閱讀小護士 用心陪伴您－

臺圖讀 Bar＠耕莘」新年度合作備

忘錄。 

(6)新增與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共同辦理「閱讀小護士 用心陪伴您

－臺圖讀 Bar＠聯合」跨界合作計

畫。 

(三)建構豐富多

元館藏，加速

新書進館時

程。 

1.蒐集臺灣研究相

關資料。 

增加臺灣文獻特藏 5,559 冊/件。 

2.蒐集親子、青少

年、樂齡、新住民

主題圖書資料。 

(1)購置各類型適合親子、青少年閱讀

之優良、得獎中西文圖書資料計

6,392冊/件。 

(2)新增適合樂齡讀者閱讀之各類型圖

書資料計 1,360 冊/件。 

(3)增購適合新住民讀者閱讀之多元主

題圖書資料計 1,333 冊/件。 

3.精簡圖書採購程

序，縮短新書進館

日程。 

為提高熱門書、暢銷書、書展用書等

類型圖書的進館速度，採取「閱選訂

購」方式，使新書採購上架時程由 90

日縮短為 30 日，本年度共辦理 12 次

「中文閱選訂購」，計 1,337 種 2,622

套/冊。 

(四)提升服務品

質。 

1.辦理讀者滿意度

及服務品質問卷

調查，俾利評估服

務成效。 

(1)108年 8月 1日至 9月 10日進行讀

者滿意度及服務品質問卷調查，以

電子問卷為主、紙本問卷為輔，共

計抽樣 3,581人次，有效問卷 3,569

份，整體有效回收率為 99.66％；

整體滿意度達 91.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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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績效目標 實施績效成果 

(2)與 107年 87 分的滿意度相比，滿意

度上升 4.4 分，顯示讀者對本館的

各項服務持正向態度，且感到滿意。 

2.辦理志工滿意度

問卷調查。 

(1)108 年 10 月 15 日至 11 月 15 日調

查本館108年10月份仍在勤之志工

夥伴，共計 340 人。採紙本問卷不

記名方式進行調查，發出問卷 340

份，回收有效問卷 301 份，回收率

為 88.53％。 
(2)整體而言，志工服務的滿意度為

85.3分。 

3.推動提升電話服

務品質措施。 

(1)108年每季辦理電話禮貌測試，前 2

季與國家圖書館互相測試，後 2 季

由本館同仁或志工擔任秘密施測

員。 

(2)全年總平均 93.45 分，較 107 年總

平均 92.9 分，約增加 0.55 分，顯

示本館服務品質已有提升。 

(五)強化親子、多

元族群及家庭

閱讀。 

1.鼓勵親子閱讀，推

展親子閱讀風氣。 

(1)推廣親子閱讀，除每週三辦理「故

事童樂會」說故事活動、每月擇一

週六舉辦「繪本童書園」說故事戲

劇表演活動、每月 1 至 2 場小黑熊

外文繪本故事時間(Little Bear 

Story Time)以及每月親子兒童影

片欣賞外，另舉辦各種特色主題活

動，例如：「臺灣原創•繪本作家

帶你玩東玩西」繪本遊戲工作坊系

列活動、「小小愛書人認養書架」

等活動。 

(2)結合社會資源，與異業聯盟推廣閱

讀方面，與臺北商業大學應用外語

系、雲林科技大學陳靜茹教授團

隊、世界宗教博物館、台北市視障

者家長協會、新北市新店耕莘醫院

早療發展中心、迪兒塔創意工作室

合辦「英語童話故事城堡」、「奇

幻精靈劇場」、「翻轉圖像玩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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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績效目標 實施績效成果 

