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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館 2015~2020 年策略計畫 

壹、願景 

成為國家文化知識及全球華文資源的保存與服務中心。 

貳、未來努力方向 

卓越化、專業化、數位化、國際化、多元化、人性化。 

參、策略方向 

一、打造國家圖書館成為文化、社會、經濟、科技的影響力量。  

二、強化全國圖書館服務，成為知識經濟時代，全民的學習、生活中心

及提升國家競爭力的重要力量。  

三、運用豐富的漢學資源、臺灣學資料及中文館藏，進行國際交流與國

際合作，成為華文世界舉足輕重的圖書館。  

四、推動全國閱讀風氣、促進民眾養成良好閱讀習慣，並具備良好閱讀

能力。 

五、推行圖書館社會價值運動，帶領民眾重新認識新時代圖書館功能和

價值。 

六、推動全國圖書館振興運動，推動公共圖書館建設，充實各類型圖書

館館藏及提升服務水準。 

肆、目標、計畫及行動方案 

目標一、提升圖書館事業發展品質，促進專業知能之成長。 

計畫(一)建立專業服務指南，舉辦在職訓練課程，協助館員精進各項素

養。 

‧行動方案 

1.研訂公共及中小學圖書館工作人員指標與宣導，以及每年至少辦理

12 場次專業知能之教育訓練。 

2.發展遠距學園 MOOCS 實施計畫，每年至少新增 12 種本館錄製之相關

課程。 

計畫(二)精進公共圖書館服務效能及行政品質，發揮讓民眾有感之業務能

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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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方案 

1.每兩年修訂全國公共圖書館評鑑指標，並執行評鑑作業；爭取補助

經費帶領得獎圖書館組團參加國際性學會研習活動，以及安排各先

進國家圖書館之交流訪問活動。 

2.每年規劃及執行輔導公共圖書館計畫，提供改善營運所需具體建議

及資源。 

3.每兩年舉辦公共圖書館傑出人士貢獻獎選拔活動，獎勵社會賢達及

從業人員於公共圖書館之具體貢獻。 

4.每年辦理績優圖書館參訪觀摩，建構標竿學習之良性互動。 

目標二、打造卓越精實國圖團隊，強化願景實踐之能力。 

計畫(一)充實本館同仁各個領域研究發展實力，建立專業領導地位。 

‧行動方案 

1.每年研訂「管理、數位及人文」主題之在職訓練計畫，協助同仁汲

取各學門及相關領域之最新知識。 

2.不定期舉辦數位策展訓練及觀摩活動，培育同仁多元化策展能力。 

計畫(二)推動自行研究計畫，激勵同仁善用學術資源進行研究。 

‧行動方案 

1.每年辦理讀書小組及自行研究實施活動，定期表揚優良研究成果。 

目標三、推動全民閱讀風氣，引導更多民眾培養閱讀習慣。 

計畫(一)結合各界辦理閱讀推廣活動，推動全國閱讀運動及社區認證計畫，

增進親子共讀效果，讓閱讀進入每個民眾的生活。 

‧行動方案 

1.與出版社、書店、媒體、學校、政府機構、民間團體合作舉辦相關

活動，包括四季閱讀講座、經典作品導讀、朗讀、展演及臺灣閱讀

節等等，提升各級民眾閱讀素養。 

2.舉辦公共圖書館借閱楷模表揚典禮，鼓勵民眾見賢思齊，養成每日

閱讀習慣。 

3.結合學校及社區宣導民眾登入社區認證系統及填寫個人／家庭閱讀

情形，激發各地民眾加強閱讀之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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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四、促進圖書館事業研究能量，呈現整體圖書館發展趨勢。 

