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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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助公共圖書館

閱讀推廣與館藏充實實

施計畫－輔導與訪視。 

1.協助及輔導獲補

助圖書館計畫執

行。 

(1)101 年 1 月 17 日完成複審

作業並陳報教育部進行決

審。 

(2)圖書及文宣依計畫配送至

各縣市文化局圖書館，總

計配送圖書 15 萬 4,080

冊、《閱讀從 0 歲開始》

父母手冊 6 萬 7,680 本、

「適合寶寶看的書」推薦

書單 6 萬 7,680 份，協助

各圖書館計畫執行，全國

計有 5 萬 5,440 名兒童獲

贈閱讀禮袋。 

2.辦理審查委員訪

視事宜。 

101 年辦理完成訪視 12 場

次，並將訪視紀錄函送訪視圖

書館，提供未來執行計畫之參

考。 

3.辦理閱讀起步走

研 習 及 培 訓 事

宜。 

閱讀起步走嬰幼兒閱讀推廣

種子人員及志工培訓分北中

南東四區舉辦，於本館、花蓮

縣政府文化局、臺中市政府文

化局及高雄市立圖書館辦

理，計 4 場，共 22 縣市 255

位館員、128 位志工參加，參

與人次計 383 人。 

(二)擴充特色館藏。 1.蒐集臺灣研究相

關資料。 
增加臺灣文獻特藏 6,909 冊/

件，除由年度購書經費項下勻

支外，另透過國內外機關團

體，以交換、索贈等方式，徵

集無法經由銷售管道取得之

資料，以有效撙節公帑。 

2.充實視障館藏資

料，提供視障讀

者終身學習。 

增加電子點字書 689 種，並上

傳網站提供視障者線上瀏覽

及下載；增加電子有聲書

1,199 種，提供視障者借閱；

另發行點字書及有聲書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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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績效目標 實施績效成果 

行動光碟各 3,000 片，並寄送

視障圖書館、視障學校、視障

團體及視障者共約 850 個單

位，以促進資源共享及館際合

作。 

(三)提升服務品質。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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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新書上架時程由 90

日縮短為 30 日，本年度共辦

理 13 次「閱選訂購」，約採

購 2,195 種、4,378 冊新書，

佔本館全年度中文圖書採購冊

數 1 萬 7,671 冊之 24.78%。 

2.辦理讀者意見及

服務滿意度調

查，俾利服務成

效評估。 

101 年 6 月 1 日至 30 日進行

讀者意見及服務滿意度調

查，發放 1,000 份問卷，整體

調查之滿意度達 82.6%，較

100 年滿意度提升 0.3%，顯示

本館對於提升服務品質之努

力，獲得讀者認同與肯定。 

3.推動提升服務品

質實施計畫。 

 

(1)為全面提升服務人員（含

志工）專業知能及服務品

質，辦理 33 場次閱覽區及

服務臺流通、有聲書數位

錄音、點字研習、視障者

行動導引、電子資源、參

考組業務簡介暨展覽導覽

觀摩、圖書修復及臺灣學

等志工專業服務訓練課

程，參與人次計 639 人。

又為加強本館服務人員服

務禮貌和服務品質，陸續

薦送 42 位同仁參加「國際

禮儀研習班」、「圖書館

創意服務規劃研習班」、

「溝通與協調研習班」、

「問題分析與解決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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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績效目標 實施績效成果 

班」、「危機處理研習班」、

「優質與平等：芬蘭的公

共圖書館服務」、「圖書

資訊學基礎研習班」、「數

位時代公共圖書館發展趨

勢國際研討會」及「多元

族群文化研習班」等 29 種

圖書館服務專業研習課

程。另為強化館員對本館

各項服務規定與回應讀者

意見方面的認知，視情況

即時召集會議，會議中以

工作實例共同討論，藉以

增進館員間之意見交流，

增進實務服務技能。 

(2)分別於 3 月、6 月、9 月及

12月按季執行電話禮儀測

試並公布測試結果；就測

試成績及優缺點個別通知

受測人員與其直屬主管，

以收即時改進及獎勵之

效，並作為同仁服務品質

考核之依據。 

(3)有關讀者投書統計，100

年度負面意見計有 96

件，占投書總件數 221 件

之 43.44%；而 101 年度同

期負面意見計有 69 件，占

同期投書總數 235 件之

29.36%，降幅達 14.08%，

由於全館同仁積極努力，

整體服務品質與服務績效

明顯提升，因此負面意見

投書率已大幅降低。 

(四)強化親子及多元族群閱

讀。 

1.鼓勵親子閱讀，推

展親子閱讀風氣。 
(1)舉辦多元化的親子活動： 

  A.搭配本館館藏特色，除

例行性每週三「故事童

樂會」說故事活動、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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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績效目標 實施績效成果 

