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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民國 106 年國立臺灣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在忙碌且充實的閱讀生活中度過，在全體同仁共同努

力下，締造了豐碩的閱讀成果！106 年也是本館大躍進的一年，以「全民閱讀享智慧，臺灣研究啟未

來；友善服務樂無礙，終身學習愛書香」為願景，「Wisdom—知識領航，拓展臺灣學研究」、

「Innovativeness—創新服務，營造優質閱讀環境」、「Sharing—資源共享，傳承文化記憶」及

「Humanity—人文關懷，開創終身學習新視野」為四大目標，成為本館營運的指導原則及業務骨幹。

而「WISH」也正是本館推動閱讀的象徵，圖書館散播的每一顆閱讀種子，都是一個希望，藉由閱讀

不斷學習、開創視野，這棵希望的種子終能成長茁壯。 

在「臺灣學研究中心」服務方面，為慶祝本館臺灣學研究中心成立 10 週年，本館與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合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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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日

本、泰國及新加坡等國內外知名學者及研究人員發表演講，有效促進國際交流。在「視障資料中心」

服務方面，積極轉製點字書、有聲書及蒐集各項身心障礙圖書資源、優化及豐富身心障礙數位圖書館

資源、辦理適合視障讀者及其他讀者參加的閱讀活動等，落實閱讀平權理念，並積極在全國各地尋覓

合作單位，建立區域資源中心，希望透過協同合作方式，發揚無障礙閱讀理念。在「臺灣圖書醫院」

服務方面，本館在圖書修復中，為臺灣各圖書館之表率，也肩負了修復技術人才的培養及傳承圖書維

護技術之責任。與臺灣大學檔案館及義大利藏書家 Tullio 合作辦理「西式圖書裝幀大觀特展」，共同

推廣圖書維護觀念。此外，圖書醫院不僅開放實習生參與，每年持續辦理圖書維護研習班，接收海內

外學員學習。在全齡閱讀方面，為提升人文風氣，規劃春、夏、秋、冬四季閱讀，並於 12 月冬季閱

讀時配合臺灣閱讀節擴大辦理，與財團法人溫世仁文教基金會、何嘉仁文教基金會、九昱文教基金會、

技嘉教育基金會等 12 個機關團體攜手合作辦理「106 年臺灣閱讀節」系列活動，以「閱讀．悅讀．

越讀」為 slogan，透過動態活動、主題書展及閱讀市集等多元內容，吸引民眾重拾書本閱讀的樂趣！ 

在全國公共圖書館輔導方面，本館受教育部委託辦理「多元閱讀推廣計畫」及「幸福家庭樂書香:

公共圖書館推展家庭教育實施計畫」，協助地方公共圖書館強化閱讀活動、推動家庭親子共讀及豐富

館藏資源等，共同提升全國公共圖書館營運品質。本館身兼專業圖書館及公共圖書館之角色，未來，

除了持續推展分齡分眾閱讀外，更秉持專業的服務態度，持續優化及精進特色服務，深化臺灣學研究

基礎。期許全館同仁齊心努力，引領全國公共圖書館邁入終身學習、知識社會的領地。 

                                      

107.06.19 

國立臺灣圖書館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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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圖書館概述 

本館依據「國立臺灣圖書館組織法」，設立企劃推廣組、採訪編目組、閱覽

典藏組、參考特藏組、秘書室、人事室、主計室及陽明山中山樓管理所，掌理各

種圖書之蒐集、編藏、考訂、展覽、研究及輔導等業務，並積極從事一般讀物、

臺灣文獻資料、南洋資料、親子資料及視障資料等館藏的蒐集、整理及典藏等服

務，不僅提供社會大眾閱讀、參考諮詢的服務，亦加強臺灣資料文獻的蒐集、整

理及研究工作，提升學術研究利用。近年來，更配合社會教育的發展趨勢及國家

社教政策，規劃多元服務閱讀專區，並與異業結盟合作，辦理各項社會教育推廣

活動，以推動終身學習理念，並發揮整體社教功能。為配合行政院組織調整，本

館於民國 101 年 5 月 20 日接管陽明山中山樓管理所，持續辦理該所之古蹟維護

及營運管理工作。 

本館設立之初，即成立「製本室」，即今臺灣圖書醫院，肩負圖書維護修復之

責，推廣全民圖書維護觀念；民國 96 年成立「臺灣學研究中心」，整合臺灣文

獻資源，加強臺灣學相關資料之保存與推廣；民國 64 年成立「盲人讀物資料中

心」，即今視障資料中心，100 年教育部指定本館為全國視障專責圖書館，103

年復經擴大指定為落實及推動「身心障礙者數位化圖書資源利用辦法」之專責圖

書館，為身心障礙者提供無障礙的閱讀服務。因此，本館兼具公共圖書館及研究

圖書館角色，服務對象多元化，包含嬰幼兒、青少年、銀髮族、身心障礙者、新

住民及專業人士等，採取分齡分眾服務，辦理各項文教活動、推廣終身學習，提

供專業研究服務等，以兼顧各領域讀者之資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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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景目標 

 

 

 

 

 

 

 

 

 

 

 

 

 

 

全民閱讀享智慧，臺灣研究啟未來 

友善服務樂無礙，終身學習愛書香 

目標 

Wisdom—知識領航，拓展臺灣學研究 
策略 1：充實閱讀資源，建立豐富多元館藏 

策略 2：強化閱讀推廣，營造書香滿溢社會 

策略 3：善用數位科技，提升館藏利用效能 

策略 4：整合臺灣資料，擴大教學研究基礎 

Innovativeness—創新服務，營造優質閱讀環境 

策略 1：鼓勵讀者參與，提升服務品質 

策略 2：營造友善環境，推動全民悅讀 

策略 3：館藏加值運用，活化文創價值 

策略 4：強化教育訓練，精進便民服務 

Sharing—資源共享，傳承文化記憶 

策略 1：提高訊息傳播頻率，擴展圖書館智慧服務 

策略 2：傳承圖書修護技藝，推廣圖書維護與保存 

策略 3：促進出版交換流通，提升研究能量與品質 

策略 4：加強跨界合作行銷，增進知識流傳與效益 

Humanity—人文關懷，開創終身學習新視野 

策略 1：關懷特殊讀者需求，精進無障礙學習網 

策略 2：設置分齡閱讀區域，落實全齡服務理念 

策略 3：推動多元文化閱讀，深耕新住民新服務 

策略 4：開設終身學習課程，提升民眾文化素養 

願景 

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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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服務快覽 

 

 

 

 

 

 

 

 

 

 

 

 

總館藏量：  

實體書借閱量： 

電子書借閱量： 

實際到館人次：  

虛擬到館人次：  

入口網造訪人次：  

年度辦證量： 

1,841,252/冊(件) 

930,527/冊(件) 

146,434/冊(件) 

2,417,541/人次 

649,210/人次 

5,609,988/人次 

18,878/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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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架構 

_________ 組織編制 

 

-------------- 任務編組 

館長 

 

主任秘書 

圖書館事業研究

發展委員會 

臺灣學研究中心諮

詢委員會 

臺灣學研究中心 

主
計
室 

人
事
室 

秘
書
室 

參
考
特
藏
組 

閱
覽
典
藏
組 

採
訪
編
目
組 

企
劃
推
廣
組 

駐
警
衛
小
隊 

臺
灣
圖
書
醫
院 

親
子
資
料
中
心 

視
障
資
料
中
心 

陽
明
山
中
山
樓
管
理
所 

資
訊
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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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配置 

106 年本館各類人力合計 159 人，配置情形如下，另因人力短絀，為應業務推展及讀者服務需求，

本館積極招募志工，106 年志工服務總人數 384 人，全年度總服務時數 60,238 小時，折算正式人力

約 32 人： 

類別 人數 備    註 

職員 
51 

 

約僱人員 11  

技工友司機 
6  

駐衛警 
18  

專案助理 
16  

派遣人力 

57 
行政院核定月薪 25 名，

時薪 32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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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預算 

本館自 97 年度納入「國立社教機構作業基金」實施範圍，於該基金下設「國立臺灣圖書館作業

基金」(原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作業基金)。秉持成本效益觀念，加強開源節流措施，以提升營運

績效與服務品質，增加對社會的社教服務功能。茲就 104-107 年業務收支及餘絀、固定資產建設改

良擴充情形表、增置無形資產及遞延借項表列如下： 

 

  項目 
104 年度 

決算數 

105 年度 

決算數 

106 年度 

決算數 

107 年度 

預算數 

一、業務收支及餘絀       

1.業務總收入  224,252 236,983 239,771 212,148 

2.業務總支出  255,050  279,090 273,840 251,969 

    本期賸餘(短絀-) -30,798 -42,107 -34,069 -39,821 

二、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 34,815 33,579 50,634 64,487 

三、無形資產及遞延借項 8,110 23,689 13,529 7,895 

二、三項合   計 42,925 57,268 64,163 72,382 

 

 

 

 

 

 

 

 

 

 

 

 

 

 

 

 

 

單位:千元 

註: 1.業務總收入：主要係勞務收入、教學收入、社教機構發展補助收入、其他補助收入、利息收入、

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等。 

2.業務總支出：主要係勞務成本、教學成本、管理及總務費用等推動社會教育活動及館務行政事

務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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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舍空間 

一樓閱覽區 

親子資料中心 

典藏中、外文繪本、兒童讀物、

期刊、報紙與優質家庭教育圖書等

12 萬餘冊，以 12 歲以下嬰幼兒、兒

童及其家長、照顧者為主要服務對

象。每層樓設置專屬區域，B1 為繪

本森林區、閱讀起步走專區；1 樓為

報紙期刊區、幸福家庭閱讀專區、電

腦資訊檢索區及有聲書內閱視聽

區；2 樓為中外文圖書區。閱覽區以

兒童喜愛的森林異想世界為主要元

素，運用繪本作家賴馬的作品《現在你知道我是誰了嗎?》的圖像布置，讓閱讀空間成為

一本充滿趣味及想像力的大書。 

視障資料中心 

典藏紙本點字圖書、錄音帶，及現今

主流的電子點字圖書、有聲圖書(MP3、

DAISY 格式)、無障礙版本電子書(EPUB

電子書、PDF 電子書、EPUB3 格式電子

書)等，並設置有聲資料閱覽區 10 席位、

視障圖書資訊閱覽區 16 席位、雙視圖書

閱覽區 8 席位、電腦教室 12 席位及研習

教室 48 席位；輔具設備包括盲用電腦組

（含觸摸顯示器）、擴視機、錄放音機、

DAISY 播放器及中英文自動閱讀機等；另服務櫃臺配有「聽吾」手持式輔助溝通器、電腦

教室等研習區鋪設聽障感應線圈、閱覽區提供無障礙自動升降桌，可服務各障別之讀者，

滿足視障、學障或其他感知著作有困難之特定身心障礙者閱讀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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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檢索區 

為便利民眾使用電子資源及上網瀏覽資訊，於資訊檢索區設立 62 席資訊檢索區座

位，供民眾查檢各館館藏、電子資源、網路資源、收發電子郵件，以及繕打文書資料。 

期刊室 

陳列 42 種報紙供民眾閱覽，並典藏將近 1,600 種中、日、韓、英、美及東南亞等國

期刊，包含新聞時事、運動、流行時尚、影視娛樂、旅遊、美食、婦幼、宗教、文學、心

理、農林漁牧業、科學、科技、健康、醫學、工業工程、運輸交通、社會、政治、教育、

法律、財經、史地、藝術等類別，並實施「熱門雜誌便利借」服務。此外，期刊室旁設有

影印室，供民眾掃描、翻拍、影印所需資源。 

 

二樓閱覽區 

視聽資料區 

典藏的視聽資源包含國內外劇情電影、動畫片、

紀錄片、錄音資料等。為便利民眾就近使用視聽資源，

共配置 42 席單、雙人視聽座位，供讀者觀賞公播版視

聽資源。 

 

 

樂齡資源區 

陳設大字本圖書、樂齡讀者專用報紙，擴視機、

放大鏡閱讀燈、血壓機、身高體重機、老花眼鏡等軟

硬體設備，方便樂齡讀者使用館藏。專區典藏散文、

詩詞、小說的文學作品，以及園藝、音樂、棋藝等休

閒類館藏，供樂齡讀者休閒閱讀、調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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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資源區 

典藏泰國、緬甸、越南、印尼等 4 國語文的

圖書、期刊以及視聽資源，供新住民朋友學習及

休閒，並增進在地居民對多元文化之認識。 

 

一般閱覽區 

以開架陳列總類、宗教類、哲學類、自然科學類、應用科學類等中文、日文及英文圖

書供民眾借閱。本區中、日文圖書以中文圖書分類法分類陳列，外文圖書則以杜威十進位

分類法分類排列。此區館藏除一本限館內閱覽之外，並提供多冊複本供讀者外借，以滿足

讀者外借及於本館現場閱覽圖書的需求。 

 

四樓閱覽區 

青少年悅讀區 

規劃青春閱讀區及得獎好書區。青春閱讀區

典藏約 2,000 冊，適合 13 至 18 歲青少年閱讀的

讀書方法、心靈成長、人際關係、科普、運動、

史地、語言學習、各類文學等類別之讀物。得獎

好書區，典藏約 1,100 冊獲得金書獎、金鼎獎、

普立茲獎、雨果獎等國內外文學獎項之讀物。 

 

一般閱覽區 

以開架陳列社會科學類、史地類、文學類、藝術類之中文圖書。為便利讀者使用筆記

型電腦以及行動裝置，本館 2、3 樓閱覽區均設置筆電專用座位以及附設插座之閱覽桌，

供民眾自行攜帶電腦、手機瀏覽、查檢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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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修室 

