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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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化館藏

發展及擴

充特色館

藏。 

1.強化館藏之建置

與發展，充分滿足

讀者閱讀需求。 

圖書資料（含中外文圖書資料、視聽資料）

全年採購量達 33,291 冊（件）。 

2.充實視障館藏資

料，提供視障讀者

終身學習。 

(1) 增加數位點字書 616 種、數位無障礙

資訊系統(DAISY)有聲書 18 種、CD 有

聲書 1,310 件、音樂 CD199 件、錄音

帶 7,626 捲、紙本點字書 2,040 冊。 

(2) 發行 4,500 份視障數位行動圖書有聲

光碟（數位點字書 3,000 份、數位點

字書 1,500 份），寄送視障圖書館、

視障學校、視障團體及視障者共 850

個單位。 

(3) 購置 13 組盲用電腦主機，俾更新視障

資料中心電腦教室設備，另購置有聲

書播放器 2 台提供視障讀者、視障機

構及專業教師利用。 

3.整合臺灣文獻資

源。 

(1) 針對日治時期史料閉架保存，重製複

本 433 冊，提供民眾閱覽。 

(2) 完成臺灣資料委外編目圖書資料

6,000 冊。 

(3) 採購舊籍臺灣資料 1,285 冊，藉由深

度多元的館藏舊籍資源，滿足讀者對

於臺灣學研究及大眾閱讀的需求。 

(4) 完成中研院合作典藏回館之 36,746 冊

圖書資料整理，並將賡續整理後續分批

送還約59,000 冊圖書之盤點整工作。 

4.設置多元文化閱

讀專區。 

(1) 多元文化資源區書架、圖書資料標

識、空間美化等作業完成，並於 99 年 

11 月 19 日辦理開幕典禮。 

(2) 提供越南、印尼、泰國及緬甸等四國

語言之圖書資料（含視聽資料）全年

採購量達 1,374 冊（件）、期刊 8 種及

報紙 6 種等，供民眾借閱使用。 

  (3) 提供 4 部館藏目錄查詢電腦安裝該四

國語言字型，以俾其檢索利用。 

(二) 獎助臺灣

學博、碩

鼓勵國內各大學研

究生研究本館臺灣

(1) 計有 65 篇論文提出申請，業於 9 月

27 日邀集專家學者召開初審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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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績效目標 實施績效成果 

