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圖書館作業基金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 110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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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11 月 12 日、110 年 1 月 7

日、2 月 23 日召開 3 次評選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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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種，7月 8日完成閱讀

禮袋暨各公共圖書館館藏圖書配

送、8 月 4 日完成閱讀手冊及圖書

適讀年齡貼紙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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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 11月 11日至 12月 7日辦理

多元閱讀推廣計畫書面審查，並於

110 年 1 月 8 日辦理複審會議、1

月 25日教育部召開決審會議。 

2.辦理全國公共圖

書館研習及培訓

事宜。 

(1) 110 年 8 月 20 日辦理 1 場次線上

Google Meet，全國性「閱讀新視

野論壇」，參與人次計 308人次。 

(2) 110 年「創意閱讀開麥-Library 

Talk」文案徵選，共有 63 件投稿，

14 縣市 40 館參加、8 月 30 日辦

理複審會議、11 月 24 日於臺北市

立圖書館辦理分享會暨頒獎活

動。 

(3) 「閱讀起步走」公共圖書館館員暨

閱讀志工嬰幼兒閱讀推廣增能課

程，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

響，改以全國館員及志工皆能同時

間參與培訓課程線上 Google Meet

辦理，分上下午 2場，參與人次計

19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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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動及落實身

心障礙者數位

化圖書資源利

用。 

1.強化身心障礙資

源。 

(1) 委託製作電子點字書 43 種，另自

行製作 232 種及受贈 15 種，合計

新增 290 種。 

(2) 委託製作 DAISY 有聲書 40 種、繪

本口述影像有聲書 18 種、本土教

育有聲書(客語)10種，另自行製作

MP3有聲書 250 種及採購 50 種，合

計新增 368種。 

(3) 發行《點字數位圖書館》光碟第 23

集 200片及《數位有聲圖書館》光

碟第 19 集 200 片，郵寄圖書館、

特教學校及相關身心障礙團體等

共138個服務單位，推廣資源利用。 

(4) 購置 EPUB 電子書 438 種，另自行

製作 EPUB電子書 741種、PDF 電子

書 171種，合計新增 1,350 種。 

(5) 委託製作雙視圖書 177 種 180 冊，

另自行製作 107 種 190 冊及受贈 1

種 3冊，合計新增 285 種 373 冊 

(6) 委託製作臺灣手語電子繪本合計

15種。 

2.建構身心障礙數

位資源平臺。 

(1) 擴充功能、改善及開發行動服務軟

體： 

① 持續改善系統易用性：調整各項

有聲/影像資源播放器，比照

YouTube 作功能及介面優化，例

如熱鍵及語速調整；【聯絡與諮

詢紀錄】新增可來回連續問答的

功能並改善使用介面，更能方便

讀者追蹤所反映問題之修正進

度；為使更多身心障礙讀者能前

來利用，系統更名為「無障礙閱

讀資源整合查詢系統」。 

② 聯合書目及館際互借服務方

面，新增與「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圖書館愛盲有聲雜誌無障礙網

站（原交大數位愛盲有聲書網）」

合作介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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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持續改善系統易用性：大幅更新

各項資源播放介面的易用性，其

中電子書（EPUB/PDF）接軌國際

epub3 標準，重新設計閱讀介

面，增加語音設定且可自選語

音、增加進度軸，整合閱讀及聆

聽模式，章節選擇功能移入，減

少畫面切換的頻率；為使更多身

心障礙讀者能前來利用，APP更

名為「無障礙閱讀」APP。 

(2) 新增身心障礙館藏資料編目建檔

1,877 種（2,392 件）及整合至查

詢目錄。 

3.推廣身心障礙讀

者服務。 

(1) 與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新北市政府

養護工程處、中和區公所等跨單位

合作改善中和路400巷及中安街無

障礙交通動線，並於本館廣場至大

門間鋪設導盲磚，提升行動不便者

到館自主性，另購置身心障礙輔具

設備，包括高速雙面點字印表機 1

臺、雙面盲用點字印表機 1臺及 A4 

連續報表紙彩色噴墨印表機 1 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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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 147場(4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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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小時)及志工專業課程訓練 1 場(3

小時)。 

(4) 110年 2 月 2日至 12 月 17 日辦理

「視障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易

用性研究」委託研究案 1件。 

(5) 辦理身心障礙研究優良學位論文

及期刊論文獎助，受理申請博士論

文 1 篇、碩士論文 24 篇、期刊論

文 11 篇；經評審後計獎助碩士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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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3篇、碩士論文佳作 2篇及期刊

