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圖書館作業基金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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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閱讀

推廣與館藏

充實實施計

畫」輔導事

宜。 

1.協助及輔導獲補

助圖書館計畫執

行。 

(1)105 年 2月完成「適合寶寶看的書」

圖書評選作業，5 月完成圖書採購

驗收，6月如期將圖書、《閱讀從 0

歲開始》父母手冊及《適合寶寶看

的書》閱讀手冊各 18 萬 2,000 冊配

送至各縣市文化局(處)圖書館，協

助縣市推動閱讀向下扎根，養成國

人閱讀習慣，提高國民素質。 

(2)辦理全國各縣市訪視事宜，計辦理

8縣市 16 場次公共圖書館訪視，協

助輔導縣市圖書館計畫執行，分別

訪視輔導下列圖書館：4月 19 日新

竹市文化局圖書館及北區南寮圖書

館、4月 21日基隆市中山區圖書館

及中正區杜萬全圖書館、5 月 5 日

臺中市神岡分館及潭子分館、5 月

11 日高雄縣美濃分館及旗山分

館、5月 12日屏東縣九如鄉立圖書

館及鹽埔鄉立圖書館、5月 17 日新

北市新店分館及深坑分館、6 月 1

日新竹縣新埔鎮立圖書館及北埔鄉

立圖書館、6 月 7 日宜蘭縣冬山鄉

立圖書館及員山鄉立圖書館。 

2.辦理全國公共圖

書館研習及培訓

事宜。 

(1)辦理全國公共圖書館從業人員研習

及培訓「Libmon Go！公共圖書館閱

讀推廣研習」，於 11 月 7、14、21、

28日分別於北、中、南、東區辦理，

共 4場，參與人次約 182人。 

(2)辦理「圖書資訊學基礎研習班」，

計有圖書館館員 30 位參與。 

(3)10 月 25 日假桃園市立圖書館新屋

分館、龍岡分館及大湳分館辦理公

共圖書館閱讀培力交流暨標竿學

習，參與人次計 45 人。 

(二)推動及落實

身心障礙者

數位化圖書

1.整合及強化身心

障礙資源。 

(1)透過委託及自行製作，增加電子點

字書 275 種。 

(2)委託製作 DAISY 有聲書 60種，另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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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利用。 

 

 

 

 

 

 

 

 

 

 

 

 

 

 

 

 

 

 

 

 

 

 

 

 

 

 

 

 

 

 

 

 

 

 

 

 

 

行製作 MP3有聲書 246 種。 

(3)發行《點字數位圖書館》光碟第 18

集，寄送至 108 個視障服務單位；

發行《數位有聲圖書館》光碟第

11、12集，寄送至 123 個視障、學

障及其他身心障礙服務單位，推廣

資源利用。 

(4)透過委託及自行製作，增加雙視圖

書 216冊。 

(5)購置 1,386 冊紙本書、徵集圖書電

子檔 576 種 682 件；另透過採購、

贈送及自行製作管道，增加 EPUB3

電子書 1,002 種及 PDF 電子書 24

種。 

(6)結合臺灣閱讀公園啟動系列活動，

辦理捐贈圖書電子檔表揚 1場。 

2.建構身心障礙數

位圖書館單一窗

口。 

(1)持續強化視障資源平臺功能，完成

數位版權管理系統、電子資源整合

查詢系統功能擴充與行動服務輔助

軟體功能改善開發等，以更貼近身

心障礙者的閱讀需求。 

(2)書目資料 3,166 件編目及整合至查

詢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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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劃辦理「105 年度視障資料中心整

修工程」及汰換身心障礙者閱讀輔

具等資訊設備 1 批。 

(2)辦理身心障礙者研習及推廣活動

36場。 

(3)辦理服務人員及志工專業課程訓練

3 場及「提升圖書館身心障礙服務

專業知能」工作坊 3 場。 

(4)辦理身心障礙圖書資訊服務相關委

託研究案 2 件，進行「圖書館身心

障礙讀者服務指南研究」(期程 104

年 3 月 24 日至 105 年 3 月 31 日)