設置 178 座次，其中 92 席為現場刷卡登記座位，

86 席為線上預約座位。開放時間為上午 8 時至下午 10

時，考季（1 月、4 月中至 7 月中、12 月）時，則延

長開放時間為上午 7 時至下午 11 時。 

 

 

四樓雙和藝廊 

為發揮社教功能，推廣藝文活動，提供民眾靜態

的展覽空間，不定期舉辦各項藝文及展覽，並接受個

人或團體機關申請，為雙和地區重要的藝文交流場域。 

 

五~六樓臺灣學研究中心 

典藏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豐富的圖書資料，特別是

在臺灣文獻方面，無論是在資料的數量與研究價值，

堪稱國內臺灣研究資料的重鎮之一，長期以來提供國

內外學人豐富的研究資源，深受肯定。教育部於 2007

年 3 月核定本館成立「臺灣學研究中心」，以厚實的

臺灣文獻館藏，支援各界從事臺灣研究必要的資源。

提供閱覽諮詢服務、博碩士論文獎助、館藏臺灣學研

究書展、研究小間及教學合作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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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服務 

技術服務 

讀者服務 

國際交流 

創意行銷 

社會資源運用 

公共圖書館輔導 

研究發展與訓練 

陽明山中山樓 

第二章年度業務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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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服務-臺灣學研究中心 

本館創建於 1914 年，前身係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為臺灣歷史最悠久的公共圖書館。

因此，在館藏方面典藏自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豐富的圖書資料，特別是在臺灣文獻方面，無

論是在資料的數量與研究價值，堪稱國內臺灣研究資料的重鎮之一，長期提供國內外學人

豐富的研究資源，深受肯定。為繼續充分發揮臺灣學研究之館藏特色，有效推動臺灣學研

究風氣及永續經營「臺灣學研究中心」，並結合研究者的需求，發展完善之數位資源，進

而達到建立臺灣研究資源平臺的目標。106 年工作報告如下： 

一、整合臺灣文獻資源 

(二)採訪徵集與編目整理臺灣文獻 

採購舊籍臺灣資料 1,230 冊/件，內容主要包括：1922 年起日治時期臺灣各級高

等教育學校及商業專門學校之畢業紀念冊、新竹地區古文書、日治及戰後初期之

各學科教科書(以日治時期之小、公學校讀本及教育類圖書居多)，以及戰後在臺

灣民主運動歷程中所發行反對國民黨霸權之黨外雜誌。本批資料對研究日治時期

之臺灣教育史、地方人士及社會經濟動態等發展，深具史料意義。另徵集東南亞

日文舊籍一批計 440 種，489 冊/件，內容涵蓋二次大戰前後東南亞相關歷史、

政治、經濟、社會等主題，對豐富本館既有南方資料舊藏及相關領域研究多有助

益。並於 106 年獲淡水吳家捐贈吳鶴記古文書一批，共 87 種 96 件，增益館藏

資源。此外，亦積極透過採購、交換、贈送等多元管道，廣為蒐集近年發行之臺

灣學相關研究資源，包括政府出版品及灰色文獻等，合計 5,035 冊/件(含臺灣學

研究資料庫 3 種)。採訪徵集臺灣文獻於完成資料編目建檔即移送典藏單位，俾

供專家學者及民眾查詢使用，106 年臺灣文獻移送至臺灣學研究中心之數量總計

2,984 種 6,738 冊/件。 

(二)加強臺灣學出版品國際交換 

持續加強臺灣學資料的徵集及出版品國際交換關係，與大陸港澳地區、日本、韓

國、美加、歐洲、紐澳等地區學術研究單位暨圖書館聯繫，進行圖書交換業務。

106 年共計與 136 所圖書館或研究單位，建立臺灣資料出版品國際交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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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寄贈圖書 248 冊，受贈圖書 334 冊。 

二、特藏資料數位化 

持續進行特藏資料數位化作業， 106 年進行館藏南方資料館數位化，掃描 3 萬 8,010

影幅，建置「館藏南方資料影像系統」，另進行館藏舊籍日本文獻數位化，掃描 9

萬 2,612 影幅，建置「館藏舊籍日本文獻影像系統」，提供讀者查詢使用。 

三、加強與各學術研究單位的合作 

(一)辦理臺灣學研究中心 10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  

為慶祝本館臺灣學研究中心成立 10 週年，本館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

所於 106 年 11 月 24 日至 25 日合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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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19 至 20 世紀間臺灣與東南亞的互動為主軸，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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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日本、泰國及新加坡等國內外知名

學者及研究人員發表演講 2 場次，研究論文 16 篇，共計 406 人次參與，有效促

進國際交流。 

(二)辦理臺灣學系列講座 

辦理臺灣學系列講座 6 場次，「追尋新時代的土地政策」、「臺灣島的災害宿命」、

「分而治之：日本時代原住民的集團移往」、「臺灣文資數位典藏的地圖協作與創

意加值」、「臺灣民俗學的建構及其實踐」及「臺灣紀錄片的公共、藝術與國際空

間」，共計 307 人參加。講座之錄影音內容，皆獲授權上傳本館「線上演講廳」

網頁，藉以服務遠距及不克出席讀者。另為配合講座主題，編輯館藏延伸閱讀書

目 661 條、挑選相關圖書資料 177 冊。於 5 樓入口展示，亦同步將延伸書目上

傳本館「臺灣學研究中心」網頁，以加強推廣效益。 

(三)辦理「臺灣學特藏資料整合推廣」講座 

針對研究資源較缺乏之區域，特別辦理「臺灣學特藏資料整合推廣」講座，採取

直接支援相關系所開設之臺灣史料介紹課程，於課程中介紹本館特藏資料，主動

行銷本館臺灣學研究資源及特藏資料，106 年首度延伸至高中職學校，分別於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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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內湖高中、國立華僑中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完成辦理 4

場次，共計 131 人參加。 

(四)辦理「穿梭三世紀-悠遊臺灣古地圖」計畫 

與東南科技大學參加「教育部辦理補助大學以社教機構為基地之數位人文計

畫」，合作「穿梭三世紀-悠遊臺灣古地圖」計畫，106 年 4 月 7 日至 5 月 7 日

在本館 1 樓臺灣歷史走廊辦理「穿梭三世紀-悠遊臺灣古地圖展」，展示《臺灣番

社圖》3D 視覺動畫展示及提供 3D VR 虛擬實境體驗。4 月 8 日辦理「《臺灣番

社圖》歷史與地圖工作坊」，由中央研究院詹素娟教授專題演講「『番』與『社』

─清代臺灣古地圖中的原住民歷史」，以及由臺灣古地圖協會魏德文理事專題演

講「清代山水畫輿圖─《臺灣番社圖》解析」。 

(五)辦理「海山學文物展覽館計畫─數位人文擴充案」計畫 

與國立臺北大學共同合作「教育部辦理補助大學以社教機構為基地之數位人文計

畫」之「海山學文物展覽館計畫─數位人文擴充案」計畫，將本館珍貴典藏書籍

數位化資源，連結海山學文物展覽館進行相關資源整合運用，呈現於「海山學數

位圖書館」、「海山學文物展覽館」網站內，供社會大眾、教育界及學術界運用，

並活化本館特色館藏。 

(六)辦理「臺灣文史閱讀書箱」 

為配合教育部於 107 年實施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發展各校本位課程，本館以

豐富的臺灣學文獻資源，有效支援國中、小從事臺灣文史教學課程，規劃「臺灣

文史閱讀書箱」業務，擴大服務對象至國中、小，協助各校本位課程之推動。本

案擇定秀山國小、中和國小、永平國中為合作學校，利用臺灣學特色館藏，蒐集、

製作一套以雙和地區之歷史人文或地景地貌為主題之投影片，提供教師教學使

用。同時，為了讓老師們更了解館藏的利用，邀請三校教師到館參加相關研習課

程，三校教師在完成研習之後，陸續帶領學生到館參訪，認識圖書館。 

四、加強臺灣學研究推廣服務 

(一)辦理「臺灣文史教學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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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豐富的臺灣學特色館藏支援臺灣史課程教學，為臺灣學研究中心工作目標之

一。為擴大服務對象，積極推廣臺灣學特色館藏，協助各級學校教師發展鄉土教

育課程及各校特色課程，106 年結合「協助學校教師發展鄉土教育課程計畫」，

擴大辦理臺灣文史教學研習。同時，為平衡地區資源分配，提升推廣效能，於北

區(國立臺灣圖書館)、中區(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南區(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

共辦理 3 場次，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蔡錦堂教授、許佩賢教授、

張素玢教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鍾淑敏教授及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陳文

松教授主講，共計學員 220 人參加。透過意見調查表，學員紛紛表示「本次研

習對教學很有幫助」、「很棒的研習」、「希望每年都能舉辦這種研習」、「希望能至

其他縣市辦理」、「請一定還要來到南部地區辦理研習活動」，顯見本項業務已達

行銷本館特藏，並活化史料以支援文史教學之成效。 

(二)辦理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 

1、辦理「望見南方─館藏舊籍南方資料展」 

二次大戰以前，日人為了推動南進政策，對南洋進行詳細的調查與研究，在

1940 年成立「南方資料館」，蒐藏臺灣總督府外事部及各單位的南方資料。今

全數典藏於本館，成為最具特色的館藏。106 年適逢本館臺灣學研究中心成立

10 週年，本館特別於 4 月 25 日至 12 月 17 日辦理「望見南方─館藏舊籍南

方資料展」，將珍藏近一世紀的南方資料全面公開。 

本次特展於 5 月 5 日舉辦開幕式暨專題演講，經貿印度尼西亞在臺北辦事處

貿易部主任 Mr. Miftah Farid、新北市立圖書館高鵬館長及文獻組同仁等貴賓

親臨參加，專題演講「從帝國的南隅望見南方」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鍾

淑敏副研究員主講，當日座無虛席。 

 2、辦理行動展覽館 

為擴大推廣臺灣學研究，爰訂定本館「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行動展覽館」

借展作業要點，自民國 102 年起以美術設計與寫真帖 2 主題「行動展覽館」，

檔次 2 周，供高中（職）以上學校或公共圖書館借展。104 年新增地圖主題，

於同年 7 月加入借展行列。為回應參觀者期許與借展單位屢次要求延長展覽

時間，乃於 105 年起將借展時間延長，每檔次增為 3 周，並於同年 7 月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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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製「體育運動」與「廣告」二種主題加入借展，藉此擴大並深化展覽效益。

106 年共計 48 個借展單位，42,934 人次參與，反應十分熱烈。 

(三)發行臺灣學刊物 

1、發行《臺灣學通訊》雙月刊，擴充臺灣學通訊資料庫 

每期皆有專題，106 年專題計有臺灣學的跨界與展望、南方資料-南洋調查/

南洋經營、臺灣人在南洋、臺灣人的海外經驗及戰後臺灣人返鄉路，每期印

製 3,000 份，寄送各級學校與文史單位，亦同步發行電子報（約 2,300 份），

也持續經營臉書粉絲專頁及更新「臺灣學通訊資料庫」，提供更多元的數位資

訊。 

2、發行《臺灣學研究》半年刊 

持續採雙向匿名專業審查制度、符合 THCI-Core 標準之方式，編輯及發行《臺

灣學研究》半年刊。106 年出版第 20、21 期各 600 冊，於網站提供電子版，

並持續進行第 22、23 期投稿論文之審查與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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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服務-臺灣圖書醫院 

民國 96 年 6 月將裝訂室、冷凍除蟲設備及裝訂技術等整合於一，成立「臺灣圖書醫

院」，其重點工作為強化臺灣圖書醫院效能、推廣圖書資料維護觀念、建立維護技術傳承

模式及建置維護資訊整合平臺。本館在圖書文獻修復領域中，為臺灣各圖書館之表率及學

習對象，在籌建新館之始，便規劃藉由科技設備來長久保存圖書文獻，期盼能推廣圖書保

健觀念及醫療修復技術，使此精髓得以永續傳承。 

ㄧ、加強軟體建設提升圖書醫院效能 

(一)培養紙質文獻維護人才 

106 年 8 至 10 月共辦理「我的寶物盒 DIY」、「檔案裱褙」及「做舊如舊-古籍複

製」3 場工作坊，為期 8 日，共 199 人次參加，期盼增強一般民眾與修護人員

的技術與專業。 

(二)增購修護器材加強維護工作  

增購手工老紙及無酸紙張等修護用紙，俾便修補手工書葉，保存舊紙文獻，全年

修護中、西式書籍、地圖及檔案共 300 件（特藏線裝書 80 本、西式平精裝書

100 本、檔案地圖古文書 120 件），執行圖書冷凍除蟲 2,210 冊。 

二、延續多元管道傳承圖書維護技術 

(一)辦理研習班及專題講座  

本館與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合作，於 106 年 8 月 21 日至 25 日辦理「圖書裝幀