計畫(一)加強圖書館統計系統運用，提供完整數據及分析報告。 

‧行動方案 

1.每年定期發布全國圖書館業務統計資料，比較前期數據，做為施政

決策或學術研究所需之參考資料。 

2.每年編印圖書館年鑑，反映圖書館界一年之經營現況及重大績效。 

計畫(二)調查全國民眾借閱習慣，做為圖書館充實館藏及調整營運政策之

具體依據。 

‧行動方案 

1.每年彙整各地公共圖書館民眾借閱資料，詳細解析全民閱讀興趣之

分布情形，並且公開發布借閱習慣研究報告。 

目標五、建置臺灣成為國際漢學研究重鎮及服務樞紐。 

計畫(一)建立國際化漢學研究資源，支援學術研究。 

‧行動方案 

1.研擬漢學研究中心資源採選原則，強化漢學館藏發展。 

2.建立利瑪竇太平洋研究室館藏特色，支援專題研究。 

3.建置全球漢學研究資源與訊息平臺，方便國內外研究人士獲取各項

研究資訊。 

計畫(二)獎助學者來臺研究，並打造優質的學人資訊服務。 

‧行動方案 

1.積極辦理外籍學者來臺研究獎助，爭取經費，擴大宣傳，加強服務。 

2.提供獎助學人個人化專題選粹服務，傳播研究新資訊。 

3.辦理獎助學人資源利用課程，加強館藏資源利用。 

計畫(三)推動國內外漢學學術發展與交流，提升研究水準。 

‧行動方案 

1.結合國內外學術機構，規劃辦理國際學術研討會，以提升研究水準。 

2.定期舉辦「寰宇漢學講座」學術討論會，邀請外籍學者演講，以增

進交流。 

3.參加國際重要漢學組織年會並舉辦書展，以推廣臺灣優質出版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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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成果。 

計畫(四)編印優質漢學書刊，傳布臺灣漢學研究訊息與成果。 

‧行動方案 

1.編印出版《漢學研究》等優質漢學領域學術書刊，提供國內外學界

發表園地。 

2.編印發行《漢學研究通訊》和電子報，加強報導國內外漢學界訊息，

力求即時正確。 

3.選介國際漢學研究數位資源，方便學者善加利用。 

計畫(五)配合政府「臺灣書院」政策，拓展學術文化外交。 

‧行動方案 

1.在海外各重要漢學機構設置「臺灣漢學資源中心」(TRCCS)，擴大臺

灣學術成果影響力。 

2.在海外舉辦「臺灣漢學講座」，邀請知名學者演講，向國際推介臺灣

學術成果。 

3.在海外舉辦古籍文獻展，推廣中華傳統文化。 

目標六、促進圖書館資源合作交流，為書目合作網絡注入新能量。 

計畫(一)推動國內多元化機構參與書目共建共享，充實書目共享資源。 

‧行動方案 

1.逐步邀請檔案文獻機構加入 NBINet 聯合目錄建置，增加書目資源之

多樣性。 

計畫(二)推廣國際書目交流，擴展臺灣出版品相關書目資源之影響力。 

‧行動方案 

1.建立兩岸出版品書目合作交流，提升臺灣出版品於中國大陸曝光

度。 

2.參與 VIAF 權威鏈結資源合作建置，於國際共享平臺推廣中文資源之

應用。 

目標七、促進書目資源於大數據時代之再利用，發掘圖書館資訊組織新價

值。  

計畫(一)強化書目系統數據分析及關聯功能，活化書目探索之服務與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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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行動方案 

