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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圖書館服務概述 

 

第一章 

◆組織架構 

◆人力資源 

◆經費運用 

◆空間館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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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組織架構 

 

 

 

 

 

 

 

 

 

 

 

 

 

 

 

 

 

圖 1：本館組織架構圖 

…….任務編組 

編制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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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服務概述 

二、人力資源 

107 年本館人力統計，職員 51 人、約僱人員 10 人、技工工友司機 6

人、駐警 18 人、專案助理 17 人、派遣人員 57 人，合計 159 人。另外，

本館志工服務總人數為 376 人，全年度總服務時數共 57,767 小時(含中山

樓 4,913 小時)，服務時數換算約為 30 名全職人力，是本館重要的人力資

源。 

表 1：本館人力統計表 

類別 人數 備  註 

職員 37  

14  

約僱人員 10  

技工工友司機 6  

駐警 18  

專案助理 17  

派遣人力 57  

志工人力 376 全年度總服務時數共 57,767 小

時(含中山樓 4,913 小時)，服務

時數換算約為 30 名全職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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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費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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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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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表列如下： 

表 2：本館 105-107 年度經費表 

單位：千元 

項目 
105 年度 

決算數 

106 年度 

決算數 

107 年度 

決算數 

一、業務收支及餘絀     

  1.業務總收入 236,983 239,771 242,254 

  2.業務總支出 279,090 273,840 271,609 

二、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 33,579 50,634 44,818 

三、無形資產及遞延借項 23,689 13,529 16,484 

四、三項合計 57,268 64,163 6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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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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空間館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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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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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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檢索區 

1 樓資訊檢索區全面整

修，調整動線及空間配置，

席位增加至 65 席。於寬敞

簡約的空間增設書展專區，

展出新書、主題書，推廣閱

讀。 

期刊室 

陳列 42 種報紙供民眾閱覽，並典藏 2,700 餘種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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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

民眾掃描、翻拍、影印所需資源。 

樂齡資源區 

2 樓樂齡資源區遷移至 1 樓

期刊室。期刊室空間、設備與樂

齡資源整合、升級，增進樂齡讀

者使用之方便性，其照顧者也可

在旁陪伴，放心閱覽資訊。新增

電子期刊閱覽區，豐富閱覽資源

與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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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藝文走廊 

臺灣歷史走廊重新整修並

更名為臺灣藝文走廊，展出書畫

及藝術作品，並辦理閱讀沙龍等

藝文活動，多功能、活化利用場

地，並以新風貌推廣藝文展覽。 

 

 

預約書自助取書區 

於流通服務臺右側設置預

約書自助取書區，待借圖書均貼

RFID 無線射頻識別標籤，除了方

便讀者自助借書之外，亦可發揮

「閱讀之窗」推廣閱讀的效果。 

 

二樓閱覽區 

視聽資料區 

移除視聽資料區及影片欣

賞區的玻璃帷幕、隔板，加寬走

道空間，調整影片欣賞座位之配

置，營造友善閱覽空間。整修後

空間寬敞動線順暢，使用更便利；

新增新到視聽資料展示專區，行

銷館藏，服務更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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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討論室 

於2樓閱覽區新設具團體討論

學習、影片欣賞功能之多功能討論

室 2 間。提供讀者、讀書會及機關

團體採電子化自助方式登記、預約

使用。 

 

 

多元文化資源區 

將多元文化資源區面積由5坪

擴大為 50 坪，閱覽座位由 4 席增

至 32 席；新增多元文化資源檢索

區；將書架由 8 座增加至 30 座，

典藏容量從 4,000 冊增加至 1 萬

5,000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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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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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樓閱覽區 

行動裝置座位區 

為方便讀者使用筆電、平板

及智慧型手機等行動裝置自修、

查資料、撰寫報告文案，並活化

利用空間，本館於 3 樓自修室外

迴廊增設「行動裝置座位區」。座

位共有 50 席，25 席採線上預約

(提供一周內線上預約)、25 席供

現場登記使用。 

 

青少年悅讀區 

設有青春閱讀區及得獎好書區。

青春閱讀區典藏約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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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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樓閱覽區 

期刊合訂本及叢書區 

本區規劃期刊合訂本及中文叢書區，

並設有閱覽座位，供有需求的民眾能內閱

利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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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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推動臺灣學研究 

◆圖書修復技藝傳承與推廣 

◆關懷特殊讀者服務 

◆優化技術服務 

◆提升閱讀風氣 

107 年度業務報導 

◆促進館員專業發展 

◆創新服務提升服務品質 

◆資訊系統服務 

◆讀者滿意度調查 

◆陽明山中山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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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學研究 

一、推動臺灣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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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工作報告如下： 

（一） 整合臺灣文獻資源 

1、 採訪徵集與編目整理臺灣文獻 

(1)採購臺灣/東南亞舊籍資料一批，計 641 種 864 冊/件，主要

類型包括圖書、古文書、報紙等。 

圖書部分以日文書為主，內容涵蓋臺灣、東南亞、中國、

東亞等相關歷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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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文書部分則為新竹新埔、紅毛庄、苗栗中港、通宵一帶

之契約文書為主，內容多為「杜賣盡根契」、「給墾」、「鬮

書」等常見契約文書形式及墾戶執照。 

報紙部分則為零星少量之興南新聞(「臺灣新民報」改名)、

臺灣日報及臺灣新聞，發行時間以昭和 18 年 10 月至 19

年 1 月間為主，可補館藏缺期，其中《臺灣新聞》本館尚

無收藏報紙原件，現藏為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攝製微捲(昭

和 15 年 1 月至昭和 19 年 3 月)。 

(2)近年發行之臺灣學相關研究資源，積極透過採購、交換、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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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學研究 

送等多元管道廣為蒐集，包括政府出版品及灰色文獻等，合

計 5,211 冊/件。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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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移送至臺灣學研究中

心之文獻數量總計 1,603 種 4,966 冊/件。 

2、 加強臺灣學出版品國際交換 

持續加強臺灣學/東南亞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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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歐洲及紐澳等地區學術研

究單位暨圖書館聯繫，進行圖書交換業務。107 年度共計與 138

所圖書館或研究單位，建立出版品國際交換關係，迄 12 月底寄

贈圖書 191 冊，受贈圖書 172 冊。 

（二） 特藏資料數位化 

本館持續進行特藏資料數位化作業，至 107 年底累計掃描臺灣資料

之圖書 264 萬 5,141 影幅、1 萬 5,947 筆(本)；期刊 111 萬 6,211

影幅(約 322 種)及地圖 1,117 影幅，建置「日治時期圖書(期刊)影像

系統」；另至107年底累計掃描南方資料66萬6,463影幅、地圖1,081

影幅，建置「館藏南方資料影像系統」，提供讀者查詢使用。 

（三） 加強館藏文獻史料之研究與出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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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獎助博士論文 5 萬

元、碩士論文 3 萬元，共計申請篇數 63 篇(博士 14 篇、碩士

49 篇)，經初審、複審決議獎助博士論文 4 篇，碩士論文 7 篇，

佳作博士論文 2 篇、碩士論文 3 篇，並於同年 12 月 27 日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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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會暨頒獎典禮。 

2、 持續充實「臺灣民族運動史料專區」 

在本館 6 樓設置「臺灣民族運動史料專區」，並持續蒐集相關文

獻史料及出版品。主題除包含日治時期臺灣民族運動外，亦包括

1920 至 1930 年代左翼運動及擴及戰後之民主運動。至 107 年

12 月該專區計收錄相關人物 50 位、設置個人專區 31 位，圖書

資料計 659 冊。107 年度重要入藏資料，如《清治到日治時期

之臺灣文學研究》、《臺灣自治白皮書》、《解/嚴》、《臺灣獨立建

國運動史初稿》、《磺溪壹老人》、《磺溪少年兄》及《半山與二二

八事件》等。 

（四） 加強與各學術研究單位的合作 

1、 辦理臺灣學系列講座 

辦理臺灣學系列講座 6 場次(講題：聽見的歷史：聲音史料的

發掘、蒐集與活化、臺灣基督徒史資料庫與社會網絡研究、

「美麗島事件」之權力對立與輿情轉折、〈觀音法理〉與臺灣

文化：臺灣傳統宗教的解析、十七世紀臺灣的社會事業：和蘭

美色甘在臺灣的發展、臺灣電影的那時此刻)，共計 230 人次

參與。講座內容獲講者授權後，上傳本館「線上演講廳」網頁，

藉以服務遠距及不克出席讀者，107 年上傳獲授權錄影音檔案 6

場次。配合講座主題編輯及提供館藏延伸閱讀書目 922 條、展

出圖書資料 208 冊。除於 5 樓入口展示區域展出延伸閱讀資料

外，亦同步將延伸閱讀書目上傳本館「臺灣學研究中心」網頁，

以加強推廣效益。 

2、 辦理「臺北誕生 140 周年」專題講座 

本館與中華河洛暨開漳聖王文化研究會合作辦理「臺北誕生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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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專題講座」，共辦理 3 場次，講題包括：「臺北、臺北知

府、臺北府城！」、「臺北，從荒蕪到榮景」、「豔陽下的北

斗星」，合計 161 人次參與。另，完成 3 場次錄影音影片剪輯及

上傳本館線上演講廳，提供讀者隨選閱覽服務。 

3、 辦理本館臺灣學特藏資料整合推廣活動 

本館為主動行銷館藏之臺灣學研究相關特藏資料，及支援臺灣研

究課程，特別持續辦理「臺灣學特藏資料整合推廣活動」。107

年度以研討會方式辦理，並於會議中宣傳與會議主題相關之館藏

或特藏資料。包括：①與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合辦及派員參加「第

10 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國際學術研討會」(107 年 8 月 23 日至 24

日)；②與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合辦及派員參加「第三屆文

化流動與知識傳播：臺灣文學與亞太人文的在地、跨界與混雜」

國際學術研討會(107 年 9 月 29 日至 30 日)；③派員參加「經

緯桃園：2018 桃園學研討會」(107 年 10 月 12 日至 13 日)，

並以館藏桃園地方文獻資料等撰稿及發表〈桃園地區刊物的編纂

與刊行〉學術論文 1 篇；④與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學會合辦

「離鄉與歸鄉：臺灣人的海外遷移經驗」學術研討會(107 年 12

月 21 日至 22 日)，於會中介紹館藏臺灣人海外移居相關影片及

資料。 

4、 與東南科技大學合作「博采風華─六十七兩采風圖合卷特展計畫」 

本館與東南科技大學合作 106 年「教育部辦理補助社教機構之

數位人文計畫：博采風華─六十七兩采風圖合卷特展」計畫，107

年 6 月 30 日至 7 月 15 日在本館 5 樓特展室辦理「博采風華─

六十七兩采風圖合卷特展」，提供「采風圖」無限畫布視覺展示

及體驗 AR 擴增實境導覽畫廊。同年 6 月 30 日辦理「《六十七

兩采風圖》歷史與地圖工作坊」，由成功大學歷史系蕭瓊瑞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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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島民‧風俗‧畫－六十七采風圖中的臺灣原住民生活」、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宋冠美研究助理專題演講「地圖及圖像史料

之多媒體應用」、中央研究院詹素娟教授專題演講「《番社采風圖》

的虛擬與真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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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期透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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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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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8：臺灣文史閱讀書箱結合各領域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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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館臺灣

學館藏 

家庭與

社會 

藝術與 

人文 

圖書館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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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加強臺灣學研究推廣服務 

1、 辦理「臺灣文史教學研習」 

支援臺灣史課程教學，為本館臺灣學研究中心工作目標之一。為

擴大服務對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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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結合本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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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北部、中部、南部共辦

理 3 場次：①北區場次於 107 年 7 月 9 日在本館舉辦；②南區

場次於107年7月13日在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振芝講堂辦理；

③中區場次原訂於 107 年 7 月 24 日在彰化縣立圖書館辦理。 

三場次共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蔡錦堂教授、張素

玢教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鍾淑敏教授、國立臺北教育大

學臺灣文化研究所何義麟教授及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陳文松

教授主講，共招收學員 200 人。 

透過意見調查表，學員紛紛表示「本次的主題均相當符合，可以

續辦，以期讓更多人可以參與」、「感謝，很棒的分享。學會運用

臺灣圖書館提供資源找資料」，並提供多項具體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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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未來

辦理相關活動時，將參考學員意見調整辦理方式與課程內容，以

期符合更多讀者之需求。 

2、 辦理「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 

107 年「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辦理「帝國之眼─館藏舊籍警務

類書展」、「馳風行旅─館藏舊籍鐵道暨旅行類書展」及「真正有

影─百年臺灣電影特展」，分述如下： 

(1) 「帝國之眼─館藏舊籍警務類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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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領臺以後，臺灣總督府為了掌握各地治安而引進警察

制度，並建立警察培訓機制，警察除了執行法務、衛生事

務、經濟控制與原住民統治等業務外，亦配合保甲、壯丁

團等組織推動一般行政事務，並在各地廣設派出所、駐在

所。警察與民眾生活密切接觸，是國家公權力展現的第一

線角色。107 年逢「治警事件」95 周年，本館特別辦理「帝

國之眼─館藏舊籍警務類書展」，展期自 107 年 1 月 16 日

至 10 月 28 日止。 

本特展於 107 年 1 月 17 日下午舉辦開幕式暨專題演講，

當日新北市立圖書館王錦華館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

史研究所蔡錦堂教授、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李筱峰名譽教授及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張隆志副所長

