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圖書館作業基金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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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2 月、4 月及 5 月召開 3 次
評選小組會議，進行「適合寶寶看
的書」圖書評選及推薦。9 月完成
圖書採購驗收，10月將圖書、閱讀
手冊及閱讀起步走專用貼紙各 10
萬份配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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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多元閱讀推廣計畫審查事
宜，歷經第一階段書面審查(106年
3 月 1 日至 16 日)及第二階段簡報
審查(3 月 30日至 31 日)。全國 22
縣市計提報 454 案，共補助 4,961
萬 1,920 元。 

2.辦理全國公共圖
書館研習及培訓
事宜。 

辦理全國公共圖書館從業人員研習及
培訓「搖滾吧！閱讀-Y.M.C.A」公共圖
書館員專業培訓。106 年 10 月 18日、
10月 23 日、11月 13 日、11月 20 日，
分別於北、中、南、東區，辦理共 4
場次，計 194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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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種，另自
行製作 227種。 

(2) 委託製作 DAISY 有聲書 60 種，另
自行製作 MP3有聲書 241種。 

(3) 發行《點字數位圖書館》光碟第 19
集 300片，寄送至 109個視障服務
單位；發行《數位有聲圖書館》光
碟第 13、14 集共 600 片，寄送至
124 個視障、學障及其他身心障礙
服務單位，推廣資源利用。 

(4) 購置 EPUB電子書 614 種。 
(5) 委託製作雙視圖書 122冊。 
(6) 購置圖書電子檔 257 種。 
(7) 結合 106年臺灣閱讀節系列活動開

幕儀式，辦理捐贈圖書電子檔表揚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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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績效目標 實施績效成果 

2.建構身心障礙數
位圖書館單一窗
口。 

(1) 持續強化擴充視障電子化圖書資
源整合查詢系統、出版品數位版權
管理（DRM）系統及視障隨身聽 APP
功能，調整系統前臺功能使符合新
版無障礙網頁開發規範 2.0 版的
AAA 檢測等級及建置聯合書目與館
際互借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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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目資料計編目 3,355件及整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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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
障資料中心研習教室增設播音音
響設備、飲水機、鋪設聽障感應線
圈及購置殺菌濾毒機、公共耳機紫
外線除菌機、汰換身心障礙者閱讀
輔具資訊設備乙批等。 

(2) 辦理身心障礙者研習及推廣活動
58場(含協辦活動 5 場)。 

(3) 與志工專業課程結合，辦理「提升
圖書館身心障礙服務專業知能」工
作坊，安排有聲書錄製、口述電
影、點字/雙視書製作等視障實務
專業訓練課程 3 場計 18小時。 

(4) 辦理身心障礙圖書資訊服務相關
委託研究案 1件，進行「圖書館身
心障礙讀者服務館員專業知能及
培訓制度之探討」(期程：106年 3
月 10日至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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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件、碩士論文計畫書 3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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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場、
委託研究案審查會議2場、讀者滿意
度調查成果審查會議1場、論文獎助
審查會議2場、106年度「視障電子
資源整合查詢系統聯合書目暨館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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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借建置」合作討論會議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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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場等，共計9場。 

(2) 與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合作設置區
域資源中心，以增進聽視障者服務
效能。 

(3) 獲18家出版社、2個政府單位、2位
個人作者及1私人單位捐贈，總計
903種出版品電子檔及38種有聲教
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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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數位
資源之整合與利用。 

(4) 委託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以問卷
及訪談方式辦理視障資料中心讀者
服務滿意度調查研究。(期程：106
年4月20日至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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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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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57冊/件。 

(2) 新增適合樂齡讀者閱讀之各類型圖

書資料計 2,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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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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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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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計採購 1,428 種、2,827

冊/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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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7 月 21 日至 8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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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0 人次，問卷發放數共計 2,102



國立臺灣圖書館作業基金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 106年度 

 