1.研析書目資源應用於大數據分析之可行性，擴展支援研究之範疇。 

2.精進書目系統之作品與作者關聯分析功能，擴展資料查詢之廣度與

深度。 

目標八、推動數位典藏與加值運用，支援學術研究。 

計畫(一)建置學術文獻資料庫，發揚華文學術研究能量。 

‧行動方案 

1.組織博碩士論文雲端書庫全國聯盟，提高學位論文全文上傳率。 

2.收錄大陸重點期刊入本館建置之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索引資料

庫。 

計畫(二)行銷本館建置之數位學術資源，全球共享華文資源。  

‧行動方案 

1.推動百人千書授權計畫，拓展臺灣學研的影響力。 

2.辦理特色博碩士論文博覽會，宣傳臺灣各大專校院研究亮點。 

3.編製「華文研究三大利器」eDM 中英日文版，發送全球華文研究學府。 

計畫(三)引進大數據概念，進行知識加值與研究競爭力分析。  

‧行動方案 

1.與國內大專院校相關學者合作，申請科技部大數據資料探勘相關的

研究計畫。 

目標九、掌握使用者需求，確保圖書資訊服務品質。  

計畫(一)推動讀者服務品質績效管理。  

‧行動方案 

1.辦理圖書館服務滿意度調查，滾動提升服務品質。 

2.運用資訊科技導入讀者服務各層面，提供便民服務措施。 

計畫(二)打造分齡分眾的圖書資訊服務。  

‧行動方案 

1.分齡分眾進行焦點團體座談，依使用者需求規劃創新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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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十、強化知識服務，提供客製化資訊素養培訓。 

計畫(一)優化資訊素養教育課程。  

‧行動方案 

1.分群分眾辦理客製化、主題化的資訊素養課程與圖書館導覽。 

2.e 化資訊素養教育與資源介紹課程，提供民眾數位自學管道。 

計畫(二)完善對政府機關之知識支援服務。  

‧行動方案 

1.與公職人員培訓機關合作，到府辦理文獻搜尋工作坊。 

2.舉辦全國公職人員資訊素養競賽，強化其資訊檢索與知識組織之知

能。 

計畫(三)強化青年學子之資訊素養與研究知能。  

‧行動方案 

1.舉辦暑期「青年學者養成營」，培育高中生研究知能。 

2.舉辦全國大專校院學生查資料比賽，倡導大學生資訊素養。 

目標十一、優化出版品國際編碼作業服務平臺，成為讀者、圖書館與出版

者橋樑。 

計畫(一)制定出版品國際編碼作業準則，爭取成立臺灣 ISSN 編碼服務中

心。 

‧行動方案 

1.蒐集各類出版品國際編碼最新標準，研訂國際編碼作業準則，以符

多元化圖書出版品國際編碼之需。 

2.積極參與各類出版品國際編碼總部活動並保持密切聯繫，爭取本館

為國際標準期刊號(ISSN)編碼管理與服務中心。 

計畫(二)優化出版品國際編碼作業系統，建立最新穎完整之線上申辦與新

書書目服務平臺。  

‧行動方案 

1.整合各類出版品國際編碼作業系統及其服務網，簡化流程以提供快

捷與全面化之線上申辦服務。 

2.以申辦 ISBN 新書書目為基礎，建置各類新書出版統計加值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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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三)發布新書出版趨勢報告與辦理新書發表暨主題講座活動，鼓勵優

質出版與閱讀風氣。  

‧行動方案 

1.定期發布臺灣新書出版統計趨勢報告，提供各界出版、選購與館藏

發展參考依據。 

2.規劃辦理新書發表暨主題講座活動。  

目標十二、創新新書出版書目資訊服務內容，以提供最新穎完整之臺灣出

版資訊服務。 

計畫(一)精進《全國新書資訊月刊》內容，傳布臺灣最新出版訊息。 

‧行動方案 

1.增闢《全國新書資訊月刊》專欄內容，做為各類新書出版訊息及書

評發表園地。 

2.規劃建置電子版新書資訊月刊，透過網路及社群網站深入民眾，即

時提供各類新書出版訊息。 

計畫(二)開創臺灣出版電子書之書訊與書評傳布平臺。  

‧行動方案 

1.規劃建置臺灣原創電子書書介與書評服務園地。 

目標十三、加強圖書館國際交流合作，擴大臺灣影響力。  

計畫(一)建置出版品交換資訊平臺及管控機制，強化出版品國際交換能

量。 

‧行動方案 

1.推動建置新一代出版品國際交換管理系統及資訊平臺，掌握國際交

換需求及動態。 

2.建立出版品國際交換管控機制，提升交換資源運用管理效能。 

3.加強徵集國內優良政府出版品進行國際交換，提升出版品交換質與

量。 

計畫(二)積極參與國際交流活動，推動圖書館交流國際接軌。  

‧行動方案 

1.規劃辦理與海外合作館館員互訪與交流活動，鞏固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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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積極參加國際學術會議及觀摩參訪活動，提升館員國際視野。 