論文 1篇。 

4.加強館際合作。 (1) 召開計畫諮詢會議 1 場次、論文獎

助審查會議 2 場、工作小組會議 1

場、委託研究案期末報告審查會議

1 場、手語書製作審查會議 2 場、

口述影像有聲書製作審查會議 1

場。 

(2) 獲 36 家出版社、10 個政府單位及

身心障礙服務單位共捐贈2,295種

2,521件出版品電子檔。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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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

合作備忘錄。 

(4) 與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續

簽「閱讀小護士 用心陪伴您－臺

圖讀 Bar＠聯合」110 年度合作備

忘錄。 

(5) 與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合作簽署 110-111年「走讀好客：

客家文化繪本X身心障礙圖書資源

轉製推廣計畫」。 

(6) 與內政部消防署合作「防災教育系

列：防颱小故事《阿萌日記》身心

障礙特殊圖書資源轉製推廣計

畫」。 

(7) 與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合作

「製作特殊格式圖書資源暨合作

推廣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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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6冊/件。 

2.蒐集親子、青少

年、樂齡、新住民

主題圖書資料。 

(1)新增各類型適合親子、青少年閱讀

之優良、得獎中西文圖書資料計

6,812冊/件。 

(2)新增適合樂齡讀者閱讀之各類型圖

書資料計 1,217 冊/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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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增適合新住民讀者閱讀之多元主

題圖書資料計 1,029 冊/件。 

3.蒐集得獎、暢銷熱

門、優質電子書 

110年度新增電子書 609種 623冊。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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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方式，使新書上架時程由 90 日縮

短為 30 日，110 年度共辦理 12次「中

文閱選訂購」，共計採購 1,253種 2,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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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配合樂齡服務計畫，以樂

齡讀者(55歲以上)為對象，採取紙

本問卷及焦點團體訪談 2 階段方式

調查，調查重點由單純的服務滿意

度擴大至樂齡者閱讀需求與使用習

慣，並探索其對圖書館服務、資訊

服務的期待。第 1 階段問卷共回收

813 份問卷，其中男女比約為 45

％：55％，退休者占 53％。整體滿

意度中有 89.37％的讀者表示滿意。 

(2)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

原先規劃於 5、6月發放之問卷延至

9 月發放，第 2 階段焦點團體訪談

延至 12 月至 111年 1月進行，預計

111年 4 月辦理完成。 

2.辦理志工滿意度

問卷調查。 

原訂於 110 年 10 月份辧理本館志工滿

意度問卷調查，惟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疫情影響，志工於 110 年 5 至 10 月

均暫停服勤，因出勤時數過短暫停辦

理，預計 111年 10 月再行辦理。 

3.推動提升電話服

務品質措施。 

(1)110 年每季辦理電話禮貌測試，第

1、3季與國家圖書館互相測試，另

2 季由本館同仁、志工擔任秘密施

測員。 

(2)全年總平均 94.28 分，較 109 年總

平均 93.13分，整體分數提升 1.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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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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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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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齡&親子繪本讀

書會」、「閩南語繪本故事」等、

原住民繪本故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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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宗教博物館、步步出版社、

新北市新店耕莘醫院早療發展中

心、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合

辦「UberRead 線上外文繪本故事活

動」、「Leo Lionni 繪本共讀技巧

培訓講座」、「奇幻精靈劇場」、

「世界宗教動物園-臺灣篇」、「不

耍花招的說故事基本功」故事技巧

培訓講座、「閱讀小護士」早療兒

童繪本活動等，共 96 場次，參與人

次計 2,960人。 

(3)辦理兒童主題圖書展 12 場次，包含

「韓國繪本」、「蔬菜運動會」、

「好書大家讀 2020 年度最佳少年

兒童讀物」、「壞習慣，走開!」、

「小行動•大改變」、「同理心」、

「洞」、「漫遊臺灣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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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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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樂齡活動： 

A.與技嘉教育基金會合辦樂齡

電腦學習課程「Fun 玩手機：

InShot 相片影片編輯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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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3場次，參加人次計 63人