與保存研習班」，安排理論與實作課程共計 5 天(30 小時)，規劃系統性圖書修復

技術課程，合計 31 位國內外(含香港、澳門及大陸等地)人士參加課程。另辦理

圖書維護專題講座 3 場，開放一般民眾及志工參加，以推廣圖書維護觀念。 

(二)開放實習生參與  

每年開放各大專校院學生申請實習，106 年度寒假有師大、臺大學生各 1 名；

暑假有臺大學生、南藝大學生及輔大學生各 1 名；與政大圖檔所合作由圖書資

訊實習課程同學來館實習，共有研究生 17 名修課。共計 22 名到館實習。 



21 
 

三、擴充虛擬圖書醫院推動網路學習平臺 

(一)賡續建置「線上展覽」之簡易平臺功能 

陸續整理於 5 樓特展室展出的圖書維護專題展覽圖像及文字內容，包括「西式

圖書裝幀大觀特展」等共 8 場展覽內容，供民眾透過網路觀賞與學習。 

(二)賡續建置「線上學習」之學習課程 

陸續整理圖書醫生培訓班之講座資料，並取得主講人同意授權，提供線上學習，

包括葉竑毅老師講授「庫房保存管理」等 17 堂課程講義，提供讀者透過網路自

我進修學習管道。 

四、舉辦活動推廣全民圖書維護觀念  

(一)圖書維護專題講座 

辦理「個人檔案保存」、「西洋書裝幀(含簡易實作)」及「臺灣的圖書館館藏故事

與資料保存維護」圖書維護講座 3 場，參加對象包括圖書館館員、從事紙質修

復人員及學校師生，計 77 人參加。 

(二)圖書維護專題展覽 

本館邀請臺灣大學檔案館及義大利藏書家 Tullio 合作辦理「西式圖書裝幀大觀特

展」，展期自 106 年 10 月 21 日至 12 月 31 日，達 2,960 人次參觀。 

(三)圖書的乾式清潔摺頁編印 

摺頁內容包括中式線裝圖書、西式平裝圖書的乾式清潔，並介紹使用工具與相關

材料。 

(四)臺灣圖書醫院裝訂室參觀導覽 

每週三上午讀者可自行透過玻璃窗戶參觀圖書醫院，或預約每週三導覽服務，

106 年計 28 場次，559 人次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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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於民國 64 年設置視障資料中心，迄今已有 40 餘年歷史，主要業

務為製作出版及供應視障者讀物，並提供視障資料流通借閱、參考諮詢及

舉辦多元終身學習課程等服務。100 年 12 月經教育部指定為全國視障專

責圖書館，肩負落實及推動視障電子化圖書資源整合與應用的重要使命。

103 年 11 月 28 日復經擴大指定為落實及推動「身心障礙者數位化圖書資

源利用辦法」之專責圖書館。105 年 2 月 23 日，啟動為期 4 年之「105-108

年「強化身心障礙者數位化圖書資源利用中程發展計畫」。視障資料中心除

繼續推動視障服務相關業務，並將作為本館無障礙圖書資源服務引導之轉

介點，協助身心障礙者取得並利用本館各項服務。 

一、閱覽典藏服務概況 

(一)視障資料典藏量 

館藏資料類型包含：紙本點字圖書、電子點字圖書、雙視圖書、

有聲圖書（錄音帶）、電子有聲書（DAISY 格式、MP3 格式）、電

子書（EPUB 格式、PDF 格式），迄 106 年 12 月底累計總館藏量

153,232 種/件/冊。 

(二)借閱流通 

1、有聲圖書資料借閱：1,056 人次，計 2,246 捲。 

2、點字圖書資料借閱：754 人次，計 860 冊。 

3、視障者專用郵包免費郵遞服務：郵寄 3,106 冊/件。 

(三)參考諮詢 

處理視障讀者信件：2,347 件。 

(四)個案服務 

辦理「個別化教學」，計 124 名視障讀者提出需求申請，進行 62

特色服務-視障資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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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次服務。 

(五)視障資料修護 

1、有聲圖書資料重新拷貝：44 捲。 

2、點字圖書修護：215 冊、點字圖書裝訂：146 冊。 

3、複製點字圖書目錄：10,200 張。 

二、辦理教育部補助「強化視障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中程發展計畫」 

為因應教育部擴大指定本館為身心障礙專責圖書館，服務對象自視障者擴

及聽障、學障及其他閱讀困難障礙者，106 年執行成果分述如下： 

(一)整合及強化身心障礙資源 

1、積極精選得獎好書、參考工具書、讀者推薦圖書及童書等，透

過採購、受贈、自行或委託製作等多元管道，豐富館藏身心障

礙圖書資源。106 年新增電子點字書 272 種、電子有聲書 301

種（DAISY 格式 60 種、MP3 格式 241 種），電子書 829 種（EPUB

格式 789 種，PDF 格式 40 種）及雙視圖書 203 種/234 冊，至

106 年 12 月底計總計增加 1,605 種視障資源。 

2、將點字書及有聲書壓製成具自動點字/語音導覽功能之視障者專

用光碟，發行《點字數位圖書館》光碟第 19 集 300 片，寄送

視障機構、學術單位及公共圖書館等 109 個視障服務單位，推

廣視障資源利用。另發行《數位有聲圖書館》光碟第 13、14

集各 300 片，寄送視障服務機構外，另增加學障及腦麻服務等

機構，共寄送 124 個單位，提供身心障礙者多元閱讀管道。 

3、購置 257 種/279 件圖書電子檔，供作視障資源製作素材；另

有 18 家出版社、2 位著作人、2 所政府機構及 1 私人單位共捐

贈 930 種/2,162 件出版品電子檔，加速視障資源轉製。未來這

些資源轉譯製作完成後都將透過本館所建置「視障電子資源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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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查詢系統」進行整合、推廣與開放應用。 

4、與遠流出版公司合作引進「台灣雲端書庫電子書服務平臺無障

礙專區」服務，且 105 年 3 月 11 日簽訂「台灣雲端書庫合作

備忘錄」，由遠流公司建置台灣雲端書庫無障礙專區及提供無障

礙格式電子書，本館進行電子書使用點數採購並提供平臺介接

查詢介面，供持有本館視障讀者借閱證、特殊讀者借閱證，以

及經本館「視障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認證的讀者登入借閱

使用，提供更多元、即時更新之電子書內容，以擴大服務身心

障礙讀者 。本服務於 106 年 6 月底引進，並於 7 月份正式開

放使用，迄 12 月底上架之 EPUB 電子書數量計 1,220 本，使

用人數計 8 人、借閱 18 本電子書。 

(二)建構身心障礙數位圖書館 

1、建置符合 AAA 等級無障礙網頁規範之「視障電子資源整合查

詢系統」，透過書目匯入或分散式整合查詢方式，整合國立公共

資訊圖書館、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圖書館、臺北市立圖書館、高

雄市立圖書館及淡江大學視障資源中心等視障書目資料，同時

與清華大學之「視障有聲書通報系統」及民間機構愛盲基金會

之「有聲書平臺」連結，充實有聲書書目資訊；另外也結合國

家圖書館提供一般圖書、學術期刊與博碩士論文資訊系統書目

資訊，輔助視障者取得更多元資源資訊。 

106 年持續強化擴充視障電子化圖書資源整合查詢系統及出版

品數位版權管理（DRM）系統功能，擴充重點為調整系統前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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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 107 年 3 月底建置完成)。同時也持續分類編目及管理身

心障礙圖書資源，針對各身心障礙機構資源進行書目整合與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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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期更貼近身心障礙者閱讀需求。本系統自 101 年 12 月 21

日正式啟用後，截至 106 年 12 月止，總計整合書目 5 萬 479

筆，其中可直接供線上點閱/聆聽/下載電子點字書、有聲書、電

子書約 1 萬 2,117 筆，查詢次數累計 16 萬 677 人次。 

2、開發「視障隨身聽」APP 行動服務，103 年全新開發「視障隨

身聽」APP，可適用於 iOS、Android 系統環境，並支援書目

資訊查詢、視障點字書報讀、視障有聲書線上聆聽及下載、視

障資源教室線上學習、圖書資料借閱郵包進度查詢、個人書架

及最新消息等功能；另可透過個人專區服務，將本館各項資源

加入個人收藏，建立屬於自己的虛擬圖書館。106 年功能擴充

重點主要針對讀者建議，改善閱讀相關服務並因應網站改版及

聯合目錄建置增加相關功能等。自 103 年 12 月 17 日推出，截

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止，累計下載次數 iOS 系統 5,953 次、

Android 系統下載計 1,470 次。 

3、新增館藏資料編目建檔作業，完成書目建檔 1,605 筆，及館藏

資料整編加工 3,355 件。 

4、開辦「視障資源線上主題書展」，每月蒐整熱門時事話題與日常

生活主題，推薦館藏優質圖書清單，公布於網頁，另將主題書

單以電子郵件寄給視障者及視障服務機構，可由書單中直接連

結「圖書精選」網頁功能，簡化查詢流程，方便視障者利用與

借閱。 

5、持續擴充「資源教室」線上課程內容，新增「提升圖書館身心

障礙服務專業知能」工作坊、「視障者電影聽賞」、「有聲繪本創

作」兒童夏令營、「終身學習系列講座」、「與作家有約」等活動

線上課程資源及演講授權錄音內容，累計 243 種(均持續增加

中) ，以豐富視障資源平臺線上主題服務。達到行銷本館身心

障礙圖書資源及服務目的，方便全國各地的特殊讀者不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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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不限時間地利用與閱讀。 

(三)推廣身心障礙讀者服務 

1、購置身心障礙者閱讀輔具，營造無障礙閱讀空間 

完成汰購身心障礙輔具及資訊設備 1 批，包括：盲用電腦 18 組

（含中英文盲用資訊系統 13 套）、攜帶型觸摸顯示器（含中英

文盲用資訊系統）1 臺及電腦標籤列印機 1 臺，並提供公共耳

機紫外線除菌機，於視障資料中心 B1 研習教室鋪設聽障感應線

圈、增購音響設備、殺菌濾毒機及飲水機等，提升身心障礙者

資訊服務品質。 

2、辦理館員及志工專業知能教育訓練課程，精進服務力 

為加強全國館員身心障礙服務素養，並提升圖書館服務專業形

象，於本館辦理「提升圖書館身心障礙服務知能」專業課程，

授課主題包括：「有聲書錄製技巧」、「口述電影的概念與實務訓

練」以及「點字教學課程」，藉以提升館員對身心障礙者的服務

及專業能力，參與學員獲益良多，3 場次計 164 位館員及志工

參與。獲講師授權之相關課程及講座錄音內容同時上傳本館「視

障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之「資源教室」公開利用，以擴散

課程學習效益。另為配合「台灣雲端書庫電子書服務平臺無障

礙專區」正式開放使用，辦理教育訓練 1 場次計 16 人參加。 

3、辦理資訊教育訓練課程，鼓勵終身學習 

(1)辦理北、中、南區「視障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推廣教育

訓練課程，共 5 場次，70 人次參加。 

(2)辦理北、中、南、東區「視障者資訊教育推廣課程」共 5 場

次，68 人次參加。 

(3)辦理圖書館導覽及視障資源利用教育課程，計有臺北啟明學

校應屆高中畢業生、學生家長、教師 10 人及臺灣盲人重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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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障人士與陪同者 20 人，蒞館參觀視障資料中心並參加圖書

館利用教育課程。 

4、結合社會資源，辦理多元閱讀推廣活動 

(1)障礙密碼—真人圖書講座：為認識多元、尊重差異、翻轉偏

見，並促進一般民眾與身心障礙者交流之機會，本館與中華

民國身心障礙聯盟合作，邀請其典藏的真人圖書到館分享個

人成長、求學與工作等豐富人生經歷，透過近距離的對話與

互動，讓讀者真實感受真人圖書閱讀的特色與樂趣。106 年

分別於北、中、南區辦理 3 場「障礙密碼-真人圖書講座」，

計 112 人參與，其中身心障礙者約 12 人。 

(2)電影「聽」賞：為提供視障者多元藝文活動參與機會，於北、

中、南區共辦理 15 場「視障者電影聽賞活動」，邀請臺灣編

劇藝術協會理事長黃英雄老師導賞，計 1,412 人次參與，其

中身心障礙者約 194 人。 

(3)「睛點．享讀」閱讀系列講座：為推廣無障礙閱讀，並吸引

更多人關注及瞭解身心障礙議題，於 106 年全新規劃閱讀系

列講座，精選主題圖書，邀請身心障礙(含視、聽、肢障)作

者或與議題相關的專家學者，蒞館與讀者面對面分享書籍內

容，並透過近距離的對話與互動，讓讀者體驗不同的閱讀經

驗，享受閱讀的美好樂趣。講座於北、中、南區計辦理 9

場次，421 人次參與，其中身心障礙者約 79 人。 

(4)106 年臺灣閱讀公園系列活動：配合本館四季閱讀公園活

動，包括「春之饗樂—樂讀公園．走讀臺灣」、「夏日．愛閱」、

「秋日．閱讀趣」以及「閱讀．悅讀．越讀」臺灣閱讀節，

規劃系列身心障礙主題閱讀推廣、體驗活動，計 832 人次參

與，其中身心障礙者約 4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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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愛樂系列活動：與表演藝術圖書館、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

兩廳院合辦「國立臺灣圖書館─帶您走讀國家表演藝術聖殿」

參訪活動，計 23 人次參加；與樂興之時管絃樂團合辦「【樂

興之時】2017 年終祈福音樂會」，計 34 人次參加；與國家

表演藝術中心國家兩廳院合辦「管風琴與打擊樂的聖誕驚奇

派對」，計 31 人次參加。 

(6)辦理繽紛新視界─106 年「有聲繪本創作」兒童夏令營活動，

分別於 8 月 15 日至 18 日及 8 月 22 日至 25 日於視障中心

B1 研習教室辦理 2 梯次活動，計 29 位小朋友參加。 

5、重視弱勢族群資訊需求，助身心障礙者閱讀無礙 

(1)辦理 106 年度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滿意度調查：為瞭解本館視

障資料中心提供之各項服務是否符合身心障礙讀者需求，特

委託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陳世娟助理教授以問卷及訪談方

式，針對持有本館視障/特殊讀者借閱證且近 3 年來曾利用視

障資料中心服務之讀者進行調查，綜整讀者之滿意度及回饋

意見，作為業務檢討改善參考，以精進本館服務品質，滿足

讀者實際需求。本調查案研究期程自 106 年 4 月 20 日至 10

月 31 日，報告全文業公告於本館入口網之「政府公開資訊／

讀者滿意度調查報告」及視障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之「相

關網站／學術資源／研究報告」項下，開放供各界參考運用。

另摘錄讀者開放性建議及訪談紀錄內容重點，製作改善情形

追蹤表，寄送業務相關組室及同仁，納入後續工作計畫推動

改善研議參考。 

(2)修訂本館視障資料中心特殊讀者閱覽服務要點：於 106 年 9

月 19 日第 850 次館務會議修正通過本館視障資料中心特殊

讀者閱覽服務要點，提高圖書及視聽資料借閱冊(件)數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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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鼓勵閱讀並提高館藏使用率。另發文至各級公私立學