等貴賓親臨參加。並邀請李筱峰名譽教授主講專題講座「治

警事件及其歷史意義」，全場座無虛席。 

(2) 「馳風行旅─館藏舊籍鐵道暨旅行類書展」 

19 世紀末，清朝官方在臺灣鋪設基隆─新竹段鐵道，揭開

臺灣鐵道事業之序幕。1895 年日本領臺以後，臺灣總督

府規劃從基隆到高雄的南北縱貫鐵道事業，1908 年縱貫

鐵道全線通車。107 年逢臺灣縱貫鐵道開通 110 周年，

辦理「馳風行旅─館藏舊籍鐵道暨旅行類書展」，展期自

107 年 10 月 30 日至 108 年 3 月 10 日止。 

本次特展於 107 年 11 月 14 日下午舉辦開幕式暨專題演

講，國家圖書館吳英美副館長、新北市立圖書館王錦華館

長、中華民國鐵道文化協會吳俊言理事、林政谷理事、羅

聿偉理事、劉宥緯常務監事及俞秋苓監事等多位貴賓親臨

參與。開幕式後，由高雄餐旅大學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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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昭旭教授，進行專題演講「臺灣鐵路暨車站百年大觀」，

敘述百年來臺灣鐵道之發展與變化。 

(3) 「真正有影─百年臺灣電影特展」 

107 年為臺灣電影放映 120 周年，值此難得的歷史時刻，

並配合臺灣閱讀公園秋季系列活動，本館與新竹市影像博

物館、高雄市電影館及大屯文化工作室合作，於 107 年 9

月 15 日至 10 月 7 日在本館 4 樓雙和藝廊舉辦「真正有

影─百年臺灣電影特展」，展出早期戲院放映電影時使用

的「炭晶棒放映機」、「梁兄哥」凌波的親筆簽名照，以及

老相機、放映機、老海報等珍貴文物，透過電影文物回顧

百餘年來臺灣電影發展脈絡。並於 9 月 15 日辦理開幕儀

式，現場貴賓有高雄市電影館楊孟穎館長、大屯文化工作

室郭双富理事長、教育部黃永傳處長、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林寬裕局長、財團法人蔣渭水文化基金會蔣朝根執行長、

明台高級中學林承俊副校長、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劉澤民副

館長及新北市立圖書館王錦華館長等人出席。 

本次「真正有影─百年臺灣電影特展」也特別安排 2 場專

題講座及播放 7 部經典電影，並邀請專家為民眾導賞。第

一場講座於 107 年 9 月 15 日辦理，邀請前臺灣電影製片

廠杜慶總經理主講，講題為「那些年的臺灣電影─放映室

裡的春天」；第二場於 107 年 9 月 29 日辦理，邀請國家

電影資料館首任館長、國立臺南藝術大學井迎瑞榮譽教授

主講，講題為「『薛平貴與王寶釧』的現代啟示錄」。 

107 年度三檔重要書展皆為臺灣歷史的重要印記，為顧及

無法前來館內觀展民眾的需求，本館同時在網路辦理線上

展覽，三檔特展參觀人數(含線上觀展)共計 13,083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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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獲《自由時報》、教育廣播電台、《國語日報》、《臺灣新

生報》等多個媒體報導。 

(4) 行動展覽館 

為推廣本館典藏之特色，並且使讀者有系統認識典藏臺灣

舊籍，進而了解臺灣社會變遷的軌跡，自 97 年起在本館

辦理「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深獲好評。惟受限於交通

因素，北部地區以外的讀者較難親臨參觀，殊為可惜。因

此，為使全國各地讀者認識珍貴的典藏舊籍資料，自 102

年起特規劃常設性的「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行動展覽

館」，訂定「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行動展覽館」借展作

業要點。 

最初推出行動展覽館「美術設計」與「寫真帖」2 項主題，

免費提供展板高中(職)以上學校或公共圖書館申請借展。

104 年度起新製「地圖」類，於同年 7 月加入借展行列。

為回應借展單位與參觀者期許延長展覽時間，自 105 年

度起，特將展期延長一個禮拜，並於 7 月開始，新製「體

育運動」與「廣告」2 項主題加入借展。 

107 年 7 月起，再新增「南方資料」展共同加入巡迴展覽，

藉此擴大並深化展覽效益。故目前供借展主題計有「美術

設計」、「寫真帖」、「地圖」、「體育運動」、「廣告」及「南

方資料」等 6 項主題。 

除免費出借展板外，亦於借展時搭配本館出版品《典藏臺

灣記憶：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專輯》(共 5 冊)，並提供本

館所建置之「日治時期臺灣文獻資料全文影像系統」網址，

期透過相關書籍及數位化系統的展示，豐富展覽內容，同

時擴大數位化系統使用效益。107年共計54所借展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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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106 年度借展 52 單位相比，成長 3.84%。 

3、 「臺灣鄉土教學優良教案徵選」 

為加強行銷與推廣臺灣學研究，配合政府推動十二年國民基本教

育，運用豐富的館藏資源與專業人力，協助學校發展多元適切的

學校本位或特色課程，爰擬定「國立臺灣圖書館協助學校發展鄉

土教育課程計畫」，其中之子計畫二為辦理「臺灣鄉土教學優良

教案徵選」，凡對撰寫臺灣鄉土教學教案有熱忱且有參與意願之

教師與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均可報名參加。 

參與徵選之教案經過形式審查、書面審查及評審會議充分討論，

評審結果為國小組教案優選 2 件、國中組教案優選 1 件、高中

職組教案特優 1 件、優選 1 件及佳作 1 件，本次獲獎之教案含

括社會、語文、藝術與人文、自然與生活科技等不同領域。 

本館於 107 年 4 月 21 日舉辦「106 年度臺灣鄉土教學優良教案

得獎教師教學示範發表會暨頒獎典禮」，另將得獎作品公開於本

館網頁「臺灣鄉土教學優良教案獎勵」專區，提供教師線上查詢

利用。 

4、 發行臺灣學刊物 

(1) 定期發行臺灣學刊物 2 種 

①《臺灣學通訊》雙月刊 

107 年度發行 103-108 期，每期以「主題」方式呈現，

如：「移出」與「移入」、臺灣影像紀錄、勞工運動、鐵

道(三之一)─興築與開發、鐵道(三之二)─消失的鐵道、

鐵道(三之三)─鐵道與庶民生活。共印製 3,000 份，寄

送各級學校與文史單位等，並發行電子報(約 2,300份)、

持續經營臉書粉絲專頁(102 年 9 月 29 日成立，至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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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底約 1 萬 2 千位粉絲)及擴充更新臺灣學通訊

資料庫至 107 年 12 月底總計 1,390 筆，並開放至本館

數位典藏查詢系統，提供更多元的數位資訊服務。 

此外，為瞭解讀者閱讀滿意度，於 107 年 11 月 15 日

至 11 月 30 日進行讀者意見調查，在 582 份有效問卷

中，樣本結構以六成二碩博士為最多，其中教師約佔三

成，各級學生約計三成，而近八成讀者有定期閱讀網路

電子版習慣、逾五成讀者已加入粉絲頁互動及近四成讀

者曾使用資料庫檢索查詢，顯見本刊支援教學輔助及運

用網路載體之效益。 

 
 

圖11：《臺灣學通訊》粉絲專頁(左)及電子報(右)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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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出版第 22 期 600

冊，並於提供電子檔案下

載閱覽外，持續進行第

23、24 期投稿論文之審查與編輯作業。 

 
圖12：《臺灣學研究》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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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獻史料出版 2 種 

① 復刻出版《台灣歷史畫帖》 

1935 年臺灣總督府於臺北舉辦「『始政』四十周年紀念

臺灣博覽會」，為二次大戰以前臺灣所舉辦之規模最大

的博覽會。值此之際，臺南市役所(臺南市政府)聘請知

名畫家小早川篤次郎繪製以臺南地區歷史為主題之大

型油畫，在「臺灣博覽會」舉行時於臺南市歷史館展出。

展覽結束後，小早川篤四郎所繪之 21 幅畫作集結出版

為《台灣歷史畫帖》，並附上解說，無論圖像或文字，

皆深具歷史價值。107 年本館將《台灣歷史畫帖》復刻

出版，除了將圖像資料全數完整復刻之外，為忠於原著，

同時附上原著日文解說，並將之完整翻譯為中文，且於

全書之前撰有解說，方便讀者理解。 

此外，為提升收藏價值，本次僅印刷 200 冊，每冊均

打上燙金編號，供讀者收藏。 

  
圖 13：《台灣歷史畫帖》圖像(左)及復刻版封面(右) 

② 出版《近代臺灣與東南亞》論文集 

內容包含近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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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關係，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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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製 1,000 冊。該論文集為本館 106 年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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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之論文，經雙向匿名雙審查通過後，正式出版之論

文集，共收錄湯山英子、Sitthiphon Kruarattikan、

Suwannarat Meesomboonpoonsuk、黃賢強、鍾淑敏、

張素玢等國內外學者撰稿論文 13 篇。冀以本館厚實的

臺灣文獻館藏和南方研究資料，支援各界從事跨領域之

臺灣研究與相關教學活動。 

  



27 

 

 

臺灣圖書醫院 

二、圖書修復技藝傳承與推廣 

本館設立之初即成立有製本室(裝訂室)初期裝訂技師由日本高薪延聘，

授與本地職工各種裝訂技術至今歲月悠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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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加強軟體建設提升圖書醫院效能 

1、 培養紙質文獻維護人才 

107 年 7 月及 9 月共辦理 4 場工作坊，為期 2 日，以增強一般

民眾與圖書修護人員的技術與專業。工作坊主題為「書籤編織」、

「手工書製作」、「創意禪繞畫與燙金(上)」及「創意禪繞畫與燙

金(下)」，共 125 人次參與。 

2、 增購修護器材加強維護工作 

增購紙廠製作多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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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冊。 

（二） 多元管道傳承圖書維護技術 

1、 辦理專題講座 

本館辦理圖書維護專題講座 3場，並開放一般民眾及志工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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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推廣圖書維護觀念。主題分別為檔案、書籍蟲害與藏書保存等，

共計 98 人次參與。 

2、 開放實習生參與 

每年開放各大專校院學生申請實習，107 年度寒假與政大圖檔所

合作提供圖書資訊實習課程同學來館實習，共有研究生 10 人。

暑假有雲科大學生 2人、南藝大學生 1人，共計 13人到館實習。 

（三） 擴充虛擬圖書醫院 推動網路學習平臺 

1、 賡續建置「線上展覽」之簡易平臺功能，將本館在 5 樓特展室

展出之圖書維護專題展覽內容，上線供民眾透過網路觀展，包括

「歲修圖．書有巧手館藏修護特展」等共 9 場展覽內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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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主講人同意授權後，

提供線上學習，包括吳哲叡老師講授「古籍線裝書裱補述要」等

17 堂課程講義，提供讀者透過網路自我進修學習管道。 

（四） 推廣全民圖書維護觀念  

1、 圖書維護專題講座 

辦理「歲修圖．書有巧手」館藏修復特展，本次展出特藏修復圖

書與地圖，展期自 107 年 1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計 4,216

參觀人次。 

2、 編印圖書維護文宣品「花間日誌」 

編印圖書維護文宣「花間日誌」線裝筆記書一種，結合線裝、日

誌及信箋形式，並透過特藏書籍修復圖片，提供讀者多元認識書

籍裝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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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臺灣圖書醫院參觀導覽 

提供「臺灣圖書醫院參觀導覽」服務，讀者每週三上午可自行透

過玻璃窗戶參觀圖書醫院，或先行預約每週三下午的導覽服務，

107 年計 35 場次，653 人次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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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懷特殊讀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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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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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12 月底累計總館藏

量 155,228 種/件/冊。 

 
圖 17：身心障礙圖書資源館藏類型比例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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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借閱流通 

(1) 有聲圖書資料借閱：979 人次，計 1,405 捲。 

(2) 點字圖書資料借閱：918 人次，計 1,143 冊。 

(3) 視障者專用郵包免費郵遞服務：郵寄 2,548 冊/件。 

3、 參考諮詢 

處理視障讀者信件：1,501 件。 

4、 個案服務 

辦理「個別化教學」，計 120 名視障讀者提出需求申請，進行

60 梯次服務。 

5、 視障資料修護 

(1) 有聲圖書資料重新拷貝：54 捲。 

(2) 點字圖書修護：338 冊、點字圖書裝訂：189 冊。 

(3) 複製點字圖書目錄：15,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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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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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執行成

果分述如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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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新增電子點字書

275 種、電子有聲書 305 種

 
圖 18：電子數位圖書館及數

位有聲圖書館 



32 

 

 

 

視障資料中心 

(DAISY 格式 60 種、MP3 格式 245 種)、無障礙版本電子

書 1,211 種(EPUB 電子書 1,141 種、PDF 電子書 70 種)

及雙視圖書 205 種/300 冊，至 107 年 12 月底計總計增

加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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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集 200

片，寄送視障機構、特教學校、大學校院特教相關系所及

公共圖書館等 1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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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 集各 200 片，

