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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業務計畫實施績效： 

業務計畫 績效目標 實施績效成果 

(一)辦理教育部

「補助公共

圖書館閱讀

推廣與館藏

充實實施計

畫」輔導事

宜。 

1.協助及輔導獲補

助圖書館計畫執

行。 

(1)107 年 2月、4月及 5月召開 3次評

選小組會議，進行「適合嬰幼兒看

的書」圖書評選及推薦，共評選出

「適合嬰幼兒看的書」52 種。8 月

完成圖書採購驗收，9 月完成圖書

配送，10月完成閱讀手冊及閱讀起

步走專用貼紙、父母手冊各 11 萬

2,000份配送至 22縣市文化局(處)

圖書館，贈與 0-5 歲之嬰幼兒並辦

理親子共讀活動，協助縣市推動閱

讀向下扎根，讓國人從小開始養成

閱讀習慣，以拓展民眾視野，厚植

閱讀力，提高國民素質。 

(2)於 106 年 12 月 25 日至 107 年 1 月

16 日辦理書面審查全國公共圖書

館閱讀推廣與館藏充實計畫，並於

107年 2月 9日召開 1場複審會議。 

(3)參與教育部召開 107 年補助公共圖

書館「多元閱讀推廣計畫」決審會

議。3月 27 日召開「《閱讀從 0 歲

開始》父母手冊」改版會議，並於

5月 8日與 6月 19日辦理第一次與

第二次書面審查。 

(4)輔導獲教育部核定申請補助計畫之

圖書館計畫執行，每月檢討經費報

告 1 次，共計 10 次(107 年 1 月至

10月)。 

2.辦理全國公共圖

書館研習及培訓

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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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5 月 14 日、5 月 28

日、6 月 4日、6月 11 日分別於北、中、

南、東區辦理，共計 4場。 

(二)推動及落實

身心障礙者

數位化圖書

資源利用。 

1.整合及強化身心

障礙資源。 

(1)委託製作電子點字書 44 種，另自行

製作 231 種。 

(2)委託製作 DAISY 有聲書 60種，另自

行製作 MP3有聲書 245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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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績效目標 實施績效成果 

(3)發行《點字數位圖書館》光碟第 20

集 200 片，寄送至 139 個視障服務

單位；發行《數位有聲圖書館》光

碟第 15、16 集共 400 片，寄送至

152 個視障、學障及其他身心障礙

服務單位，推廣資源利用。 

(4)購置 EPUB電子書 983種，另自行製

作 EPUB 電子書 158 種、PDF電子書

70種。 

(5)委託製作雙視圖書 97 種 97 冊，另

自行製作 108種 203 冊。 

(6)購置圖書電子檔 151 種，另徵集索

贈出版品電子檔 1,683 種。 

(7)結合 107 年臺灣閱讀節活動開幕儀

式，辦理捐贈圖書電子檔表揚活動。 

2.建構身心障礙數

位圖書館單一窗

口。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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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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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書目資料計編目 3,831 件及整合至

查詢目錄。 

3.推廣身心障礙讀

者服務。 

(1)改善本館身心障礙者服務環境，於

研習教室增設課程錄影暨網路直播

設備、電腦教室添購短焦投影機及

互動式語音說故事機等設備，並購

置錄音設備活化利用地下一樓 3 間

錄音室，以擴大招募並訓練志工，

提升有聲書錄製產能。另採購掃描

機設備 1 臺及文件辨識軟體 1 套、

盲用平板電腦組及「iPad 溝通

板」，提供友善自主之無障礙閱讀

環境。 

(2)辦理身心障礙者研習及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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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場。 

(3)辦理服務人員「提升圖書館身心障

礙服務專業知能」工作坊 3 場、館

員專業課程訓練 3 場及志工專業課

程訓練 2 場。 

(4)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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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託研究案 1 件(期程：107 年 2 月 8