次。 

B.辦理「銀光學苑：一起做小

誌」活動，邀請繪本作家信

子老師帶領樂齡朋友一起製

作小誌，計 4 場次，參加人

次計 42 人次。 

C.辦理「銀光學苑：銀髮魔方

幸福同堂」活動，邀請宏國

德霖科技大學江崇標教授帶

領 6 位青年助教引導樂齡朋

友進入魔術方塊世界，計 3

場次，參加人次計 67人次。 

② 辦理「110年樂在多元@臺灣」

系列活動： 

A.110年 10月 30日至 11月 14

日辦理「聚焦緬甸」主題活

動 4 場次，分別是緬甸服飾

文化與體驗、緬甸的宗教文

化與建築工藝、緬甸華人的

漂流—從華新街到龍崗、緬

甸節慶與傳統樂器三寶介

紹，參加人次共計 138人次。 

B.110年 10月 31日至 12月 25 

日辦理「東南亞飲食文化」

主題活動 4 場，美味料理關

鍵有魚露、在臺灣尋找南洋

市集、讀懂南洋辛香料密

語、清真飲食與伊斯蘭齋戒文

化，參加人次共計 169人次。 

C.110年 11月 13日至 12月 12

日辦理「東南亞表演藝術」

主題活動 4 場次，分別是越

南 民 間 舞 蹈 與 斗 笠 彩 繪

DIY、柬埔寨的表演藝術、爪

哇偶戲的文化、歷史美學、

爪哇戲劇卷軸 DIY，參加人次

共計 121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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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10年 11月 3日至 12月 4日

辦理「紀錄片導賞與欣賞」5

場次，分別是紀錄片導賞：

下南洋—世界的南洋、紀錄

片欣賞：下南洋—華南之洋･

南墾之帆、紀錄片欣賞：下

南洋—異鄉家園･移民血

淚、紀錄片欣賞：下南洋—

百年蘭芳･華僑心路、紀錄片

欣賞：鳥瞰東南亞—印尼及

馬來西亞，參加人次共計 97

人次。 

E.110 年 11 月 1 日至 12 月 30

日辦理「闖關學習好禮送」

活動，民眾參觀 2 樓多元文

化資源中心，參加本系列任 1

活動，並 1 次借閱 5 本圖書

者，即可兌換好書 2 本，活

動參加人次計 18人次。 

③ 青少年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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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冊，共計 9場，

參與人次計 4,692人次。 

(2) 辦理電子資源推廣課程 33 場次，

參與人次計 1,545人次。 

(3) 辦理優良政府出版品主題書展及

講座推廣活動： 

① 9月份辦理「以文化和歷史作為

品牌：〈掛號〉的設計編輯力」

專題講座及「進擊的 1920-臺灣

新文化運動超展開」主題書展。

10 月份辦理「次元展開：看進

日漫、台漫的御宅之眼」專題講

座及「想像力是我們的超能力：

虛/實融合的次元世界-ACGN」

主題書展。合計書展參觀及講

座參與人次共計 1,638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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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跨組合辦一般圖書及政府出版

品主題書展 4 場次：11 月份 2

場--「民族主義，有必要嗎？」

／「原住民．運動中」；12 月

份 2場--「圖鑑大百科-上」／

「為什麼它這麼好吃」。 

(4) 110年 3 月 20日辦理「好書交換活

動」1場次，共計 350人次參與、

換書冊數 2,012 冊、過期期刊販售

53 冊。對推廣閱讀風氣及活化圖

書生命力甚具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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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春季閱讀節─春暖花

開享閱讀」活動自 3 月 20 日舉辦

12 項活動，參加人次共計 1,307

人次。 

(2) 夏季活動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疫情影響停止辦理。 

(3) 秋季閱讀公園因應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疫情，改以帶狀活動方式辦

理「秋日閱讀曆」活動，自 9月 25

日至 10 月 31 日舉辦 21 項活動，

參加人次共計 1,221 人次。 

(4) 冬季於 12 月 4 日至 5 日擴大辦理

「110 年臺灣閱讀節─閱讀𥴊仔

店」活動，結合共 22 個協辦藝文

團體和基金會資源，舉辦 30 種室

內、外閱讀體驗活動、表演、體驗

活動、講座與書展等，參加人次共

計 1萬 9,169人次。 

(六)試辦公共出

借權，鼓勵本

土創作與出

版 

執行國立公共圖書

館試辦「公共出借

權」計畫。 

(1) 整合本館借閱紀錄，排除不符資格

之書目，總計匯入 6 萬 2,403 筆書

目至 PLR（Public Lending Right，

公共出借權）登記系統暨管理系統

平臺。 

(2) 3月 1日至 5月 31日針對出版社提

交書目進行資格審核，並於 4 月 1

日至 30日，每周二至六進行現場諮



 