因可為其他障別利用，除前述視障服務機構外，增加學障

及腦麻服務機構等，共寄送 152 個單位，提供身心障礙

者多元閱讀管道。 

(3) 購置 10 家出版社 151 種 151 件圖書電子檔，供作視障資

源製作素材；另有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國家

表演藝術中心國家兩廳院(表演藝術雜誌)、NSO 國家交響

樂團、遠景、游擊文化、貓在吃草、書虫、社團法人中華

光鹽愛盲協會、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晨星、

聯合線上、野人、遠足、親子天下及彰化生活美學館共

15 間出版社、政府機關及民間團體，共捐贈 1,886 種

8,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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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查詢系統」進行整合、推廣與開放應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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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viis.ntl.edu.t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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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viis.nt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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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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館所提供一般圖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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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前臺功能

符合新版無障礙網頁開發規範 2.0 版的 AAA 檢測等級

(107 年網站無障礙認證標章申請案件計 3,365 件，其中

僅7個網站取得最高檢測等級AAA網站無障礙認證標章)，

並與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臺北市立圖書館及高雄市立圖

書館進一步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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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取得不同機構間資源。107 年度持續強化視障電子化圖

書資源整合查詢系統功能，進行「系統後臺升級為微服務

架構，提供開放資料、開放服務及開放 API 設計；聯合書

目增加整合機構及功能擴充；前臺功能改善；視障隨身聽

APP 功能擴充(Android & iOS)」，提升易用性及便利性，

以貼近身心障礙者的閱讀需求。 

系統自 101 年 12 月 21 日正式啟用後，截至 107 年 12

月止，總計整合書目 5 萬 2,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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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8

筆，查詢次數累計 19 萬 4,288 人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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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字書報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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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介接電子書數位版權保護系統；因應不同障

別，提供不同閱讀介面；擴充 APP 上 VIIS 個人書架功能；

個人化推播通知等功能。透過貼心的個人專區服務，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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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館方各項資源加入個人收藏，建立屬於自己的虛擬圖書

館。107 年功能擴充重點則係針對讀者反映建議，改善閱

讀相關服務，並於 107 年 12 月 27 日通過檢測，符合工

業局公告之「行動應用 APP 基本資安檢測基準」中級安

全等級。本 APP 自 103 年 12 月至 107 年 12 月止，使

用 iOS 系統下載計 6,415 次、Android 系統下載計 1,886

次。 

 
圖 19：本館視障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功能圖 

(3) 辦理視障資料中心新增館藏資料編目建檔作業，完成書目

建檔 1,996 筆，及館藏資料整編加工 3,831 件。 

(4) 引進「台灣雲端書庫電子書服務平臺無障礙專區」服務，

與遠流出版公司合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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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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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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 7 月正式開放使用，迄 107 年 12 月

底上架之 EPUB 電子書數量計 1,325 本，共 48 人次借閱

/48 本電子書。由於該平臺目前僅支援電腦網頁瀏覽器搭

配螢幕報讀軟體(導盲鼠或 NVDA)提供無障礙閱讀之功

能，尚無法支援智慧型手機的螢幕報讀軟體，因此使用人

數未如預期，本館將持續敦促遠流出版公司加強平臺無障

礙功能之維護與精進，以提升服務效能。 

(5) 開辦「視障資源線上主題書展」，規劃每月主題精選，分

齡推薦各特殊版本格式優質圖書，並搭配熱門時事話題與

特殊節慶，不定期推出精選特輯書單，公布於系統網頁，

另將主題書單電子郵寄給視障者及視障服務機構，提供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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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持續擴充視障資源平臺線上主題服務內容，增加「資源教

室」線上課程資源，新增「身心障礙」相關講座、「電影

聽賞」及「與作家有約」等線上課程資源及演講授權錄音

內容，累計 292 種。 

3、 推廣身心障礙讀者服務 

(1) 汰換身心障礙者閱讀輔具等資訊設備 

為加速身心障礙圖書資源轉製，滿足身心障礙讀者閱讀需

求，採購掃描機設備 1 臺及文件辨識軟體 1 套，將讀者

推薦圖書快速掃描製作電子檔資料以提升服務品質。並購

置盲用平板電腦組及「iPad 溝通板」，汰換身心障礙者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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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輔具等資訊設備，提供無障礙閱讀環境。 

 

(2) 改善身心障礙課程學習環境，教學空間功能再升級 

為提供多元教學功能的學習環境，分別於研習教室增設課

程錄影暨網路直播設備，新設備與既有的數位講桌、短焦

投影機、音響系統、網路系統等設備無縫接軌，達成教學

空間功能升級目標。新設備除具備課程錄影功能外，還可

立即與 Youtube、Facebook 等熱門網路平臺連接，進行

網際網路直播服務，為居住地距離本館遙遠或行動不便無

法親自到館的讀者，提供即時參與的學習管道。另為電腦

教室經常性辦理身心障礙資訊教育推廣課程，添購短焦投

影機及互動式語音說故事機等設備，提升身心障礙讀者服

務品質。並重新規劃活化利用地下一樓 3 間錄音室空間，

增購專業錄音設備，配合擴大招募及訓練錄音志工，以提

升有聲書錄製產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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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北、中、南區辦理「提升圖書館員身心障礙服

務專業知能」工作坊，授課主題包括：「書目療法與身心

障礙者之心理健康促進」及「口述影像在圖書館服務的應

用」，藉以提升館員對身心障礙者的服務力及專業能力，

參與學員獲益良多，4 場次計 201 位館員參與。另辦理本

館館員及志工教育訓練 5 場次計 74 人次參與。 

(4) 辦理資訊教育訓練課程，鼓勵終身學習 

辦理「視障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推廣教育訓練，7 場



37 

 

 

視障資料中心 

次計 107 人次參與；「視障者資訊教育推廣課程」6 場次

計 81 人次參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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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脊髓損傷基金會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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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分別

於北、中、南區辦理 3 場「障礙密碼-真人圖書講座」，

合計 76 人次參與，其中身心障礙者約 13 人。 

② 電影「聽」賞：為提供視障者多元活動參與機會，結

合各地人力資源，於北區(本館及新竹市文化局)、中區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總館)及南區(高雄市立圖書館及

高雄市文化中心分館)辦理 15 場「視障者電影聽賞活

動」共 1,727 人次參與，其中身心障礙者約 163 人。 

③ 「樂ㄌㄜˋ讀」系列講座：為推廣無障礙閱讀，創造

友善共融的藝文參與交流平臺，特規劃本系列講座，

邀請相關領域達人蒞館分享，藉由音樂聆賞、動手實

作、飲食運動等多元方式，讓讀者體驗不同的閱讀樂

趣。講座於本館共辦理 5 場次 204 人次參與，其中身

心障礙者約 76 人。 

④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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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閱讀公園--春之悅・享讀」3 場次

217 人參與、「臺灣閱讀公園--仲夏．閱之樂」系列活

動 2 場次 393 人參與、「臺灣閱讀公園—秋悅・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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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活動 1 場次 23 人參與、以及「閱讀．悅讀．越讀」

臺灣閱讀節活動 5 場次 847 人參與。合計 11 場次

1,480 人次參與，其中身心障礙者約 49 人。 

⑤ 107 年身心障礙者寫作潛能開發班：為培養身心障礙

者閱讀風氣，協助發展寫作潛能，107 年 7 月 3 日至

8 月 21 日在視障資料中心辦理，課程內容包含寫作題

材發想、閱讀心得分享及寫作練習等計 8 種 24 小時，

合計 12 位身心障礙者參與。其中 2 位學員投稿「文薈

獎─全國身心障礙者文藝獎」，分別榮獲大專社會/高中

職組佳作。 

⑥ 電子書閱讀推廣活動：為提升電子資源的使用率、鼓

勵身心障礙讀者借閱本館「視障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

統」資源，於 107 年 7 月 1 日至年 9 月 30 日規劃辦

理「閱讀無礙‧借閱有禮」活動，結合閱讀獎勵、心得

分享及抽獎活動等，鼓勵身心障礙讀者辦理借閱證、

閱讀電子書。為期三個月的線上借閱活動，共 90 人次

借閱，計 3,109 冊電子書；另有 65 篇回應閱讀心得。 

⑦ 圖書館視障資源利用教育課程：計 2 場 31 人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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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聽」賞 障礙密碼—真人圖書講座 「樂ㄌㄜˋ讀」系列講座 

(6) 鼓勵身心障礙學術研究，推廣研究成果應用 

① 辦理「身心障礙研究優良學位論文及期刊論文獎助」

107 年度計有博士論文 1 篇、碩士論文 14 篇、期刊論

文 5 篇投件申請，歷經初審、書面審查、複審會議之嚴

謹程序，評選出得獎碩士論文 4 篇、佳作 2 篇及期刊

論文 2 篇。相關得獎論文除上傳本館視障電子資源整合

查詢系統之「資源教室/獎

助論文」頁面，開放供各界

參考外，並於 107 年 12 月

21 日與中華民國圖書館學

會合辦論文發表會暨頒獎

典禮，擴大獎助宣傳。 

② 委託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林巧敏教授進行「圖書館建置身心障礙服務網頁資訊架

構與內容規劃之研究」，蒐整身心障礙者使用之圖書館

數位資源、生活就業資訊、輔助科技以及權益福利資訊

網站等，歸納資源整理結果，提供圖書館建置身心障礙

 
圖 22：2018 圖書資訊學優

秀學位論文獎助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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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服務主題資源網站的實務發展範例。本委託研究案

研究期程自 107 年 2 月 8 日至 12 月 21 日，相關研究

成果電子檔同時上傳 GRB 系統及本館視障電子資源整

合查詢系統「資源教室/研究報告」頁面，開放供各界

參考，並作為國內圖書館及服務單位推展身心障礙讀者

參據。另本研究評選收錄主題網站業建置於本館視障電

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之「資源網站」項下，開放供查詢

利用。 

(7) 參加 ATLife 2018 臺灣輔具暨長期照護大展，重視弱勢族

群需求 

為加強行銷宣傳本館之身心障礙圖書資源及無障礙閱讀

推廣服務，特應主辦單位國立陽明大學 ICF 暨輔助科技研

究中心邀請擔任協辦單位，並於 107 年 7 月 19 日至 22

日在南港展覽館設攤參展。現場展示內容除佐以精美展版

介紹本館現有各種資源類型如雙視繪本圖書、電子書、有

聲書及點字書之製作方式外，同時也配合實體資料陳列展

示，並設計相關體驗小活動，藉此讓參觀民眾瞭解身心障

礙者學習困境以及本館豐富的身心障礙圖書資源。並藉由

視障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及視障隨身聽 APP 的介紹，

宣傳本館服務的方便性，只要一證在手，隨時隨地皆能透

過遠距服務，輕易取得想閱讀的資源。活動參觀約 475

人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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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RT BOOKS．心巴克書箱宅急便」創新服務：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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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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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巴克書箱

宅急便」創新服務，107 年初精選「性別」、「品德」主

題圖書及製作閱讀教具，寄送臺北市立啟明學校進行閱

讀教學應用；107 年 9 月至 10 月間進一步與臺北市立啟

明學校及臺中市立啟明學校合作辦理「心巴克書香宅急

便」性平教育系列說故事活動，計 3 場次 148 人次參與。

透過創新服務之推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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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閱讀小護士 用心陪伴您－臺圖讀 Bar＠耕莘」跨界

合作計畫：與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於 107

年 10 月 18 日簽署合作備忘錄，本館定期提供贈書予

該院兒童發展中心設置閱讀專區，讓幼童及照顧者於舒

適溫馨的環境中閱讀，從｢閱讀｣開始療癒身心，讓書籍

成為滋養心靈的小護士，也培養閱讀的習慣，增加親子

共讀的經驗，提升幼童聽說讀寫的能力。另外，也藉由

每月舉辦的說故事活動，提升孩子社會化與家長親職的

功能，提供照顧者教養分享與相互學習的管道。 

③ 「校園走讀 閱讀扎根」館藏行銷服務 

A. 「主動送到家」閱讀推廣活動 

106 年邀請臺北市立啟明學校進行合作，107 年

起新增臺中市立啟明學校及臺中市私立惠明盲

校兩校，以每月固定提供借閱 20 本雙視圖書及

配合教學需求提供需求主題圖書，活化視障中心

館藏資源運用；並於本年度寒、暑假與學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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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幼稚園、國高中學生設計辦理｢夏季/冬季長

假小書包」無障礙閱讀推廣活動，鼓勵讀者辦理

借閱證。107 年度共有高中職 28 名、幼稚園國

小 10 名，共 38 名讀者報名參加，其中計有 25

名讀者新申辦特殊讀者借閱證，並於開學後持續

常態借閱，後續將定期寄送推薦書籍供學生選

讀。 

B. 圖書資源行銷服務 

107年 11月 16日與臺北市立啟明學校合作辦理

數位有聲圖書館出版品案成果發表之「樂讀大師

到你家」講座活動(事先精選《花甲男孩》一書，

邀請講師--作者楊富閔先生完成錄音並收錄至數

位有聲圖書館第 16 集光碟)，主動到校推廣圖書

資源利用，參與人數合計 88 人。 

④ 聯繫協助「盲人律師」電影至本館拍攝相關場景，並議

定 108 年合作事宜(電影放映及導演座談等)，藉此拓展

服務資源並行銷宣傳本館服務形象。 

⑤ 107 年 7 月 7 日與人我之間有限公司合作辦理「愛的

練習－給爸媽們的親子溝通課」公益講座，計 32 人次

參與。 

⑥ 107 年 8 月 4 日與台灣導盲犬協會及高雄市政府社會

局身心障礙福利科合作辦理【口述影像．傳遞愛】視障

者電影欣賞活動，計 77 人次參與。 

⑦ 107 年 10 月 3 日與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及本館閱覽

組合作辦理 CRPD 繪本說故事志工培訓及「小真人圖

書館」活動，計 64 人次參與。 

⑧ 107 年 10 月 2 日至 11 月 13 日每週二上午，與社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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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台灣視覺希望協會合作，協辦文化部之「口述影像人