士論文，

鼓勵學術

研 究 出

版。 

學館藏資料，並蒐集

有關臺灣學研究之

博、碩士論文。 

11 月 1 日召開複審會議，遴選出博士

論文 2 篇、碩士論文 6 篇，並於 12 月

3 日舉辦頒獎典禮。 

(2) 蒐集臺灣學博、碩士論文 3,570 冊。 

(三) 推廣臺灣

學研究。 

1.配合館藏臺灣資

料之特色，辦理系

列講座，呈現臺灣

本土風情及豐富

館藏特色。 

(1) 辦理 12 場講座，1 場巡迴講座，計

有 1,126 位讀者參加，並有國外及

東、南、中部讀者參與，反應踴躍。 

(2) 考量讀者多元化終身學習需求，提供

經授權之演講錄影於「線上演講廳」

平台，透過網路擴大講座效益，提升

臺灣學研究風氣。 

(3) 《臺灣學系列講座專輯（三）》刻

正委託印製出版 1,000 冊，預計於

100 年 1 月寄送相關典藏單位及圖

書館，以加強推廣與傳播學術研究

成果。 

(4) 於本館 6樓舉辦藝術類、交通類、林

業類、博覽會類等 4場館藏臺灣學研

究書展；5-9 月間與高雄市電影圖書

館合辦館藏藝術類巡迴展 1場。 

(5) 12 月印製出版「典藏臺灣記憶－

2010 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專輯」共

1,000 冊。 

2.設置「日治時期臺

灣民族運動資料

專區」，積極蒐集

及推廣相關文獻

資料。 

依據監察院建議，已於 9 月於本館 5樓臺

灣學研究中心完成設置「日治時期臺灣民

族運動史料專區」。 

3.加強與國內外學

術研究單位合作

並與相關公私立

機構或學術研究

單位合作辦理1場

學術研討會。 

(1) 99 年 5月 4日至 7 月 4日與中研院台

史所合辦「臺灣日記特展」，參觀人

次約 5,000人。 

(2) 與臺灣研究基金會於10月17日假國家

圖書館共同辦理「第二屆蔣渭水學術研

討會」，參與民眾約計110人。 

(3) 99 年 11 月 9 日與日本中京大學簽訂

學術合作協議，加強圖書交換及日文

臺灣文獻之合作出版。 

(四) 建置臺灣 持續辦理館藏日文 (1) 99 年度新增數位掃瞄 37萬 8,482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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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績效目標 實施績效成果 

學數位圖

書館，支

援教學研

究。 

臺灣文獻資料數位

化，建置詮釋資料及

影像系統，並提供讀

者即時網路查詢下

載。 

幅資料及詮釋資料 1,318筆。 

(2) 提供學校機構申請瀏覽全文影像帳

號，至 99 年 12 月累計共 176 個，當

年申請 17 個。 

(3) 99 年度讀者網路查詢下載服務，其

中期刊類 15,025 人次、圖書類

13,595人次。 

(4) 完成資訊伺服主機及儲存設備更

新、升級 2 台，強化數位典藏資料安

全性。 

(5) 持續進行臺灣學研究中心網站後續

功能擴充，預計 100 年 3 月完成。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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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裱線裝書 121 冊。 

(2) 修復日文舊籍 263 冊。 

(3) 完成冷凍除蟲 4次、共2,712冊圖書。 

(4) 處理圖書除霉作業 2,655 冊。 

(5) 進行「5041 特藏書庫空調設施改善

工程」，以期達到溫溼度控制確保舊

籍圖書有良好典藏環境，以防霉害及

損壞。 

2.辦理圖書維護專

題展覽及講座，推

廣圖書保健觀念。 

(1) 辦理「重修舊好─圖書修護成果特

展」1 場次，展期自 8 月 7 日至 100

年 3 月 31 日，並配合編印製作特展

簡介摺頁及行文至各相關機關單位

邀請參觀，截至 12 月底已達 1,582

參觀人次。 

(2) 不定期舉辦「圖書維護專題講座」共

4場次，參加人次共為 204人。 

(3) 編印出版「臺灣圖書醫院簡介」2,000

份及「重修舊好─圖書修護成果特展

簡介」1,000 份。 

3.改善圖書醫院環

境與擴增修護 

備。 

(1) 99 年 8月完成圖書維護特展室展場環

境改善案。 

(2) 購置黏度測試計、紙張拉力試驗儀、

紙張耐折度試驗機、恆溫恆濕試驗機

及真空乾燥試驗機等修護工具及檢測

儀器。 

4.開辦修護研習，傳 自 11 月 11 日至 12 月 30 日止，合計 7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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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績效目標 實施績效成果 