業務計畫 績效目標 實施績效成果 

份，有效樣本數為 2,084 份，問卷整體
有效樣本達 99.14％；整體滿意度達
96.87％，與 105 年滿意度 98.71％相
較，滿意度雖降低 1.84％，但仍可顯
示大多數讀者對於本館之各項服務感
到滿意。 

2.辦理志工滿意度
問卷調查。 

志工滿意度問卷調查，因問卷內容大幅
修訂，爰調整於 107年 1至 2月間辦理。 

3.推動提升電話服
務品質措施。 

106 年每季辦理電話禮貌測試，共計 4
次，全年總平均 91.9 分，較 105 年總
平均 93.2 分，計減少 1.3 分，未來將
加強館員的電話禮儀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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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週三下午於 B1樂學室辦理「故事
童樂會」活動，共計辦理 102 場，
合計 8,114 人次參加，較 105 年
6,792 人次，計增加 1,322 人次，
成長率 19.46％。 

(2) 每月於 B1 樂學室辦理「繪本童書
園」活動，共計辦理 12 場，合計
1,874 人次參加，較 105 年 1,379
人次增加 495 人次，成長率 35.89
％。 

(3) 每月第 2、4週週六辦理親子主題電
影院，播放《你永遠是我的寶貝》
等共 26 場，計 1,105 人次觀賞。 

(4) 定期於親子資料中心 2 樓舉辦主題
書展，共計展出 12 場，參與人次計
5,722人次。 

(5) 每月辦理 1場“Little Bear Story 
Time”小黑熊外文繪本故事活動，
共辦理 16場，計 813 人次參加，較
105 年 666 人次，增加 147 人次，
成長率達 22.07％。 

(6) 3至 11月邀請 4位國內繪本作家合
辦 9場「臺灣原創·繪本作家帶你玩
東玩西」繪本遊戲工作坊活動，除
分享各自的原創繪本並設計延伸活
動外，同時亦結合相關主題圖書資
料，於親子資料中心櫥窗做專題推
介與展示，參與人次計 525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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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響應國際書展基金會辦理寒假「親
子捉迷藏@圖書館」學習護照活動，
共計 80 人參加。 

(8) 與其他單位合作推廣親子閱讀，成
果如下： 
① 3月 29日為秀朗國小附幼辦理參

訪故事活動，共 38 人參加。 
② 5月 11日與永和國小附幼合辦參

訪戲劇活動，共計 178人參加。 
③ 5 月 23 至 24 日與微笑小太陽幼

兒園合辦參訪戲劇活動，共計 90
人參加。 

④ 5月 24日為漳和國小附幼辦理參
訪故事活動，計 35 人參加。 

⑤ 8 月 5 日及 10 月 21 日與世界宗
教博物館合辦說故事活動，結合
社區資源，促進親子活動之多樣
性，並增加故事志工間觀摩學習
的機會，計 540 人參與活動。 

⑥ 5 月 6 日與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院
應用外語系英語志工團師生合辦
「英語童話故事城堡活動」2 場
次，計 432人次參加。 

⑦ 辦理雙和區國小及幼兒園參訪活
動 20場次，計 424 人參加。 

⑧ 9月 16日與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協
會活動，合辦「閱讀領航員-用英
文繪本環遊世界」活動，計 36
人次參加。 

⑨ 4 月 16 日及 4 月 23 日與兒童動
態閱讀協會合辦故事根苗閱讀營
活動，共 4 場次，計 79人次參加。 

(9) 7 月 22 日至 9 月 16 日，辦理「閱
讀起步走—嬰幼兒父母學習系列講
座」，共 6場次，計 340 人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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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主題圖書 402冊，11
場次，計 1萬 262 人次。 



國立臺灣圖書館作業基金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 106年度 

 