日至 12 月 21日)。 

(5)辦理身心障礙研究優良學位論文及

期刊論文獎助，計獎助碩士論文 4

篇、佳作 2篇及期刊論文 2篇。 

4.加強館際合作。 (1)召開身心障礙計畫相關會議，包括

「強化身心障礙者數位化圖書資源

利用中程發展計畫」諮詢會議1場、

委託研究案審查會議2場、論文獎助

審查會議2場、年度「強化身心障礙

者數位化圖書資源利用中程發展計

畫」工作小組會議3場等，共計8場。 

(2)與高雄市立圖書館合作設置身心障

礙區域資源中心。 

(3)獲11家出版社及政府機關團體共捐

贈 1,683種 /8,726件出版品電子

檔；並與臺北市立圖書館、國立公

共資訊圖書館及高雄市立圖書館等

3館簽署合作建置本館視障電子資

源整合查詢系統「聯合書目暨館際

互借」合作備忘錄；另與天主教耕

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簽署合作

備忘錄，辦理「閱讀小護士 用心陪

伴您－臺圖讀Bar＠耕莘」跨界合作

計畫。 

(三)建構豐富多

元館藏，加速

新書進館時

程。 

1.蒐集臺灣研究相

關資料。 

透過採購、交換、索贈等多元方式，增

加臺灣文獻特藏 6,075 冊/件。 

2.蒐集親子、青少

年、樂齡、新住民

主題圖書資料。 

(1)購置各類型適合親子、青少年閱讀

之優良、得獎中西文圖書資料計

8,400冊/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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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績效目標 實施績效成果 

(2)新增適合樂齡讀者閱讀之各類型圖

書資料計 2,216 冊/件。 

(3)增購適合新住民讀者閱讀之多元主

題圖書及視聽資料計895冊/件。 

3.精簡圖書採購程

序，縮短新書進館

日程。 

為提高熱門書、暢銷書、書展用書等類

型圖書的進館速度，採取「閱選訂購」

採購方式，使新書上架時程由 90 日縮

短為 30 日，本年度共辦理 12 次「中文

閱選訂購」，共計採購 1,285 種，2,566

套/冊。 

(四)提升服務品

質。 

1.辦理讀者滿意度

及服務品質問卷

調查，俾利評估服

務成效。 

(1)107 年 6 月 1 日至 8 日進行讀者滿

意度及服務品質問卷調查，以電子

問卷為主、紙本問卷為輔，抽樣人

數共計 1,993 人次，有效樣本數為

1,971 份，問卷整體有效樣本達

98.9%；整體滿意度達 87分。 

(2)與 106 年滿意度 96.87 分相較，滿

意度雖降低 9.87 分，部分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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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答時精準度較易有誤差所致。 

(3)整體而言，讀者對於本館之各項服

務仍持正面肯定態度，且感到滿意。 

2.辦理志工滿意度

問卷調查。 

(1)107 年 1 月 26 日至 2 月 26 日調查

本館 107 年 1 月份仍在勤之志工夥

伴，共計 335 人。採紙本問卷不記

名方式進行調查，發出問卷 335

份，回收有效問卷 278 份，回收率

為 83%。 

(2)整體而言，志工服務的滿意度為

87.9分。 

3.推動提升電話服

務品質措施。 

(1)107年每季辦理電話禮貌測試，前 2

季與國家圖書館互相測試，後 2 季

由本館同仁擔任秘密施測員。 

(2)全年總平均 92.9 分，較 106年總平

均 91.9 分，計增加 1 分。顯示本館

服務品質已有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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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績效目標 實施績效成果 

(五)強化親子、多

元族群及家

庭閱讀。 

1.鼓勵親子閱讀，推

展親子閱讀風氣。 

(1)每週三辦理「故事童樂會」說故事

活動、每月擇一週六舉辦「繪本童

書園」說故事戲劇表演活動、每月

一場小黑熊外文繪本故事時間

(Little Bear Story Time)以及每

月親子兒童影片欣賞。 

(2)舉辦各種特色主題活動，例如：「臺

灣原創•繪本作家帶你玩東玩西」

繪本遊戲工作坊系列活動、「小小

愛書人認養書架」等活動。 

(3)結合社會資源，與異業聯盟推廣閱

讀方面，與臺北商業大學應用外語

系、世界宗教博物館、1111人力銀

行、財團法人器官捐贈協會、東雨

文化及米菲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合

辦「英語童話故事城堡」、「奇幻

精靈劇場」、「小麥熊的心願」繪

本故事、桌遊體驗活動及 AR 擴增實

境活動等，共計 192 場次，參與人

次計 1萬 2,310 人次。 

(4)辦理兒童主題圖書展 10 場次，包含

「一樣?不一樣!」、「繪本看世界：

戰爭與和平」、「小行動•大改變

愛地球繪本主題書展」、「宇宙大

冒險」、「義大利波隆那」、「好

書大家讀 2017 年度最佳少年兒童

讀物展」、「無字繪本」等家庭教

育、科普、人文藝術、多元文化、

性別平等主題好書，培養闔家共讀

習慣，共計 10 場次，參與人次計

5,808人次。 

2.推動多元族群終

身學習，並提升其

閱讀能力與資訊

素養。 

(1) 辦理閱讀推廣活動如下： 

① 舉辦1場<祖孫一起玩轉數學—

藝數摺紙>活動，計 31人參加。 

② 與技嘉教育基金會合辦 6 場次

樂齡電腦學習課程，計 114 人

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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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績效目標 實施績效成果 