承修護技能，並建

置線上圖書維護

網頁，提供參考諮

詢服務。 

次(21 小時)辦理「圖書文獻基礎裱褙研

習」，並獲得老師授權同意攝錄上課教學

影片，提供網路上推廣全民線上學習。 

(六) 強化親子

及高齡讀

者服務。 

1.鼓勵親子閱讀，推

展親子閱讀風氣。 

(1) 除推動例行性的說故事、影片欣賞及

推廣閱讀等活動外，另規劃辦理 2010 

Book Talk 愛閱派、悅讀閱廣-親子愛

閱系列活動、貝比爸媽閱讀講堂及岩

崎知弘作品展等閱讀推廣活動，總計

辦理 236場次，達 2萬 5,727人次參

與活動，較預訂目標增加 116 場活

動、2萬 1,727人次。 

(2) 99年度親子資料中心使用人次計41萬

5,395人次，借閱冊數由98年度56萬

6,835 冊提升至 99 年度 58萬 59 冊，

總計增加1萬 3,224 冊。 

(3) 購置兒童資訊素養利用教育課程擴音

設備，以提升辦理兒童閱讀活動及班級

參訪導覽品質。 

2.推動高齡者終身

學習。 

(1) 全年增購樂齡主題圖書資料1,667 件。 

(2) 辦理樂齡電影欣賞活動 20 場，計

1,252人次參加。 

(3) 辦理「樂齡學習 e 起來」電腦課程、

「阿公阿嬤旅遊趣」等專題講座 5 場

次，計 101人次參加。 

 

(七) 提升本館

服 務 品

質。 

1.辦理讀者意見及

服 務 滿 意 度 調

查，俾利服務成效

評估。 

(1) 99 年 8 月 1 日至 8 月 15 日進行讀者

問卷調查，整體調查之滿意度較 98 年

滿意度提升 4%，顯示本館對於提升各

項服務之努力，均獲讀者認同與肯定。 

(2) 辦理各類研習班、研討會、特藏書展

等，針對結業學員或參觀民眾意見調

查。99 年共辦理研習班學員意見調查

2 次；講座意見調查 2 次；研討會意

見調查 1 次；「館藏日治時期臺灣學

研究書展」意見調查 4次。 

2.推動提升服務品

質實施計畫。 

(1) 為加強櫃檯人員服務品質，99 年度辦

理 4 場櫃臺服務人員訓練，課程中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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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績效目標 實施績效成果 

新增業務之介紹、加強宣導服務禮

儀，並以工作實例共同討論，藉以強

化館員意見交流，增進訓練成效。 

(2) 與臺北市立圖書館合作館員教育

訓練計畫交流課程，派員參加 4

次館員訓練課程，計 10 名同仁參

與。 

(3) 修訂完成服務禮儀暨標準化作業

流程，俾供館員據以執行。於每季

不定時進行館員電話測試，將測試

結果於館員訓練時提出討論，共同

解決困難及經驗交流。 

(4) 99 年度共辦理 14次志工專業教育

訓練：邀請外聘講師辦理 4 次；自

行辦理 10 次各服務區志工訓練課

程，計有 741 人次參與受訓。 

(5) 12 月中旬完成本館志工考核與續

任，計有 25 位未通過考核而離退， 

367 位志工續任。將持續透過教育

訓練及考核機制，充分運用志工資

源及提升其服務品質，協助本館業

務推動。 

(八) 推動社會

教育，強

化終身學

習體系。 

1.辦理研習班、講座

及讀書會，提供民

眾多元化終身學

習機會。 

(1) 99年辦理終身學習研習班2期共39班及

暑期研習班 3班，招收學員約1,000名。 

(2) 辦理終身學習系列講與作家有約導讀

活動，共 26場 5,551人參與。 

(3) 辦理民主法制素養系列講座 6 場，計

約 700人參與 

2.結合社會資源，強

化圖書館活動行

銷。 

本館結合社會資源辦理各項活動，99 年計

有： 

(1) 與中和市公所及新視波電影公司合辦

「福虎生豐-新春公益嘉年華」，約

300人參加。 

(2) 與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辦理「臺藝弦樂

四重奏」慈善推廣音樂會，約 120 人

參與。 

(3) 與教育廣播電台合辦「老師,那年非常

感謝您」教師節活動，計 450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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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績效目標 實施績效成果 