 

業務計畫 績效目標 實施績效成果 

詢與登記服務，110 年度本館共審

核 29間出版社，約 1,920筆書目。 

(3) 109 年度補償酬金於 110 年 9 月底

全數發放並公告。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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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招生 2

期，第 1 期招生 25 班，因應疫情

升高與配合新北市政府政策，課程

至 5 月 12 日起停課；第 2 期招生

20班，招收學員共計 850 名。 

(2) 辦理閱讀講座及與作家有約導讀

活動，共 35 場(含 15 場線上講

座)，參與人次計 3,084 人次。 

(3) 辦理各類社教藝文展覽 23 場次，

參與人次計 7萬 2,219 人次。 

(4) 結合相關機構推廣活動 7場： 

① 1月 7日至 2月 7日於本館雙和

藝廊舉辦「繼往開來—黃光男水

墨手卷特展·特邀鄭英耀、盧福

壽合展」，與帝門藝術教育基金

會、緻圓股份有限公司國臺圖營

業所合辦，參觀人次計 2,675

人次。 

② 3月 11日至 4月 11日與中華民

國兒童文學學會合辦「漫遊世界

•童心童畫～劉宗銘作品展」，

參觀人次計 2,245人次。 

③ 4月 3日與新北市立中和國中、

臺灣京劇團合辦「駐館作家閱讀

推廣活動 -閱讀文學欣賞戲

曲」，計師生參加人數約 300

人次。 

④ 7月 30日至 8月 31日與國立歷

史博物館合辦「書封/畫風：書

封設計的斜槓年代」線上展覽，

參觀人次計 1,185人次。 

⑤ 11月 6日與國語日報合辦「「國

際教育與讀報」線上講座」，參

加人次計 201人次。 

⑥ 11月 19 日與內政部合辦「喪禮



 

 

業務計畫 績效目標 實施績效成果 

性別平權推廣講座」，參加人次

計 112人次。 

⑦ 12月 23日與天下雜誌教育基金

會合辦【永續閱讀工作坊】，參

加人次計 80人次。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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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度配合教師教學需要，推動

臺灣學推廣業務轉型，於基隆、鹿

港、屏東辦理「臺灣歷史現場踏查」

北、中、南區 3場次，每場次招收

30 名現職教師走訪重要歷史現

場，以實際體驗增加教師的歷史認

識與教學知能。 

(2) 辦理「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行動

展覽館」，至高中職以上學校及公

共圖書館等單位展出，惟受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並配合政

府社交距離等政策，致多所單位取

消展期，110年度共計辦理48場次。 

(3) 於基隆、臺中、高雄辦理「臺灣文

史教學研習」北、中、南區 3場次。 

(4) 編印出版《臺灣學通訊》雙月刊與

電子報5期(No.120-124)與特刊第

3 號，並提供教學信箱、經營粉絲

專頁，維護「臺灣學通訊資料庫」，

上傳開放至本館數位典藏查詢系

統，提供更多元的數位資訊服務。 

2.設計創意加值產

品，行銷館藏特

色。 

(1) 110 年度於本館辦理 4 場文創品特

賣活動，行銷文創品。 

(2) 運用館藏《享和三年癸亥漂流臺灣

チョプラン島之記》開發「福爾摩

沙歷險記」教材教具(桌遊) 1 款，

讓讀者透過「玩中學」更了解圖書

館功能與特色。 

(3) 110 年度加製 3 款文創品(采風書

籤「花卉」、「舂米」2 款、采風

紙袋 1款)及開發 2款文創品(采風

12 色鉛筆、福虎紅包袋)，行銷臺

灣學館藏。 



 

 

業務計畫 績效目標 實施績效成果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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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計 400 人次出席。編輯相關館藏

資料延伸閱讀書目共 1,018 條，提

供網路下載，並展示 267 冊圖書。

另經授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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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6日於新北市

立圖書館總館、8 月 2 日於國立國

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11 月 23 日

於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12

月 16 日於東海大學歷史學系介紹

館藏特藏資料，共 4 場次、參與人

次共計 1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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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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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名，每人新臺幣 3 萬