業務計畫 績效目標 實施績效成果 

②邀請空中英語教室教師 Bill 
Quinn主講「Hands up, Taiwan」
英語主題講座，參與人次計 35
人次。 

③由財團法人光泉文教基金會全
額贊助辦理「盛夏萬事屋—青少
年暑期活動」，活動內容如下：  
 青少年講座：7 月至 9 月舉辦

4場次，參與人次計 87 人次。 
 「百樣人生」青少年主題書
展：為讓青少年讀者能夠踏出
舒適圈，了解自身生活環境以
外的世界，特選圖書種類為人
物誌之圖書，介紹社會上各種
社會階層、職業，以促進社會
各階層間的互相尊重、包容。
計約 1,297人次閱覽。 

 「市井觀察家—散文比賽」：
希望青少年讀者能以文字紀
錄自己的生活環境，或是對社
會上特定職業、族群的所見所
聞，以培養青少年之觀察力與
表達能力。7 至 10 月辦理徵
件，共計 89 件，評選出優秀
作品計12件，於12月2日「106
年臺灣閱讀節」公開表揚，並
頒發獎狀及獎金。 

 「生活寫真師—攝影比賽」：
希望青少年讀者能以影像記
錄自己的生活環境，或是對社
會上特定職業、族群的所見所
聞，以培養青少年之觀察力與
構圖能力及藝術美感。7 月至
10月辦理徵件，共計 185 件，
評選出優秀作品計 12 件，於
12月 2日「106年臺灣閱讀節」
公開表揚，並頒發獎狀及獎
金。 

④與國家兩廳院合辦《大家一起來
扮戲》戲劇活動、傳唱記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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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點唱機》活動，共 3場次，參
與人次計 75人次。 

⑤與技嘉教育基金會合作辦理「樂
齡學習 e 起來」電腦學習課程：
分別於 9 月、10 月及 11月辦理，
3個班別 9場次，參與人次計 156
人次。 

⑥辦理 106 年祖父母節推廣活動
《祖孫同閱真快樂、藝術吸管
DIY》，參與人次計 25人。 

⑦為豐富本館對樂齡讀者之服
務，與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
宜花金馬分署銀髮人才資源中
心合作，每周二下午派員於本館
1樓多功能服務臺駐館，提供多
元資訊並接受民眾現場諮詢，以
達到樂齡讀者學習成長及勞動
參與之目標。 

(2) 辦理電子資源推廣課程共 13 場
次，參與人次計 621 人。106 年度
電子資源使用人次計 6萬 5,527人
次，較 105 年度之成長率為 25.15
％，顯見雲端行動載具與電子資源
主題式課程，確能達到提升行銷館
藏之效益。 

(3) 辦理「摒住呼吸!驚賞臺灣國家公
園之美」與「養身隨時，健康一世；
保健無礙，自由自在！」優良政府
出版品主題書展共 2 場次；另辦理
「飛閱臺灣國家公園」電影導賞與
「羊乳保健與手工皂 DIY」專題講
座活動共 2 場次，獲民眾熱烈響
應，書展參觀及講座參與共計
2,426人次。 

(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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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民眾熱烈響應，
參與人次計 1,598 人、交換圖書冊
數達 7,958冊。 

3.推展家庭教育，鼓 (1) 106 年 6 月於臺北、高雄辦理 4 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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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家庭閱讀同樂
共學。 

次、為期 6天之「家庭教育及全家
共讀」讀書會帶領人培訓課程，以
提升公共圖書館館員、志工之家庭
教育專業知能，共計 246 人次參
訓。 

(2) 辦理「優質家庭教育圖書」評選及
推廣作業，相關作業項目如下： 
①邀請5位具備家庭教育專業之學
者專家組成評選小組，負責審訂
圖書選送辦法、評選原則並評選
「優質家庭教育圖書」。 