(4) 與中正文化中心合辦「老師說古典音

樂並不難」講座，約 200人參與。 

(5) 與世界宗教博物館合辦「福虎生風-

虎文化特展」及「雙和人展」、「偶

愛奇幻獸」生命教育偶戲表演，計約

5,000人參觀。 

(6) 與何嘉仁文教基金會辦理 3 場講座，

約 750人參與。 

(7) 與財團法人間司法改革基金會法治教

育向下紮根中心合辦「挑戰未來公民-

民主法治素養系列講座」5 場，計約

301人參加。 

(8) 與墨西哥商務簽證文件暨文化辦事處

辦理「靈感墨西哥鋼琴演奏會」，約

400人參與。 

(9) 與紅瓦舞蹈藝術中心辦理舞蹈藝術表

演活動，計約 400人參與。 

(10) 與毛毛蟲兒童哲學基金會合辦

「圖．話．作家」研討會、「2010 Book 

Talk 愛閱派－國小中高年級閱

讀」、「悅讀越廣－親子愛閱系列」

講座等活動，共計 12場次，362人

參加。 

(11) 與公共電視合辦「2010假日電影院」

影片欣賞，計 4場次，243人參加。 

(12) 與臺北市新視界社會福利基金會、

淡江大學盲生資源中心、國立臺中

圖書館、臺北縣政府教育局合辦或

自辦閱讀推廣活動課程 49節，如部

落格網路應用班、開創視障者無障

EYE數位多元就業機會課程、DAISY

格式有聲書使用及操作說明等課

程，共 189人次視障者參加。 

(13) 與紅瓦舞蹈藝術中心辦理舞蹈藝術

表演活動，計約 400人參與。 

(14) 與臺北市新視界社會福利基金會、

淡江大學盲生資源中心、國立臺中

圖書館、臺北縣政府教育局合辦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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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辦閱讀推廣活動課程 49節，如部

落格網路應用班、開創視障者無障

EYE數位多元就業機會課程、DAISY

格式有聲書使用及操作說明等課

程，共 189人次視障者參加。 

(九) 力行節能

措施，共

同維護生

活環境。 

1.每月召開節能小

組會議加強節約

能源措施。 

累計 99 年用電總度數較去年同期減少

430,800 度（減少 5.5﹪），電費相較去

年同期節省 157萬 4,002元（減少 8.2﹪）。 

 2.裝設省水器及查修

廁所用水設備。 

累計 99 年用水總度數較去年同期減少

3,962 度（減少 8.1﹪），水費相較去年

同期節省 12萬 9,517 元（減少 21.1﹪）。 

3.加強設施設備管

理。事務用品節約

計畫，並建立優良

廠商名錄，部分以

外包或租賃方式

辦理。 

99 年物品採購量至年底為 101 萬 5,039

元，較 98 年 120萬元節省約 19萬 5,000

元，減少 15.4％。 

（十）協助辦理

教 育 部

「閱讀推

廣與館藏

充實實施

計畫」複

評 與 輔

導。 

1.組成審查小組，辦

理審查小組委員

會議及複評作業。 

(1) 99 年 2月邀請相關圖書館與閱讀學者

專家 16人組成審查小組。 

(2) 99 年 3月底完成複審作業並陳報教育

部進行決審。 

(3) 99 年 1 月辦理北中南 3 場「99 年閱

讀推廣與館藏充實實施計畫」說明會。 

2.寄送 99 年閱讀起

步走之圖書、海報

文宣及書單給各

縣市文化局。 

99 年 4 月寄送 99 年閱讀起步走之圖書

(90,000 冊)、海報文宣及書單給各縣市文

化局，並由縣市文化局轉送辦理之鄉鎮圖

書館。 

3. 辦 理 計 畫 說 明

會、種子人員培訓

與成果展。 

(1) 99 年 4 月 20 日辦理「全民樂閱讀暨

98閱讀推廣與館藏充實計畫成果展」。 

(2) 99 年 3~5 月辦理閱讀起步走種子人員

培訓與研習 5場，477人參與。 

4.辦理審查小組委

員訪視事宜。 

99 年 10 月完成辦理審查委員訪視縣市鄉

鎮圖書館事宜，計 18場。 

 