元；碩士佳作論文 8 名，每人新臺

幣 8千元。 

(2)於 110 年 12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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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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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本(件)。 

(2)圖書除黴、冷凍除蟲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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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齡『印相』中的讀冊年

代--臺灣日治時期教育寫真簿冊暨

裝幀」特展。 

(2)編印「臺灣日治時期教育寫真簿冊」

1種，宣傳圖書維護觀念。 

(十一)研究出版。 編 印 本 土 教 育 刊

物，加強研究推廣。 

編印出版《在地》本土教育半年刊第 1

期、第 2 期，共印製 1萬 2,000 冊。 

(十二)建構 e 化環

境，提升資

訊服務。 

提升網路資訊服務。 (1)110年度無線網路使用人次為 20萬

7,451人次。 

(2)110 年度官網瀏覽人次為 443 萬

3,572人次。 



 

 

業務計畫 績效目標 實施績效成果 

(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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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用電度數較 109 年度減少 8.05

％，已達預期績效，賡續配合政府節能

政策執行用電效率管理計畫。 

(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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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團，計 469 人次參

訪，較去年減少 25.20％，主要係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自 5 月 15

日至 7月 12日停止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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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1團次，參觀人次計 1萬 5,707

人次，較去年減少 50.09％，主要

係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

自 5月 15日至 7月 12日停止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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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場次，參與人次計 1,172 人，較去

年減少 90.27％，因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疫情影響所致。 

3.辦理「中山樓展演

活動」。 

夏季、秋季展演活動因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疫情影響，延至 111年 2 月及 10

月辦理。 



 

 

二、收支餘絀情形： 

   (一)收入部分： 

本年度收入決算數 2億 4,199萬 8,170元，較預算數 2億 1,730

萬 4,000元，計增加 2,469萬 4,170元，約 11.36％，分述如下： 

1. 業務收入：本年度決算數 2億 378萬 4,288元，較預算數 1億 7,866

萬 5,000 元，計增加 2,511萬 9,288 元，約 14.06％，主要原因分析

如下： 

(1) 勞務收入：本年度決算數 88 萬 6,789 元，較預算數 174 萬 4,000

元，計減少 85 萬 7,211 元，約 49.15％，主要係受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疫情影響，中山樓門票收入較預計減少所致。 

(2) 教學收入：本年度決算數 3,081 萬 5,511 元，較預算數 2,767 萬

9,000元，計增加 313萬 6,511元，約 11.33％，主要係辦理「110

年『閱讀起步走』輔導暨前置作業計畫」、「本土三十-前瞻踏實

─本土文化教育研討會實施計畫」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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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8 萬 1,988 元，較預算數

1億 4,924 萬 2,000 元，計增加 2,283 萬 9,988 元，約 15.30％，

主要係「110 年度發展館藏特色及強化營運服務計畫」等補助款

較預計增加所致。 

2. 業務外收入：本年度決算數 3,821 萬 3,882 元，較預算數 3,863 萬

9,000元，計減少 42 萬 5,118 元，約 1.10％，主要原因分析如下： 

(1) 財務收入：本年度決算數 23 萬 3,949 元，較預算數 43 萬 3,000

元，計減少 19 萬 9,051 元，約 45.97％，主要係基金專戶及定期

存款利息收入較預計減少所致。 

(2) 其他業務外收入：本年度決算數 3,797萬 9,933元，較預算數 3,820

萬 6,000元，計減少 22萬 6,067 元，約 0.59％，主要係因應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紓困方案減免權利金，致資產使用及權利金

收入較預計減少所致。 

 (二)支出部分： 

本年度支出決算數 3 億 1,186 萬 935 元，較預算數 2 億 8,007

萬 3,000元，計增加 3,178萬 7,935 元，約 11.35％，分述如下： 

1. 業務成本與費用：本年度決算數 3億 1,074萬 3,234元，較預算數 2

億 8,007萬 3,000元，計增加 3,067 萬 234元，約 10.95％，主要原

因分析如下： 

(1) 勞務成本：本年度決算數 2億 1,382 萬 3,404元，較預算數 1 億

9,107 萬 6,000 元，計增加 2,274 萬 7,404 元，約 11.09％，主

要係「110 年度發展館藏特色及強化營運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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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2萬159元，較預算數2,198萬 9,000



 

 