員培訓」7 日課程，計 20 人次參與。 

⑨ 107 年 11 月 10 日與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合辦「閱

讀治療工作坊」，計 43 人次參與。 

(2) 設立區域資源中心，延伸服務據點 

跨館合作成立身心障礙區域資源中心，協助強化資源中心

之設施設備等資源。除前於 106 年 11 月 28 日與國立公

共資訊圖書館合作簽訂合作備忘錄，並於 107 年 3 月 26

日完成區域資源中心所需閱覽輔具設備安裝及教育訓練，

以增進聽視障者服務效能。107 年 10 月 19 日另與高雄

市立圖書館合作，進行身心障礙區域資源中心合作備忘錄

簽署用印，同月 24 日於該館新興分館完成輔具設備安裝，

藉此擴大服務效能，延伸本館服務據點。 

(3) 參訪國內外身心障礙服務機構，服務經驗交流 

① 參訪國外身心障礙服務機構：為瞭解國外提供身心障礙

服務之圖書館如何推行運作，擷取其經驗以使本館能提

供更周全之讀者服務，於 107 年 5 月 21 日至 25 日派

員前往日本參訪東京地區提供視障、聽障等身心障礙者

使用之相關圖書館機構(日本點字圖書館、國立國會圖

書館、墨田區曳舟圖書館、琦玉縣立久喜圖書館、調布

市立中央圖書館及八王子市中央圖書館)，進行服務經

驗及文化交流合作。 

② 107 年 1 月 31 日安排本館身心障礙計畫及無障礙空間

規劃相關業務組室同仁一行 11人赴通用設計教育推廣

學院參訪。 

(4) 文宣印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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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視障資料中心簡介」英文版及「視障電子資源整合

查詢系統簡介」與「視障隨身聽 APP 介紹」文宣改版印

製，發送來館參訪單位及相關身心障礙團體與特教學校等，

加強身心障礙服務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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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服務 

四、優化技術服務 

（一） 優化館藏品質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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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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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共計辦理 12 次「閱選訂購」，選購圖書 1,285 種、2,566

冊。 

另為即時滿足讀者閱覽熱門圖書需求，縮短預約等待時間，配

合閱覽組提供熱門預約書單，增購複本圖書計 202種 301冊，

有效提升館藏借閱量。 

2、 積極爭取計畫補助，提升圖書採購經費 

107 年圖書資料採購經費 3,007 萬 6,582 元，較 106 年 2,855

萬 1,616 元增加 152 萬 4,96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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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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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34 元 29.1% 採購中文圖書 29,161 冊。 

外文圖書 507 萬 9,557 元 16.9% 採購外文圖書 3,905 冊 (西文

2,055 冊/日文 1,255 冊/東南亞

語文 595 冊。 

中文期刊、報紙 76 萬 9,081 元 2.6% 訂購中文期刊 242 種、報紙 23

種。 

外文期刊、報紙 94 萬 0,350 元 3.1% 訂購外文期刊 157種、報紙 9種。 

視聽資料 416 萬 8,270 元 13.9% 採購視聽資料公播版 DVD 796

片、BD 96 片，家用版 DVD 955

片、VCD136 片、音樂 CD 33 片，

合計 2,016 片。(含東南亞視聽資

料 182 片) 

電子資源 

及其他 

807 萬 2,740 元 26.8% 採購電子書 1,505 冊；數位論文

163 篇；資料庫租賃 7 種、買斷

6 種(新增 4 種、原有擴充 2 種)。 

舊籍資料 228 萬 5,650 元 7.6% 採購日治時期及戰後初期舊籍圖

書 808 冊及古文書 56 件，合計

864 冊/件。 

合計 3,007 萬 6,582 元 100.0%  

（二） 圖書資訊徵集 

1、 持續充實多元館藏，滿足分齡分眾閱讀需求 

107 年採購中外文圖書計 33,066 冊、舊籍資料 864 冊/件、

視聽資料 2,016 件、電子書 1,505 冊、數位論文 163 篇、資

料庫 13 種 (租賃 7 種、買斷新增 4 種、原有擴充 2 種)、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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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期刊 399 種、中西文報紙 32 種。 

2、 加強圖書交換贈送業務，落實政府出版品寄存制度 

107 年總計受贈 40,389 冊/件，入藏 6,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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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

輔仁大學、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

莘醫院、圓通寺妙清講堂圖書館等，計 13,125 冊/件，提供好

書交換及漂書活動用書 6,536 冊，合計轉出 19,661 冊。 

3、 拓展出版品國際交換業務，加強館際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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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共計與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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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冊，受贈圖書 172 冊。 

（三） 圖書資訊組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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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80 種(46,607 冊/件)，並移

送各典藏單位供讀者借閱。 

2、 配合新版館藏查詢網頁上線，修訂書名查詢結果顯示方式，提

升書目服務品質 

舊版目錄查詢 TAG245 題名時，檢索結果只能顯示「$a 正題

名」的部分，配合新版館藏查詢網頁上線，已將「$n 編次」

和「$p 編次」名稱列入題名檢索結果中，故讀者檢索時可易

分辨同一套書中不同冊次的單本圖書，加快讀者查詢的速度並

提升書目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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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擴增「東南亞語文圖書資源」查詢範圍，提升館藏瀏覽查詢頁

面服務功能 

為擴大服務新住民讀者，本館提供東南亞館藏「線上瀏覽」服

務，對東南亞七國(越南、印尼、泰國、緬甸、馬來西亞、菲

律賓、柬埔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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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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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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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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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本館書目之國際能見度，本館於 107 年持續研

修圖書分編作業規範，除中文圖書、視聽資料及古文書外更加

入了多元文化圖書資料分類編目規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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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持續委外上傳原編書目 607 筆、增加館藏資料

著錄 1,910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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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升閱讀風氣 

（一） 閱覽典藏服務 

1、 鼓勵讀者借閱措施 

辦理「愛悅 365--107 年度讀者閱讀獎勵計畫」，以推廣閱讀、

行銷本館館藏，107 年度共計 4 人獲獎。另 107 年「愛閱在夏

天」活動，7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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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位讀者獲獎。 

2、 年度圖書館服務情形及借閱圖書排行榜 

於 108 年 2 月 11 日公布 107 年度各項服務使用統計，如到館

人次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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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語』新知伴好年—107 年國

立臺灣圖書館讀者閱讀興趣分析」新聞稿，公布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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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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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借閱冊數由 20 冊提高至 30 冊，白金、

樂齡借閱證之借閱冊數由 30 冊提高至 40 冊，家庭借閱證

則提高為 50 冊。107 年 1 月 22 日至 2 月 28 日活動期間，

借閱人次計 14,446 人次，借閱冊數達 49,895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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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辦理「夏日閱讀節」系列活動 

107 年 7 月至 9 月辦理「愛閱在夏天」系列活動，將個人、

志工借閱冊數由 20 冊提高至 30 冊，白金、樂齡借閱證之

借閱冊數由 30 冊提高至 40 冊，家庭借閱證則由 30 冊提

高為 50 冊。107 年 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活動期間，借閱

人次計 42,193 人次，借閱冊數達 136,641 冊。 

（二） 分齡分眾閱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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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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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共計 7 組兒童服務滿 20 次獲借書證升級

為白金卡；另 6 位兒童服務滿 40 次，獲頒感謝狀；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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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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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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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場次、390 冊圖書，計 5,808 人次閱

覽。 

表 6：107 年兒童主題書展場次一覽表 

月份 書展主題 展覽冊數 

1-2 月 「一樣?不一樣!」主題書展 60 冊 

3 月 「繪本看世界：戰爭與和平」主題書展 30 冊 

4 月 【小行動‧大改變】愛地球繪本主題書展 30 冊 

5 月 【宇宙大冒險】科普童書主題書展 30 冊 

6 月 【義大利波隆那】童書展  30 冊 

7－8 月 2016 度最佳「好書大家讀」少年兒童讀物書展 90 冊 

9 月 「無字繪本」主題書展 30 冊 

10 月 「怕黑」主題書展  30 冊 

11 月 「性別平等」主題書展  30 冊 

12 月 「來自星星的我們」主題書展 30 冊 

總計 390 冊 

(5) Baby Bear 寶寶熊故事童樂會 

每月辦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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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辦理13場，計355人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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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共辦理

202 場，計 18,118 人次參加。其中包含「臺灣原創．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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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帶你玩東玩西」繪本遊戲工作坊、「英語童話故事城堡」、

「Little Bear 小黑熊外文繪本故事時間」、「Baby Bear 寶寶

熊故事童樂會」。新辦「繪本親子讀書會」活動，吸引親子

讀者踴躍參加，反應熱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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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辦理「手機資料管理&資安的認知班」及「電腦免費多媒

體工具應用班」等學習課程，共 2 班別 6 堂課，計 114 人

次參與。 

(2) 影片欣賞活動 

每週四舉辦「主題電影院」，精選影片播映 72 場，計 3,190

人次觀賞；每月辦理 1 場「假日熱門電影院」，計 12 場，

計 1,155 人次欣賞。 

(3) 祖孫節活動串起祖孫情 

也許你玩過許多摺紙遊戲，但你可曾想過，每一道摺痕其

實都是你曾經學過的幾何概念？原來九九乘法也可以藉由

神奇的骰子，從遊戲中就學會了！為慶祝祖父母節、推薦

老少讀者利用館藏資源，於 107 年 8 月 26 日舉辦「祖孫

一起玩轉數學—藝數摺紙」活動，活動現場展示《玩轉數

學》主題書、88 種「祖孫情相關圖書及繪本」，歡迎爺爺、

奶奶、小朋友一起閱讀。活動吸引 31 對祖孫們一起參與。 

(4) 樂齡表演藝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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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增加樂齡讀者到館利用率並豐富樂齡活動內容，於 107

年 3 月 14 日、6 月 8 日及 10 月 18 日與國家兩廳院合作

辦理「大家一起來跳舞」、「FUN 鬆紓壓戲劇遊戲」及「大

家一起來歡唱」表演藝術體驗活動，共計 3 場次，75 人次

參與。 

(5) 樂齡服務再精進 

為提供樂齡讀者更便利的閱覽服務，本館於 107 年 6 月至

10 月進行空間設施優化，並於同年 9 月 15 日將樂齡資源

區由 2 樓遷移至 1 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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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高

體重機等，方便樂齡讀者使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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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服務有： 

(1) 青少年主題書展 

107 年１月至 12 月辦理「能者多『勞』」、「openbook 閱

讀誌」、「你有 Lifestyle 嗎」、「圖書館的『心』書展示區」、

「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當性別在彼岸振

翅」、「下屬的嘮叨絮語」、「知之知之」、「讓政據說話」、「一

本書的可能性」、「通往南國的任意門」及「情商保險絲」

等 12場青少年主題書展，展出主題圖書共 422冊，計 9,832

人次閱覽。 

(2) 青少年認養書架 

辦理「喜閱青少年認養書架活動」，107 年共有 12 位青少

https://www.ntl.edu.tw/ct.asp?xItem=65715&ctNode=1676&mp=1


 

 

54 

提升閱讀風氣 

年學生長期認養一般閱覽區書架，累計提供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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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人次。 

(3) 「夏日文字燒」青少年暑期系列活動 

107 年 7 月至 8 月暑假期間與財團法人光泉文教基金會合

辦「夏日文字燒」青少年暑期系列活動，邀請朱宥勳、朱

家安、廖伊涵 3 位講師授課，探討文本結構分析與閱讀、

如何進行論述與思辨、如何排版設計簡報。藉以提升青少

年閱讀、思考、表達三位一體的能力，增加閱讀廣度與深

度。共 6 場次，計 181 人次參與。相關內容如下： 

① 青少年閱讀推薦書單 

作家朱宥勳先生分別針對國中、高中，以及大學院校學

生之思維與智識能力各開 20 本書單，主題橫跨文學、社

會科學、哲學、經濟商業等學科並提供選書理由，供學

生選閱。於 107 年 6 月中旬公告閱讀書單，參與學員於

活動期間選讀 1 本，並完成心得書評報告。 

② 閱讀課程 

A. 國高中班：朱宥勳先生透過文學的敘事結構的解析，

讓學生可以瞭解作者在文本中的寫作手法，更容易閱

讀、分析文本。在文本分析方面，教導學生如何有效、

合乎邏輯地評論、分析文本，避免落於個人主觀心得

的流水帳。 

B. 大學班：著重於文本分析的教學，包含分析原理及實

例說明。為使實例簡明易懂，朱宥勳老師運用大量的

音樂 MV 一步步指引青少年進行分析。第二部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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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教導青少年文本內的政治意涵，並期許青少年能多