②公告徵選資訊並主動發文予各
出版社，邀請出版社踴躍參加優
質家庭教育圖書徵選，共計 107
家出版社選送圖書 630 本參與
「優質家庭教育圖書」評選。 

③評選小組評選出30種圖書(包括
親職教育圖書 19 種、婚姻教育
圖書 6種、親職及婚姻教育圖書
5種) 並逐一撰文推薦；印製《優
質家庭教育圖書推薦手冊》，分
送各入選館，供民眾取閱並作為
辦理家庭教育活動素材；「優質
家庭教育圖書」書單並上傳於本
館「幸福家庭樂書香」網頁供各
界查詢參考。 

(3) 辦理公共圖書館設置「幸福家庭閱
讀專區」評選及輔導作業，相關作
業項目如下： 
①邀請家庭教育專業學者及圖書
資訊領域專家共 5人組成「幸福
家庭閱讀專區」評選小組，負責
審訂幸福家庭閱讀專區徵選辦
法、評選原則。 

②發文予各縣(市)公共圖書館，鼓
勵各館踴躍提案參加「幸福家庭
閱讀專區」徵選。評選小組自 108
個提案中選出 60個，本館於 106
年陸續撥付補助款，補助 60 所
入選館設置「幸福家庭閱讀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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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並辦理家庭教育及親子共讀
活動。 

(4) 購置並配送優質家庭教育圖書及
文宣至 60 所公共圖書館，執行成
果如下： 
① 採購優質家庭教育圖書 1 萬

1,250冊，配送至 60 所設置「幸
福家庭閱讀專區」之公共圖書
館，以為充實專區館藏及做為
辦理「家庭教育及親子共讀活
動」之素材，鼓勵民眾閱讀家
庭教育圖書。 

②印製優質家庭教育圖書推薦手
冊、幸福家庭樂書香布旗及貼
紙，聯合 60 所設置「幸福家庭
閱讀專區」之公共圖書館擴大宣
傳，引起民眾重視家庭教育、全
家一起同樂共學。 

(5) 辦理「家庭教育及全家共讀活動」
及「家庭教育共學週活動」：聯合
全國 60 所公共圖書館完成初、進
階培訓合格之讀書會帶領人，於各
館辦理「家庭教育及全家共讀活
動」，並於 5 月 15 日國際家庭日
前後擴大辦理「家庭教育共學週」
活動，計畫期間預估辦理家庭教育
推廣活動 461 場次，參與人次計 1
萬 9,776 人次。 

(6) 設置「幸福家庭閱讀專區」示範觀
摩專區：本館將親子資料中心 1樓
西文參考資料區及過期期刊區，改
設為「幸福家庭閱讀專區」，專區
陳列「優質家庭教育圖書」供民眾
瀏覽借閱，並不定時舉辦閱讀推廣
活動、播放家庭教育影片，營造適
合全家共讀、共學、同樂與成長的
學習環境。 

(7) 購置「家庭教育視聽資料及電子
書」：採購家庭教育相關之 62 種
電子書及 29 種公播版視聽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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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家庭教育共學與平日推廣活動
用，讓家庭教育推廣活動素材更多
元。 

(8) 辦理「幸福家庭樂書香」示範觀摩
會：於 12 月 15 日以世界咖啡館對
話方式辦理示範觀摩會，邀請 3所
圖書館示範、6 所圖書館擔任桌長
討論 6種議題，提供入選辦理「家
庭教育及全家共讀活動」之圖書館
及種子教師，學習與交流之機會，
參與人次計 67 人次。 

(9) 「幸福家庭閱讀專區」入選館訪
視：自 106 年 8 月至 11 月赴臺北
市、新北市、桃園市、苗栗縣、南
投縣、雲林縣、嘉義市、高雄市、
基隆市及宜蘭縣等 10 縣市，實地
訪視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等 12 所
圖書館，以了解各館辦理「家庭教
育及全家共讀」活動及「幸福家庭
閱讀專區」設置情形並作為第 3期
計畫修正之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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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1 月及 7 月辦理「終身學習
研習班」2期招生，共開設 48班，
招收學員 921名。 