繪本故事活動、「閱讀小護士」早

療兒童繪本活動、「視障學童聽故

事活動」、「Save the Earth-VR

繪本體驗活動」及「科技部-STEAM

無人機體驗計畫活動」AR擴增實境

活動等，共 200 場次，參與人次計

1萬 7,216人。 

(3)辦理兒童主題圖書展 11 場次，包含

「歐洲繪本大賞」、【約翰•伯寧

罕】紀念繪本書展、「小行動•大

改變」愛地球繪本主題書展、「地

震求生記」、「我的開學日」、「原

住民繪本」、「性別平等」、「繪

本俠女-幸佳慧女士」等家庭教育、

科普、人文藝術、多元文化、性別

平等主題好書，培養闔家共讀習

慣，書展瀏覽人次計 5,784人次。 

2.推動多元族群終

身學習，並提升其

閱讀能力與資訊

素養。 

(1)辦理閱讀推廣活動如下： 

 青少年活動： 

A.為培養青少年終身閱讀習慣，於

3樓新書展示區辦理青少年主題

書展，共展出主題圖書 376 冊，

共計 12 場，參與人次計 12,361

人次。 

B.7 至 8 月由財團法人光泉文教基

金會贊助辦理「語『諮』先修班—

青少年暑期活動」，舉辦 2班青

少年寫作課程，帶領青少年讀者

從人物形象、故事大綱等材料，

分析作品脈絡。另辦理 2場媒體

識讀講座，介紹媒體現況、分析

新聞的產製、詮釋、傳播等環

節，以及收視率與電視臺之間的

關係，最後引申出觀眾如何成為

約束、改變媒體的第五權；參與

人次計 9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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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績效目標 實施績效成果 

 樂齡活動： 

A.舉辦 4 場祖父母節系列活動：繪

本故事戲劇、祖孫傳情電影欣

賞、優質家庭教育樂齡期刊展示

--看雜誌動手做小書送好禮活

動，參加人次計 193 人次。 

B.與技嘉教育基金會合辦9場次樂

齡電腦學習課程，參加人次計

160人次。 

C.與國家兩廳院合辦 3場樂齡推廣

體驗活動：「音樂養生大補帖」、

「樂齡讀劇坊」、「隨著現代舞

動起來」，參加人次計 61人次。 

 「樂在多元--閱動新視界」系列活

動： 

A.於 6 月 15 日辦理活動啓動暨圖

書捐贈，充實館藏越南圖書及電

子書，參加人次計 150人次。 

B.6 月至 12 月，辦理 55 場東南亞

文化體驗活動：  

(A) 6 月辦理越南文化體驗活動：

「童遊越南水上市場」、「越

式廚房初體驗」、「越南電影

欣賞」，參加人次共計 87 人。 

(B) 7 月辦理泰國文化體驗活動：

「泰有創意講座」、「泰國鬼

面具 DIY」、「泰式廚房初體

驗」等，參加人次共計 157人。 

(C) 8 月辦理緬甸文化體驗活動：

「探訪巷弄裡的家鄉-中和華

新街」、「緬甸藤球 DIY」、

「緬式廚房初體驗」等，參加

人次共計 61人。 

(D) 9 月辦理柬埔寨文化體驗活

動：「柬埔寨歷史與文化遺產

講座」、「柬埔寨布織品的生

活運用」、「柬埔寨廚房初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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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等，參加人次共計 141人。 

(E) 10 月辦理印尼文化體驗活

動：「探訪巷弄裡的家鄉--臺

北印尼街」、「印尼皮影戲

DIY 」、「印尼廚房初體驗」

等，參加人次共計 70人。 

(F) 11 月辦理菲律賓文化體驗活

動：「探訪巷弄裡的家鄉--臺

北菲律賓街地景導覽」、「菲

律賓燈籠 DIY 」、「菲律賓廚

房初體驗」等，參加人次共計

90人。 

(G) 12 月辦理馬來西亞文化體驗

活動：「馬來西亞面面觀 I 文

化遺產介紹」、「馬來西亞面

面觀 II 自然遺產介紹」、「馬

來西亞廚房初體驗」等，參加

人次共計 127人。 

(H)「108 年樂在多元--泰語學習

班」進階班及初級班，共 16

場次，計 412人次參加。「108

年樂在多元--越語學習班」進

階班及初級班，共 16 場次，計

372人次參加。 

(2)辦理電子資源推廣課程 13場次，參

與人次計 698 人次，108 年度參與

人次較 107 年度之成長率為 42.16

％。 

(3)辦理政府出版品主題書展「臺灣小

城故事」與「原住民的故事」合計

2 場次；政府出版品專題講座「走

讀臺灣-基隆市」與「阿美族的故事」

合計 2 場次；政府出版品結合閱覽

區主題書展「災，免驚！」、「自

煮上菜不失敗」、「弦外•知音」

及「很久沒看我了你—認識公園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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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合計 4 場次；書展參觀及講