二、收支餘絀情形： 

（一）收入決算數與收入預算數比較情形： 

本年度收入決算數 1億 8,087萬 8,184 元，預算數 1億 5,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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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5,000 元，較預算數增加 2,661 萬 3,184 元及 17.25％，分述

如下： 

1. 業務收入：本年度決算數 1 億 5,460 萬 0,600 元，較預算數

1 億 3,129 萬 5,000 元，增加 2,330萬 5,600 元及 17.75％，主

要原因分析如下： 

(1) 勞務收入：本年度決算數 46萬 3,396 元，較預算數 30萬 5,000

元，增加 15萬 8,396 元及 51.93％，主要係微縮複印、電腦列

印、補發讀者借閱證遺失工本費等收入較預計多所致。 

(2) 教學收入：本年度決算數 480萬 0,173 元，較預算數 220萬元，

增加 260萬 0,173 元及 118.19％，主要係「99 年閱讀推廣與館

藏充實補助計畫之輔導團工作計畫」等建教合作計畫較預計多所

致。 

(3) 其他業務收入：本年度決算數 1億 4,933萬 7,031 元，較預算數

1 億 2,879 萬元，增加 2,054 萬 7,031 元及 15.95％，主要係 

「99 閱讀植根計畫-公共圖書館活力再造」等教育部專案計畫

補助收入較預計多所致。 

2. 業務外收入：本年度決算數 2,627 萬 7,584 元，較預算數 2,297

萬元，增加 330萬 7,584 元及 14.40％，主要原因分析如下： 

(1) 財務收入：本年度決算數 49萬 9,019 元，較預算數 15萬元，

增加 34萬 9,019 元及 232.68％，主要係作業基金專戶及轉存定

期存款利息收入較預計多所致。 

(2) 其他業務外收入：本年度決算數2,577萬 8,565元，較預算數2,282

萬元，增加 295萬 8,565 元及 12.96％，主要係因本館國際會議

廳 97 年委外廠商經營不善，於 98 年終止合約後依法求償，99

年法院判決確定，依法向該廠商收回相關費用較預計多所致。 

（二）支出決算數與支出預算數比較情形： 

本年度業務成本與費用決算數 2億 4,729萬 5,438 元，預算

數1億9,536萬4,000元，較預算數增加5,193萬1,438元及26.58

％，分述如下： 

1. 勞務成本：本年度決算數 1億 4,708萬 4,439 元，較預算數 1億

1,666萬 2,000 元，增加 3,042萬 2,439 元及 26.08％，主要係提

列折舊、折耗及攤銷費用及服務費用較預計多所致。 

2. 教學成本：本年度決算數 375萬 4,350 元，較預算數 180萬元，

增加 195萬 4,350 元及 108.58％，主要係辦理「99 年閱讀推廣與

館藏充實補助計畫之輔導團工作計畫」等建教合作計畫較預計多

所致。 

3. 管理及總務費用：本年度決算數 9,645 萬 6,649 元，較預算數

7,690萬 2,000 元，增加 1,955萬 4,649 元及 25.43％，主要係提

列折舊、折耗及攤銷費用較預計多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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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決算與預算餘絀比較情形： 

本年度決算短絀數 6,641萬 7,254 元，較預算短絀數 4,109

萬 9,000 元，減少 2,531萬 8,254 元及 61.60％。 

1.業務短絀：本年度決算數9,269萬4,838元，較預算數6,406萬9,000

元，增加短絀 2,862 萬 5,838 元及 44.68％，主要係提列折舊、

折耗及攤銷費用較預計多所致。 

2.業務外賸餘：本年度決算數 2,627 萬 7,584 元，較預算數 2,297

萬元，增加賸餘 330萬 7,584 元及 14.40％，主要係利息收入、

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雜項收入等較預計多所致。  

三、餘絀撥補實況： 

短絀之部：本年度短絀決算數 6,641萬 7,254 元，連同前期待填

補短絀 9,271萬 7,588 元，共計短絀 1億 5,913萬 4,842 元，較預算

數 8,897萬 7,000 元，增加短絀 7,015萬 7,842 元及 78.85％。 

四、現金流量結果：  

(一)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本年度決算數 2,039 萬 4,718 元，較預