(2) 辦理閱讀講座及與作家有約導讀活
動，共 28場次，參與人次計 2,813
人次。 

(3) 106年度辦理各類藝文展覽共 26場
次，參與人數計 4萬 9,485人次。 

(4) 結合相關機構與學校辦理推廣活動
8項。 
① 1 月與青林國際出版公司合作

辦理「波特女士誕辰 150 周年
巡迴展—走入小兔彼得的世
界」，觀賞人次約 6,070人。 

② 2月與國家圖書館、國立公共資
訊圖書館合作辦理「2017 臺北
國際書展」，觀賞人次約 1 萬
3,840人。 

③ 6 月 8 日與國立海洋大學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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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教育中心合辦「2017世界海
洋日教育活動」，參與人次計
4,350人次。 

④ 6 月 25 日與各社教基金會合作
辦理「2017教育基金會終身學習
圈-17 to learn 樂學習嘉年華」
吸引 3,600人次參加。 

⑤ 7 月至 8 月溫世仁文教基金會
106 年中小學作文比賽得獎作品
展，參展人次計 6,700人次。 

⑥ 8 月至 9 月與日本知弘美術
館、國立臺東大學合辦「圖像敘
事的藝術：日本繪本演進史 特
展」，觀賞人次約 1 萬 1,200 人
次。 

⑦ 8 月與財團法人台北市新合唱
文化藝術基金會合辦「2017台灣
國際重唱藝術節—台灣現代阿
卡貝拉大賽」，參與人次計 400
人次。 

⑧ 9 月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
史研究所合辦「TCBC 臺灣歷史人
物傳記資料庫工作坊」參與人次
計 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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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完成館藏臺灣學書展「望見南
方─館藏舊籍南方資料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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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1月底為止共計 47場。 

(3) 編印出版《臺灣學通訊》雙月刊 6
期及《臺灣學通訊》2017合訂本。 

(4) 另辦理「臺灣文史教學研習」北中
南 3 場次，同時規劃完成「臺灣文
史閱讀書箱」，以強化支援文史教
學效益。 

2.設計創意加值產
品，行銷館藏特
色。 

(1) 106 年度增拓國史館寄售點 1 處，
並於館內大型活動時設攤販售，以
增加推廣效果。 

(2) 106年開發臺灣學研究中心 10周年
紀念鋼筆 1 式 3 款、鳥瞰臺灣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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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3 本一組、鳥瞰臺灣 L 型資料夾
系列，共 6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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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人次計 307 人次。編輯相關館
藏資料延伸閱讀書目共 661條，提
供網路下載，並展示 177冊圖書。
另，6 場講座已完成錄影音內容上
傳本館「線上演講廳」網頁，透過
網路擴大講座效益。 

(2) 106 年度辦理加強本館臺灣學特藏
資料整合推廣講座，含國立內湖高
級中學、國立華僑高級中學、國立
暨南國際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共 4
場次，計 131 人次參加。主題包括
本館特藏資料介紹及應用、口述歷
史課程與本館臺灣學資料應用、中
小學與本館建立合作夥伴關係發
展 12年國教臺灣學之校訂課程等。 

(3) 為慶祝臺灣學研究中心成立 10 週
年，配合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並
且鼓勵相關珍貴館藏資料的加強
應用，本館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
灣史研究所於 106年 11月 24至 25
日，於本館國際會議廳合辦「近代
臺灣與東南亞：臺灣學研究中心 10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本次研討
會以 19至 20世紀間臺灣與東南亞
的互動為主軸，包括「日治時期南
進政策及南支南洋資料」、「臺灣
人在東南亞」、「臺灣與東南亞文
化交流」、「臺灣與東南亞經濟關
係」等主題，邀請國際知名學者蕭
新煌教授、濱下武志教授發表主題
演講，另邀請日本、新加坡、泰國、
越南及國內知名學者或研究人
員，共同發表論文 16 篇，進行研
討，參加者逾 400人次，深獲臺灣
學研究、東南亞研究學界好評。 