月第一週六「繪本童書

園」說故事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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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

寒假閱讀不放假-2012

寒假閱讀護照活動」、

2012 年「漫遊臺灣趣」

暑期活動、童書作家與

小讀者有約、四川兒童

偶戲展、描繪親子互動

的創意童「畫」、「老

鼠偷吃我的糖」故事劇

場、多元故事童樂會等

活動。 

 B.透過異業聯盟，結合其

他資源，與信誼基金

會、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等文教單位，以及世界

展望會北區辦事處等機

構合辦閱讀活動，豐富

親子活動的多元性，以

吸引任何對兒童閱讀有

興趣的讀者到館參加。 

  C.以多元文化為主題，結

合圖書、影片等館藏資

源，增加小讀者對多元

文化的了解，以閱讀和

世界接軌。 

  D.全年度總計辦理親子活

動共 153 場，參與人次

計 1 萬 2,674 人。 
(2)親子資料中心 101 年到館

人次計 37 萬 7,800 人，借

書量達 36 萬 3,215 冊。 

2.推動多元族群終

身學習。 

 

(1)辦理 42 場樂齡、新住民、

青少年系列講座及閱讀推

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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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績效目標 實施績效成果 

 

 
A.辦理新住民「臺語學習

課程」、「電腦學習課

程」、「好聽好看－東

南亞視聽資料導讀活

動」、「繽紛多元：東

南亞影展」、「繽紛多

元：新住民書展」及伊

甸基金會外配參訪等活

動共 24 場，參與人次計

3,127 人。 

B.辦理樂齡之電腦學習課

程共 8 場，參與人次計

160 人、「樂活健康講座」

共 3 場，參與人次計 180

人及樂齡電影欣賞與書

展等活動共 5 梯次，參

與人次約 900 人。 

C.辦理「青少年樂讀漫畫」

及「青少年愛看電影」

共 2 梯次，參與人次計

58 人。 
(2)辦理 21 場主題書展： 

A.辦理主題書展共 20 場

次並提供延伸閱讀書

單，書展主題包含樂

齡、新住民、青少年等

多元族群，提供其終身

學習並提升閱讀能力。 

B.為提供在臺灣之東南亞

新住民更豐富的圖書資

源服務，與臺北市立圖

書館合作辦理「多元文

化館藏交換聯展」活

動，於 101 年 7 月 1 日

至 10 月 31 日於本館二

樓多元文化資源區展

出。 

(3)已購置適合青少年閱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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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績效目標 實施績效成果 

優良、得獎中西文讀物計

2,005 冊；增購適合樂齡讀

者之圖書計 585 冊；新增越

南、印尼、泰國及緬甸等四

國語言之多元主題圖書共

246 冊、視聽資料 276 片。 

(五)推動社會教育，強化終

身學習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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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 月及 7 月分別辦理第

50 及 51 期「終身學習研

習班」招生，共 45班，計

招收學員 900 名。 

(2)每月邀請社會知名人士與

專家辦理各類主題講座及

與作家有約，並與聯合文

學、中國時報及何嘉仁基

金會等單位合作聯合行

銷， 101 年辦理 24 場，

參與人次約 3,346 人。 

(3) 辦理社教藝文展覽共 20

場，參觀人次約 3萬 9,504

人。 

(4)結合基金會、博物館等單

位辦理異業結盟推廣活

動，以達雙贏局面，共辦

理 16 場，參與人次約 4 萬

6,801 人，列舉如下： 

 A.1 月 4 日~4 月 1 日與世      

界宗教博物館共同辦理

「龍行幻化大過龍

年」，約 4 萬 5,000 人

參觀。 

 B.1 月 8 日與新視波有線   

電視及中和區公所等辦

理「勇闖 101 祥龍賀新

春-新春嘉年華活動」，

參與人次計 300 人。 

 C.3 月 10日與教育部辦理

「青山常在、綠水長

流 — 愛 我 家 園 護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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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績效目標 實施績效成果 