元，計增加 793 萬 1,159元，約 36.07％，主要係辦理「110 年『閱

讀起步走』輔導暨前置作業計畫」、「本土三十-前瞻踏實─本土

文化教育研討會實施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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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99 萬 9,671 元，較預算數

6,700萬 8,000 元，計減少 8,329 元，約 0.01％。 

 (三)餘絀部分： 

本年度決算短絀數 6,986 萬 2,765元，較預算短絀數 6,276 萬

9,000元，增加短絀 709萬 3,765元，約 1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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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億 695 萬 8,946 元，較預算數 1 億 140

萬 8,000 元，計增加短絀 555 萬 946 元，約 5.47％，主要係受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中山樓門票收入較預計減少所致。 

2. 業務外賸餘：本年度決算數 3,709 萬 6,181 元，較預算數 3,863 萬

9,000 元，計減少 154 萬 2,819 元，約 3.99％，主要係因應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紓困方案減免權利金，致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較

預計減少所致。 

三、餘絀撥補實況： 

短絀之部：本期決算短絀數 6,986 萬 2,765元，連同前期待填補短

絀 2億 9,622萬 3,620元，共計待填補短絀 3億 6,608萬 6,385元，除撥

用公積 1,829 萬 9,000 元填補短絀外，尚有待填補短絀數 3 億 4,778 萬

7,3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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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2,259萬 1,288 元，

較預算數現金流出 901 萬 9,000 元，計增加現金流入 3,161 萬 288

元，約 350.49％，包括： 

1. 本期短絀 6,986 萬 2,765元。 

2. 利息股利之調整 23 萬 3,949 元。 

3. 調整項目 9,245 萬 4,053元，其中： 

(1) 固定資產折舊 3,838萬 1,581元。 

(2) 無形資產及遞延費用攤銷 2,006萬 9,514元。 

(3) 處理資產短絀 111萬 7,701元。 

(4) 其他 187萬 3,376元。 

(5) 流動資產淨減 3,890萬 6,455元。 

(6) 流動負債淨減 414萬 7,822元。 

4. 收取利息 23 萬 3,949 元。 

(二)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本年度決算數 1億 2,310萬 7,431元，較預算

數 5,724萬 3,000元，計增加 6,586萬 4,431元，約 115.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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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萬

7,880元。 



 

 

2. 增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礦產資源 3,818萬 1,903元，其中增加

機械及設備 1,309萬 988元、交通及運輸設備 73 萬 9,660 元、什

項設備 2,179 萬 5,005元及購建中固定資產 255萬 6,250 元。 

3. 增加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 8,470萬 7,648 元，其中增加無形資產

630萬 8,750 元及其他資產 7,839 萬 8,898元。 

(三)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本年度決算數 6,241萬 1,113元，較預算數

4,811萬元，計增加 1,430萬 1,113 元，約 29.73％，包括： 

1. 增加短期債務、流動金融負債及其他負債 1,960 萬 7,292 元，係增

加其他負債之數。 

2. 增加基金、公積及填補短絀 5,821萬 8,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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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1 萬 4,979 元，係減

少其他負債之數。 

(四)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減 3,810萬 5,030元，加計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1

億 897萬 8,926元，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為 7,087萬 3,896元。 

五、資產負債情況： 

(一) 資產總額計 32 億 9,155萬 1,809元，包括： 

1. 流動資產 1 億 3,082 萬 4,744 元，占資產總額 3.97％。 

2. 投資、長期應收款、貸墊款及準備金 815 萬 7,436 元，占資產總額

0.25％。 

3.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7億 6,178萬 9,157 元，占資產總額 23.14％。 

4. 無形資產 220 萬 1,721元，占資產總額 0.07％。 

5. 其他資產 23 億 8,857萬 8,751元，占資產總額 72.57％。 

(二) 負債總額計 23 億 1,132萬 3,137元，占負債及淨值總額 70.22％，

包括： 

1. 流動負債 3,068 萬 8,687元，占 0.93％。 

2. 其他負債 22億 8,063 萬 4,450元，占 69.29％。 

(三) 淨值總額計 9億 8,022萬 8,672元，占負債及淨值總額 29.78％，包

括： 

1. 基金 10 億 3,363萬 3,413元，占 31.40％。 

2. 公積 2億 9,438 萬 2,644元，占 8.94％。 

3. 累積短絀 3 億 4,778 萬 7,385 元，占負 10.57％。 

六、其他：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