2.鼓勵國內各大學
研究生研究本館

(1) 106 年度獎助博士生 3 名，每人新
臺幣 5萬元；碩士生 7名，每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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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灣 學 館 藏 資
料，獎助研究臺灣
學之博、碩士論
文。 

臺幣 3萬元；佳作博士生 3名，碩
士生 5名，每人獎狀乙紙。 

(2) 於 106年 12月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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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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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式圖書裝幀大觀特展」。 

(2) 編印「乾式清潔摺頁」圖書維護文
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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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期與第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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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度無線網路使用人次為 42 萬
9,733人次。 

(2) 106 年度入口網站瀏覽人次為 560
萬 9,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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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用電量較前一年減少 5.73
％，已達預期績效；106 年用水量
較前 1 年增加 24.41％，賡續加強
執行節約能源措施方案。 

(2) 為達公文減紙目的，本館公文線上
簽核比率達 46.77％，已達預期績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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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團，計 540 人次參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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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3,355團次，參觀人次計 2萬 5,886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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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場次，參與人次計 9,81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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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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7 萬 189 元，較預算數 2 億 2,873

萬 8,000元，計增加 1,103萬 2,189元，約 4.82％，分述如下： 

1. 業務收入：本年度決算數 1億 9,077萬 1,534元，較預算數 1億 9,003

萬 6,000 元，計增加 73萬 5,534 元，約 0.39％，主要原因分析如下： 

(1) 勞務收入：本年度決算數 135 萬 626 元，較預算數 150 萬元，計

減少 14萬 9,374元，約 9.96％。 

(2) 教學收入：本年度決算數 1,127萬 4,370元，較預算數 840 萬元，

計增加 287萬 4,370元，約 34.22％，主要係辦理「公共圖書館多

元閱讀推廣輔導團工作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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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14萬 6,538元，較預算數 1

億 8,013萬 6,000元，計減少 198萬 9,462元，約 1.1％。 

2. 業務外收入：本年度決算數 4,899 萬 8,655 元，較預算數 3,870 萬

2,000 元，計增加 1,029 萬 6,655 元，約 26.6％，主要原因分析如

下： 

(1) 財務收入：本年度決算數 38 萬 1,798 元，較預算數 80 萬元，計

減少 41 萬 8,202 元，約 52.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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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1萬 6,857元，較預算數 3,790

萬 2,000元，計增加 1,071萬 4,857元，約 28.27％，主要係停車

場委託經營權利金等較預計增加所致。 

 (二)支出部分： 
本年度支出決算數 2億 7,383萬 9,624元，較預算數 2億 5,744

萬元，計增加 1,639 萬 9,624 元，約 6.37％，分述如下： 
1. 業務成本與費用：本年度決算數 2億 7,383萬 9,624元，較預算數 2

億 5,744萬元，計增加 1,639 萬 9,624元，約 6.37％，主要原因分
析如下： 

(1) 勞務成本：本年度決算數 2億 15萬 9,925元，較預算數 1億 6,498
萬 4,000 元，計增加 3,517萬 5,925 元，約 21.32％，主要係「閱
讀起步走前置作業」及「智慧服務 全民樂學-國立社教機構科技
創新服務」補助計畫支出、水電費、折舊及攤銷費用等較預計增
加所致。 

(2) 教學成本：本年度決算數 765 萬 2,444元，較預算數 550 萬 5,000
元，計增加 214 萬 7,444 元，約 39.01％，主要係「公共圖書館
多元閱讀推廣輔導團工作計畫」等支出較預計增加所致。 

(3) 管理及總務費用：本年度決算數 6,602 萬 7,255 元，較預算數
8,695 萬 1,000 元，計減少 2,092 萬 3,745 元，約 24.06％，主
要係水電費、修理保養及保固費等較預計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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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餘絀部分： 
本年度決算短絀數 3,406 萬 9,435元，較預算短絀數 2,870 萬