球」，參與人次約 200

人。 

D.8 月 24 日與四川省教育

學會美術教育專業委員

會辦理「2012海峽兩岸藝

術教育作品交流展座談

會」計有 45 位兩岸學者

參與。 

E.8 月 3 日及 8月 9 日與新

視波有限電視共同辦理

「新視波小小記者採

訪」，參與人次計 60 人。 

F.9 月 9日與社團法人新北

市知識重建促進會合辦

「尋找在地的滋味-雙和

十美十缺主題攝影比賽

頒獎典禮與生態雙和未

來家園工作坊」，參與人

次計 50 人。 

G.9 月 22 日與台北正心箏

樂團合辦「亞洲箏樂

展」，參與人次計 566 人。 

H.9 月 22-23 日與國家圖書

館及國立臺中圖書館於

南海學園合辦教育部社

教館所「南海學園終身學

習歡樂派」活動，參與人

次約 350 人。 

I.與毛毛蟲哲學文教基金

會於 8 月 8 日至 9 月 16

日合辦「繪本阿公圖畫王

國鄭明進 80 創作展」，

參觀人數近 2 萬 5,000 人

次，並同時辦理導覽服

務、座談會、講座及親子

活動等。另透過社群媒

體，於舉辦特展期間，建

立粉絲專網與讀者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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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績效目標 實施績效成果 

(六)建置臺灣學數位圖書

館，支援教學研究。 

持續辦理館藏日文

臺灣文獻資料數位

化，建置詮釋資料

及影像系統，提供

讀者網路查詢下

載。 

(1)本年度進行有關臺灣學之

微縮資料 152 捲轉置成數

位檔案，完成圖書及期刊

影像掃瞄 28 萬 5,283 影

幅，建立詮釋資料 2,657

筆。 

(2)本年度讀者網路查詢下載

影像系統資料計 7 萬

1,629 次，較 100 年成長

23%。 

(3)本年度另與臺灣大學合作

完 成古文 書 數 位 化 計

2,867 件，共掃瞄 6,249

影幅，建立 3,579 筆詮釋

資料及古文書全文打字

133 萬餘字。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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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臺灣學系列講座」

12 場，並將演講內容置於

本館網頁「線上演講廳」

平台，透過網路擴大講座

效益。 

(2)配合講座主題提供館藏資

料延伸閱讀書單，並每月

於 5 樓入口展示區域展出

延伸閱讀資料，以加強推

廣效益。 

2.配合館藏臺灣資

料之特色，辦理

系列展覽。 

(1)於 6 樓臺灣學研究中心舉

辦「航行中的意外旅程：

館藏漂流文獻展」、「臺

灣大調查：臺灣學研究書

展」、「人文薈萃：館藏

日治時期名錄類書展」等

3場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 

(2)101 年 10 至 12 月於臺東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展出「航行中的意外旅

程：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

分館漂流文獻巡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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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館藏特色。 

3.鼓勵國內各大學

研究生研究本館

臺 灣 學 館 藏 資

料，獎助臺灣學

博、碩士論文，

並蒐集有關臺灣

學研究之博、碩

士論文。 

(1)獎助博士 2 人、碩士 6 人，

獎助金額為博士論文每人

新臺幣 5 萬元、碩士論文

每人新臺幣 3 萬元；另錄

取博、碩士各 2 名佳作。 

(2)安排得獎者發表論文及公

開表揚，得獎論文將置於

本館網頁供各界閱覽使

用。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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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辦理臺灣民族運動相關講

座 4 場。 

(2)增加展示「臺灣民族運動」

相關代表人物共計 6 位之

著作專論，以豐富該專區

資料。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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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復特藏線裝書 82 本。 

(2)修復西式平精裝書 108

本。 

(3)修復檔案地圖古文書 104

件。 

2.辦理圖書維護專

題展覽及講座，

推廣圖書保健觀

念。 

(1)辦理圖書維護專題展覽 3

場次。 

(2)辦理圖書維護研習講座 1

場次。 

(3)編印圖書維護宣傳摺頁 1

種。 

(九)研究出版。 編印臺灣學刊物，

並出版臺灣學系列

講座及館藏臺灣學

書展專輯，加強研

究推廣。 

(1)編印出版《臺灣學通訊》

月刊 12期。 

(2)編印出版《臺灣學研究》

半年刊 13期、14期。 

(3)編印出版年度臺灣學系列

講座專輯(五)。 

(4)編印出版 《典藏臺灣記

憶：2011-2012 館藏臺灣

學研究書展專輯》。 

(十)陽明山中山樓管理所業

務。

1.活用古蹟資源，創

造多元的使用場

陽明山中山樓管理所使用

場次共 71 場次，參與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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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績效目標 實施績效成果 