及「特殊版本圖書資源合作共享制

度規劃之研究」(期程 105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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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至 106年 4 月 15日)。 

(5)辦理身心障礙研究優良學位論文及

計畫書獎助作業，計獎助碩士論文

2件、佳作 1 件；論文計畫書獎助 1

件。 

4.加強館際合作。 (1)召開 7 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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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場、委託研究案審查會議 1 場、

論文獎助審查會議 2 場及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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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場

等。 

(2)與雙和醫院跨界合作辦理「讓閱讀

無所不在 臺圖讀 Bar@雙和」計

畫，以兒科候診室為起站，拓展閱

讀推廣據點，期透過閱讀安頓就醫

民眾身心靈的不適，達到更好的照

護成效。 

(3)獲 18家出版社及 5個政府單位同意

捐贈紙本書電子檔；持續與淡江大

學視障資源中心、彰化師範大學圖

書館、清華大學盲友會、國立公共

資訊圖書館及高雄市立圖書館等單

位建立書目合作機制，以擴展視障

電子資料之整合與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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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採購、交換、索贈等多元方式，增

加臺灣文獻特藏 4,645 冊/件及電子資

料庫 5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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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4冊/件。 

(2)新增適合樂齡讀者閱讀之圖書資料

計 981冊/件。 

(3)增購適合新住民讀者閱讀之多元主

題圖書及視聽資料計 974冊/件。 

3.精簡圖書採購程

序，縮短新書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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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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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 採購方式，使新書上架時程由 90 日縮

短為 30 日，本年度共辦理 12 次「中文

閱選訂購」，約採購 1,327 種、2,616

冊/套新書。 

(四)提升服務品

質。 

1.辦理讀者意見及

服 務 滿 意 度 調

查，俾利評估服務

成效。 

105 年 8 月 23 日至 9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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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樣人數共計

4,539 人次，問卷發放數共計 2,162

份，有效樣本數為 2,101 份，問卷整體

有效樣本達 97.18％；整體滿意度達

98.71％，與 104 年滿意度 99.17％相

較，滿意度雖略微降低 0.46％，但仍

可顯示大多數讀者對於本館之各項服

務感到滿意。 

2.推動提升電話服

務品質措施。 

105 年每季辦理電話禮貌測試，共計 4

次，全年總平均 93.2 分，較 104 年總

平均 91.23 分進步 1.97 分，顯示本館

服務品質已有提升。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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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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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一場小黑熊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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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書館大探索」等活動。並結合社會

資源，與臺北商業大學應用外語

系、積穗國小、傳影互動股份有限

公司及世界宗教博物館合辦「英語

童話故事城堡」、「神廚－親子影

片導賞暨分享活動」、「小創客•

大夢想系列活動」及「亞斯的國王

新衣」故事戲劇活動、「2016 我的

家庭真可愛－家庭教育與親子共讀

推廣活動」等，共 187 場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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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計 1 萬 2,405人。 

(2)辦理兒童主題圖書展 10 場次，包含

「歐洲繪本大賞」、「晚安故事」、

「馬景賢先生紀念童書展」、「小

小海洋探險家」、「小小偵探冒險

家」、「好書大家讀 2015年度最佳

少年兒童讀物展」、「繪本運動會」、

「我把繪本變好吃了」、「男生女

生ㄆㄟˋ」、「工作變變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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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10場次，參與人次計

6,14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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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新住民電腦學習班活動共

17場次，參與人次計 411人。 

○2 辦理青少年活動推動閱讀「青少

年暑期充充電系列活動」，包括：

「這位臺灣郎會說 25種語言」、

「別把鑽石當玻璃珠」、「在白

天做夢的人」等 3 場青少年講

座，參與人次計 187 人。 

○3 「找到自己夢想起飛」青少年主

題書展，閱覽人次計 7,676人。 

○4 「詩人出少年：一行詩創作大

賽」，投稿參賽計 220人。 

○5 「破風－青少年電影導賞」，吸

引約 200 人觀賞。 
(2)辦理電子資源推廣課程共 12 場

次，參與人次計 386 人。105 年度

電子資源使用人次計 5 萬 2,358 人

次，較 104年度之成長率為 9.82%，

顯見強化分眾行銷之效益。 

(3)辦理「性別平等最美好！快樂生活

沒煩惱」與「環養綠色大地！保育

永續生命」優良政府出版品主題書

展共 2 場次；「玉見臺灣－玉石之

美與傳奇」、「老後的生活」、「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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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之美」及「青少年小說」政府出