2,000元，增加短絀 536萬 7,435 元，約 18.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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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6萬8,090元，較預算數6,740萬 4,000
元，計增加 1,566 萬 4,090 元，約 23.24％，主要係服務成本等較
預計增加所致。 

2. 業務外賸餘：本年度決算數 4,899 萬 8,655 元，較預算數 3,870 萬
2,000元，計增加 1,029萬 6,655 元，約 26.6％，主要係雜項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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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6萬 9,435元，連同前期待填補短

絀 2億 2,570 萬 2,133元，共計待填補短絀 2億 5,977萬 1,568元，除
撥用公積 2,081萬元填補短絀外，尚有待填補短絀數 2億 3,896萬 1,568
元。 

四、現金流量結果： 
(一)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入：本年度決算數現金流入 1,998萬 3,662 元，

較預算數現金流入 2,573萬 2,000元，計減少 574 萬 8,338元，約
22.34％，包括： 

1. 本期短絀 3,406 萬 9,435元。 
2. 調整非現金項目 5,405萬 3,097 元，其中： 
(1) 固定資產折舊 3,645萬 4,777元。 
(2) 無形資產及遞延費用攤銷 1,759萬 7,545元。 
(3) 其他 329萬 728元。 
(4) 流動資產淨減 234萬 9,329元。 
(5) 流動負債淨增 94萬 2,174元。 

(二)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本年度決算數 6,306萬 7,696元，較預算數
6,225萬 4,000 元，計減少 81萬 3,696 元，約 1.31％，包括： 

1. 減少無形資產、遞延借項及其他資產 1萬 3,216元，係減少其他資
產之數。 

2. 增加固定資產及遞耗資產 4,953 萬 8,263 元，其中增加機械及設備
1,526萬 7,404元、交通及運輸設備 44萬 6,293元及什項設備 3,382
萬 4,566 元。 

3. 增加無形資產、遞延借項及其他資產 1,354萬 2,649元，其中增加
無形資產 446 萬 8,095 元、遞延借項 906 萬 1,338 元及其他資產 1
萬 3,216 元。 

(三)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本年度決算數 6,839萬 5,608元，較預算數
5,178萬 4,000 元，計增加 1,661萬 1,608元，約 32.08％，包括： 

1. 增加短期債務、流動金融負債、其他負債及遞延貸項 4,004萬 5,343
元，係增加其他負債之數。 

2. 增加基金、公積及填補短絀 6,266萬 7,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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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1萬 7,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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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係減少其他負債之數。 
(四)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 2,531 萬 1,574元，加計期初現金及約當現

金1億1,636萬1,738元，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為1億4,167萬3,312
元。 

五、資產負債情況： 
(一) 資產總額計 31 億 2,457萬 6,627 元，包括： 

1. 流動資產 1億 4,463 萬 345元，占資產總額 4.63％。 
2. 投資、長期應收款、貸墊款及準備金 1,045萬 6,984元，占資產總

額 0.33％。 
3. 固定資產 6億 7,064 萬 7,941 元，占資產總額 21.46％。 
4. 無形資產 284萬 7,928元，占資產總額 0.09％。 
5. 遞延借項 7,849 萬 1,076元，占資產總額 2.51％。 
6. 其他資產 22億 1,750萬 2,353 元，占資產總額 70.97％。 

(二) 負債總額計 22億 5,508萬 7,647元，占負債及淨值總額 72.17％，包
括： 

1. 流動負債 1,598 萬 7,492元，占 0.51％。 
2. 其他負債 22億 3,910萬 155 元，占 71.66％。 

(三) 淨值總額計 8 億 6,948 萬 8,980 元，占負債及淨值總額 27.83％，
包括： 

1. 基金 8億 817萬 4,329元，占 25.87％。 
2. 公積 3億 27萬 6,219 元，占 9.61％。 
3. 累積短絀 2億 3,896 萬 1,568 元，占負 7.65％。 

六、其他：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