校、各縣市鄉鎮圖書館及身心障礙服務機構，歡迎視障、學

障、聽障或其他感知著作有困難之障礙者，參與本館視障資

料中心圖書館利用教育講習與推廣活動，持續受理團體預約

參觀導覽及學校班訪。 

(3)「主動送到家」圖書閱讀推廣活動：邀請臺北市立啟明學校

進行館際合作，活化視障中心雙視圖書運用，每月固定提供

借閱 20 本雙視圖書；並於 106 年暑假與學校合作，辦理「把

最好的都給你--夏日帶著走 悅讀小書包」主題書籍推薦，

設計針對幼稚園、國高中學生推廣閱讀活動，鼓勵讀者辦理

借閱證。共計 18 名讀者登記借閱，4 名辦理借閱證，並於

開學後持續常態借閱。 

(四)加強跨界合作 

1、與身心障礙服務機構建立合作關係，擴展服務效能 

(1)辦理「初階口述影像視障審聽員訓練」課程，與中華民國口

述影像發展協會合作辦理「初階口述影像視障審聽員訓練」，

以訓練視障學員具有口述影像初稿之審聽能力。課程時間為

106 年 9 月 1、8 及 15 日共計 2.5 日，共計 15 小時，18 人

次參加，其中身心障礙者 9 人。 

(2)辦理「初階口述影像研習」課程，與中華民國口述影像發展

協會合作辦理「初階口述影像研習」課程，以訓練及介紹學

員口述影像基本概念並認識口述影像在影視及文化的服務實

例與未來圖景，課程時間為 106 年 10 月 14 日，共計 3 小時，

62 人次參與。 

(3)辦理「聲音的歷史」非視覺體驗與視障政策工作坊，與社團

法人中華民國視障者家長協會合作辦理「『聲音的歷史』非



30 
 

視覺體驗與視障政策工作坊」，活動內容為新北市視障相關

政策座談會及「聲音的歷史」之非視覺體驗活動，課程時間

為 106 年 10 月 29 日，共計 6 小時，18 人次參與，其中身

心障礙者 16 人。 

2、召開跨館合作討論會議 

邀集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臺北市立圖書館、新北市立圖書館、

高雄市立圖書館、國立清華大學盲友會及淡江大學視障資源中

心等國內主要視障資源典藏機構，針對本館「視障電子資源整

合查詢系統聯合書目暨館暨互借建置」合作議題召開座談會

議，會中由本館進行合作細節說明並請各視障服務機構提出相

關需求考量，以利建立合作共識，進而賡續與有意願合作單位

洽商，先以館對館合作模式試行運作，期藉由資訊技術協助與

跨館合作，提供更具整合性的圖書資訊服務平臺，便利身心障

礙讀者透過單一帳號，線上即時取得不同機構資源。 

3、設立區域資源中心，延伸服務據點 

與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以下簡稱國資圖)合作設置區域資源中

心，以增進聽視障者服務效能，雙方業於 106 年 11 月 28 日簽

訂合作備忘錄。本館同意於中程計畫經費編列額度內提供身心

障礙區域資源中心所需資源，包括閱讀輔具設備、圖書資源、

閱讀推廣活動等，國資圖則配合提供無障礙閱讀空間暨聽視障

者閱讀服務規劃及相關政策之擬訂與落實執行。 

4、試辦「HEART BOOKS．心布克書箱宅急便」創新服務 

提出「讀 Bar˙心巴克書房－視障資料中心療癒書目加值計畫」

獲本館 106 年下半年團體組組務改善及創意提案甲等獎，並據

以規劃「 HEART BOOKS．心布克書箱宅急便」創新服務，精

選主題圖書及製作閱讀教具，預計 107 年開始與臺北市啟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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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及大臺北地區國中、國小試辦心靈分享會，拓展夥伴關係(圖

書館－特教學校/機構－身心障礙團體)，發展合作關係網絡，擴

大閱讀推廣服務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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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優化館藏品質 

(一)結合專業與創新，提高館藏資源使用滿意度 

依據本館「館藏發展政策」，規劃館藏資源之長期發展，並定期召開館藏發展委員

會議，聽取館藏發展議題之興革意見；外聘學者專家及本館各組室業務相關同仁組

成選書小組，協助採購書單之推薦及審議；改善大批圖書採購作業程序，透過「避

免不實用或不適用圖書入藏之採訪機制」篩退不合宜圖書，藉由多元管理面向強化

管控藏書品質，進ㄧ步優化館藏。另為快速提供新書服務，藉由「閱選訂購」方式，

熱門書、暢銷書、書展用書等類型新書上架時程由 90 日縮短為「30 日」。106 年

共計辦理 12 次「閱選訂購」，選購圖書 1,428 種、2,827 冊。 

另為擴大服務多元化讀者，本館提供東南亞館藏「線上瀏覽」服務，對東南亞（四

國語文）館藏（圖書及視聽資料）有興趣之讀者，可以透過網路線上直接瀏覽館內

所有的相關館藏（不需輸入任何文字，就可以以點選語文別及圖書資料類型的方式

瀏覽查找）。以更細微及全面性貼心的服務，讓讀者能更便利使用館藏資源。 

(二)積極爭取計畫補助，提升圖書採購經費 

106 年圖書資料採購經費 28,551,616 元，較 105 年 18,572,153 元增加 9,979,463

元。 

106 年圖書資料採購經費一覽表 

項目 金額 分配比例 採購數量 

中文圖書 876 萬 5,628 元 30.7% 採購中文圖書 30,161 冊。 

外文圖書 510 萬 2,370 元 17.9% 

採購外文圖書 4,701 冊 (西文

2,126 冊/日文 1,560 冊/越、印、

泰、緬四國語文 1,015 冊)。 

中文期刊、報紙 57 萬 9,420 元 2.0% 
訂購中文期刊 234 種、報紙 17

種。 

技術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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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圖書資料採購經費一覽表 

項目 金額 分配比例 採購數量 

外文期刊、報紙 100 萬 2,425 元 3.5% 
訂購外文期刊 157 種、報紙 10

種。 

視聽資料 324 萬 7,592 元 11.4% 

採購視聽資料公播版 DVD 685

片，家用版 DVD 1,120 片、VCD

片、音樂 CD 58 片，合計 1,873

片。(含東南亞視聽資料 443 片) 

電子資源 

及其他 
725 萬 7,631 元 25.4% 

採購電子書 1,272 冊；數位論文

165 篇；資料庫 20 種(租賃 7 種、

買斷新增 5 種、原有升級擴充 8

種)。 

舊籍資料 259 萬 6,550 元 9.1% 

採購日治時期及戰後初期舊籍圖

書 1,664 冊、古文書 47 件及掛

圖 2 件，合計 1,713 種/冊/件。 

合計 2,855 萬 1,616 元 100.0%  

二、圖書資訊徵集 

(一)持續充實多元館藏，滿足分齡分眾閱讀需求 

106 年採購中外文圖書計 34,862 冊、舊籍臺灣資料 1,713 冊/件、視聽資料 1,873

件、電子書 1,272 冊、數位論文 165 篇、資料庫 20 種 (租賃 7 種、買斷新增 5

種、原有擴充升級 8 種)、訂閱中西文期刊 391 種、中西文報紙 27 種。 

(二)加強圖書交換贈送業務，落實政府出版品寄存制度 

106 年總計受贈圖書 49,728 冊/件，入藏圖書 9,618 冊/件，轉贈交通部、臺北市

萬華區騰雲里、臺北市私立大誠高級中學、緬甸愛華佛經中學、衛生福利部雙和醫

院、圓通寺妙清講堂圖書館、臺中市西區中正國民小學等，計圖書 7,362 冊/件，

提供好書交換及漂書活動用書 10,614 冊，合計轉出圖書 17,976 冊。 

(三)拓展出版品國際交換業務，加強館際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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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加強臺灣學資料的徵集及出版品國際交換關係，與大陸港澳地區、東協十國、

日本、韓國、美加、歐洲、紐澳等地區學術研究單位暨圖書館聯繫，進行圖書交換

業務。106 年共計與 136 所圖書館或研究單位，建立臺灣資料出版品國際交換關

係，迄 12 月底寄贈圖書 248 冊，受贈圖書 334 冊。 

三、圖書資訊組織 

(一)編目作業流程標準化，加快新書上架速度 

完成中外文圖書資料分類編目 17,044 種（35,789 冊/件），並移送各典藏單位供讀

者借閱。 

(二)配合館藏數位化，批次回溯修改書目內容，提升書目服務品質 

針對本館已另拍攝微縮資料保存利用之館藏及已數位化之日治時期圖書，修改或增

加其 500 段(一般註)之說明，以提供讀者正確及快速查找之訊息，計 8,778 筆，餘

將配合參考特藏單位清點進度陸續修正。 

(三)因應國際編目規範發展趨勢，書目資料與國際接軌 

因應國內外書目著錄發展趨勢，與便於利用國內外編目資源進行抄錄編目，以強化

本館書目品質，並利於推動館藏書目國際化作業，本館已於 105 年 5 月完成

MARC21 書目與權威環境上線，並於 106 年持續研修圖書分編作業規範，包括中

文圖書、視聽資料及古文書。另外，本館亦持續回溯上傳館藏書目至 OCLC 書目

系統，提升本館既有館藏在全球之能見度。106 年持續委外上傳原編書目 607 筆、

增加館藏資料著錄 1,678 筆。 



 

35 
 

 

ㄧ、閱覽典藏服務 

(一)鼓勵讀者借閱措施 

為推廣閱讀、行銷本館館藏、養成讀者閱讀習慣，規劃辦理「悅讀 365--106 年度

讀者閱讀獎勵計畫」，共計 7 人獲獎。另 106 年「夏日閱讀節」活動中 7-9 月借閱

冊數達 100 冊之讀者，個人借閱證升級可為白金卡借閱證，借閱冊數由 20 冊提高

為 30 冊，計有 54 位讀者獲獎。 

(二)年度圖書館服務情形及借閱圖書排行榜 

於 107 年 1 月 31 日公布 106 年度各項服務的使用統計，如進館人次、各項服務

讀者使用人次等，供民眾瞭解本館年度閱覽服務成果。此外，並於同日發布「從『心』

出發！生活之道搶占借閱排行榜—106 年國立臺灣圖書館讀者閱讀興趣分析」新

聞稿，公布 106 年度文學類（不含武俠小說）、非文學類(不含漫畫)、武俠小說類、

漫畫類、科普類、童書及視聽等資料借閱排行榜及預約排行榜前 20 名，期能提供

民眾選書、出版業者選擇出版題材，以及圖書館購書之參考。計有新生報、國語日

報、大紀元等 3 家平面及電子媒體報導。 

(三)舉辦好書加倍借活動 

1、辦理「冬季樂閱讀」系列活動 

於寒假辦理「冬季樂閱讀」系列活動，其中「好書加倍借」活動將個人借閱冊

數由 10 冊提高至 20 冊，白金、樂齡、志工借閱證之借閱冊數由 20 冊提高至

30 冊，家庭借閱證則提高為 50 冊。106 年 1 月 15 日至 2 月 26 日活動期間，

借閱人次計 23,572 人次，借閱冊數達 97,701 冊。 

2、辦理「夏日閱讀節」系列活動 

106 年 7 月至 9 月辦理「夏日閱讀節」系列活動，將個人借閱冊數由 10 冊提

高至 20 冊，白金、樂齡、志工借閱證之借閱冊數由 20 冊提高至 30 冊，家庭

讀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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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閱證則由 30 冊提高為 50 冊。106 年 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活動期間，借閱

人次計 56,359 人次，借閱冊數達 230,660 冊。 

二、分齡分眾服務 

(一)推廣親子共讀 

1、故事童樂會 

每週三下午連續舉辦 2 場適合學齡前幼兒、國小低年級學童參與之「故事童樂

會」，活動中搭配「說故事活動集點卡」獎勵，以增進與小讀者之互動並宣導

親子共閱讀。 

2、小黑熊外文繪本故事時間 

每月辦理 1 場「小黑熊外文繪本故事時間」，由外語志工為學齡前幼兒及其家長

導賞外文繪本，引導親子讀者運用多元館藏共享閱讀的樂趣。 

3、書架認養活動 

本館與雙和地區之社區及學校合作，舉辦「愛書人書架認養活動」，106 年共計

8 組兒童服務滿 20 次，獲借書證升級為白金卡；另 3 位兒童服務滿 40 次，獲

頒感謝狀；31 位兒童服務滿 60 次，獲頒感謝狀，並於其就讀學校接受公開表

揚。另 2 位兒童符合獎勵條件，各獲贈圖書禮券 1 份。 

4、兒童主題書展 

配合時事、政令、閱讀推廣主題及節慶活動等，策辦兒童主題書展，共展出 12

場次、390 冊圖書，計 5,693 人次閱覽。 

5、Baby Bear 寶寶熊故事童樂會 

每月辦理 1 場「Baby Bear 寶寶熊故事童樂會」，由具備寶寶說故事經驗之志

工，帶領新手父母及嬰幼兒照顧者，認識更多適合寶寶看的書、學習說故事技

巧並善用手指謠，為寶寶開啟閱讀之門。106 年辦理 1 場，計 380 人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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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兒童閱讀推廣活動 