③ 與財團法人光泉文教基金會合

作辦理多元文化講座「鏡頭下

的翁山蘇姬與緬甸：一位攝影

記者的紀實」，共 1 場次，計

120人參加。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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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1 場次，計

20人參加。 

⑤ 開辦「107 年樂在多元—越語/

泰語學習班」共 16 場次，計

305人次參加。 

⑥ 為培養青少年終身閱讀習慣，

於 3 樓新書展示區辦理青少年

主題書展，展出主題圖書 422

冊，共計 12場次 9,832 人次。 

⑦ 7 月至 9 月於本館親子資料中

心 2樓舉辦 2場主題書展，「好

書大家讀 2017 年度最佳少年

兒童讀物」及「無字繪本」，

展出主題圖書 120冊，計 1,874

人次閱覽。 

⑧ 7 月至 8 月由財團法人光泉文

教基金會全額贊助辦理「夏日

文字燒—青少年暑期活動」，

舉辦 6 場次青少年講座，參與

人次計 181 人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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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提升閱

讀、思考、表達這三位一體的

能力，增加閱讀的廣度與深度。 

(2) 辦理電子資源推廣課程共 12 場

次，參與人次計 491 人。107 年度

電子資源使用人次計 7 萬 2,99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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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較 106 年 度 之成 長率 為

11.39%，顯見雲端行動載具與電子

資源主題式課程，確能達到提升行

銷館藏之效益。 

(3)辦理「走進植物的魔力世界」與「性

別平等，和諧相處」優良政府出版

品主題書展共 2 場次；辦理「植物

的魔法」與「許孩子一個希望的未

來-淺談幼兒自我保護教育」專題講

座活動共 2 場次；辦理「圖書館的

『心』書展示區」、「知之知之」、

「健健康康」與「通往南國的任意

門」一般圖書及政府出版品主題書

展共 4 場次，獲民眾熱烈響應，書

展參觀及講座參與共計 6,665 人

次。 

(4)107 年 1 月及 7 月各辦理 1 次好書

交換活動，並於活動中增加“借書

加碼送”好康優惠，獲民眾熱烈響

應，參與人次計 1,308 人、交換圖

書冊數達 8,312 冊。 

3.推展家庭教育，鼓

勵家庭閱讀同樂

共學。 

(1) 107年教育部暫停委託辦理「幸福

家庭樂書香」公共圖書館推展家庭

教育實施計畫。 

(2)107 年 1 月 5 日至 12 月 28 日，本

館辦理「2018幸福交享閱—家庭教

育及全家共學系列活動」，共 39

場次，計 909人次參加。 

4.辦理「臺灣閱讀公

園暨閱讀節系列

活動」。 

結合藝文團體和基金會資源，每季於本

館及 823 紀念公園辦理 1 場「臺灣閱

讀公園」主題活動；春季活動參與人次

計 1,660 人次、夏季活動參與人次計

6,333 人次、秋季活動參與人次計

3,252 人次，冬季擴大辦理「107 年臺

灣閱讀節系列活動」結合共 32 個協辦

藝文團體和基金會資源，辦理共 50 種

室內、外閱讀體驗活動；包含好好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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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集(45 個攤位)、7 場講座等，共計