(101.5.20~101.12.31) 地，以提供民眾親

近社會資源的機

會。 

計 7,671 人。 

2.提供多樣性觀光

摺頁及導覽，以

提昇觀光服務品

質。 

(1)提供團體參觀導覽服

務，計服務 2,396 團次、

2萬 7,238人次之導覽解

說。 

(2)陽明山中山樓管理所導

覽摺頁簡介除現場供遊

客索取外，另分送至陽

明山管理處等觀光遊憩

景點提供遊客索取。 

3.運用社會及學

校人力資源，有

效 推展相 關所

務。 

陽明山中山樓管理所志工

共 59 人，提供導覽服務時

數計 2,668 小時。 

4.強化中山樓內

外安全維護，以

及 加強防災演

練訓練。 

辦理防護團（消防）及災害

防救訓練 1 次。 

5.與鄰近單位(情

治、陽明山國家

管 理處、消防

隊、國家公園警

察大隊、陽明山

派出所等)單位

之聯繫與協調。 

本年度配合陽管處舉辦各

類(如路跑、蝴蝶季、花季

等)活動，給予協助及開放

各場所支援。 

6.加強園區夜間

保全警衛管 理

與督導。 

(1)每天督導保全日夜間勤

務。 

(2)陽明山中山樓管理所內

外強化定期安全巡邏。 

7.重大災害之防

範及實際工作。 

遇有發布颱風警報時，除人

員留守外，並提前加強防災

防範之工作並實際處理各

項防災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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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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50 萬 0,307元，預算數 1億 5,555

萬 4,000 元，較預算數增加 2,794 萬 6,307 元及 17.97％，分述

如下： 

1. 業務收入：本年度決算數 1億 5,619 萬 0,689元，較預算數 1億

3,120 萬 4,000元，增加 2,498 萬 6,689元及 19.04％，主要原因

分析如下： 

(1) 勞務收入：本年度決算數 29 萬 8,126元，較預算數 45萬元，減

少 15 萬 1,874元及 33.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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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所致。 

(2) 教學收入：本年度決算數 409 萬 5,574元，較預算數 180 萬元，

增加 229 萬 5,574元及 127.53％，主要係「101 年閱讀推廣與館

藏充實補助計畫之輔導團工作計畫」等教育部委辦計畫收入較預

計多所致。 

(3) 其他業務收入：本年度決算數 1億 5,179 萬 6,989元，較預算數

1億 2,895 萬 4,000元，增加 2,284 萬 2,989元及 17.71％，主

要係教育部核撥陽明山中山樓管理所維持及發展經常門經費、

「101 年公共圖書館活力再造計畫」及「強化視障者電子化圖書

資源利用中程發展計畫」等教育部專案補助收入較預算數增加所

致。 

2. 業務外收入：本年度決算數 2,730 萬 9,618 元，較預算數 2,435

萬元，增加 295 萬 9,618元及 12.15％，主要原因分析如下： 

(1) 財務收入：本年度決算數 74 萬 5,111元，較預算數 40萬元，增

加 34 萬 5,111元及 86.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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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6 萬 4,507 元，較預算數

2,395 萬元，增加 261 萬 4,507元及 10.92％，主要係廠商違約

罰款收入及本館創意商品、出版品銷售收入及沒收履約保證金

較預計多所致。 

（二）支出決算數與支出預算數比較情形： 

本年度支出決算數 2億 2,721 萬 8,526元，預算數 2億 4,295

萬 3,000元，較預算數減少 1,573 萬 4,474元及 6.48％，分述如

下： 

1.業務成本與費用：本年度決算數 2億 2,708 萬 8,526元，預算數

2億 4,287 萬 3,000元，較預算數減少 1,578 萬 4,474元及 6.50

％，主要原因分析如下： 

(1) 勞務成本：本年度決算數 1 億 4,073 萬 6,336元，較預算數 1

億 4,407 萬 2,000元，減少 333 萬 5,664元及 2.32％，主要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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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列折舊、折耗及攤銷費用較預計少所致。 