每月辦理各項多元、豐富之兒童閱讀活動，計有 105 年創辦，反應熱烈，擴大

辦理之「臺灣原創．繪本作家帶你玩東玩西」繪本遊戲工作坊、「小黑熊外文

繪本故事時間」，以及 106 年新辦理之「Baby Bear 寶寶熊故事童樂會」活動。

106 年共辦理 207 場，計 19,347 人次參加。 

(二)樂齡服務 

1、電腦學習課程 

鼓勵樂齡讀者終身學習，增進資訊素養，與技嘉教育基金會合作辦理「樂齡學習

e 起來」資訊學習系列課程，106 年辦理「Pixlr 雲端修圖入門班」、「Line 在一

起入門班」、「創意手機短片製作班」等學習課程，共 3 個班別、9 堂課，計 156

人次參與。 

2、影片欣賞活動 

每週四舉辦「主題電影院」，連播 2 場精選影片，全年共計 100 場，4,503 人次

觀賞；每月辦理 1 場「假日熱門電影院」，全年計 12 場，1,852 人次欣賞。 

3、祖孫節活動串起祖孫情 

為慶祝祖父母節、推薦老少讀者利用館藏資源，106 年 8 月 24 日舉辦「祖孫同

閱真快樂、藝術吸管 DIY」活動，期能藉由祖孫共讀及製作藝術吸管，激發想像

力及創作力並增進祖孫間情感的交流。活動現場展示 88 種「祖孫情相關圖書及

繪本」，提供爺爺、奶奶、小朋友一起閱讀。另現場有老師教授「魷魚」、「毛毛

蟲」及「釣魚」藝術吸管的製作，吸引 25 對祖孫們一起閱讀、學習。  

4、樂齡表演藝術活動 

為增加樂齡讀者到館利用率並豐富樂齡活動內容，10 月份與國家兩廳院合作辦

理「大家一起來扮戲」表演藝術體驗活動，共計 3 場次、55 人次參與。 

5、樂齡服務再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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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 2 樓設有樂齡資源專區，軟硬體設備有大字本圖書、樂齡讀者專用報紙，

配備擴視機、放大鏡閱讀燈、血壓機及身高體重機等。為提供更好的樂齡閱覽服

務，將於 107 年 4 月至 10 月進行空間設施優化，樂齡資源區移置本館 1 樓，並

增設討論室供樂齡讀者討論休憩。 

(三)青少年服務 

為鼓勵青少年到圖書館利用資源及培養閱讀興趣，辦理適合青少年參與之閱讀活

動。 

1、青少年講座 

106 年 3 月 25 日辦理「Heads up, Taiwan」英語講座，計 35 人次參與；5 月

20 日辦理「原住民帶來的禮物」講座計 25 人次參與。 

2、青少年認養書架 

辦理「喜閱青少年認養書架活動」，106 年共有 28 位青少年學生長期認養一般

閱覽區書架，累計提供 427 小時圖書上架整理服務，集滿 3 張服務認養卡並獲

頒感謝狀及 100 元圖書禮券奬勵者共 9 人次。 

3、青少年主題書展 

辦理「毛小孩的食衣住行育樂」」、「一起去遠方」、「矛盾大對決」、「地球之外」、

「上古石板」、「慕山手札」、「另一個世界的聲音」、「百樣人生」、「玩轉數學」、「故

事得來速」、「如果你也不快樂」、「於歲末時分預見未來」等 12 場次主題書展，

展書圖書 388 冊，計 17,902 人次閱覽。 

4、「盛夏萬事屋」青少年暑期系列活動 

暑假期間與財團法人光泉文教基金會合辦： 

(1)「百工體驗家」系列講座：透過社會學教授及作家，分享臺灣階級議題，讓

青少年認識、尊重臺灣社會多元族群。於 106 年７至９月共辦理「階級如何

影響我們的生命」、「臺灣工人階級的困境」、「街頭吃飯請客以外的無家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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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臺灣也能種小麥」４場講座，共 87 人次參與。 

(2)「市井觀察家」作文比賽：於 106 年 7 月 15 日至 10 月 15 日徵件，鼓勵青

少年以散文的形式寫市井生活，培養青少年觀察、思考與表達能力。分為國

中、高中、大學院校組，共徵得 88 件稿件。最終由評選小組評選出首獎、

貳獎、參獎各 3 名，佳作共 8 名。 

(3)「生活寫真師」攝影比賽，於 106 年 7 月 15 日至 10 月 15 日，透過攝影比

賽使青少年留心生活周遭事物與各職業族群的生活型態。共徵得 185 件作

品，最終由評選小組評選出首獎、貳獎、參獎各 1 名，佳作 9 名。 

(4)「百樣人生」青少年主題書展，於 106 年 8 月 1 日至 9 月 3 日，在本館 3

樓新書展示區辦理「百樣人生」主題書展。展出圖書以各行業、族群之人物

誌與傳記為主，例如漁夫、美食評論員、性工作者、實習醫師、農民、廚師

等，共 40 冊，計 1,477 人次閱覽。 

(四)多元文化推廣服務 

設置「多元文化資源區」，典藏越南、印尼、緬甸及泰國等語言圖書與視聽資料，

供新住民及一般民眾閱覽。106 年舉辦之多元文化推廣服務如下： 

(1)「南朋友」主題書展 

106 年 11 月 7 日至 12 月 3 日舉辦「南朋友」主題書展，展出緬甸、泰國、印

尼、越南、菲律賓及馬來西亞等國家之歷史文化相關書籍，計 841 人次閱覽。 

(2)「原住民帶來的禮物」講座 

106 年 5 月 20 日辦理「原住民帶來的禮物」專題講座，由紀錄片導演馬躍·比吼

主講，計 25 人次參加。 

(3)「中南半島風土紀」講座 

為行銷本館多元文化館藏，並增進讀者對東南亞國家文化之認識，於 106 年 11

月 4 日辦理「中南半島風土紀」講座，由資深導遊、旅遊作家馬繼康從世界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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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宗教、種族、大歷史、食物及國際局勢等多元議題介紹東南亞國家，使讀者

對當地的生活、風土民情、文化等有更深入的認識，計 34 人次參加。 

三、閱讀推廣服務 

(一)推廣臺灣閱讀公園 

為使民眾有更多機會體驗開卷的樂趣，本館於106年規劃春、夏、秋、冬四季閱讀，

並於12月冬季閱讀時配合臺灣閱讀節擴大辦理。春季閱讀以「春之饗樂-樂讀公園．

走讀臺灣」為主題，於同年4月8日辦理「《臺灣番社圖》歷史與地圖工作坊」、「『睛

典．享讀』閱讀系列講座1─書的美食記憶之旅」、「閱讀公園電影嘉年華」等系列活

動；夏季閱讀以「夏日˙愛閱」為主題，於8月5日盛大辦理，規劃「圖像敘述的藝

術：日本繪本演進史特展」、「故事與寫作」專題演講及說故事活動等精彩活動；秋

季閱讀以「秋日˙閱讀趣」為主軸，於10月21日規畫了「西式圖書裝幀大觀特展」、

「臺灣生態尋寶趣-繪本遊戲創作坊」、「秋日．閱讀趣音樂會」等。 

冬季閱讀則與財團法人溫世仁文教基金會、何嘉仁文教基金會、九昱文教基金會、

技嘉教育基金會等12個機關團體攜手合作，於106年12月2日至3日辦理「106年臺

灣閱讀節」系列活動，以「閱讀．悅讀．越讀」為slogan。 

1、12月2日以戶外場地為主，在823紀念公園創意廣場舉辦閱讀嘉年華閱讀活動，

內容包括：四方書香共芬芳、飲水思源護水庫、文創散步、多元閱讀follow me、

叭~行動書車來囉!、我在公園聽故事、智慧閱讀、閱讀中山樓、從閱讀認識環境

教育、謝謝你，試著瞭解我、玩轉數學、奇幻精靈劇場&「愛與光--宗教繪畫故

事」活動、Little Bear Story Time英文繪本故事、愛閱家族同樂會、臺灣好神、

神彩飛揚、科普、藝術快樂GO展示、藝術、科普Maker工作坊、瓦磘溝願景、

閱讀帶我去旅行、創意小玩家、閱讀起步走、琴韻書聲樂悠揚、你的容顏—人

像速寫、「樂讀文化節」書展等，共39種活動，計40個攤位同步辦理。 

2、12月3日於室內辦理閱讀講堂、閱讀遊樂趣、閱讀中山樓、電子閱讀樂無窮‧邁

向數位新世界、手作與心靈閱讀的對話～禪繞畫筆記、「兒歌點點名--律動派對」

Bookstart全臺大串聯活動等7種活動。一連兩天，總計約有8,003人次參與活動。 

(二)推廣家庭閱讀 

為推廣全家共讀，於 106 年 2 月至 12 月辦理「幸福交享閱--家庭教育與全家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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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學系列活動」，鼓勵大眾運用圖書館資源，全家人一起共讀、共學、共樂，建立

幸福的書香家庭。活動內容包含：「家家有幸福」主題書展、愛家成長營、幸福讀

書會、幸福家庭充電站(志工培力課程)、幸福的餐桌、幸福傳家寶、銀向幸福—家

庭教育影片導賞、預見家的幸福，並於「國際家庭日」舉辦家家樂共學--520 家族

同樂會，全年度共辦理 37 場活動，計 1,139 人參加。 

(三)閱讀講座 

本館與各出版社合作辦理閱讀推廣講座活動，主題多元化，如健康飲食、文學寫作、

親子教養、藝術等，計 20 場次，2,361 人次參與。另設計終身學習紀錄卡，鼓勵

民眾參與講座活動。 

(四)終身學習研習班 

為推廣社會教育，落實終身學習，傳承民俗技藝，提倡精緻休閒文化，充實國民精

神生活，辦理終身學習研習班，開設班別有古箏班、手工香皂 DIY、躬能瑜珈班、

塑身彼拉提斯、國畫、水彩、生活英文會話、攝影及拼布等，106 年共有 2 期 48

班，每期 4 個月（18 週），計 921 位學員參與。每期課程結束後，並進行學員滿

意度調查，根據滿意度調查的結果，進行課程的修正與改善。106 年 2 期課程結

束後滿意度調查結果，學員對整體的課程滿意度分別為 96.00%與 96.04%、教學

課程內容滿意度為 95.69%與 96.32%、學員參與度 93.74%與 94.28%、教師的滿

意度 98.92%與 97.26%、實際收穫 93.96%與 94.72%及老師上課準時度 97.01%

與 97.6%。整體滿意度為 96.00%，其中 79.46%為舊生參與。 

期別 

項目 
第一期 第二期 

課程滿意度 96.00% 96.04% 

教學課程內容滿意度 95.69% 96.32% 

學員參與度 93.74% 9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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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別 

項目 
第一期 第二期 

教師的滿意度 98.92% 97.26% 

實際收穫 93.96% 94.72% 

老師上課準時度 97.01% 97.6% 

全年度整體滿意度 96.00% 

舊生參與度 79.46% 

(五)圖書館導覽 

透過圖書館導覽使讀者認識本館的服務及環境，加強圖書館利用效能，即時推廣圖

書館各項功能及活動，另外，本館各樓層及專區建置 QR Code 行動導覽系統，利

用智慧型手機裝置之普及，結合本館既有錄音設備，規劃建置雲端行動導覽系統，

讀者只要掃一下 QRcode，即可讀取各專區服務簡介語音檔，進行圖書館導覽，不

僅可提供個人參訪服務，並解決夜間與假日導覽問題，使圖書館服務更加貼心與全

面性。106 年共計服務 3,692 人次到館參觀。 

四、參考特藏服務 

(一)參考諮詢服務 

1、參考諮詢統計 

提供參考工具書及特藏文獻利用諮詢服務，以口頭、電話、書信及電子郵件諮詢

服務 2,536 人次，相較 105 年服務量增加８％。 

2、參考問題選粹 

將讀者詢問問題中具代表性者載入本館網頁「參考問題選粹」單元，提供即時參

考諮詢訊息，106 年新增「參考問題選粹」32 筆，至 106 年 12 月底共有 320

筆，提供讀者線上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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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館際合作業務  

他館申請本館借書服務為 81 人次(81 件)，複印服務 44 人次(44 件)；本館申請

他館借書服務為 73 人次(73 件)，申請複印服務 5 人次(5 件)，整體服務量較 105

年度提升 4%。 

(二)特藏服務 

1、特藏文獻利用情形 

受理特藏資料調閱 2,039 冊(363 人次)，申請重製 182 件。 

2、特藏維護工作 

為預防蟲蛀黴蝕，於 12 月底委請廠商完成善本室書庫及密集書庫等 6 書庫除蟲

燻蒸，以妥適維護保存珍貴典藏。 

3、特藏整理出版 

本館與漢珍數位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復刻「漢文臺灣日日新報」，預計於 107

年 6 月出版。 

五、資訊素養服務 

為提升讀者電子資源利用素養與資訊檢索能力且擴大本館的使用族群，106 年辦理

「行動載具雲端悠遊樂」課程及各主題電子資源推廣課程，引領讀者探索雲端世

界，讓使用平板讀者跨越年齡，善用本館豐富的電子資源。相關課程計辦理 13 場

次，621 人次參與，相較 105 年參與人數增加 253 人次。年度整體電子資源使用

人次較 105 年增加 13,169 人次，整體服務效能成長 25%。 

六、館藏行銷推廣 

(一)館藏及政府出版品行銷 

每月於本館入口網站介紹 24 種新進好書；另每季介紹 20 種新進視聽資料。優良

政府出版品行銷方面，每月於 2 樓政府出版品展示專區展示政府出版品新書；另

完成辦理優良政府出版品主題書展、影片欣賞與專題講座活動共計 8 場次，6,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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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參加，加強民眾對於政府出版品的認識與利用。 