版品熱門主題書展共 4 場次；「男

女互尊重！相處樂融融」與「環境

生態齊保護！綠色經濟新視野」專

題講座活動共 2 場次，獲民眾熱烈

響應，參與人次計 6,394 人。 

(4)105 年 1 月及 7 月各辦理 1 次好書

交換活動，獲民眾熱烈響應，參與

人次計 2,474 人、交換圖書冊數達

1萬 1,637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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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1 月及 7 月辦理「終身學習

研習班」2期招生，共開設 45班，

招收學員 858名。 

(2)辦理與作家有約等閱讀推廣活動，

共 24場次，參與人次計 3,762 人。 

(3)辦理社教藝文展覽共 22 場次，參與

人次約 4 萬 306 人。 

(4)與書店、基金會、出版社等共同辦

理閱讀推廣活動共 35場，重要活動

如下: 

○1 1 月 9 日參與科教館辦理之「教

育部聯合行銷記者會與玩創春遊

趣活動」，本館攤位參與人次約

506人。 

○2 2 月 16 至 21 日與國家圖書館合

作參加「2016臺北國際書展」，

推廣本館出版品，參與人次約

5,980人。 

○3 3 月 8 日至 5 月 1 日與國立臺灣

史前文化博物館合作辦理「玉見

臺灣遇見國寶－臺灣史前玉器特

展」，觀賞人次約 3,780人。 

○4 8 月 7 日與臺灣合唱音樂中心合

辦「2016 臺灣國際重唱藝術節臺

灣盃現代阿卡貝拉大賽－青年組

北區初賽」，參與人次約 400人。 

○5 11 月 7 日至 12 月 9 日假國立臺

北教育大學圖書館合辦「殖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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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光與影－館藏舊籍公學校

『國語』教科書巡迴展」。 

○6 10月 7日至 12月 31日假國立史

前文化博物館辦理「鳥瞰臺灣－

國立臺灣圖書館館藏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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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教育的光與影－館藏舊

籍公學校『國語』教科書展」及「讀

書•說書•愛書－館藏舊籍出版類

書展」2 場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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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場。 

(3)編印出版《臺灣學通訊》雙月刊 6

期及《臺灣學通訊》2016合訂本。 

2.設計創意加值產

品，行銷館藏特

色。 

(1)105 年拓增商品寄售點至南部，與

臺南點子貓（聚珍臺灣）及林珈琲

（臺南林百貨）簽訂販售事宜。 

(2)105年開發創意商品「餐墊」及「女

性風華」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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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辦理「臺灣學系列講座」6場，參

與人次計 355人。編輯相關館藏資料延

伸閱讀書目共 787條，提供網路下載，

並展示 196冊圖書。另 6場講座內容均

上傳於本館「線上演講廳」網頁，透過

網路擴大講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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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度獎助博士生 3 名，每人 5

萬元；碩士生 6 名，每人 3 萬元；

佳作博士生 2 名，碩士生 3 名，每

人獎狀乙紙。 

(2)於 105 年 12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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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特藏舊籍修復 300本(件)。 

(2)辦理圖書除黴、冷凍除蟲 2,6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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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世聚珍談裝幀－館藏修

護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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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版「裝幀源流－傳世聚珍談裝幀

特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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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編輯《臺灣學研究》半年刊第 19

期、第 20期，共印製 1,200 冊。 

(十一)建構ｅ化

環境，提

升資訊服

務。 

提升網路資訊服務。 (1)105年度無線網路使用人次為 29萬

9,269人次。 

(2)105 年度入口網站瀏覽人次為 740

萬 3,232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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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5 年用電量較前一年減少 5.79