座參與共計 9,486人次。 

(4)108 年 1 月及 7 月各辦理 1 次好書

交換活動，並於活動中增加“借書

加碼送”好康優惠，獲民眾熱烈響

應，參與人次計 1,158 人、交換圖

書冊數達 5,738 冊。 

3.辦理「臺灣閱讀公

園暨閱讀節系列

活動」。 

每季於本館及 823 紀念公園辦理 1 場

「臺灣閱讀公園」主題活動： 

(1)春季活動參與人次 2,352 人次。 

(2)夏季活動參與人次 2,451 人次。 

(3)秋季活動參與人次 2,033 人次。 

(4)冬季擴大辦理「108 年臺灣閱讀節-

閱讀不設限•樂學無距離」系列活

動結合共 27 個協辦藝文團體和基

金會資源，辦理共 49 種室內、外閱

讀體驗活動；包含閱讀不設限市集

(32個攤位)、表演、體驗活動與講

座等，共計 11,896 人次參加。 

(六)強化終身學習

體系，倡導閱

讀推廣活動。 

辦理研習班、講座、

展覽及推廣活動，提

供民眾多元化終身

學習機會。 

(1)辦理「終身學習研習班」2 期招生，

共開設 48班，招收學員 995 名。 

(2)辦理閱讀講座及與作家有約導讀活

動，共 29 場，參與人次計 2,897

人次。 

(3)辦理各類社教藝文展覽 21場次，參

與人數計 37,332人次。 

(4)結合相關機構推廣活動： 

① 1月與臺東縣政府合作辦理「客

語結合十二年國教校訂課程成

果發表會」，參加人次計 181 人

次。 

② 2月 19日至 4月 14 日與麋鹿多

媒體(Mí:Lù)合辦「山林與海之

歌─湯瑪士•瑞杰可繪本原畫

展」，參觀人次計 2,449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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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績效目標 實施績效成果 

③ 6月 11日至 7月 21 日與歷史博

物館合作「筆痕墨跡—史博館館

藏名家書畫展」，參觀人次計

3,531人次。 

④ 8月與國語日報合辦 2場次「面

對 108課綱」講座，參加人次計

152人次。 

⑤ 8月 21日至 9月 15 日與新北市

立圖書館合作辦理「弦歌不輟─

新北市教育影像及文物特展」，

觀賞人次計 8,170 人次。 

⑥ 11月 27日與財團法人天下雜誌

教育基金會合辦「2019 國際閱

讀教育論壇」，參加人次計 456

人次。 

(七)行銷特色館

藏，支援文史

教學。 

1.有效行銷本館特

色館藏，支援文史

教學研究。 

(1)辦理「統治者的煉金術─館藏舊籍

專賣類書展」、「弦歌不輟─新北

市教育影像及文物特展」，合計 2

場書展，觀展人次計 7,163人次。 

(2)辦理館藏「行動展覽館」，至全國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及圖書館等單位

展出，共計 60 場。 

(3)108 年度首次推出 3 天(7 月 2 日至

4 日)共 13 堂課的臺灣文史親子夏

令營隊「福爾摩沙偵探營」，參與

人次計 60人次。同時發行《少年福

爾摩沙》特刊，以落實臺灣學向下

扎根的教育推廣理念。 

(4) 辦理四梯次北、中、南、東區「臺

灣文史教學研習」，研習人次共計

200人次。 

(5)編印出版《臺灣學通訊》雙月刊 6

期。 

2.設計創意加值產

品，行銷館藏特

色。 

(1)108 年度於本館辦理 3 場文創品特

賣活動，行銷文創品。 

(2)108 年度開發福虎餐具組、酒標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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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袋 2 款、高山植物圖說筆袋及書