(2) 教學成本：本年度決算數 320 萬 5,749元，較預算數 150 萬元，

增加 170 萬 5,749元及 113.72％，主係辦理「101 年閱讀推廣

與館藏充實補助計畫之輔導團工作計畫」等委辦計畫較預計多

所致。 

(3) 管理及總務費用：本年度決算數 8,314 萬 6,441元，較預算數

9,730 萬 1,000元，減少 1,415 萬 4,559元及 14.55％，主要係

提列折舊、折耗及攤銷費用較預計少所致。 

2.業務外費用：本年度決算數 13 萬元，較預算數 8 萬元，增加 5 萬

元及 62.50％，主要係繳回以前年度教育部補助「100 年閱讀推廣

與館藏充實補助計畫之輔導團工作計畫」結餘款所致。 

（三）決算與預算餘絀比較情形： 

本年度決算短絀數 4,371 萬 8,219元，較預算短絀數 8,739

萬 9,000元，減少短絀 4,368 萬 0,781元及 49.98％。 

1.業務短絀：本年度決算短絀數 7,089 萬 7,837元，較預算短絀數

1億 1,166 萬 9,000元，減少短絀 4,077 萬 1,163元及 36.51％，

主要係提列折舊、折耗及攤銷費用較預計少所致。 

2.業務外賸餘：本年度決算數 2,717 萬 9,618 元，較預算數 2,427

萬元，增加賸餘 290 萬 9,618 元及 11.99％，主要係利息收入、

違規罰款收入、雜項收入等較預計多所致。  

三、餘絀撥補實況： 

短絀之部：本年度決算短絀數 4,371 萬 8,219元，連同前期待填

補短絀 2億 0,496 萬 0,109元，共計短絀 2億 4,867 萬 8,328元，除

撥用公積 6,888 萬 9,000元填補短絀外，尚有待填補短絀 1億 7,978

萬 9,328元，較預算短絀數 2億 7,010 萬 1,000元，減少短絀 9,031

萬 1,672元及 33.44％。 

四、現金流量結果：  

(一)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本年度決算數 3,037 萬 9,823 元，較預

算數 474 萬 1,000元，增加 2,563 萬 8,823元及 540.79％，分述

如下： 

1.本期短絀 4,371 萬 8,219元。 

2.調整非現金項目 7,409 萬 8,042元，包括： 

(1) 固定資產折舊 5,480 萬 6,703元。 

(2) 無形資產及遞延借項攤銷 170 萬 9,097元。 

(3) 其他淨增 721元。 

(4) 流動資產淨增 99萬 9,751元。 

(5) 流動負債淨增 1,858 萬 2,714元。 

(二)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本年度決算數 1,171 萬 2,848 元，較預

算數 900 萬元，增加 271 萬 2,848元及 30.14％，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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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減少固定資產及遞耗資產 3,757元，係減少土地改良物。 

2.增加固定資產及遞耗資產 1,152 萬 2,468元，包括： 

(1) 房屋及建築 286 萬 2,117元。 

(2) 機械及設備 145 萬 2,294元。 

(3) 交通及運輸設備 87 萬 8,138元。 

(4) 什項設備 632 萬 9,919元。 

3.增加無形資產、遞延借項及其他資產 19 萬 4,137元，係增加無形

資產、遞延借項及其他資產。 

(三) 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本年度決算數 899 萬 6,551 元，較預算

數 618 萬 7,000元，增加 280 萬 9,551元及 45.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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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56 萬

4,047元，係增加其他負債。 

2.增加基金、公積及填補短絀 618 萬 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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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75 萬

4,4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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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6 萬 3,526元。 

(五)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決算數 7,593 萬 1,687元。 

(六)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決算數 1億 0,359 萬 5,2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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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9 萬 1,235元。 

2. 固定資產與暫收及待結轉帳項同額增加 8,332 萬 8,019元。 

3. 盈餘分配與虧損填補金額 6,888 萬 9,000元，係撥用公積填補虧

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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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萬 4,762元。 

5. 遞延借項與受贈公積同額增加 28 萬 5,815元。 

6. 受贈無形資產與受贈公積同額增加 287 萬 8,878元。 

7. 代管資產與應付代管資產同額增加 6億 3,669 萬 0,170元 

8. 應付代管資產轉列受贈公積數 2,065 萬 0,375元。 

五、資產負債情況： 

(一) 資產總額計 30億 9,363 萬 5,642元，其中包括： 

1.流動資產 1億 0,846 萬 2,973元，占 3.51％。 

2.投資、長期應收款、貸墊款及準備金 951 萬 7,375元，占 0.31％。 

3.固定資產 5億 8,071 萬 5,791元，占 18.77％。 

4.無形資產 327 萬 4,664元，占 0.11％。 

5.遞延借項 5,468 萬 3,350元，占 1.77％。 

6.其他資產 23億 3,698 萬 1,489元，占 75.54％。 

(二) 負債總額計24億 6,314萬5,329元，占負債及淨值總額 79.62％，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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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包括：  

1.流動負債 2,245 萬 6,032元，占 0.73％。 

2.其他負債 24億 4,068 萬 9,297元，占 78.89％。 

(三) 淨值總額計 6億 3,049 萬 0,313元，占負債及淨值總額 20.38％，

其中包括： 

1.基金 6億 2,599 萬 4,510元，占 20.23％。 

2.公積 1億 8,428 萬 5,131元，占 5.96％。 

3.累積短絀 1億 7,978 萬 9,328元，占 5.81％。 

六、其他要點：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