(二)好書交換活動 

本館為推廣大眾閱讀、提供民眾更多元的換書閱讀管道，106 年 1 月及 7 月各辦

理 1 場次好書交換活動，活動參與人次計 1,598 人、交換圖書冊數 7,958 冊。 

(三)本館出版品及館藏專題簡介服務 

於本館 5 樓入口處展示近年出版刊物、電子資源，並配合 6 場臺灣學系列講座展

出相關主題館藏延伸閱讀書展，共編輯書目 661 條、展出 177 冊。 

(四)各式主題書展 

因應多元族群之閱讀需求，本館依各年齡層閱讀需求及主題，分別辦理青少年主題

書展、兒童書展及多元文化主題書展等，106 年共辦理 36 場，51,675 人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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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與國際會議及參訪圖書館 

(一)AAS 年會 

106 年美國亞洲研究學會(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AS)年會及書展於

3 月 16 日至 19 日在加拿大多倫多舉行。本館精選自行出版之《臺灣地輿總圖》、

《雜誌『臺灣公論』鳥瞰圖選集》、《典藏臺灣記憶》、《裝幀源流：傳世聚珍談裝幀

特展》專輯及《臺灣學通訊》(2016 合訂本)等近期具代表性之出版品參展，除藉

此行銷本館並展示臺灣學研究成果之外，亦現場觀摩其他國外機關團體辦理書展的

模式與內容，以作為本館日後參與國際性展覽與促進國際交流之參考。此外，為蒐

集臺灣學與東南亞研究相關之論文發表人等相關資訊，以為本館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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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參考，亦參加大會主題演講、

會前論壇及數場次與臺灣學相關之論文發表會，另亦特別前往多倫多市立圖書館聖

勞倫斯圖書館、多倫多大學鄭裕彤東亞圖書館參訪。 

(二)ALA 年會 

美國圖書館學會（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以下簡稱 ALA）是世界上

規模最大、歷史最悠久的圖書館組織。106 年 6 月 22 日至 6 月 27 日，ALA 年會

於伊利諾州芝加哥市會展中心（McCormick Place）舉行，本館代表偕同中華民國

圖書館學會、國家圖書館與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等各單位代表前往參加 ALA 年會

暨海報展，並於會議期間，前往芝加哥大學圖書館（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University of Chicago, East Asian Library）、

芝加哥公共圖書館（Chicago Public Library）及芝加哥公共圖書館華埠分館

（Chicago Public Library China Town Branch）參訪，藉由實地參訪，了解美國

大學圖書館與公共圖書館實際經營情形，並與館員進行面對面的交流，吸取相關經

驗，提升本館服務品質。 

(三)IFLA 年會 

106 年國際圖書館學會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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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nstitutions, IFLA)年會於 8 月 19 日至 25 日於波蘭弗羅茲瓦夫舉行，主題

為”Libraries. Solidarity. Society”，本館援例派員參加，藉由參加各項專題講

座、課程、展覽會、海報展與非正式之交流活動等，以吸取國際圖書館服務經驗與

成果，了解國際圖書資訊界發展趨勢。 此外，配合 IFLA 大會安排參訪行程，參訪

3 所弗羅茲瓦夫市立公共圖書館分館及 1 所塔德烏茲米古斯基下西里西亞省公共圖

書館，藉以從圖書館實務經營面去認識圖書館之技術、設計、資源及服務等面向議

題，進而了解波蘭圖書館在閱讀推廣的發展情形，以作為本館服務之參考並增進圖

書館間之交流。 

二、國際交換業務 

持續加強臺灣學資料的徵集及出版品國際交換關係，與大陸港澳地區、日本、韓國、

美加、歐洲、紐澳等地區學術研究單位暨圖書館聯繫，進行圖書交換業務。106 年共

計與 136 所圖書館或研究單位，建立臺灣資料出版品國際交換，迄 12 月底寄贈圖書

248 冊，受贈圖書 334 冊。 

三、國際學術研討會 

為慶祝本館臺灣學研究中心成立 10 週年，特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於 106

年 11 月 24 日至 25 日合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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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19 至 20 世紀間臺灣與東南亞的互動為主軸，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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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臺灣與東南亞經濟

關係」等主題，邀請日本、泰國及新加坡等國內外知名學者及研究人員發表演講 2 場

次，研究論文 16 篇，共計 406 人次參與，有效促進國際交流。 

四、日本知弘美術館合作展 

本館與日本知弘美術館、國立臺東大學共同主辦「圖像敘事的藝術：日本繪本發展史」

特展。本次展覽將日本歷代繪卷讀本，以一脈相承的方式作系列性展出，可瞭解日本

繁盛時期的繪本發展歷程，促進重視兒童文學、教育及藝術創作等議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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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創意商品行銷建立圖書館品牌 

為提升本館能見度，創造本館特有品牌形象，並推動館藏邁向大眾化及國際化，本館

持續研發深具館藏特色的創意商品。106 年開發臺灣學研究中心 10 週年紀念鋼筆 1

式 3 款、鳥瞰臺灣筆記本 3 本一組及鳥瞰臺灣 L 型資料夾一系列共 6 款。其中，鳥瞰

臺灣系列商品圖樣出自本館特藏雜誌《臺灣公論》。《臺灣公論》創刊於 1936 年，社

長為田上忠之，編輯長為牧野信夫（六香），為一綜合性期刊。自 1 卷 6 號（1936 年

6 月）至 4 卷 1 號（1939 年 1 月）間，連續刊載了一系列臺灣各地鳥瞰圖，內容遍

及基隆、臺北、新竹、臺中、臺南、高雄、屏東與臺東等地，圖像內容及色彩均相當

豐富，引人注目。另外，本館於入口網首頁設置創意商品專區，以中英文雙語介紹各

系列商品，並於館內 1 樓大廳設計商品展示櫥窗，大幅增加產品曝光率。商品販售方

式主要採寄售的合作模式，實體店面包括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世界宗教博物

館、三民書局、林百貨-林珈琲、聚珍臺灣（本店及濱町店）、臺灣好行（國史館內販

售）及陽明山中山樓管理所等 7 個寄售合作對象，以及三民網路書店、臺灣師範大學

E-shop 等 2 處網路商城，方便民眾購買。 

 

 

 

 

 

 

 

 

 

 

 

 

創意行銷 

圖 26：本館創意商品開發，讓讀者將館藏帶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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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群行銷 提升圖書館能見度 

(一)經營「Facebook」粉絲專頁 

本館為提供民眾便捷的網路互動服務，於 103 年 6 月 13 日成立「國立臺灣圖書館」

粉絲網頁及整合 google 地標，再將已成立 3 年的「NTL 終身學習研習班」粉絲

網頁一併納入，透過粉絲頁凝聚團隊精神。106 年共有 4,400 位粉絲按讚，相較

105 年多出 600 位，透過粉絲團傳遞本館活動訊息、學員經驗分享、學習心得等。 

(二)發行電子報 

發送「藝文資訊」電子報，吸引更多讀者參與圖書館活動，每月發行量約 93,000 人

次。 

三、聯合行銷 社教館所跨域整合 

由教育部與文化部所屬國立社教機構及文化機構以《博物館尋寶夢》及《Muse 大

富翁 17 同樂遊》為主題，聯合發行「國立社教機構及文化機構學習護照」，提供各

館所寒、暑假最精彩的特展活動資訊，透過聯合行銷方式，強化圖書館服務效益與

能見度。 

四、媒體行銷圖書館 

為有效推廣本館各項藝文資訊、研習課程及閱讀推廣活動，本館積極發布新聞稿，建

立與媒體良善關係，並透過記者採訪、記者會等多元方式有效提升圖書館訊息之能見

度。 

 

 

 

 

 

 

圖 28：左上：106 年 12 月 3 日中國時報刊載本館臺灣閱讀公園系列活動。 

左下：106 年 5 月 7 日中國時報刊載望見南方特展。右下：106 年 8 月 6 日中國時報刊載夏日愛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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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國立臺灣圖書館新聞露出一覽表 

項次 活動類型 活動名稱 則數 

1 視障服務推廣 視障者福音 臺圖無障礙閱讀再升級(中嘉新聞) 1 

2 視障服務推廣 2017 視障者電影聽賞 2 

3 視障服務推廣 「睛點．享讀」閱讀系列講座 3 

4 視障服務推廣 106 年度視障者資訊教育推廣課程 6 

5 閱讀推廣活動 106 年好書交換活動(2 場/年) 5 

6 閱讀推廣活動 
106 年春季閱讀公園活動(聯合新聞網、國立教

育廣播電臺、國語日報等) 
4 

7 閱讀推廣活動 

106 年夏季閱讀公園活動 

夏日．愛閱 國臺圖迎賓 邀民眾親近藝文 昨起

推出一連串活動(中國時報) 

2 

8 閱讀推廣活動 

106 年「臺灣閱讀節」系列活動- 

2017 台灣閱讀節登場 國立臺灣圖書館 帶你

「登百閱」(中時電子報、中國時報*2、聯合新

聞網等) 

18 

9 閱讀推廣活動 九昱講座 詹鼎正教你照護老人(中國時報) 1 

10 閱讀推廣活動 2017 國際書展(聯合報) 1 

11 特展 

波特女士誕辰 150 周年巡迴展-走入小兔彼得的

世界(國立教育廣播電臺、中國時報) 

2 

12 特展 
圖像敘事的藝術：日本繪本發展史-日本岩崎知

弘繪本展(大紀元、國語日報、101 傳媒) 
3 

13 特展 飛越台東-齊柏林特展(臺灣新生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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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國立臺灣圖書館新聞露出一覽表 

項次 活動類型 活動名稱 則數 

14 特展 
望見南方展 館藏舊籍南方資料首度公開(中國

時報、中時電子) 
2 

15 特展 中山樓故事展-AR、VR 特展(聯合晚報) 1 

16 服務報導 

國臺圖借閱量 語文類占近半(中國時報、自由時

報) 

2 

17 服務報導 
從『心』出發！生活之道搶占借閱排行榜—106

年國立臺灣圖書館讀者閱讀興趣分析 
3 

總計 57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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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志工服務 

(一)人力概述 

106 年志工服務總人數為 384 人，全年度總服務時數共 60,238 小時(含中山樓

6,274 小時)，服務時數換算約為 32 名全職人力，是本館重要的人力資源。本館每

季定期於網頁志工園地公告「國立臺灣圖書館志工簡訊」，除提供本館志工夥伴們

快速簡要的志工各項訓練、獎勵、表揚、福利及聯誼等訊息外，並節錄本館近期藝

文活動資訊，提供志工讀者諮詢，亦可鼓勵志工參與本館各項講座及課程，截至

106 年 12 月底止已出版 75 期；另辦理本館 105 年度志工表揚暨業務座談會，除

聽取志工建言外，並表達本館對志工協助推動館務的謝意，與表揚資格之志工計有

177 人次。 

(二)培訓課程 

1、每季聘請講師辦理以提升服務品質為主題之課程，辦理「電子資源推廣課程」、「行

動載具雲端悠遊樂課程」、「有聲書錄製技巧」、「第 1 線人員服務禮儀教育訓練」

等志工服務專業教育訓練課程，共計 112 人次參訓。 

2、志工隊規劃辦理生活有書香講座、養生之道--健康樂活的祕方講座、吸管藝術活

動、南投集集一日遊與板橋林家花園參訪活動，共計 226 人次參加。 

3、為使志工夥伴瞭解本館各項服務內容並加強緊急應變技能，本館辦理之電子資源

推廣課程、消防自衛編組演練等課程均開放志工參加，共計 87 人次參訓。 

4、為提升家庭教育志工活動帶領能力及相關知能，本館邀請專家於 106 年 9 月份

以工作坊方式，辦理「幸福家庭充電站--志工培力課程」，課程內容包括:閱讀心智

圖、如何規劃活動及查找資料、簡報製作與精準表達力等，4 場次共計 74 人次參

加。 

5、本館臺灣學系列講座、與作家有約系列講座、圖書維護專題講座、科普講座及提

升圖書館身心障礙服務知能等各項研習活動均開放志工參與，共計 860 人次參訓 

社會資源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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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為凝聚志工夥伴向心力，規劃辦理 2 次志工聯誼慶生活動，共計 172 人次參加。 

二、異業結盟 

本館結合政府機關學校、基金會、出版社、民間企業等單位，運用異業結盟，開創雙

贏模式，辦理各項豐富多元之社教藝文活動。106 年異業合作情形詳如下表。 

106 年異業結盟一覽表 

項次 活動性質 合作活動 合作單位 

1 閱讀講座 百工體驗家系列講座，共 4 場。 光泉文教基金會 

2 閱讀講座 「吃飽飯後的心靈苦悶要如何面對？」、 

「讀莊子說人生」 

東方人文學術研究基金

會、鵝湖月刊社 

3 閱讀講座 與作家有約 九昱文教基金會、橘子文

化事業、大塊文化、一方

青出版社、臺灣商務印書

館、皇冠文化、時報出

版、城邦印書館、溫世仁

文教基金會、工商時報文

化基金會、中華民國眼科

醫學會、原水文化、南方

家園文化事業 

4 樂齡活動 樂齡學習 e 起來(3 個班別 9 堂課) 財團法人技嘉教育基金會 

5 樂齡活動 「大家一起來扮戲」樂齡戲劇活動 國家兩廳院 

6 親子活動 「精靈的煩惱」故事戲劇活動 世界宗教博物館 

7 親子活動 「英語童話故事城堡」故事戲劇時間、

「英語暑期夏令營--故事藏寶圖」活動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英語志

工團 

8 親子活動 參訪故事戲劇活動-「占卜鳥希希利」 永和國小附設幼兒園 

9 親子活動 《武松打虎》、《大破無底天》 世界宗教博物館&「李天

祿文物館--亦宛然、學宛

然掌中劇團」 

10 親子活動 故事根苗閱讀營活動，共 4 場 動態閱讀協會 

11 親子活動 《杮子色的街燈》巡迴影展活動 客家電視臺 

12 閱讀節活動 “The Little Match Girl's Christmas 

Present”英語繪本戲劇表演&互動遊戲

闖關活動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英語志

工團 

13 閱讀節活動 多元閱讀 follow me 財團法人溫世仁文教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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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異業結盟一覽表 

經典或電子書贈送 

成語森林紅帽物語 APP 下載 

會 

14 閱讀節活動 閱讀同樂 創意小玩家 閱讀起步走 財團法人何嘉仁文教基金

會 

15 閱讀節活動 琴韻書聲樂悠揚 財團法人九昱文教基金會 

16 閱讀節活動 科普、藝術快樂 GO 展示 

藝術、科普 Maker 工作坊 

財團法人技嘉教育基金會 

財團法人研揚文教基金會 

17 閱讀節活動 
「愛的書庫」親子共讀活動 

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

金會 

18 閱讀節活動 奇幻精靈劇場&「愛與光--宗教繪畫故

事」活動 

世界宗教博物館 

19 閱讀節活動 智慧閱讀 

讚~閱讀活動 

免費求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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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閱讀節活動 四方書香共芬芳 慈心淨源有機茶廠 

21 閱讀節活動 飲水思源護水庫 咖啡熊 

22 閱讀節活動 叭~行動書車來囉! 