衣、熊爸漁夫帽 2 款，共計開發 5

種（7款）文創商品。 

(八)推廣臺灣學

研究。 

1.辦理臺灣學系列

講座，推廣臺灣學

研究風氣。 

(1)完成辦理「臺灣學系列講座」6場，

共 264人次出席。編輯相關館藏資料

延伸閱讀書目共 1,140條，提供網路

下載，並展示 253冊圖書。以及經授

權完成 5 場講座錄影音內容上傳

YouTube，透過網路擴大講座效益。 

(2)辦理「加強本館臺灣學特藏資料整

合推廣」活動，5月 23日於國立高

雄師範大學臺灣語言及文化研究所

(1場)、5月 27至 28 日於國立臺南

大學自然環境資源研究所(3 場)為

研究生、大學部學生介紹館藏特藏

資料，共計 4 場次、參與人數共計

106人次。 

2.鼓勵國內各大學

研究生研究本館

臺 灣 學 館 藏 資

料，獎助研究臺灣

學之博、碩士論

文。 

(1)108 年度獎助博士優等論文 3 名，

每人新臺幣 5萬元；博士佳作論文

3 名，每人新臺幣 1 萬 2 千元；碩

士優等論文 8名，每人新臺幣 3萬

元；碩士佳作論文 7 名，每人新臺

幣 8千元。 

(2)於 108 年 12 月 20 日辦理論文發表

暨頒獎典禮，並將得獎之論文置於

本館網頁供各界閱覽使用。 

(九)特藏維護及

推廣，傳承圖

書修復技術。 

1.修復特藏舊籍，延

續典藏年限，方便

讀者利用。 

(1)特藏舊籍修復 300本(件)。 

(2)圖書除黴、冷凍除蟲 3,000冊。 

2.辦理圖書維護專

題展覽，推廣圖書

保健觀念。 

(1)辦理圖書維護專題展覽 1 場次，展

覽主題「幀·本事」館藏特展。 

(2)編印館藏修護特展文宣「幀·本事」

護書帙 1 種，宣傳圖書維護觀念。 

(十)研究出版。 編印臺灣學研究刊

物，加強研究推廣。 

編印出版《臺灣學研究》半年刊第 23

期、第 24期，共印製 1,200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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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績效目標 實施績效成果 

(十一)建構 e 化環

境，提升資

訊服務。 

提升網路資訊服務。 (1)108 年度無線網路使用人次為
312,371 人次。 

(2)108 年度入口網站瀏覽人次為 348
萬 5,032 人次。 

(3)入口網站瀏覽人次未如預計人次，
因本館訊息平臺增加 (例如：
Facebook、藝文資訊等)，入口網站
非唯一訊息管道，致使每月使用人
次下降所致。 

(十二)加強節約能

源 執 行 計

畫。 

訂定加強節約能源

措施，並據以確實執

行。 

108年度用電度數較 107年度些微增加
0.02％。 
(1)因 108 年度進行 1 至 2 樓閱覽空間

優化、冰水主機汰換工程及 3 樓行
動裝置區建置工程，施工期間機具
運作致供電增加。 

(2)以及為提供讀者用電需求，新建置
桌上型插座 48-50 座，致用電些微
增加。 

(十三)推廣陽明山

中 山 樓 管

理 所 古 蹟

參 觀 及 場

地使用。 

1.關懷、邀請弱勢團

體參訪。 

弱勢團體參訪共 35 團，計 1,438 人次

參訪，較去年增加 25.92％。 

2.參觀解說導覽及

場地使用服務。 

(1)以多種語言提供國內外賓客解說導

覽，全年度團體參觀導覽服務

4,766團次，參觀人次計 3萬 5,999

人次，較去年增加 24.43％。 

(2)為提升古蹟資產利用，辦理陽明山

中山樓管理所場地使用服務共 88

場次，參與人次計 1 萬 6,707 人，

較去年減少 6.34％，因中山樓進行

修復工程影響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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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支餘絀情形： 