關懷國家社會，而諸多文本包含音樂、電影、小說，

均有可能包含作者、導演的思想。 

③ 思考課程 

哲學為思辨之母。朱家安老師先帶領同學認識何謂哲學，

如何進行哲學思考，過往的哲學家的思辨紀錄。第二階

段，則引領同學進行思辨練習，判斷文本字句的論述類

型，各個文句之間的邏輯關聯，乃至於結論的建立，讓

同學理解何謂完整的論述，並避免謬誤。最後則請每位

同學提出一項申論問題，由其他同學隨機回答，以訓練

同學即時思考、表達的能力。 

④ 簡報表達課程 

廖伊涵老師在課程中指出，在製作簡報之前，需先思考

目標受眾，依受眾的心智年齡安排適當的簡報設計。於

簡報設計的過程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即是排版，老師

透過實例的分享，讓學員明白「相近」、「對齊」、「對比」、

「重複」等 4 個重要的排版原則，並傳授學員簡報的字

型選、擇顏色安排的技巧。 

⑤ 成果發表 

成果發表共分為 2 天舉行，由學員製作簡報，上臺發表

其撰寫的書評心得。每人發表時間為 15 至 20 分鐘。發

表結束後，由朱家安與朱宥勳老師分別給與評論，並以

學員的簡報為範例，再一次的引領學員如何閱讀及思

考。 

4、 多元族群推廣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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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擴大多元文化資源區閱覽空間並進行設備優化新增書架、

閱覽桌椅及電腦，供新住民檢索館藏及網路資源之用；在館藏方

面除原典藏之越南、印尼、緬甸及泰國等 4 國語言圖書資源之

外，新增菲律賓、柬埔寨及馬來西亞等 3 國語言圖書及視聽資

料，供新住民及一般民眾閱覽。107 年積極舉辦多元文化推廣活

動如下： 

(1) 多元文化主題書展 

於 107 年 10 月 30 日至 12 月 2 日辦理「南南自旅」、「通

往南國的任意門」主題書展，展出緬甸、泰國、印尼、越

南、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家之歷史文化及旅遊相關書籍，

約 2,300 人次閱覽。 

(2) 「南顏之影」主題電影欣賞 

107 年 11 月每週四辦理「南顏之影」主題電影欣賞，計

560 人次參加。 

(3) 「鏡頭下的翁山蘇姬與緬甸：一位攝影記者的紀實」講座 

為增進民眾對新住民家鄉之政治社會情勢之瞭解，於 107

年 7 月 29 日與財團法人光泉文教基金會合作辦理「鏡頭下

的翁山蘇姬與緬甸：一位攝影記者的紀實」1 場次多元文化

講座，計 120 人次參與。 

(4) 「107年新住民培力計畫--培育多元文化講師網絡會議」座談 

為增進新住民對圖書館服務之認識及與新住民團體之資源

共享，於 107 年 8 月 11 月與社團法人台灣新住民家庭成

長協會合作辦理「107 年新住民培力計畫--培育多元文化講

師網絡會議」1 場次，計 20 人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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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07 年樂在多元--越南語/泰語學習班」研習 

為增進民眾對多元文化之認識並推廣東南亞語文學習，於

107 年 11 月至 12 月開辦「107 年樂在多元--越南語/泰語

學習班」，2 種課程共 16 場次，計 305 人次參與。 

（三） 閱讀推廣服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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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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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春季閱讀以「春之悅．享讀」為主題： 

107 年 3 月 24 日辦理「臺灣教師，如何像芬蘭這樣教？臺

灣版芬蘭教育觀察分享會」、「療癒 26 顆破碎的心：怡慧老

師的閱讀課」、「恐龍吃人，還是人吃恐龍？談地球的古生

命」講座等系列活動。共計 1,660 人次參與。 

(2) 夏季閱讀以「『仲夏．閱之樂』」為主題： 

107 年 6 月 30 日盛大辦理，規劃「博采風華─六十七兩采

風圖合卷特展」工作坊、「電影《蘇珊夫人尋婚計》」導影

聽賞、專題演講及說故事活動等精彩活動。共計 6,333 人

次參與。 

(3) 秋季閱讀以「秋悅 ‧ 樂閱」為主題： 

107 年 9 月 15 日規劃了「真正有影─百年臺灣電影特展」、

「這個可以吃嗎？--繪本遊戲創作坊」、「創意纏繞畫及燙金」

等活動。共計 3,252 人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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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冬季閱讀以「閱讀．悅讀．越讀」為主題： 

107 年 12 月 1 日至 2 日盛大辦理「107 年臺灣閱讀節」系

列活動，並與財團法人溫世仁文教基金會、何嘉仁文教基

金會、研揚文教基金會、技嘉教育基金會等 32 個機關團體

攜手合作。 

12 月 1 日以戶外場地活動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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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箏樂演奏會、《奇

幻精靈偶劇場--我們都是最棒的》戲劇活動、Bloody 

Sweety 樂團演唱、點點遊戲派對-- Bookstart 全臺大串聯

活動、《The Warriors 花木蘭》英語繪本戲劇活動、假裝

是生祥樂團演唱、四號公園走讀趣、拼拼樂瞰臺灣、探索

體驗玩科學、Lipahak！力巴哈客森林：奇藝大冒險、玻璃

雕刻＆聖誕帽髮夾、我是讀報王、大家「e」起瘋閱讀、閱

讀的日常--認識無障礙閱讀的∞、玩桌遊 High 翻天、預見

氣象•眼出睛彩、紙有：以紙熨燙著文化的溫度、時光太空

站、北商動物遊樂園、穿越玩桌遊、深河遠流南傳佛教特

展闖關活動、閱讀好好玩、愛閱家庭同樂會、閱讀起步走、

舊衣改造 DIY、來聽永和城市故事、橡皮藏書章刻刻刻等，

計 45 個攤位同步辦理 50 種活動。 

12 月 2 日在室內辦理「好好閱讀講堂」、「我的閱讀理解能

力究竟好不好？閱讀理解大哉問」、「真人圖書--生活必備

『自保術』」、「遇見美麗--與藝術大師有約」、「為愛閱讀，

從家開始!」等６種活動。一連兩天，總計約有 6,897 人次

參與。 

2、 推廣家庭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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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廣全家共讀，於 107 年 1 月至 12 月辦理「幸福交享閱--

家庭教育與全家共讀共學系列活動」，鼓勵大眾運用圖書館資源，

全家人一起共讀、同樂、共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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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志

工培力課程)、以及單場主題活動陪你長大、探索孩子的創造力、

閱讀越幸福、幸福有你，並於「國際家庭日」舉辦 519 家族同

樂好時光，閱讀節辦理愛閱家庭同樂會，全年度共辦理 40 場活

動，計 909 人次參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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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

食文化」、「親子教養」、「閱讀×未來」及「人文×藝術」等

共 20 場次，計 2,022 人次參與。另設計終身學習紀錄卡，鼓勵

民眾參與講座活動。 

4、 藝文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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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共辦理 23 場展覽，參觀達 35,997

人次。 

表 8：107 年雙和藝廊展覽場次一覽表 

項次 展覽名稱 人次 

1 司馬湯”圓夢”畫展 1,740 

2 翻轉吧! 書法 1,820 

3 歷遊記-自然水墨黃振庭創作展 1,430 

4 鶴飛藝起-凡藝師生 2018 美展 1,734 

5 綠園藝文展 1,796 

6 「藝起飛揚」 1,433 



 

 

60 

提升閱讀風氣 

表 8：107 年雙和藝廊展覽場次一覽表 

項次 展覽名稱 人次 

7 光。怪。陸。黎 水彩聯展 1,453 

8 「心橋」–2018 年台日會畫交流展 1,515 

9 林妙芝 鏡頭下的世界 1,228 

10 中華育心畫會 107 年汲古出新作品聯展  1,650 

11 墨皇書會第十四屆會員聯展 1,482 

12 藝起來-2018 新北市土城藝術推廣協會-會員聯展 1,544 

13 賴明郎畫展 1,256 

14 蕭寶玲插畫展 1,841 

15 回疆穆斯林的世界 1,620 

16 Lara Chen 隨順繪創作個展—理想中的現實生活 1,522 

17 眷戀－李小玲水墨創作展/芳池荷風－鄭千荷書畫創作展 1,752 

18 真正有影─百年臺灣電影特展 1,000 

19 溫暖足跡─世界旅遊角落 1,374  

20 戊戌會員書法聯展 1,827 

21 林德平。黃琬倩。陳立 油畫創作聯展 1,310  

22 畫語—郭天中的書畫藝術展 1,550  

23 學無止境~第 63 期終身學習研習班成果展 2,120  

總計 35,997 人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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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共開 2 期 49 班，每

期 4 個月(18 週)，計 995 位學員參與。每期課程結束後，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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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學員滿意度調查，根據滿意度調查的結果，進行課程修正與改

善。107 年 2 期課程結束後滿意度調查結果︰學員對整體的課

程滿意度為 95.00%與 95.31%、講師準時上/下課滿意度為

96.44%與 96.21%、達成上課預期效果 93.87%與 94.1%、上課

環境與行政服務品質為 93.13%與 94%。整體滿意度為 94.76%，

其中 81.45%為舊生參與。 

 

表 9：107 年終身學習研習班滿意度調查結果 

期別 

項目 
第一期 第二期 

整體而言，學課程內容 95% 95.31% 

講師準時上/下課 96.44% 96.21% 

達成上課預期效果 93.87% 94.1% 

上課環境與行政服務品質 93.13% 94% 

全年度整體滿意度 94.76% 

舊生參與度 81.45% 

（四） 參考特藏服務 

1、 參考諮詢服務 

(1) 參考諮詢統計 

提供館藏及各種資源協助讀者尋找資料及回答讀者參考問

題，計現場回復 4,097 件、電話回復 897 件、書信及 email

回復國內外共計 235 件，處理時間視難易程度而定，完成

參考諮詢服務及讀者意見處理 5,229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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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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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單元，提供即時參考諮詢訊息，新增「參考問題選粹」

26 筆，至 107 年 12 月底共有 353 筆，提供讀者線上查詢，

點閱人次計 2,196 人次。 

(3) 館際合作業務  

他館申請本館借書服務為 85 人次(85 件)，複印服務 37 人

次(37 件)；本館申請他館借書服務為 45 人次(45 件)，申請

複印服務 22 人次(22 件)，整體服務量因第３季末至第４季

中更新系統及使用介面，致使服務量較 106 年度略微下降

７%。 

2、 特藏服務 

(1) 特藏文獻利用情形 

提供特藏文獻利用服務，受理特藏資料調閱 3,278 冊(405

人次)，申請重製 193 件。 

(2) 特藏維護工作 

為預防蟲蛀黴蝕，於 1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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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藏借用出版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為出版《臺日グラフ》復刻本以供各

界研究應用，向本館借用該刊物部分原件進行複製，為使

該刊物能完整出版，本館同意協助提供原件複製，規劃於

108 年 4 月出版。 

(4) 特藏資料借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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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李梅樹美術館合作辦理鹽月桃甫作品展，本館提供特藏

資料原件 7 冊併同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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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辦理「行動載

具雲端悠遊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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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共 12 場次，計 491 人次參與。電子資源使用人次較 106 年增加

7,466 人次，成長 11.4%。 

（六） 科普素養服務 

為提升民眾的科普素養，培養閱讀科普圖書的興趣，107 年辦理科普

系列講座 10 場次，計 435 人次參與，相較 106 年辦理科普系列講

座 6 場次，148 人次參與，整體參與人次成長 193.9%。 

（七） 館藏行銷推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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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書展與專題講座活動共 8 場次，計 6,751 人次參與，加強民

眾對於政府出版品的認識與利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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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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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8 人次、交換圖書冊數 8,312 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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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提升閱讀風氣 

臺灣學系列講座展出相關主題館藏延伸閱讀書展，共編輯延伸閱

讀書目 922 條、展出 208 冊圖書，並將延伸閱讀書目上網，提

供讀者下載閱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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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辦理一般大眾主題書展、青少年主題書展、兒童書展及多元文

化主題書展等，107 年共辦理 47 場，計 48,037 人次參與。 

表 10：107 年各式主題書展一覽表 

資料別/數量 場次 人次 備註 

兒童主題書展 10 5,808 每月擇一主題展出，共展出 390 冊圖書。 

青少年主題書展 12 9,832 每月辦理 1 場主題書展，共展出 422 冊圖書。 

一般大眾主題書展 12 10,263 每月辦理 1 場主題書展，共展出 649 冊圖書。 

多元文化主題書展 

2 2,300 辦理「南南自旅」、「通往南國的任意門」主題

書展，展出展出緬甸、泰國、印尼、越南、菲

律賓、馬來西亞等國家之歷史文化及旅遊相關

書籍冊。 

政府出版品書展 

8 6,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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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專題講座活動 

館藏舊籍書展 

3 13,083 展出帝國之眼─館藏舊籍警務類書展、馳風行旅

─館藏舊籍鐵道暨旅行類書展、真正有影─百年

臺灣電影特展。 

合計 47 48,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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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促進館員專業發展 