我在公園聽故事 

新北市立圖書館 (永和分

館、中和分館) 

23 閱讀節活動 金屬線編織、瓦磘溝願景、健康療癒香

草、閱讀帶我去旅行、臺灣文學挑戰賽、

《閱未了》草地藝術饗宴 

永和社區大學 

24 閱讀節活動 謝謝你，試著瞭解我 惠光導盲犬教育基金會 

25 閱讀節活動 桌住親子好關係--親子一起玩桌遊 東雨文化出版社 

26 閱讀節活動 歡迎光臨「小誌風景」閱讀攤、生命的

樂章--草山甘仔打擊樂、閱讀講堂 1：越

讀者的七道階梯 

緻圓股份有限公司 

27 閱讀節活動 
樂齡手偶劇場--「農夫不在家」 

新北市中和區復興國民小

學 

28 閱讀節活動 
你的容顏—人像速寫 

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

校 

29 閱讀節活動 
「樂讀文化節」書展 

台北市出版商業同業公會 

30 閱讀節活動 閱讀講堂 2：越讀者的七道階梯 財團法人溫世仁文教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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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異業結盟一覽表 

會 

31 閱讀節活動 閱讀遊樂趣 財團法人光泉文教基金會 

32 閱讀節活動 「兒歌點點名 律動派對」Bookstart 全

臺大串聯活動 

信誼基金會、緻圓股份有

限公司 

33 閱讀節活動 “笨作文”林明進老師演講 財團法人溫世仁文教基金

會 

34 閱讀節活動 2017「106 年中小學作文比賽獲獎作品

展」活動紀錄單 

財團法人溫世仁文教基金

會 

35 閱讀節活動 「夏日‧愛樂」 財 團 法 人 九 昱 文 教 基 金

會、財團法人臺北市新合

唱文化藝術基金會 

36 推廣活動 「17 to learn 樂學習嘉年華」 2017 教育基金會終身學

習圈(財團法人技嘉教育

基金會等) 

37 推廣活動 

(科普) 

2017 世界海洋日教育活動 國立海洋大學臺灣海洋

教育中心 

38 藝文演出 2017 台灣國際重唱藝術節台灣盃現代

阿卡貝拉大賽-青年組北區初賽 

臺灣合唱音樂中心 

39 聯合行銷 教育部聯合行銷記者會與玩創春遊趣活

動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40 特展 圖像敘事的藝術：日本繪本發展史 日本岩崎知弘美術館、國

立臺東教育大學 

三、受贈圖書 

106 年總計受贈圖書 49,728 冊/件，入藏圖書 9,618 冊/件，轉贈交通部、臺北市萬

華區騰雲里、臺北市私立大誠高級中學、緬甸愛華佛經中學、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圓通寺妙清講堂圖書館、臺中市西區中正國民小學等單位，圖書計 7,362 冊/件，提

供好書交換及漂書活動用書 10,614 冊，合計轉出圖書 17,976 冊。 

四、展覽申請 

本館 4 樓設有雙和藝廊，為發揮社教功能，推廣藝文活動，每年辦理各項展覽活動，

106 年共辦理 20 場展覽，計 50,435 人次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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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雙和藝廊展覽場次一覽表 

項次 展覽名稱 人次 

1 繪本經典波 150 年特展--走入小彼得兔的世界 6,070 

2 謝夢龍雞年粉彩畫個展 1,950 

3 游藝雅集聯展 1,350 

4 戲墨-黃麗芳、鄭雯珠、謝華庭三人聯展 1,360 

5 永元書會師生書法聯展 2,050 

6 歲月的凝視-心象篇 曹忠庸 2017 個展 1,500 

7 侯憲堂、劉中光彩墨聯展 1,800 

8 浯島_『時光腳落』 楊天澤水彩畫寫生個展 1,960 

9 中華新世代藝術文化交流協會藝满芳塵 2017 年大展 1,400 

10 黃明珠書藝創作展 1,980 

11 意由味勁-2017 年中華民國書法教育學會新會員展 2,050 

12 墨廟藝境 林長興書法展 2,200 

13 圖像敘事的藝術：日本繪本演進史特展 11,200 

14 意念˙生花—位子攝影創作個展 2,900 

15 含松墨舞 1,300 

16 歲月定格 ∙心向剪影 1,500 

17 第二屆台灣粉彩藝術獎公開賽入選作品展 1,745 

18 形體變化-造型的情感 1,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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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雙和藝廊展覽場次一覽表 

項次 展覽名稱 人次 

19 永平高中師生主題創作展 2,050 

20 本館終身學習研習班成果展 2,800 

總計 20 場次/50,435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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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圖書館閱讀推廣與館藏充實實施計畫 

(一)計畫審查 

教育部於 106 年 2 月 17 日核定「多元閱讀推廣計畫」，由本館邀集學者專家組成

輔導團審查委員，共計 8 名。審查採二階段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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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3 月 30 日至 31 日)，全國 22 縣市共提報

454 案件，其中在輔導偏鄉圖書館方面，106 年共補助 18 縣市 127 館。 

(二)更新及維護「教育部閱讀推廣與館藏充實實施計畫」網頁專區 

為有效彙整各縣市年度成果資料及呈現執行情形，106 年擴充專網功能，並持續更

新「閱讀推廣與館藏充實補助計畫」網頁。網頁內容包括最新消息、計畫綜覽、研

習培訓、閱讀起步走、多元閱讀與館藏充實及本土語言閱讀推廣等。106 年為使讀

者能快速檢索在地圖書館辦理嬰幼兒辦理情形，彙整各縣市鄉(鎮)、市(區)圖書館活

動資料，且將嬰幼兒父母手冊上載至專網供閱，提供各界參考使用。 

(三)搖滾吧！閱讀-YMCA 公共圖書館專業知能培訓 

臺灣是個多元文化的社會，提供不同族群能公平、中立與自由獲取資訊，一直是公

共圖書館所肩負的重要責任。為增進公共圖書館館員策劃閱讀活動能力，推出適合

不同服務對象之活動，106 年本館特規劃辦理「搖滾吧！閱讀-Y.M.C.A」公共圖書

館館員專業培訓。邀請業界及圖書館實務領域之專家進行分享，以青少年(Youth)、

多元族群(Multi-culture)、兒童(Children)及樂齡(Age)不同服務族群為課程主軸，

融入新議題與嶄新觀念，激盪未來閱讀策劃新思維。本次研習與宜蘭縣文化局、宜

蘭縣冬山鄉阿瘦羅水木圖書館、雲林縣文化處、臺南市立圖書館及桃園市立圖書館

龍岡分館合作，建立夥伴關係，分北、中、南、東 4 場次規劃四個不同情境學習場

域，包含「樂齡」、「嬰幼兒」、「青少年」及「多元文化」，194 人次參與。 

二、閱讀起步走（Bookstart）前置作業計畫 

(一)評選 Bookstart 圖書及採購 

公共圖書館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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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2 月 16 日訂定徵選辦法並於 2 月 18 日發函國內嬰幼兒圖書出版業者、臺北

市出版商同業工會、中華民國出版商同業工會(轉知相關出版社)、中華民國圖書出

版事業協會，及各縣市文化局處等共 120 個單位，邀請有出版 0-5 歲適齡圖書之單

位寄送適合 0-5 歲寶寶看的書參加徵選，共計 55 家出版社選送圖書 1,449 本參與

評選。 

(二)辦理閱讀起步走講座 

為鼓勵嬰幼兒家長重視閱讀並在親子共讀、共學中陪伴孩子成長與發展，本館於 106

年 7 月至 9 月共辦理 6 場「閱讀起步走--嬰幼兒學習講座」，講座依寶寶年齡分為

0-2 歲嬰幼兒、0-3 歲嬰幼兒及 3-5 歲幼兒 3 種，由講師依嬰幼兒之適讀年齡安排

課程內容，6 場講座共計有親子 238 人次參加。 

三、幸福家庭樂書香：公共圖書館推展家庭教育實施計畫 

(一)辦理「優質家庭教育圖書」評選作業 

1、組成「優質家庭教育圖書」評選小組 

邀請 5 位家庭教育與人類發展領域之專家學者組成評選小組，擬訂選書範圍、標

準、原則及辦法。召開 3 次評選會議，選出 30 冊優質家庭教育圖書(中親職教育

圖書 20 種、婚姻教育圖書 6 種、倫理教育 4 種)，連同第 1 期計畫選出之 100 種

圖書彙整成更豐富的新版書單，供各界推廣家庭閱讀參考運用。 

2、辦理優質家庭教育圖書徵選 

上網公告優質家庭教育圖書徵選資訊並發函邀請 225 家出版社選送圖書參與徵

選，計 170 家出版社選送 680 冊圖書參加評選。 

(二)輔導全國公共圖書館設置「幸福家庭閱讀專區」 

1、公共圖書館設置「幸福家庭閱讀專區」徵選 

於本館網頁公告「幸福家庭閱讀專區」徵選辦法，並發函邀請各縣市政府所屬

公共圖書館踴躍提案參與「幸福家庭閱讀專區」徵選，計 108 所圖書館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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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幸福家庭閱讀專區」提案評選 

邀請 5 位學者專家組成「公共圖書館設置幸福家庭閱讀專區評選小組」，召開

會議擬定「幸福家庭閱讀專區」徵選辦法、評選原則及評分標準；自 108 個公

共圖書館的提案中選出 60 個，補助經費及圖書，輔導其設置「幸福家庭閱讀

專區」並辦理家庭教育推廣活動。 

3、辦理「家庭教育及全家共讀活動」、「家家樂共學」活動 

結合全國受補助設置「幸福家庭閱讀專區」之 60 所公共圖書館及家庭教育中

心於 106 年 5 月 15 日國際家庭日前後，共同辦理「家家樂共學」活動，擴大

推廣家庭教育，並由已完成初、進階培訓合格之讀書會帶領人，至各公共圖書

館帶領「家庭教育及全家共讀活動」，總計辦理 744 場次家庭教育閱讀推廣活

動，共 216,056 人次參加。 

4、舉辦「家庭教育及全家共讀」種子教師培訓 

106 年 6 月 14 日至 22 日分別在北區及南區各辦理 2 梯次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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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及家庭

教育中心志工之家庭教育專業知能，使其具備推廣家庭教育及親子共讀讀書會

之帶領能力，並能結合既有館藏資源與優質家庭教育圖書，辦理分齡分眾之優

質家庭教育活動，2 梯次培訓課程共計 244 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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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委託研究案(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之館員專業知能及培訓制度探討) 

委託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林巧敏教授進行「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之館員專業知能

及培訓制度探討」研究，為未來圖書館規劃開辦館員培訓課程與後續聯合學界共同辦

理繼續教育之參考。相關研究成果電子檔已上傳 GRB 系統及本館視障電子資源整合查

詢系統「相關網站」/「學術資源」之「研究報告」頁面，開放供各界參考。 

二、獎助論文 

(一)獎勵文獻史料研究 

為鼓勵大學研究所學生研究館藏臺灣文獻資料，加強推動研究臺灣學風氣，自 99

年起獎助相關研究，106 年獎助金額博士論文為 5 萬元、碩士論文為 3 萬元，共計

申請篇數 72 篇(博士 18 篇、碩士 54 篇)，經初審、複審決議獎助博士論文 3 篇、

碩士論文 7 篇，佳作博士論文 3 篇、碩士論文 5 篇，並於 12 月 29 日舉辦論文發表

會暨頒獎典禮。 

(二)獎助身心障礙研究優良學位論文 

為獎助學生研究身心障礙主題論文，106 年碩士論文計 13 篇、碩士論文計畫書 5

篇投件申請，歷經初審、複審會議，獲得論文獎助篇數為 4 篇、計畫書獎助篇數為

3 篇，並於 106 年 12 月 22 日與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合辦論文發表會。相關得獎論

文均已上傳本館視障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之「相關網站」/「學術資源」之「學位

論文」頁面，開放供各界參考。 

三、讀者滿意度暨服務品質調查 

本次採問卷調查方式，問卷架構主要參考美國研究圖書館協會（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ARL） 研訂之服務品質評量表 LibQual+™，並依本館實際情

形及前 2 年調查需加強之服務調整問卷。106 年調查將問卷分為圖書館館員、圖書

館館藏資源、圖書館服務、圖書館設施、圖書館環境、圖書館推廣、圖書館學習、

以及圖書館整體滿意度等構面。希望藉此瞭解讀者對本館各服務構面之期望值及實

研究發展與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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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感受的滿意度。２,059 份有效問卷中，共 1,774 人（86.16%）持有本館借閱證，