   (一)收入部分： 

本年度收入決算數 2億 4,540萬 5,957元，較預算數 2億 1,195

萬 9,000元，計增加 3,344萬 6,957元，約 15.78％，分述如下： 

1. 業務收入：本年度決算數 1億 9,983 萬 222元，較預算數 1億 7,077

萬元，計增加 2,906 萬 222元，約 17.02％，主要原因分析如下： 

(1) 勞務收入：本年度決算數 172萬 4,483元，較預算數 139萬 3,000

元，計增加 33 萬 1,483 元，約 23.80％，主要係中山樓門票收入

較預計增加所致。 

(2) 教學收入：本年度決算數 2,548萬 4,593元，較預算數 285 萬元，

計增加 2,263 萬 4,593 元，約 794.20％，主要係辦理「108 年補

助公共圖書館多元閱讀推廣輔導團工作計畫」、「108年閱讀起步

走(Bookstart)前置作業計畫」等之委辦計畫收入較預計增加所致。 

(3) 其他業務收入：本年度決算數 1 億 7,262 萬 1,146 元，較預算數

1 億 6,652 萬 7,000 元，計增加 609 萬 4,146 元，約 3.66％，主

要係「108 年度發展館藏特色及強化營運服務計畫」補助款等撥

入較預計增加所致。 

2. 業務外收入：本年度決算數 4,557 萬 5,735 元，較預算數 4,118 萬

9,000元，計增加 438萬 6,735元，約 10.65％，主要原因分析如下： 

(1) 財務收入：本年度決算數 43萬 489元，較預算數 39萬 8,000元，

計增加 3 萬 2,489 元，約 8.16％，主要係基金專戶及定期存款利

息收入較預計增加所致。 

(2) 其他業務外收入：本年度決算數 4,514萬 5,246元，較預算數 4,079

萬 1,000元，計增加 435萬 4,246元，約 10.67％，主要係資產使

用及權利金收入及捐贈收入等較預計增加所致。 

 (二)支出部分： 

本年度支出決算數 2億 8,145萬 4,401元，較預算數 2億 5,224

萬 3,000元，計增加 2,921萬 1,401 元，約 11.58％，分述如下： 

1. 業務成本與費用：本年度決算數 2億 8,145萬 4,224元，較預算數 2

億 5,224萬 3,000元，計增加 2,921萬 1,224元，約 11.58％，主要

原因分析如下： 

(1) 勞務成本：本年度決算數 1億 9,626 萬 3,172元，較預算數 1 億

8,239萬 3,000 元，計增加 1,387萬 172 元，約 7.60％，主要係

「發展館藏特色及強化營運服務」及「智慧服務 全民樂學-國立

社教機構科技創新服務」等補助計畫增加致支出較預計增加所致。 

(2) 教學成本：本年度決算數 2,178 萬 9,213 元，較預算數 183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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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增加 1,995 萬 9,213 元，約 1,090.67％，主要係辦理「108 年