（一） 館員通識課程 

為強化館員工作專業素養，積極辦理館員教育訓練，另為提升本館與

周圍社區民眾閱讀風氣與優質讀者服務，灌注創新思維與優質服務效

能，特辦理中高階主管人員標竿學習參訪活動 2 場次。107 年本館

館員增能課程共計 1,108 人次參與。各項教育訓練課程如下表： 

表 11：107 年本館館員培訓課程一覽表 

場次 類別 講題 
參加

人數 

1 行政中立 影片賞析-「我是布萊克」 63 

2 人權教育 影片賞析-「第四公民」 74 

3 性別主流化 從#Me Too 到 Time's Up-性暴力防治 84 

4 當前重大政策 影片賞析-「好萊塢的黑名單」 74 

5 中高階主管人員標竿學

習參訪暨人文環境教育

訓練 

國立故宮博物院文創標竿參訪，張大千先

生紀念館、芝山文化生態綠園人文環境教

育訓練 

12 

6 公民參與 影片賞析-「公民部落客」 63 

7 健康管理與壓力調適 「從心抒壓」談壓力與自我照顧 75 

8 公共服務 影片賞析-「海猿-終極救援」 51 

9 『腦力開發‧創意激發』成

長營 
激發創意思考及創新思維 38 

10 廉政倫理與服務 影片賞析-「熔爐」 65 

11 衝突與變革管理 衝突與變革管理 75 

12 多元族群與文化 影片賞析-「歡迎來到美國」 45 

13 理財 跟對老師上天堂-理財贏家策略經驗談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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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07 年本館館員培訓課程一覽表 

場次 類別 講題 
參加

人數 

14 員工關懷 影片賞析-「力爭上游」 45 

15 中高階主管人員標竿學

習參訪活動 
羅布森書蟲房標竿參訪 12 

16 創新服務與異業合作 創新服務與異業合作 66 

17 多元族群與文化 影片賞析-「月光下的藍色男孩」 34 

18 服務禮儀 第 1 線服務人員服務禮儀(5 場) 186 

合計 1,108 

 

（二） 全國館員專業課程 

辦理「Bookstart~由思維到實踐：107 年公共圖書館嬰幼兒閱讀推

廣專業知能培訓」。教育部自民國 98 年起，透過「閱讀植根計畫」推

動嬰幼兒閱讀，每年補助各地方公共圖書館辦理閱讀活動及購書經費，

使閱讀能向下扎根，並委託本館輔導公共圖書館推展閱讀，為顧及分

齡分眾的閱讀需求，本館每年針對各族群需求辦理館員知能培訓，期

望館員不斷精進學習，提供更優質的閱讀創新服務。107 年培訓課程

特以嬰幼兒閱讀為主軸，由思維到實踐，讓站在第一線的閱讀推手了

解嬰幼兒閱讀的真諦及實踐方法，並與各地方圖書館合作辦理，在全

臺北、中、南及東區共辦理 4 場次，計 259 人次參與。 

表 12 ：107 年公共圖書館嬰幼兒閱讀推廣專業知能培訓場次表 

場次 日期 人次 

北區國立臺灣圖書館 107 年 5 月 14 日 84 

中區臺中市立圖書館經武圖書館 107 年 5 月 28 日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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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107 年公共圖書館嬰幼兒閱讀推廣專業知能培訓場次表 

場次 日期 人次 

南區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 107 年 6 月 4 日 82 

東區花蓮慈濟科技大學 107 年 6 月 11 日 34 

總計 259 

1、 北區--國立臺灣圖書館 

107 年 5 月 14 日在本館辦理，本館鄭來長館長親自出席主持研

習課程開場以表支持。第一場演講邀請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嬰兒第

二病房魏自宜護理長，分享「如何與親生兒親子共讀-由醫學角

度談寶寶怎麼聽書與讀書」，並分享醫院新生兒病房實際執行閱

讀的實況分享；第二場邀請臺灣閱讀協會理事葉嘉青老師，分享

「在悅讀中快樂成長-為零到五歲的孩子選擇與應用繪本」，並透

過老師實際操演方式，讓學員思考如何選擇圖書及運用。二場次

講座精采有趣，深獲當日學員喜愛。 

2、 中區--臺中市立圖書館精武圖書館 

107 年 5 月 28 日中區在臺中市立圖書館精武圖書館辦理，空間

改造後的圖書館提供了更舒適的閱讀環境，也提供本次研習良好

的場地。第一場邀請恩主公醫院小兒科主治醫師許登欽醫師，由

醫師的專業角度分享嬰幼兒閱讀，讓學員能由科學實證角度來思

考閱讀這件事；第二場次同樣邀請臺灣閱讀協會理事葉嘉青老師，

分享「在悅讀中快樂成長-為零到五歲的孩子選擇與應用繪本」，

並透過老師實際操演方式，讓學員思考如何選擇圖書及運用。 

3、 南區--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 

107 年 6 月 4 日在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辦理，本場次邀請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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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場次同樣堅強陣容師資，第一場由恩主公醫院小兒科主治醫師

許登欽醫師，由醫師的專業角度分享嬰幼兒閱讀，讓學員能由科

學實證角度來思考閱讀這件事；第二場次同樣邀請臺灣閱讀協會

理事葉嘉青老師，分享「在悅讀中快樂成長-為零到五歲的孩子

選擇與應用繪本」，並透過老師實際操演方式，讓學員思考如何

選擇圖書及運用，課程中學員獲益良多。 

4、 東區--花蓮慈濟科技大學 

107 年 6 月 11 日在花蓮慈濟科技大學辦理，本場次與花蓮縣文

化局及慈濟科技大學合作。第一場邀請在花蓮深耕閱讀已久的慈

濟醫院朱紹盈醫師分享，以醫師實際推廣嬰幼兒閱讀的情形，並

邀請其團隊成員分享活動成果；第二場次同樣邀請臺灣閱讀協會

理事葉嘉青老師，分享「在悅讀中快樂成長-為零到五歲的孩子

選擇與應用繪本」，並透過老師實際操演方式，讓學員思考如何

選擇圖書及運用，課程中學員獲益良多。 

（三） 「107 年創意閱讀開麥~Library Talk」分享座談會 

104 年本館徵選各縣市推動閱讀活動的創新點子，出版《閱讀推廣智

庫(Idea Bank)》一書，於圖書館界獲得很大的迴響，且使圖書館推

動閱讀經驗得以傳承、運用及學習。107 年延續此精神，規劃「創意

閱讀開麥 Library Talk」，蒐集全臺圖書館多元化的創意活動，並邀請

專家學者評選閱讀創意文案，於 107 年 11 月 29 日在臺中市立圖書

館李科永紀念圖書館辦理分享座談會，有來自國立館、直轄市立圖書

館及縣市立圖書館等，邀請 8 位代表進行文案分享，暢談文案企劃流

程、執行成效及感想等，提供圖書館同道交流學習，讓各縣市圖書館

創意擴散，有機會與同道交流學習，激發館員精益求精，展現臺灣公

共圖書館的創意與活力。本次活動共 66 人次參與。此外，並出版專

書「107 年創意閱讀開麥~Library Talk：公共圖書館閱讀推廣優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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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供公共圖書館館員參考運用。 

（四） 積極參與國際會議及參訪 

1、 參加 IFLA 年會、ALA 年會及參訪圖書館 

(1) 2018 年 IFLA「世界圖書館資訊大會：第 84 屆國際圖書館

協會聯盟會議及委員會」，在馬來西亞吉隆坡(Kuala 

Lumpur, Malaysia)的吉隆坡會議中心(Kuala Lumpur 

Convention Centre，KLCC)舉行，會期從 2018 年 8 月 24

日至 8 月 30 日。會議主題為「圖書館轉型、社會轉型」，

超過 250 場次、600 餘位講者與 3,500 多位來自 113 個國

家的圖書資訊界相關專業人士參與，本次參與大會各項專

題報告、海報展示、大會活動及相關商展；另安排參訪馬

來西亞國家圖書館、馬來亞大學圖書館及伊斯蘭博物館與

附設兒童圖書館等單位，以瞭解國際性圖書館最新發展趨

勢、增進國際交流、專業知能與開創未來發展及行銷，讓

不論是本館或是中山樓之服務更具競爭力。 

(2) 美國圖書館學會(American Librarian Association, ALA)

於 2018 年 6 月 20 日至 27 日在紐奧良舉辦年會，本館派

員參加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組織的參訪團，除參加年會開

閉幕式演講、資訊設備與圖書展覽、海報展、小型講座與

社群交流活動外，亦至杜蘭大學圖書館及紐奧良公共圖書

館總館參訪，了解其空間運用、特藏保存、活動辦理與特

色服務。 

2、 參訪日本重要身心障礙者服務圖書館計畫 

為瞭解國外提供身心障礙服務之圖書館運作情形，學習其經驗使

本館未來能提供更周全服務。於 107 年 5 月 21 日至 25 日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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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日本參訪東京地區提供視障、聽障等身心障礙者使用之相關

圖書館機構(日本點字圖書館、國立國會圖書館、墨田區曳舟圖

書館、琦玉縣立久喜圖書館、調布市立中央圖書館及八王子市中

央圖書館)，進行服務經驗及文化交流合作。 

3、 ALEPH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國際使用者組織 IGeLU(The 

International Group of Ex Libris Users)年會 

IGeLU 為 2006 年由 Aleph 使用者國際聯盟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Aleph Users，ICAU) 及 SMUG (SFX and 

Metalib Users Group)兩個組織合併成立，在 2006 年成立之初，

共有來自 28 個國家 165 個圖書館加入會員。目前 IGeLU 在全

球 39 個國家擁有超過 400 多個機構會員。 

第 13 屆 IGeLU 年會由捷克國家技術圖書館(Czech National 

Library of Technology)在布拉格(Prague)舉辦，會期從 2018

年 8 月 20 日至 23 日，本屆會議共有從 39 個國家 446 位機構

代表參加會議，4 天會議中共有 26 個時段，超過 100 場次的論

文發表及經驗交流討論。本館派員出席本次年會，透過此年會表

達使用者共同需求，了解 Ex Libris 公司產品發展方向，增加與

各國同道經驗交流，拓展國際視野，同時可將國外學習的經驗，

應用於本館工作精進業務推展。 

4、 參加 ICADL 亞太區數位圖書館研討會 

2018 年 ICADL 亞太區數位圖書館研討會在紐西蘭漢彌頓懷卡

託大學舉行，會議主題為「數位圖書館發展與創新」。本館派員

參加本次會議，出國期間為 107 年 11 月 18 日至 23 日，除出

席工作坊、論文發表會、海報展覽與觀摩，瞭解各國學術機構發

展數位圖書館、數位典藏、社群研究、使用者經驗案例等相關主

題情況之外，亦參訪懷卡託大學圖書館、奧克蘭中央城市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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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卡託博物館與漢彌頓城市圖書館。 

5、 參訪新加坡孫中山紀念地及圖書館計畫。 

本館中山樓管理所於 107 年 3 月 26 日至 30 日派員參訪新加坡

孫中山南洋紀念館(晚晴園)、新加坡紅點設計博物館、新加坡及

泰國圖書館、泰國創意設計中心等，以進行孫中山學術文物推廣、

本館館藏特色及文創品設計等合作交流。 

6、 韓國圖書館參訪 

在科技高速發展，人口結構不斷變動的社會中，圖書館如何能滿

足讀者日益多元的資訊、閱讀與休閒需求，是當前重要的課題。

而韓國圖書館善用高科技在資訊、電訊及智慧行動裝置為各年齡

層讀者提供適切的服務；在圖書館建築、空間配置及各項設施設

備之規劃設置也相當先進；極富盛名之現代信用卡圖書館群在徵

集、典藏珍貴館藏方面也有獨到之處，爰由本館 4 名館員於 107

年 9 月 3 日至 6 日組團前往實地參訪、交流與學習。 

參訪之圖書館包含韓國星空圖書館、首爾都會圖書館、國立兒童

青少年圖書館、中央圖書館、國立數位圖書館、首爾國立大學圖

書館、梨花女子大學圖書館、延世大學圖書館、現代信用卡圖書

館、烹飪圖書館、旅行圖書館、音樂圖書館及設計圖書館，共計

11 所。一如預期，韓國圖書館設備新穎、高度智慧化、館舍空

間設計獨特、提供讀者自行創作空間、為身障讀者發展專門服務、

各類圖書館之角色明確，圖書館員專業且服務熱忱，各方面均有

許多值得學習之處。 

7、 參加國外圖書館學習參訪團 

(1)美國紐約費城圖書館學習參訪團：107 年圖書館傑出人士貢

獻獎得獎人(採編組周主任)於 107 年 9月 9 日至 17 日至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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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費城圖書館參訪。 

(2)荷蘭、丹麥與德國圖書館學習參訪團：由本館館長擔任團長

(另含 1 位主管陪同)，於 107 年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5 日率

領國內圖書館同道前往荷蘭、丹麥與德國圖書館參訪。 

8、 參加「海峽兩岸第五屆玄覽論壇」 

於 107 年 8 月 20 日至 25 日，由國家圖書館曾淑賢館長擔任代

表團團長，本館鄭來長館長擔任副團長，帶領國內公共圖書館同

道前往大陸圖書館參訪、參加玄覽論壇，相互交流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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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創新服務提升服務品質 

（一） 創新行銷 

1、 文創品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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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107 年加

製熱銷品項包括采風花杯、采風書籤 2 款、采風書袋及設計風

華明信片套組。此外，107 年亦積極設計開發新品項，開發臺圖

肩背包 2 色各 1 款、高山植物餐具包及 12 生肖杯系列等，並已

公開販售。 

另外，本館於入口網首頁設置文創品專區，

以中英文雙語介紹，並於館內 1 樓大廳設計

展示櫥窗，大幅增加曝光率。其販售方式不

僅在本館 1 樓流通櫃臺，更採用寄售的合作模式，

目前的實體店面包括：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世界宗教博物

館、三民書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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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售合作對象，以及本館文創品網

路商店、三民網路書店、臺灣師範大學E-shop等3處網路商城，

方便民眾購買。 

 

 

2、 社群行銷  提升圖書館能見度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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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創新服務 

凝聚團隊精神。107 年共有 5,000 位粉絲按讚，相較 106 年新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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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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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Youtub 行銷 

本館自 107 年 11 月底建置完成本館 YouTube 頻道(上傳約近 60

部影片)，並透過 Facebook 公告正式開放，此外，除本館自製影

片外，媒體對本館也有許多介紹影片，以更多元且免費社群平臺，

推播行銷本館各項服務及活動。 

3、 聯合行銷  社教館所跨域整合 

107 年本館參加部屬國立社教館所聯合行銷活動，本活動整合教

育部、文化部及國立故宮博物院等社教機構資源，透過各種藝文、

科教、展覽、活動等方式，以《Muse 大玩家Muse Tour》為活

動主題，推廣各館所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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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創新提案改善館務 

為鼓勵本館館員踴躍針對業務進行改善及強化，107 年度共計有 4

件改善提案，如推動行動借閱證，結合智慧型手機之便利性，提升服

務效率；強化社群媒體行銷，本館建立社群媒體行銷使用原則，使宣

達本館各項訊息時更加方便，吸引讀者關注。相關提案內容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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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107 年本館創新提案一覽表 

編號 提案人 提案主題 效益 

10712001 主要提案人：蔡靜怡 

團體成員：歐淑禎、

陳恒毅 

行動借閱證-嗶一

下  借書劃位都

ok! 