3.參與/辦理圖書資訊相關國際組織會議及活動，行銷臺灣圖書館事業

發展。 

計畫(三)與各國及兩岸合作辦理文化活動，建立長期合作關係。  

‧行動方案 

1.推動兩岸合作辦理圖書資訊及文化交流活動，強化資源共建共享合

作機制。 

2.加強與各國駐臺單位合作辦理文化活動，建立國際友好關係。 

目標十四、推廣館藏特藏精華與文獻加值。  

計畫(一)透過各類型推廣機制，展現特藏文獻精緻之美與時代價值。 

‧行動方案 

1.辦理善本書室常態展覽與特展，推廣館藏珍貴典籍與文獻。 

2.強化數位策展能力，活化特藏文獻線上展示與推廣，引領使用者認

識特藏文獻之精髓。 

3.推動館藏古籍經典與學術講座結合，增進民眾對於特藏文獻之價值

認識。 

4.利用館藏數位典藏成果製作特藏文獻電子書，提供不同載具利用，

擴大加值推廣。 

5.拓展特藏經典出版與加值合作，呈現古籍活化與時代價值。 

目標十五、營造優質特藏學術研究與閱覽服務。  

計畫(一)以分級典藏與服務理念，結合數位人文資源，強化古籍學術研究

與合作。  

‧行動方案 

1.精進「古籍與特藏文獻」系統功能與內容，提供讀者便捷使用研究

資源。 

2.進行徵集與整理名家手稿，逐步建立蒐藏特色。 

3.強化特藏跨界學術交流合作，進行數位人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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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十六、建構永續特藏文獻典藏環境與數位保存。  

計畫(一)打造優質特藏文藏保存空間與維護機制，建立數位化保存與管理

策略。 

‧行動方案 

1.精進館藏古籍與特藏文獻典藏、保存與維護機制。 

2.進行館藏特藏文獻數位化，兼顧典藏、保存、研究與數位加值利用。 

計畫(二)規劃建置特藏文獻館，強化展示保存環境，呈現館藏豐富多元的

特藏資源。  

‧行動方案 

1.參考國際標準，規劃建立各類型特藏資料(含書畫)一流保存典藏庫

房。 

2.考量讀者服務需求，設計典雅舒適特藏閱覽空間。 

3.著眼虛實整合的觀念，規劃不同類型及大小的特藏展示區，數位與

實體兼顧，展示豐富多元的館藏內涵。 

目標十七、擴展古籍研究資源國際合作與網絡。  

計畫(一)爭取國際重要學研機構，進行古籍資源合作，參與古籍國際合作

網絡，展現館藏古籍研究資源之影響力。  

‧行動方案 

1.結合國際重要古籍典藏機構，爭取或協助建置珍貴古籍書目，擴增

「中文古籍聯合目錄」書目資源，以加強學術研究網絡。 

2.拓展古籍文獻國際合作數位化，廣搜散佚海外善本古籍資源，以供

學術研究，厚植臺灣學術資源。 

3.參與「世界數位圖書館」、「國際敦煌計畫」等組織，展示館藏文化

之美、促進國際交流。 

4.籌辦特藏文獻相關國際或兩岸學術活動，促進國內外古籍專業領域

交流對話。 

目標十八、建構安全資安環境與優質網路服務。  

計畫(一)強化資訊安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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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方案 