並有 71.78%（1,478）的受訪者於２年內曾在本館借閱圖書資料。受訪者以女性

（1,235 人，59.98%）、年齡以 12-19 歲（624 人，30.30%）之間、教育程度以大

學（870 人，42.25%）職業以學生（855 人，41.53%）居多。大部分受訪者多居

住於新北市（1,536 人，74.60%）之中和區（765 人，49.8%）。多數受訪者使用頻

率為每月數次為主（808 人，39.24%）為主。另一方面，對於一年到本館少於六次

的讀者（526 人，25.54%），經調查分析指出，其原因主要是由於居住地不在本館

附近（202，38.4%）。以上結果除了年齡之外皆與 105 年度之受訪者資料結果相近

（105 年調查讀者之年齡以 22 至 30 歲居多）。以下分別各構面的讀者滿意度分析

概要。 

 
106 年讀者滿意度調查各問項滿意度分布 

 
構面/問項 

非常滿意 滿意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次數 ％ 次數 ％ 次數 ％ 次數 ％ 

1.館員樂於協助讀者 1,347 70.49 515 26.95 41 2.15 8 0.42 

2.館員保持禮貌的服

務態度 

1,488 74.33 469 23.43 37 1.85 8 0.40 

3.館員能給予讀者個

別的協助 

1,222 67.07 538 29.53 50 2.74 12 0.66 

4.館員具備專業知識

回答我的提問 

1,031 64.72 488 30.63 59 3.70 15 0.94 

5.館藏圖書能滿足我

的需求 

1,178 59.26 647 32.55 134 6.74 29 1.46 

6.館藏期刊報紙能滿

足我的需求 

726 57.85 452 36.02 65 5.18 12 0.96 

7.館藏視聽資料能滿

足我的需求 

543 49.63 420 38.39 103 9.41 28 2.56 

8.館藏電子資源能滿

足我的需求 

679 59.04 389 33.83 65 5.65 17 1.48 

9.館藏查詢系統能滿

足我的需求 

1,178 64.16 541 29.47 87 4.74 30 1.63 

10.網站設計讓我容

易查找資訊 

949 53.65 662 37.42 128 7.24 30 1.70 

11.可從館外連線使

用館藏電子資源 

728 66.18 308 28.00 45 4.09 19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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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讀者滿意度調查各問項滿意度分布 

 
構面/問項 

非常滿意 滿意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次數 ％ 次數 ％ 次數 ％ 次數 ％ 

12.線上服務（圖書預

約、續借等）滿足

我的需求 

1,055 71.38 343 23.21 51 3.45 29 1.96 

13.座位預約、劃位系

統（自修室、視聽

資料內閱區）能滿

足我的需求 

658 59.66 346 31.37 71 6.44 28 2.54 

14.館藏的借閱數量

能滿足我的需求 

1,140 59.41 599 31.21 146 7.61 34 1.77 

15.館藏的借閱天數

能滿足我的需求 

1,207 64.41 546 29.14 89 4.75 32 1.71 

16.自助借還書系統

能滿足我的需求 

1,147 74.82 316 20.61 48 3.13 22 1.44 

17.硬體設備（電腦、

影印等）能滿足我

的需求 

765 58.04 458 34.75 70 5.31 25 1.90 

18.無線網路環境能

滿足我的需求 

856 60.97 393 27.99 102 7.26 53 3.77 

19.國立臺灣圖書館

環境舒適（清潔、

空調、照明） 

1,509 73.29 411 19.96 84 4.08 37 1.80 

20.國立臺灣圖書館

舉辦的活動（研習

班 、 閱 讀 推 廣

等），使我更多加

使用圖書館 

560 63.78 274 31.21 36 4.10 8 0.91 

21.國立臺灣圖書館

是啟發學習與研

究的場所 

1,407 68.33 572 27.78 61 2.96 19 0.92 

 

四、本館館員培訓 

為強化館員工作專業素養，積極辦理館員教育訓練，另為汲取圖書館同業經驗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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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學習，以提升本館服務品質及服務績效，特辦理中高階主管人員標竿參訪共識營

暨人文環境教育訓練。106 年辦理各項教育訓練課程如下表： 

106 年本館館員培訓課程一覽表 

場次 類別 講題 參加人數 

1 當前政府重大政策 年金改革方案草案說明會 31 

2 標竿學習 中高階主管人員標竿暨人文環境

教育訓練活動 

10 

3 職場性騷擾防治 從身體界線的建立談性騷擾防治 72 

4 言論自由 「第四公民」影片賞析 60 

5 行政中立 「白米炸彈客」影片賞析 68 

6 健康養身 健康飲食與健康食品 56 

7 強化法治觀念及工作素

養與職能 

圖書館人員職能培養 –「法治概

念」與「服務技巧」之學習 

87 

8 廉政與服務倫理 「 Z 風暴」影片賞析 86 

9 館員卓越團隊激勵成長

營活動 

團隊共識、團隊激勵及反思 Check 

Out 與回饋 

44 

10 人權教育 「憂傷大象之歌」影片賞析 71 

11 多元族群文化 「金盞花大酒店 2 」影片賞析 67 

12 公民參與 「驚爆焦點」影片賞析 59 



 

64 
 

106 年本館館員培訓課程一覽表 

13 危機管理與處理 圖書館危機處理與管理 66 

14 員工關懷 「兩天一夜」影片賞析 45 

15 理財與人生 理財與人生-年金改革後退休財富

從何來 

33 

16 當前政府重大政策 年金改革方案說明會 38 

17 消防教育 上、下年度各舉辦 1 次消防自衛編

組之綜合訓練 

235 

18 環境教育 含辦理兩梯次有關「自然保育及非

核家園」系列影片欣賞活動、參與

2017 世界地球日活動與「淡水紅

毛城及其週遭歷史建築群」文化保

存之旅等環境教育 

375 

19 急救訓練 辦 理 自 動 體 外 心 臟 電 擊 去 顫 器

(AED)及心肺復甦術(CPR)教育訓

練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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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辦理古蹟及空間活化 

(一)辦理「中山樓文化堂舞台區修復工程需求計畫」，館舍修護與執行教育部補助經費

500 萬元，於 107 年 3 月底完工。 

(二)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24 條辦理「陽明山中山樓市定古蹟調查研究及再利用計

畫」，且成果報告已於 106 年 4 月 11 日獲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核准。 

(三)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辦理「陽明山中山樓 OT 案前置作業計畫」，並已於 106 年完成

可行性評估報告。 

(四)新增自動販賣機販售，以服務參觀民眾需求及增加財源收入。 

二、參觀導覽服務 

(一)106 年服務總人次：25,886 人次。 

(二)106 年參觀門票收入計新臺幣 1,156,200 元。 

三、志工業務 

(一)106 年志工服務總人數為 80 人，全年度總服務時數共 6,274 小時。 

(二)於 107 年 1 月 22 日辦理第 1 次志工大會，表揚 106 年度志工隊幹部、服勤時數

績優志工、讀書會召集人及榮譽志工，共計 21 名。並票選出 107 年志工隊長及

推派各組組長。 

(三)辦理志工教育訓練課程 

1、 CPR+AED 急救訓練課程，於 106 年 3 月 29 日辦理，計志工 31 人次參與。 

2、 第 1 次中山樓生物多樣性知識教育訓練，於 106 年 5 月 6 日辦理，計志工 18

人次參與。 

3、 戶外教育教育訓練，於 106 年 5 月 15 日及 6 月 10 日辦理，計志工 56 人次

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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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芝山巖歷史文化導覽，於 106 年 7 月 1 日辦理，計志工 39 人次參與。 

5、 中山樓夏令營生態專業解說訓練，於 106 年 7 月 6 日辦理，計志工 13 人次

參與。 

6、 第 1 次志工讀書會於 106 年 11 月 13 日辦理，計志工 29 人次參與。 

7、 第 2 次中山樓生物多樣性知識教育訓練於 106 年 11 月 19 日辦理，計志工

15 人次參與。 

8、 自來水博物館認識水資源於 106 年 12 月 1 日辦理，計志工 20 人次參與。 

四、場地使用服務 

(一)106 年服務總人次為 9,818 人。 

(二)106 年場地收入為新臺幣 1,613,114 元。 

五、辦理陽明山中山樓 50 週年紀念專刊及紀錄片計畫 

為慶祝建樓 50 週年，並促進民眾對中山樓之認識，爰透過製作紀念專刊以及詳實的

紀錄片，希冀保存中山樓獨特的歷史文化意涵，並與全民共享重要國家文化資產。 

六、辦理陽明山中山樓建置 Web2.0 網頁計畫 

依教育部「國立臺灣書館陽明山中山樓籌備 50 週年樓慶整飾門面形象計畫」，建置符

合現今潮流之 web2.0 網站設計，方便民眾透過各式裝置流覽，擴充網站服務及互動

之應用功能，提昇網站服務水準。並加強後臺維護管理，提供即時、便利之網站管理

機制。 

七、辦理「Facebook 臉書行銷、文創商品開發」計畫 

採以社群行銷平臺應用技法、網路社群資訊收集技法、社群活動數據分析等行銷中山

樓，並開發製作販售文創商品。中山樓以場地租借為「行銷核心競爭力」基礎，結合

參觀導覽及文創商品為行銷專案推廣，不僅擴大中山樓的業務層面更增加自籌經費收

入。讓民眾深入了解中山樓珍貴歷史文化與建築美學之外，更可收藏以中山樓元素自

創精緻設計文化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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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辦理「中山樓科技創新展示暨宣導推廣計畫」 

(一)運用 VRAR 科技創新技術，辦理中山樓故事展(常設展)，並於 106 年 12 月 8 日

辦理開幕記者會暨啟動儀式。以中山樓環境為題，透過 VR 虛擬實境的技術應用，

俯瞰矗立於陽明山中山樓這棟 50 年的傳統式宮殿建築。並以 AR 技術展現中山樓

之文物或藝術珍藏。 

(二)以中山樓憲政史實為題，建置「穿越五十時光長廊」─互動影音牆。 

(三)辦理教育主題活動，配合新科技虛擬展示導覽，使中山樓服務族群年輕化並向外

拓展；主題活動共邀集三芝國小、中國文化大學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生計 110

人次參加。 

(四)開發文創商品主要對象以青少年或國中小學生為主，共計有手工香皂、帽子、小

書包、手提包四款。 

九、辨理 2017 花漫中山樓活動 

陽明山花季為大臺北每年 2 月至 4 月的年度旅遊盛事，中山樓亦配合園區內櫻花、茶

花、杜鵑盛開，舉辦「2017 花漫中山樓暨閱讀悅讀越讀書展」，以社教活動打造適合

親子出遊的花香及書香環境，帶動人潮參觀，以行銷中山樓與增加門票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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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務概況 

概況 

閱覽席位數 1,506 席 

年度到館人次  2,130,670 人次 

年度借閱書刊人次  257,452 人次 

年度借閱書刊冊數  933,633 冊 

年度電子書借閱人次 18,756 人次 

年度電子書借閱冊數 146,434 冊 

年度電子資料使用次數 504,378 人次 

年度借書證申請總數 18,615 件 

借書證申請總數 437,680 件 

 

二、圖書及非書資料 

圖書資料 

資料型態 中文 外文 東南亞語 小計 

圖書(冊) 1,402,779 129,838 3,090 1,535,707 

期刊(種) 2,275 329 8 2,612 

報紙(種) 277 21 2 300 

其他 153,232 0 0 153,232 

總計 1,558,563 130,188 3,100 1,691,851 
 

 

非書資料 

資料型態 中文 外文 ◎東南亞語 小計 

地圖(件) 7267 0 0 7,267 

微縮單片(件) 91,382 93 0 91,475 

微縮捲片(件) 24,019 0 0 24,019 

錄音資料(件) 3,624 0 739 4,363 

錄影資料(件) 22,760 1,721 890 25,371 

靜畫資料(件) 744 0 0 744 

其他(件) 9,429 0 0 9,429 

總計 159,225 1,814 1,629 162,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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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資源 

線上資料庫 

(自購或自行建置) 

89 種 

光碟資料庫 35 種 

其他類型資料庫 314 種 

電子書 8,861 種 

總計 9,299 種 

 

三、閱覽辦證統計 

◎該年度借書證申請量 

年齡 男 女 小計(件) 

0~5 歲 135 165 300 

6~11 歲 265 287 552 

12~17 歲 796 980 1,776 

18~24 歲 1,549 2,019 3,568 

25~34 歲 1,450 2,171 3,621 

35~44 歲 1,205 1,881 3,086 

45~54 歲 693 878 1,571 

55~64 歲 410 494 904 

65 歲以上 346 270 616 

其他 916 1,705 2,621 

總計 7,765 10,850 18,615 
 

 

四、參考服務 

館際合作 

館際互借 - 借入 73 件(次) 

館際互借 - 借出 81 件(次) 

文件傳遞服務次數 49 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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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閱讀推廣 

推廣活動 

對象 主辦(場) 協辦(場) 參加(人次) 

一般 91  0  9,793 

幼兒 112  0  8,701 

兒童 91  2  11,140 

青少年 6  0  149 

樂齡 13  0  236 

新住民 1  0  34 

社教藝文活動 23  3  55,031 

說故事 143  3  11,462 

影片欣賞 153  0  8,900 

其他 213  3  121,254 

總計 846  11  226,700 
 

 

 (六)陽明山中山樓入樓人數 

年度 

項次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累計 

參觀團數 3,118 3,607 3,453 10,178 

參觀人次 25,477 29,636 25,886 80,999 

場地使用次數 123 130 87 340 

場地使用人次 15,271 15,360 10,868 41,499 

總計 51,930 43,989 40294 136,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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