1. 減少借閱證印製補發之人力

及卡片成本。 

2. 提供讀者忘記帶借書證之選

擇。 

3. 降低館員處理讀者抱怨的時

間成本。 

4. 結合手機服務之便利性。 

5. 提高本館行動網頁瀏覽使用

次數。 

6. 可應用於資訊檢索區電腦劃

位、視聽資料內閱劃位、自修

室劃位、報到、登出，借閱熱

門期刊、臺灣學資料等，相當

便利。 

10701001 提案人：李淑華 善用社群行銷。 透過免費社群平臺，推廣行銷本

館各項服務及活動，迎合年輕族

群認識及利用圖書館。 

10701003 提案人：鄭嘉雯 建置本館服務統

計回報系統。 

1. 提升工作效率及服務品質。 

2. 達成服務統計的一致性及透

明性。 

3. 迅速並正確提供服務統計數

據。 

10722004 主要提案人：闕詩穎 

團體成員：蔡靜怡 

「閱讀小護士 用

心陪伴您－臺圖

讀 Bar＠耕莘」跨

界合作計畫。 

1. 主動出擊：活化圖書資源利

用，串聯相關資源擴大服務

效益。 

2. 資訊零距離：結合線上資

源，打造無障礙閱讀「心」

境界。 

3. 網站隨時搜尋：延伸閱讀夥

伴觸角，從學校走入家庭。 

4. 追蹤讀者閱讀趨勢，展現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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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107 年本館創新提案一覽表 

編號 提案人 提案主題 效益 

佳回應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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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資訊系統服務 

102 年 6 月 5 日第 798 次館務會議通過「資訊中心設置要點」，本中

心係任務編組單位。於資訊業務規劃與推動，包含執行「106-107 年度公共

圖書館作為社區公共資訊站實施計畫」、「圖書自動化(ALEPH)系統升級暨

館藏查詢響應式網站設計」，並協助南方資料庫系統軟硬體規劃建置以及「智

慧服務 全民樂學-國立社教機構科技創新服務計畫」推動等。 

（一） 資訊安全管理 

1、 進行重要系統還原演練 

完成圖書自動化系統等 6 項重要系統還原演練各一次。107 年 6

月完成入口網站、視障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9 月完成圖書自

動化系統還原、會計系統、人事差勤系統還原演練，10 月完成線

上公文簽核系統還原演練。此外，教育部於 9 月 17 日至 21 日進

行部屬館所「教育部 107 年度學術機構分組資通安全通報演練」。 

2、 召開 107 年度資訊安全工作會議 

本館於 107 年 3 月 20 日召開 107 年度資訊安全工作會議，討論

「本館資訊安全管理規範審查或修訂」、「本館資訊安全管理系統

(ISMS)導入」及「導入政府組態基凖(GCB)」等議題， 同時決議

於 107 年度優先於本館館員使用電腦導入政府組態基凖。 

3、 其他資訊安全工作 

(1) 依「資訊系統分級與資安防護基準作業規定」，針對本館 32

項系統清查及進行各系統安全等級評估。 

(2) 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教育部於 107 年 4 月及 9 月分別實

施「107 年度臺灣學術網路防範惡意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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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受測人數 108 人，上半年(4 月)演練結果為合格(開啟信

件人數為 0 人，點選連結人數為 0 人)，下半年(9 月)演練結

果為合格(開啟信件人數為 6 人，點選連結人數為 4 人)，本

館將持續加強防範惡意電子郵件宣導。 

(3) 完成本館館員工作用電腦導入政府組態基凖(GCB)，共計 96

臺。 

(4) 資安宣導：107 年於本館擴大館務會議及透過電子郵件進行

資安宣導計 6 次。 

（二） 系統維護與管理 

1、 網路系統之建置、維護與管理 

配合本館「1-2 樓閱覽空間與設施設備優化整修工程」，更新本

館讀者區網路線，採用 CAT 6 網路線路規格，CAT-6 纜線加強

了對抗串擾及系統雜訊的防護，它的訊號傳輸頻率高達

250MHz，適合用於 100BASE-TX(傳輸速率為 100MB)及

1000BASE-T(傳輸速率為 1GB)等各種乙太網傳送標準。本工程

更新本館 1 樓網點數為 97 點，2 樓網點數為 47 點。 

2、 電腦主機系統軟硬體設備之建置、維護與管理 

本館建置多種服務系統以維運圖書館各項館務，如電子公文線上

簽核系統維護管理、圖書館自動化系統ALEPH系統、入口網站、

線上演講廳系統、本館行政支援主機群(人事差勤、會計基金、

物品管理、財產管理、FTP、場地管理等)系統、讀者服務主機

群(電腦座位管理、電子看板、電子報發送、自修室座位登記、

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統、日治時期圖書及期刊影像系統、南方資料

庫系統)系統、視障資訊整合查詢系統、視障數位版權管理(D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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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盲資 BBS 系統等維護與管理等。 

（三） 資訊專案業務 

1、 完成入口網站系統功能擴充 

完成本館入口網站 6 項重要系統功能擴充，包含出版品及文創

品線上訂購功能、公共服務<批次寄出申請人>回信功能、讀者

名單寄信功能、視聽新片介紹、館舍攝影申請頁面調整及首頁熱

門館藏超連結等功能調整與擴充。 

2、 強化入口網站營運績效 

國家發展委員會於 107 年 3 月進行政府網站營運績效檢核，本

館入口網站獲得 86 分，較前一年度檢核結果 79 分營運績效提

升，本次檢核結果分數較低之項目有資訊圖像化、語系編碼、符

合 HTML 標準、符合 CSS 標準、網頁動畫等，未來將持續進行

功能擴充與強化。 

3、 完成本館出版品及文創品線上訂購系統 

為便利讀者透過網路訂購本館出版品及文創品，本館完成出版品

及文創品網路訂購系統，並於 107 年 11 月 27 日啟用，提供讀

者更多元採購方式取得本館商品。 

 

 

 

 

 

圖 53：出版品及文創品訂購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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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讀者服務資料庫上雲端 

為提供本館讀者更穩定之線上資料庫服務，持續原本 10 臺讀者

服務資料庫主機(如：布克聽聽兒童線上電子書、臺灣原住民學

習知識庫等電子資料庫系統)，並新增 2 臺讀者服務資料庫主機

移至雲端機房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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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行動借閱證 

為善用數位科技，提供讀者更便利的服務，本館推動「行動借閱證」

服務，已申辦本館借閱證之讀者，只需攜帶手機或平板電腦，利用

RWD 館藏查詢網站，登入個人化服務後，即可取得個人行動借閱條

碼，在服務臺出示行動借閱條碼，即可借書或登記使用電腦及自修室、

視聽座位、多功能討論室。 

 

圖 50：行動借閱證產生方式 

 （二）新設預約書自助取書區 

於流通服務臺側邊新設預約書自助取書區，將預約書全面加貼無線射

頻辨識晶片(RFID)，方便讀者自助借閱預約書，以縮短排隊時間，並

提高自助借書機之使用率。此外，圖書加貼 RFID 晶片已有效提升自

助借書之便利性，本館將於 108 年起分年、分區將親子資料中心及

一般閱覽區可外借圖書資料逐步加貼 RFDID 晶片，以精進讀者服務

品質與閱覽典藏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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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館藏查詢系統 RWD 響應式網頁設計 

隨科技進步，行動載具愈來愈普及，依據

國發會 106 年 8 月頒布之「政府網站服務

管理規範」，建議所有政府機關網站以響

應式設計(Responsive Web Design，簡

稱 RWD)，方便使用者以不同的載具瀏覽

所需資料。為順應科技潮流，本館於 107

年將館藏查詢系統網站重新設計，導入響

應式網站設計的概念，適應多種不同的載

具，並且新增東南亞語言(菲律賓、柬埔寨

和馬來西亞)導覽，以及自動動化系統升級，

以提供更安全便利的網路環境。本館響應

式網站設計(RWD)館藏查詢網站於 107

年 12 月 22 日上線啟用。 

 

 

圖 51：本館手機版館藏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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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讀者滿意度調查 

（一） 問卷設計 

問卷架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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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以及相關

研究，依本館實際情形加以調整，將問卷分為圖書館館員、館藏資

源、圖書館設施、圖書館服務、圖書館環境及空間等五大構面設計

核心問題，再加上綜合性角度設計之整體服務品質問題，問卷題目

為 23 題，另有 5 題開放性作答，共計 28 題。希望藉此瞭解讀

者對本館在五個服務構面的滿意度。 

（二） 調查對象 

12 歲以上且曾使用本館各項服務並留有電子郵件的讀者；開館日

前來使用本館各項設施與服務之 12 歲以上(含升七年級學生)讀者，

並儘量做到年齡分散。 

（三） 調查時間 

107 年 6 月 1 日至 107 年 6 月 8 日，共 8 個開館日發放問卷。抽

樣日期間分為 9：00 - 12：00 及 17：00 - 20：30 等二個時段發

放，每時段以 3-3.5 小時為原則。 

（四） 調查方式 

分為電子郵件調查與現場調查。電子郵件調查以隨機抽樣的電子郵

件帳號傳送訊息，邀請讀者點選連結至調查的網站參與調查；現場

調查則於本館 1 樓大廳(閱覽區出口處)隨機抽樣邀請讀者填答問

卷，徵詢出館讀者之填答意願，同意者才請其至問卷填寫區上網填

問卷。如有不便使用電腦填問卷者可使用紙本問卷。問卷填寫過程

中，館員或志工皆在問卷填寫區，視需要隨時解說問卷內容，以掌

握讀者填答之準確率，降低無效問卷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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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問卷回收 

抽樣人數計  1,993 人次，共回收問卷  1,993 份，有效問卷為 

1,971 份，整體有效回收率為 98.9％。本次調查樣本中，受訪者

在圖書館現場填答問卷者居多，有 1,639 人，占 83.2％。由網路 

填答者有 332 人，占 16.8％。 

（六） 調查結果 

本次調查 1,971 份有效問卷中，共 1,754 人(89.0%)持有本館借閱

證，並有 708 人(35.9%)的受訪者於近 3 年內有逐年增加在本館借

閱圖書資料。受訪者以女性居多，共 1,243人(63.1%)，年齡以 31-40

歲，共 442 人(22.4%)居多、教育程度以大學居多，共 906 人(46.0%)，

職業以學生居多，共 344 人(17.5%)。大部分受訪者多居住於新北

市(1,739 人，88.23%)之中和區(734 人，42.21%)。多數受訪者使

用頻率為每週 1 至 2 次(542 人，27.5%)為主。另一方面，對於一

年到本館少於 6 次的讀者，經調查分析指出，其原因主要是由於居

住地不在本館附近(108 人，46.2%)，以上結果皆與 106 年度之受

訪者資料結果相近。 

以下分別各構面的讀者滿意度分析概要： 

1、 圖書館館員 

圖書館館員構面共 4 個問項，整體的平均滿意度為 88.86%，

各問項滿意度均超過 9 成，其中以「館員服務態度親切且主動」

最高(93.5%)。 

2、 圖書館館藏資源 

圖書館館藏資源共有 4 個問項，整體平均滿意度為 73.73%。

其中以「本館館藏圖書能滿足我的需求」最高(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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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圖書館設備 