6,897人次參加。 
(六)強化終身學

習體系，倡導

閱讀推廣活

動。 

辦理研習班、講座、

展覽及推廣活動，提

供民眾多元化終身

學習機會。 

(1)辦理「終身學習研習班」2 期招生，

共開設 49班，招收學員 935 名。 

(2)辦理閱讀講座及與作家有約導讀活

動，共 28 場，參與人次計 2,988

人次。 

(3)辦理各類社教藝文展覽 27場次，參

與人數計 3萬 4,995 人次。 

(4)結合相關機構推廣活動 8 場。 

① 1月與臺東縣政府合作辦理「飛

閱臺東 齊柏林」特展，觀賞人

次計 5,400人。 

② 3 月 21 日至 5 月 27 日與高雄

市立圖書館合作辦理「從高雄

望見南方─國立臺灣圖書館南

方資料」特展，觀賞人次計

4,246人次。 

③ 7 月與溫世仁文教基金會辦理

「107 年中小學作文比賽得獎

作品展」，參觀人次計 1 萬

3,490人次。 

④ 7 月與國語日報辦理「閱讀素

養起步走」參與人次計 116 人

次。 

⑤ 8 月與文化部辦理「2018 紀錄

片行動列車」觀影人次計 175

人次。 

⑥ 10 月 31 日與天下教育基金會

辦理「閱讀 x 未來」國際閱讀

教育論壇，參與人次計 508 人

次。 

⑦ 12月 5日與臺灣聲景協會辦理

「相信的力量—傾聽寧靜」國

際演講，參與人次計 452人次。 

⑧ 12 月與臺灣達樂文教關懷協

會、國立清華大學藝術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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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績效目標 實施績效成果 

學系於 1 樓簡報室合辦「青銀

創藝•世代共榮--2018愛您一

輩子-樂齡 10 年青銀創藝設計

繪畫聯展」，參觀人次計 1 萬

4,080人次。 

(七)行銷特色館

藏，支援文史

教學。 

1.有效行銷本館特

色館藏，支援文史

教學研究。 

(1)辦理「帝國之眼─館藏舊籍警務類

書展」和「馳風行旅─館藏舊籍暨

旅行類書展」2 場，並分別舉辦開

幕式及專題演講。 

(2)辦理館藏「行動展覽館」，至全國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及圖書館等單位

展出，共計 52 場。 

(3)編印出版《臺灣學通訊》雙月刊 6

期。 

(4) 辦理北、中、南區「臺灣文史教學

研習」，以及賡續辦理「臺灣文史

閱讀書箱」業務，落實本館支援臺

灣文史教學之館務發展目標。 

2.設計創意加值產

品，行銷館藏特

色。 

(1)107 年增拓本館 1 樓流通櫃檯販售

處，並開發文創商品網路訂購功

能，增加文創推廣與行銷之效益。 

(2)107年開發斜背包(2色)、高山植物

餐具包及 12 生肖馬克杯系列(12

款)。 

(八)推廣臺灣學

研究。 

1.辦理臺灣學系列

講座，推廣臺灣學

研究風氣。 

(1)完成辦理「臺灣學系列講座」6 場，

共計 230 人次。編輯相關館藏資料

延伸閱讀書目共 922 條，提供網路

下載，並展示 210 冊圖書。另 6 場

講座已完成錄影音內容上傳本館

「線上演講廳」網頁，透過網路擴

大講座效益。 

(2)辦理「臺北誕生 140周年專題講座」

3 場，加強本館臺灣學特藏資料整

合推廣，行銷臺灣學研究資源，促

進讀者利用本館臺灣學資料。 

2.鼓勵國內各大學

研究生研究本館

(1)107 年度獎助博士生 4 名，每人新

臺幣 5 萬元；碩士生 7 名，每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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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績效目標 實施績效成果 