補助公共圖書館多元閱讀推廣輔導團工作計畫」、「108年閱讀起

步走(Bookstart)前置作業計畫」等委辦計畫致支出較預計增加所

致。 

(3) 管理及總務費用：本年度決算數 6,340 萬 1,839 元，較預算數

6,802萬元，計減少 461萬 8,161元，約 6.79％，主要係撙節支

出及折舊費用等較預計減少所致。 

 (三)餘絀部分： 

本年度決算短絀數 3,604 萬 8,444元，較預算短絀數 4,028 萬

4,000元，減少短絀 423萬 5,556 元，約 10.51％，係業務短絀與業

務外賸餘增減互抵之數，其中： 

1. 業務短絀：本年度決算數 8,162萬 4,002元，較預算數 8,147萬 3,000

元，計增加 15萬 1,002元，約 0.19％，主要係「發展館藏特色及強

化營運服務」及「公共圖書館作為社區公共資訊站實施計畫」等補

助計畫增加致支出較預計增加所致。 

2. 業務外賸餘：本年度決算數 4,557 萬 5,558 元，較預算數 4,118 萬

9,000元，計增加 438萬 6,558元，約 10.65％，主要係受贈收入、

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等較預計增加所致。 

三、餘絀撥補實況： 

短絀之部：本期決算短絀數 3,604萬 8,444元，連同前期待填補短

絀 2億 4,796萬 4,299元，共計待填補短絀 2億 8,401萬 2,743元，除撥

用公積 1,957萬元填補短絀外，尚有待填補短絀數 2億 6,444萬 2,743元。 

四、現金流量結果： 

(一)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出：本年度決算數現金流出 550 萬 2,535元，較

預算數現金流入 901 萬 9,000 元，計減少現金流入 1,452 萬 1,535

元，約 161.01％，包括： 

1. 本期短絀 3,604 萬 8,444元。 

2. 利息股利之調整 43 萬 489元。 

3. 調整項目 3,054 萬 5,909元，其中： 

(1) 固定資產折舊 3,288萬 4,961 元。 

(2) 無形資產及遞延費用攤銷 1,619萬 15元。 

(3) 其他 46 萬 4,214元。 

(4) 流動資產淨增 1,620萬 6,629 元。 

(5) 流動負債淨減 185萬 8,224 元。 

4. 收取利息 43萬 48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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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本年度決算數 6,152 萬 4,332 元，較預算數

4,065萬 1,000元，計增加 2,087萬 3,332元，約 51.35％，包括： 
1. 增加投資、長期應收款、貸墊款及準備金，其中增加準備金 58萬

173元。 

2. 增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礦產資源 3,927 萬 6,976 元，其中增加

機械及設備 1,354萬 6,800元、交通及運輸設備 39萬 790元及什

項設備 2,533 萬 9,386元。 

3. 增加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 2,166 萬 7,183 元，其中增加無形資產

812萬 7,602 元及其他資產 1,353 萬 9,581元。 

(三)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本年度決算數 6,588 萬 330 元，較預算數

2,590萬元，計增加 3,998萬 330元，約 154.36％，包括： 

1. 增加短期債務、流動金融負債及其他負債 2,013 萬 4,651元，係增

加其他負債之數。 

2. 增加基金、公積及填補短絀 6,461萬 4,067元，係增加基金之數。 

3. 減少短期債務、流動金融負債及其他負債 1,886 萬 8,388元，係減

少其他負債之數。 

(四)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減 114 萬 6,537 元，加計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1

億 2,366萬 7,154元，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為 1億 2,252萬 617元。 

五、資產負債情況： 

(一) 資產總額計 33 億 749萬 8,566元，包括： 

1. 流動資產 2億 161萬 1,708元，占資產總額 6.10％。 

2. 投資、長期應收款、貸墊款及準備金 879 萬 4,740 元，占資產總額

0.27％。 

3.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7億 2,620 萬 6,936 元，占資產總額 21.96％。 

4. 無形資產 684萬 1,669元，占資產總額 0.21％。 

5. 其他資產 23億 6,404萬 3,513 元，占資產總額 71.48％。 

(二) 負債總額計 23 億 4,722萬 8,073 元，占負債及淨值總額 70.97％，

包括： 

1. 流動負債 3,322 萬 2,983元，占 1.00％。 

2. 其他負債 23億 1,400萬 5,090 元，占 69.96％。 

(三) 淨值總額計 9億 6,027萬 493元，占負債及淨值總額 29.03％，包括： 

1. 基金 9億 3,061 萬 8,254元，占 28.14％。 

2. 公積 2億 9,409 萬 4,982元，占 8.89％。 

3. 累積短絀 2億 6,444 萬 2,743 元，占負 8.00％。 

六、其他：為辦理館藏發展特色營運等計畫，經行政院於 108 年 12 月 24

日以院授教字第 1080183196號函同意於 108年度先行辦理一般

建築及設備計畫，並補辦 110 年度預算數 390萬 7,0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