％；105 年用水量較前一年減少

12.28％，已達預期績效。賡續執行

本館節約能源措施方案。 

(2)本館 105 年公文線上簽核比率為

47.49％，已達年度績效目標。 

(十三)陽明山中

山 樓 管

理。 

1.場地使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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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場次，參

與人次計 1萬 5,360 人。 

2.參觀解說導覽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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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3,607

團次，參觀人次計 2 萬 9,636 人次。 

 

二、收支餘絀情形： 

(一) 收入部分： 

本年度收入決算數 2億 3,698萬 2,620元，較預算數 2億 1,109

萬 5,000元，計增加 2,588萬 7,620 元，約 12.26％，分述如下： 

1. 業務收入：本年度決算數 1億 9,710萬 3,919元，較預算數 1億 7,237

萬 8,000 元，計增加 2,472 萬 5,919 元，約 14.34％，主要原因分

析如下： 

(1) 勞務收入：本年度決算數 157 萬 3,675 元，較預算數 150 萬元，

計增加 7 萬 3,675元，約 4.91％。 

(2) 教學收入：本年度決算數 1,450萬 1,138元，較預算數 410 萬元，

計增加 1,040萬 1,138元，約 253.69％，主要係辦理「公共圖書

館閱讀推廣與館藏充實輔導團工作計畫」及「終身學習研習班」

等收入較預計增加所致。 

(3) 其他業務收入：本年度決算數 1億 8,102萬 9,106元，較預算數 1

億 6,677 萬 8,000元，計增加 1,425 萬 1,106 元，約 8.54％，主

要係「閱讀起步走（Bookstart）活動前置作業計畫」及「提升圖

書館服務品質中程計畫」等教育部專案補助收入較預計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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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業務外收入：本年度決算數 3,987 萬 8,701元，較預算數 3,871萬

7,000元，計增加 116萬 1,701元，約 3.00％，主要原因分析如下： 

(1) 財務收入：本年度決算數 47 萬 2,358 元，較預算數 80 萬元，計

減少 32 萬 7,642元，約 40.96％，主要係基金專戶及轉存定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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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0萬 6,343元，較預算數 3,791