臺 灣 學 館 藏 資

料，獎助研究臺灣

學之博、碩士論

文。 

臺幣 3 萬元；佳作博士生 2 名，碩

士生 3名，每人獎狀乙紙。 

(2)於 107 年 12 月 27 日辦理論文發表

暨頒獎典禮，並將得獎之論文置於

本館網頁供各界閱覽使用。 

(九)特藏維護及

推廣，傳承圖

書修復技術。 

1.修復特藏舊籍，延

續典藏年限，方便

讀者利用。 

(1)特藏舊籍修復 300本(件)。 

(2)圖書除黴、冷凍除蟲 2,000冊。 

2.辦理圖書維護專

題展覽，推廣圖書

保健觀念。 

(1)辦理圖書維護專題展覽 1 場次，展

覽主題「歲修圖•書有巧手」館藏

修復特展。 

(2)編印「花間日誌」展覽手冊文宣品

1種，宣傳圖書維護觀念。 

(十)研究出版。 編印臺灣學研究刊

物，加強研究推廣。 

編印出版《臺灣學研究》半年刊第 23

期、第 24期，共印製 1,200 冊。 

(十一)建構 e化環

境，提升資

訊服務。 

提升網路資訊服務。 (1)107年度無線網路使用人次為 35萬

5,992人次。 

(2)107 年度入口網站瀏覽人次為 418

萬 1,676 人次。 

(十二)加強節約

能源執行

計畫。 

訂定加強節約能源

措施，並據以確實執

行。 

(1)107 年 用 電 量 較 前 一 年 減 少

8.72%，已達預期績效，賡續配合政

府節能政策執行節約能源方案。 

(2)107 年度本館公文線上簽核比率達

49.2%，已達預期目標。  

(十三)推廣陽明

山中山樓

管理所古

蹟參觀及

場 地 使

用。 

1.關懷、邀請弱勢團

體參訪。 

弱勢團體參訪共 27 團，計 1,142 人次

參訪。 

2.參觀解說導覽及

場地使用服務。 

(1) 以多種語言提供國內外賓客解說導

覽，全年度團體參觀導覽服務共計

4,295團次，參觀人次計 2萬 8,930

人次。 

(2)為提升古蹟資產利用，辦理陽明山

中山樓管理所場地使用服務共 131

場次，參與人次計 1 萬 7,83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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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支餘絀情形： 

   (一)收入部分： 

本年度收入決算數 2億 4,225萬 4,029元，較預算數 2億 1,364

萬 8,000元，計增加 2,860萬 6,029元，約 13.39%，分述如下： 

1. 業務收入：本年度決算數 1億 9,783 萬 846元，較預算數 1億 7,085

萬 1,000 元，計增加 2,697 萬 9,846 元，約 15.79%，主要原因分析

如下： 

(1) 勞務收入：本年度決算數 164 萬 4,407 元，較預算數 266 萬元，

計減少 101 萬 5,593 元，約 38.18%，主要係中山樓門票收入較預

計減少所致。 

(2) 教學收入：本年度決算數 433 萬 4,756 元，較預算數 651 萬元，

計減少 217萬 5,244元，約 33.41%，主要係「幸福家庭樂書香」、

「獎助優良家庭教育博碩士論文及推廣方案」之委辦計畫暫停辦

理致收入較預計減少所致。 

(3) 其他業務收入：本年度決算數 1億 9,185萬 1,683元，較預算數 1

億 6,168 萬 1,000元，計增加 3,017 萬 683元，約 18.66%，主要

係「107 年度發展館藏特色及強化營運服務計畫」補助款等撥入

較預計增加所致所致。 

2. 業務外收入：本年度決算數 4,442 萬 3,183 元，較預算數 4,279 萬

7,000元，計增加 162萬 6,183元，約 3.80%，主要原因分析如下： 

(1) 財務收入：本年度決算數 38 萬 8,271 元，較預算數 47 萬 2,000

元，計減少 8 萬 3,729 元，約 17.74%，主要係基金專戶及定期存

款利息收入較預計減少所致。 

(2) 其他業務外收入：本年度決算數 4,403萬 4,912元，較預算數 4,232

萬 5,000元，計增加 170萬 9,912元，約 4.04%，主要係停車場委

託經營權利金及捐贈收入等較預計增加所致。 

 (二)支出部分： 

本年度支出決算數 2億 7,160萬 8,760元，較預算數 2億 5,196

萬 9,000元，計增加 1,963萬 9,760 元，約 7.79%，分述如下： 

1. 業務成本與費用：本年度決算數 2億 7,157萬 7,670元，較預算數 2

億 5,196 萬 9,000 元，計增加 1,960 萬 8,670 元，約 7.78%，主要

原因分析如下： 

(1) 勞務成本：本年度決算數 2億 769萬 3,083元，較預算數 1億 7,845

萬 3,000 元，計增加 2,924 萬 83 元，約 16.39%，主要係「閱讀

起步走前置作業」及「智慧服務 全民樂學-國立社教機構科技創

新服務」補助計畫支出、業務宣導費、折舊及攤銷費用等較預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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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所致。 