圖書館設備構面共有 8 個問項，整體平均滿意度為 79.12%。

其中以「本館館藏查詢系統能滿足我的需求」最高(86.2%)。 

4、 圖書館服務 

圖書館服務構面共有 4 個問項，整體平均滿意度為 82.83%。

其中以「圖書資料的借閱手續對我而言很方便」最高(92%)。 

5、 圖書館環境及空間 

圖書館環境及空間構面共有 3 個問項，整體平均滿意度為

90.96%。其中以「本館空間舒適且吸引我」最高(91.6%)。 

整體而言，有 87%的受訪者表示對本館服務滿意，與 106 年

度(96.99%)相比，整體滿意度降低 9.99%。有一部分原因為

106 年度使用的是四點量表，並無「普通」這個選項，因此受

訪者在作答時僅有非常滿意、滿意、不滿意、非常不滿意可選

擇，在選擇時容易出現強迫選擇的數理心理學，精準度較易有

誤差，就 107 年度與 106 年度相較，如下表 3 顯示在圖書館

館員構面及圖書館服務構面部分，也就是圖書館人員的部分，

滿意度差別不大，但在圖書館館藏資源構面及圖書館設備構面

部分，很明顯的受訪者的滿意度是下降的，甚至落差接近兩成，

值得深思。整體而言，從問卷分析中可以發現，讀者對於本館

的服務抱持正面肯定態度，未來能進一步探究讀者對於圖書館

館藏資源構面及圖書館設備構面部分的意見。 

表 3：106 年度與 107 年度各構面滿意度比較表 

構面項目 106 年度 107 年度 107 年度與 106 年度相較 

圖書館館員構面 96.79％ 88.86％ -7.93％ 

圖書館館藏資源構面 92.21％ 73.73％ -18.48％ 

圖書館設備構面 92.39％ 79.12％ -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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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滿意度調查 

圖書館服務構面 92.45％ 82.83％ -9.62％ 

圖書館環境及空間構面 93.25％ 90.96％ -2.29％ 

 

表 4：各項構面滿意度百分比 

 

 
1 9 0.5 5 0.3 92 4.7 677 34.3 1167 59.2 21 1.1

2 10 0.5 8 0.4 112 5.7 702 35.6 1099 55.8 40 2

3 10 0.5 15 0.8 225 11.4 710 36 921 46.7 90 4.6

4 9 0.5 14 0.7 158 8 706 35.8 1024 52 60 3

5 12 0.6 42 2.1 250 12.7 921 46.7 717 36.4 29 1.5

6 7 0.4 25 1.3 286 14.5 898 45.6 608 30.8 147 7.5

7 9 0.5 40 2 384 19.5 814 41.3 527 26.7 197 10

8 6 0.3 30 1.5 419 21.3 777 39.4 552 28 187 9.5

9 8 0.4 22 1.1 186 9.4 902 45.8 797 40.4 56 2.8

10 13 0.7 35 1.8 269 13.6 875 44.4 705 35.8 74 3.8

11 6 0.3 17 0.9 263 13.3 833 42.3 727 36.9 125 6.3

12 6 0.3 20 1 197 10 813 41.2 831 42.2 104 5.3

13 11 0.6 33 1.7 293 14.9 801 40.6 618 31.4 215 10.9

14 15 0.8 19 1 195 9.9 777 39.4 829 42.1 136 6.9

15 11 0.6 34 1.7 240 12.2 855 43.4 654 33.2 177 9

16 18 0.9 47 2.4 274 13.9 768 39 687 34.9 177 9

17 5 0.3 3 0.2 107 5.4 770 39.1 1043 52.9 43 2.2

18 6 0.3 10 0.5 292 14.8 798 40.5 600 30.4 265 13.4

19 17 0.9 43 2.2 234 11.9 865 43.9 765 38.8 47 2.4

20 8 0.4 16 0.8 203 10.3 869 44.1 819 41.6 56 2.8

21 9 0.5 30 1.5 124 6.3 677 34.3 1117 56.7 14 0.7

22 5 0.3 14 0.7 129 6.5 789 40 992 50.3 42 2.1

23 6 0.3 8 0.4 131 6.6 673 34.1 1134 57.5 19 1

附錄一、滿意度百分比分析

本館環境舒適（清潔、空調、照明）

本館是啟發學習與研究的場所

本館空間舒適且吸引我

本館館藏的借閱天數能滿足我的需求

本館館藏的借閱數量能滿足我的需求

本館舉辦的推廣活動（研習班、閱讀推

廣等）能滿足我的需求

本館無線網路環境能滿足我的需求

圖書資料的借閱手續對我而言很方便

本館硬體設備（電腦、影印等）能滿足

我的需求

本館自助借還書系統能滿足我的需求

本館座位預約、劃位系統（自修室、視

聽資料內閱區）能滿足我的需求

本館線上服務（圖書預約、續借等）滿足

我的需求

本館館藏查詢系統能滿足我的需求

本館網站設計讓我容易查找資訊

可以很方便地從館外連線使用館藏資源

本館館藏期刊報紙能滿足我的需求

本館館藏視聽資料能滿足我的需求

本館館藏電子資源能滿足我的需求

館員能夠關心我個別化的需求

館員擁有足夠專業能回答我的問題

本館館藏圖書能滿足我的需求

次數 %

館員服務態度親切且主動

館員能夠協助我解決問題

問題問項
不適用

次數 % 次數 % 次數 % 次數 % 次數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普通 滿意 非常滿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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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山中山樓 

十、陽明山中山樓 

中山樓各項工作經費及人力資源不足，仍賡續辦理「中山樓市定古蹟」

之維護管理工作，並在提升整體服務品質之目標下，持續參觀解說導覽服務

及場地使用管理等工作，107 年工作項目如下： 

（一） 辨理中山樓活化系列活動 

1、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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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園區內櫻花、茶花、杜鵑同樣盛開，於 3-4 月間舉辦「2018 花

漫中山樓暨閱讀悅讀越讀書展」，以臨時郵局及好康活動(門票優

惠、文創品特價、贈送中山樓版狗年小提燈及明信片等)，帶動

參觀人潮，以行銷中山樓與增加門票收入。  

2、 「票亮中山樓─鈔郵稅票」展 

以有中山樓圖案之政府發行有價證券為主題策展，包含鈔票、郵

票、印花稅票、彩券(愛國獎券)等四大主題。除展板解說及展品

陳列外，並打造鈔票室情境裝置，於 107 年 6 月建置完成。 

3、 小小文青夏令營活動 

中山樓為國小三至六年級小朋友推出小小文青系列活動夏令營，

小朋友們不僅可親身體驗走進百元鈔中山樓，還可在昔日款待外

賓用餐的國宴廳見習國際禮儀，學習如何做個富而好禮的小紳士

和小淑女。因中山樓位處陽明山，且為世界上唯一直接蓋在硫磺

坑口上的超大型建築物，其豐富的生態與建築景觀，是不容錯過

的天然教室。於 107 年 7 月至 8 月間，共 3 梯次 90 人參與。 

（二） 辦理陽明山生態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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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花季期間中山樓與臺北市政府、湖山里辦公處合辦陽明公園之

生態解說工作。支援時間為 107 年 2 月 25 日至 3 月 25 日，共計志

工 15 人次參與。 

（三） 陽明山中山樓市定古蹟修復計畫第 1 期工作計畫 

辦理教育部補助之「陽明山中山樓市定古蹟修復計畫第 1 期工作計

畫」，完成監造設計及施工廠商決標事宜。 

（四） 中山樓科技創新展示暨宣導推廣計畫第二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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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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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開發文創品寶相花鋼珠筆、中山樓之美鑰匙圈、喜字鑰匙圈三

款。 

（五） 107 年中程計畫 

1、 辦理汰換中山樓文化堂電梯(1 臺)，以及汰換冰水主機。 

2、 辦理「華麗邂逅 舞力全開」音樂會：於 4 月 28 日與臺北市民

管樂團合辦，以大型交響管樂團現場指揮、演奏，包括東方民謠、

西方情歌、舞姿曼妙的佛朗明哥、浪漫熱情的拉丁 Salsa、倫巴

與輕快的恰恰恰！約有 800 多位民眾參與。 

3、 辦理搖滾音樂節：為吸引年輕朋友親近中山樓，特別於 9 月 15

日以音樂演出為主、創意市集為輔，結合「休閒」、「娛樂」、「學

習」、「藝術」、「人文」等概念，邀集文化大學詞曲創作社、臺大

椰風搖滾社、法蘭黛樂團及麋先生等 7 組樂團熱情接力嗨唱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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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結合中山樓故事展(AR/VR)導覽活動、手作飾品、老物雜

貨、服飾及輕飲食市集，並以國父字體為範例可現場揮毫之練字

房。活動當日雖受山竹颱風外圍環流影響，仍有 350 名民眾不

畏風雨參與。 

4、 辦理樂遊中山樓活動 

(1)環境教育「2018 國際生物多樣性日嘉年華」 

依據《生物多樣性公約》，聯合國訂定每年的 5 月 22 日為「國

際生物多樣性日」，目的為增進民眾對生物多樣性議題的關

注。為配合教育部推廣環境教育政策，於 107 年 5 月 19 日

舉辦第三屆國際生物多樣性日嘉年華環境教育親子活動，包

含鳥類及昆蟲觀察、闖關活動及捏麵人 DIY。希冀藉由活動

的設計，吸引親子及一般民眾共遊中山樓，喚起民眾對於生

物多樣性的重視及為愛護周邊的環境，讓環境保育觀念可以

從中山樓出發，進而植根茁壯、永續發展。共 150 人次參加。 

 (2)中山樓小小樓主培訓計畫 

為增進國小學童對中山樓的了解及培養種子導覽員，中山樓

與華興小學、陽明山小學及格致中學合作辦理培訓活動，希

冀學童成為中山樓新一代的小小樓主，以純真活潑的導覽，

讓更多人可以體驗嶄新樣貌的中山樓。培訓對象為國小三到

五年級學童 30 人，培訓期間約為 107 年 7 月 23 日至 8 月

3 日，正式服務學習時間為同年 8 月 11 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 

(3) 107 年偏遠弱勢學校戶外教育活動一日遊 

中山樓獨特的宮殿建築、憲政歷史、藝術人文及自然環境等，

均值得年輕學子深入探索，設計符合十二年國教戶外教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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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活動課程，包含主題導覽(館藏藝品、建築與裝飾、自然環

境、歷史沿革及統整學習)及 DIY 活動(含福壽剪摺紙、拓碑

及絹印體驗)，資源豐富，推廣各級學校及偏遠學校多多利用

中山樓進行戶外教育學習。於 8 月 14 日至 12 月 7 日期間

有來自基隆、臺東、澎湖等 25 校 886 人次參加。 

(4) 樂活青春小旅行 

配合教育部「社教揚愛，弱勢圓夢」計畫，邀請樂齡長者及

身心障礙者擁抱生命及體驗人文與大自然，首次與華山基金

會合作，進行樂活健康操、中山樓導覽、DIY 捏麵人及絹印

體驗、下午茶等活動，10 月-11 月間共辦理 2 梯次共 300

人次參加。 

（六） 安全監控防盜系統設備整合計畫、陽明山中山樓監控、消防系統整

合智慧化改善工程 

辦理完成陽明山中山樓管理所監控、消防系統整合智慧化改善第 1

階段工程，以利系統更能智慧化及掌控整體安全防護效益。 

 



 

 

 

 

 

 

 

 

 

 

參、107 年業務統計 

 

 

 



 

 

一、服務概況 

概況 

閱覽席位數 1,149 席 

年度到館人次  2,465,180 人次 

年度借閱書刊人次  249,052 人次 

年度借閱書刊冊數   894,314 冊 

年度使用館內電腦上網人次 104,327 人次 

年度電子書借閱人次 23,657 人次 

年度電子書借閱冊數 150,796 冊 

年度電子資料使用次數 553,327 人次 

年度借書證申請總數 427,261 件 

借書證申請總數 18,615 件 

 

 

 

 

 

 

 

107 年業務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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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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3,638 131,561 4,388 1,579,587 

期刊(種) 2,360 339 17 2,716 

報紙(種) 277 21 4 302 

其他 155,228 0 0 155,228 

總計 1,601,503 131,921 4,409 1,737,833 
 

非書資料 

資料型態 中文 外文 ◎東南亞語 小計 

地圖(件) 7,268 0 0 7,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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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2 0 802 4,454 

錄影資料(件) 23,605 2,770 1,130 27,505 

靜畫資料(件) 750 0 0 750 

其他(件) 9,526 0 0 9,526 

總計 160,202 2,863 1,932 164,997 
 

 



 

 

電子資源 

線上資料庫 

(自購或自行建置) 

93 種 

光碟資料庫 35 種 

其他類型資料庫 316 種 

電子書 10,532 種 

總計 10,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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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138 275 

6~11 歲 257 232 489 

12~17 歲 550 684 1,234 

18~24 歲 1,237 1,654 2,891 

25~34 歲 1,308 1,867 3,175 

35~44 歲 1,033 1,741 2,774 

45~54 歲 580 816 1,396 

55~64 歲 369 441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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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年度借書證申請量 

年齡 男 女 小計(件) 

65 歲以上 330 253 583 

其他 1,964 3,024 4,988 

總計 7,765 10,850 18,615  
 

 

四、參考服務 

館際合作 

館際互借 - 借入 130 冊 

館際互借 - 借出 45 冊 

文件傳遞服務次數 59 次 

 

五、閱讀推廣 

推廣活動 

對象 主辦(場) 協辦(場) 參加(人次) 

一般 57 0 9,049 

幼兒 102  0  6,773 

兒童  106  4  11,933  



 

 

推廣活動 

青少年 6 0 181 

對象 主辦(場) 協辦(場) 參加(人次) 

樂齡 10 0 220 

新住民 17 0 445 

社教藝文活動 26 1 35,103 

說故事  132   2 9,274  

影片欣賞 111   0 7,047 

其他 228 4 132,243 

總計 795 11 212,268 
 

六、陽明山中山樓入樓人數 

年度 

項次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累計 

參觀人次 25,477 29,636 28,557 83,690 

場地使用人次 15,271 15,360 15,991 46,662 

總計 40,748 44,996 44,548 130,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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