萬 7,000 元，計增加 148 萬 9,343 元，約 3.93％，主要係民間捐

贈及廠商違約罰款等收入較預計增加所致。 

(二) 支出部分： 

本年度支出決算數 2億 7,908萬 9,681元，較預算數 2億 4,265

萬 8,000元，計增加 3,643萬 1,681 元，約 15.01％，分述如下： 

1. 業務成本與費用：本年度決算數 2億 7,654萬 9,044元，較預算數 2

億 4,265 萬 8,000 元，計增加 3,389 萬 1,044 元，約 13.97％，主

要原因分析如下： 

(1) 勞務成本：本年度決算數 1億 9,036 萬 4,968元，較預算數 1 億

6,680 萬 6,000 元，計增加 2,355 萬 8,968 元，約 14.12％，主

要係「閱讀起步走（Bookstart）活動前置作業計畫」等支出較預

計增加所致。 

(2) 教學成本：本年度決算數1,088萬4,111元，較預算數282萬5,000

元，計增加 805 萬 9,111元，約 285.28％，主要係「公共圖書館

閱讀推廣與館藏充實輔導團工作計畫」等支出較預計增加所致。 

(3) 管理及總務費用：本年度決算數 7,529 萬 9,965 元，較預算數

7,302萬 7,000 元，計增加 227 萬 2,965 元，約 3.11％。 

2. 業務外費用：本年度決算數 254 萬 637 元，預算無列數，係轉銷催

收款項所致。 

(三) 餘絀部分： 

本年度決算短絀數 4,210 萬 7,061元，較預算短絀數 3,156 萬

3,000元，增加短絀 1,054萬 4,061 元，約 33.41％，其中： 

1. 業務短絀：本年度決算數 7,944萬 5,125 元，較預算數 7,028 萬元，

計增加 916萬 5,125 元，約 13.04％。 

2. 業務外賸餘：本年度決算數 3,733 萬 8,064 元，較預算數 3,871 萬

7,000元，計減少 137萬 8,936元，約 3.56％，主要係其他業務外

費用較預計增加所致。 

三、餘絀撥補實況： 

短絀之部：本期短絀決算數 4,210萬 7,061元，連同前期待填補短

絀 2億 386萬 5,072 元，共計待填補短絀 2億 4,597萬 2,133 元，除撥

用公積 2,027萬元填補短絀外，尚有待填補短絀數 2億 2,570 萬 2,133

元。 

四、現金流量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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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出：本年度決算數現金流出 271 萬 543 元，較預

算數現金流入 1,963 萬 1,000 元，計減少現金流入 2,234 萬 1,543

元，約 113.81％，包括： 

1. 本期短絀 4,210 萬 7,061元。 

2. 調整非現金項目 3,939萬 6,518元，其中： 

(1) 固定資產折舊 4,195萬 7,462元。 

(2) 無形資產及遞延費用攤銷 1,140萬 3,032元。 

(3) 其他 144萬 7,293元。 

(4) 流動資產淨減 204萬 9,377元。 

(5) 流動負債淨減 1,746萬 646元。 

(二)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本年度決算數 5,615 萬 299 元，較預算數

4,205萬元，計增加 1,410萬 299元，約 33.53％，包括： 

1. 減少無形資產、遞延借項及其他資產 12 萬 958元，係減少其他資產

之數。 

2. 增加固定資產及遞耗資產 3,249萬 2,948 元，其中增加機械及設備

946萬 1,460元、交通及運輸設備 80萬 4,300元及什項設備 2,222

萬 7,188 元。 

3. 增加無形資產、遞延借項及其他資產 2,377萬 8,309元，其中增加

無形資產 1,138 萬 8,520元、遞延借項 1,230萬 396元及其他資產

8萬 9,393元。 

(三)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本年度決算數 3,333萬 5,424元，較預算數

3,200萬元，計增加 133萬 5,424元，約 4.17％，包括： 

1. 增加短期債務、流動金融負債、其他負債及遞延貸項 1,133 萬 3,718

元，係增加其他負債之數。 

2. 增加基金、公積及填補短絀 3,533萬 9,000元，係增加基金之數。 

3. 減少短期債務、流動金融負債、其他負債及遞延貸項 1,333 萬 7,294

元，係減少其他負債之數。 

(四) 本年度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減決算數 2,552萬 5,418元。 

(五)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決算數 1 億 4,188萬 7,156元。 

(六)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決算數 1 億 1,636萬 1,738元。 

五、資產負債情況： 

(一) 資產總額計 30 億 8,847萬 6,210 元，包括： 

1. 流動資產 1億 2,166 萬 8,100 元，占資產總額 3.94％。 

2. 投資、長期應收款、貸墊款及準備金 1,192萬 5,259元，占資產總

額 0.39％。 

3. 固定資產 6億 3,160 萬 6,378 元，占資產總額 20.45％。 

4. 無形資產 926萬 7,960元，占資產總額 0.30％。 

5. 遞延借項 7,608 萬 3,327元，占資產總額 2.46％。 

6. 其他資產 22億 3,792萬 5,186元，占資產總額 7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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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負債總額計 22億 7,122萬 4,086元，占負債及淨值總額 73.54％，包

括： 

1. 流動負債 1,504 萬 5,318元，占 0.49％。 

2. 其他負債 22億 5,617萬 8,768元，占 73.05％。 

(三) 淨值總額計 8 億 1,725 萬 2,124 元，占負債及淨值總額 26.46％，

包括： 

1. 基金 7億 4,550 萬 6,529元，占 24.14％。 

2. 公積 2億 9,744 萬 7,728元，占 9.63％。 

3. 累積短絀 2億 2,570 萬 2,133 元，占負 7.31％。 

六、其他：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