算數 1,378萬 7,000 元，增加 660萬 7,718 元及 47.93％，分述如

下： 

1.本期短絀 6,641萬 7,254 元。 

2.調整非現金項目 8,681萬 1,972 元，包括： 

(1) 固定資產折舊 8,391萬 4,719 元。 

(2) 無形資產攤銷 345萬 4,644 元。 

(3) 流動資產淨減 36萬 9,138 元。 

(4) 流動負債淨減 78萬 5,742 元。 

(二)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本年度決算數 2,341 萬 8,526 元，較預

算數 2,500萬元，減少 158萬 1,474 元及 6.33％，分述如下： 

1.增加固定資產及遞耗資產 2,325萬 5,836 元，包括： 

(1) 房屋及建築 296萬 4,371 元。 

(2) 機械及設備 668萬 4,196 元。 

(3) 交通及運輸設備 53萬 9,667 元。 

(4) 什項設備 1,306萬 7,602 元。 

2.增加無形資產、遞延借項及其他資產 16萬 2,690 元，係增加無形

資產。 

(三) 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本年度決算數 2,022 萬 8,080 元，較預

算數 1,500萬元，增加 522萬 8,080 元及 34.85％，分述如下： 

1.增加短期債務、流動金融負債、其他負債及遞延貸項 4,112萬 6,353

元，係增加其他負債。 

2.增加基金、公積及填補短絀 1,500萬元，係國庫撥款增置固定資產增

加基金。 

3.減少短期債務、流動金融負債、其他負債及遞延貸項 3,589萬 8,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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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係減少其他負債。 

(四) 本年度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決算數 1,720萬 4,272 元。 

(五)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決算數 7,745萬 4,941 元。 

(六)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決算數 9,465萬 9,213 元。  

(七) 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投資與融資活動，分述如下： 

1. 受贈固定資產與受贈公積同額增加 2,743萬 6,257 元。 

2. 提列退撫基金使退休離職準備金及應付退休及離職金同額增加 76

萬 4,792 元。 

3. 以前年度購建中固定資產科目，於本次更正調整轉入固定資產科目

數 307萬 5,683 元。 

4. 受贈無形資產與受贈公積同額增加 63萬 1,970 元。 

5. 代管資產與應付代管資產同額增加 3,632萬 1,651 元。 

6. 應付代管資產轉列受贈公積數 2,064萬 8,945 元。 

五、資產負債情況： 

(一) 資產總額計 23億 8,916萬 0,245 元，其中包括： 

1.流動資產 9,845萬 9,653 元，占資產總額 4.12％。 

2.投資、長期應收款、貸墊款及準備金 573萬 0,093 元，占資產總額

0.24％。 

3.固定資產 5億 4,181萬 9,782 元，占資產總額 22.68％。 

4.無形資產 225萬 0,586 元，占資產總額 0.09％。 

5.其他資產 17億 4,090萬 0,131 元，占資產總額 72.87％。 

(二) 負債總額計18億 2,090萬 2,357元，占負債及淨值總額 76.22％，其

中包括：  

1.流動負債 927萬 1,926 元，占負債總額 0.39％。 

2.其他負債 18億 1,163萬 0,431 元，占負債總額 75.83％。 

(三) 淨值總額計 5億 6,825萬 7,888 元，占負債及淨值總額 23.78％，

其中包括： 

1.基金 5億 7,274萬 1,563 元，占淨值總額 23.97％。 

2.公積 1億 5,465萬 1,167 元，占淨值總額 6.47％。 

3.累積短絀 1億 5,913萬 4,842 元，占 6.66％。 

六、其他要點：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