(2) 教學成本：本年度決算數 269 萬 961 元，較預算數 467 萬 4,000

元，計減少 198 萬 3,039元，約 42.43%，主要係「幸福家庭樂書

香」、「獎助優良家庭教育博碩士論文及推廣方案」之委辦計畫

暫停辦理致支出較預計減少所致。 

(3) 管理及總務費用：本年度決算數 6,119 萬 3,626 元，較預算數

6,884萬 2,000 元，計減少 764 萬 8,374 元，約 11.11%，主要係

電費、辦公(事務)用品、折舊費用等較預計減少所致。 

 (三)餘絀部分： 

本年度決算短絀數 2,935 萬 4,731元，較預算短絀數 3,832 萬

1,000 元，減少短絀 896 萬 6,269 元，約 23.40%，係業務短絀與業

務外賸餘增減互抵之數，其中： 

1. 業務短絀：本年度決算數 7,374萬6,824元，較預算數8,111萬 8,000

元，計減少 737萬 1,176元，約 9.09%，主要係「幸福家庭樂書香」、

「獎助優良家庭教育博碩士論文及推廣方案」之委辦計畫暫停辦理

致支出較預計減少所致。 

2. 業務外賸餘：本年度決算數 4,439 萬 2,093 元，較預算數 4,279 萬

7,000元，計增加 159萬 5,093 元，約 3.73%，主要係雜項收入、資

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等較預計增加所致。 

三、餘絀撥補實況： 

短絀之部：本期決算短絀數 2,935萬 4,731元，連同前期待填補短

絀 2億 3,896 萬 1,568元，共計待填補短絀 2億 6,831萬 6,299元，除

撥用公積 2,035 萬 2,000元填補短絀外，尚有待填補短絀數 2 億 4,796

萬 4,299 元。 

四、現金流量結果： 

(一)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入：本年度決算數現金流入 3,430萬 6,994 元，

較預算數現金流入 1,507萬 3,000元，計增加 1,923萬 3,994 元，

約 127.61%，包括： 

1. 本期短絀 2,935 萬 4,731元。 

2. 利息股利之調整 38 萬 8,271 元。 

3. 調整項目 6,362 萬 1,148元，其中： 

(1) 固定資產折舊 3,434萬 2,450元。 

(2) 無形資產及遞延費用攤銷 1,456萬 8,858元。 

(3) 其他 41萬 5,869元。 

(4) 流動資產淨增 396萬 8,00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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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流動負債淨增 1,909萬 3,715元。 

4. 收取利息 42萬 8,848元。 

(二)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本年度決算數 5,988 萬 8,607 元，較預算數

7,238萬 2,000元，計增加 1,249萬 3,393元，約 17.26%，包括： 

1. 減少投資、長期應收款、貸墊款及準備金 58萬 3,646 元，係減少準

備金之數。 

2. 增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4,398 萬 8,128 元，其中增加機械及設備

777萬 1,774元、交通及運輸設備 41萬 3,143元及什項設備 3,580

萬 3,211 元。 

3. 增加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 1,648萬 4,125元，其中增加無形資產 781

萬 6,416 元及其他資產 866萬 7,709 元。 

(三)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本年度決算數 6,357萬 5,455元，較預算數

5,987萬 9,000 元，計增加 369 萬 6,455 元，約 6.17%，包括： 

1. 增加短期債務、流動金融負債及其他負債 2,714 萬 6,171元，係增

加其他負債之數。 

2. 增加基金、公積及填補短絀 5,782萬 9,858元，係增加基金之數。 

3. 減少短期債務、流動金融負債、其他負債 2,140 萬 574 元，係減少

其他負債之數。 

(四)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 3,799 萬 3,842 元，加計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8,567萬 3,312元，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為 1億 2,366萬 7,154元。 

五、資產負債情況： 

(一) 資產總額計 32 億 8,009萬 7,573 元，包括： 

1. 流動資產 1億 8,655 萬 1,616 元，占資產總額 5.69%。 

2. 投資、長期應收款、貸墊款及準備金 940 萬 7,880 元，占資產總額

0.29%。 

3.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7億 7萬 1,026 元，占資產總額 21.34%。 

4. 無形資產 437萬 5,608元，占資產總額 0.13%。 

5. 其他資產 23億 7,969萬 1,443 元，占資產總額 72.55%。 

(二) 負債總額計 23億 6,686萬 3,919元，占負債及淨值總額 72.16%，包括： 

1. 流動負債 3,508 萬 1,207元，占 1.07%。 

2. 其他負債 23億 3,178萬 2,712 元，占 71.09%。 

(三) 淨值總額計 9億 1,323萬 3,654元，占負債及淨值總額 27.84%，包括： 

1. 基金 8億 6,600 萬 4,187元，占 26.40%。 

2. 公積 2億 9,519 萬 3,766元，占 9.00%。 

3. 累積短絀 2億 4,796 萬 4,299 元，占負 7.56%。 

六、其他：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