1.辦理資安教育訓練，加強宣導資訊安全政策。 

2.核心資訊系統至少 2 項完成 ISMS 驗證導入。 

3.辦理核心資訊系統運作演練。 

計畫(二)健全資安防護網。  

‧行動方案 

1.監控維護防火牆、防毒、IPS 等資安設備運作情況，強化資安防護。 

2.辦理網站安全弱點檢測，每年交替辦理系統滲透測試及資安健診等

安全性檢測工作。 

計畫(三)提升網路設備效能。 

‧行動方案 

1.更新網路設備及線路，以提升網路服務效能。 

2.導入網路頻寬管理設備，監控分析頻寬使用情況，調整頻寬管理政

策。 

目標十九、提升資訊系統穩定性、可用度與即時性。  

計畫(一)優化全球資訊網服務。  

‧行動方案 

1.以使用者中心導向設計官網資訊。 

2.進行搜尋功能優化。 

3.進行網站 RWD 響應式及主題分類改善設計。 

計畫(二)增進運用社群媒體行銷能力。  

‧行動方案 

1.參與國發會 Web2.0 深化應用輔導。 

2.辦理社群媒體營運課程。 

計畫(三)適時更新資訊設備。  

‧行動方案 

1.運用有限經費適時汰換、更新資訊設備，優化數位儲存設備。 

計畫(四)導入新科技提升系統效能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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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方案 

1.用虛擬技術各系統硬體整合共用。 

2.擴增行動化與主動式服務。 

目標二十、推動國家文獻數位化，永久保存與利用。  

計畫(一)研訂全國合作文獻數位化計畫。  

‧行動方案 

1.建置全國數位中心，做為合作文獻數位化服務基地。 

2.加強徵集臺灣研究文獻並予數位化提供數位利用。 

3.建置數位資源平臺，推廣數位利用。 

計畫(二)研訂文獻數位物件長期保存機制。  

‧行動方案 

1.建立本館數位物件長期保存機制與系統。 

2.回溯舊數位物件更新拷貝至新媒體，以備長期保存。 

計畫(三)應用數位物件儲存技術與媒體。  

‧行動方案 

1.依據相關保存技術、儲存媒體類型及定期更新轉換，確保數位物件

的有效性及可用性。 

目標二十一、強化海內外華文資源徵集，充實華文館藏多元性及完整性。  

計畫(一)落實法定送存，完整徵集國家出版文獻資料。  

‧行動方案 

1.辦理法定送存宣導教育訓練，增加與出版單位溝通互動，提供出版

人送存所需之服務，推動各類圖書資料法定送存。 

2.因應數位科技的趨勢，電子書刊送存閱覽服務系統增加送存具有聲

音、影像不同檔案格式的電子書，完整保留國家出版品。 

計畫(二)徵集具特色之圖書文獻資料，形塑特色華文館藏。  

‧行動方案 

1.徵集近代臺灣圖像資料、舊藉等圖書文獻資料，強化館藏之文史及

藝文特色。 

2.徵集海外地區出版之華文重要文史、藝術文創、法律相關圖書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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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三)徵集數位館藏，補充館缺資源，完整保存華文圖書文獻資料。 

‧行動方案 

1.掌握國內圖書館或文獻典藏單位 1911-1949 年中文館藏情形，尋求

館藏數位化合作。 

2.積極評估並與國內圖書館或文獻典藏單位進行館藏數位化合作，補

齊館缺資源 

目標二十二、規劃及協助公共圖書館充實館藏，提升館藏質量及利用。 

計畫(一)推動公共圖書館區域資源中心館藏充實及資源利用，強化公共圖

書館館藏功能。  

‧行動方案 

1.強化公共圖書館區域資源中心館藏質量及多元性。 

2.蒐集及編製公共圖書館館藏參考書目。 

3.建置區域資源中心館藏互借平臺，便捷圖書資源流通利用。 

4.公布區域資源中心 4 大主題年度館藏借閱 TOP 10。 

5.協助公共圖書館區域資源中心持續發展及維運 

目標二十三、強化館藏目錄，分享國內外圖書館使用。  

計畫(一)加強書目之知識服務功能，便捷知識利用與讀者意見參與。 

‧行動方案 

1.建置會議論文篇目目錄，提供國內學術資源應用。 

2.強化館藏目錄讀者意見參與功能。 

計畫(二)館藏中文書目國際分享，增進臺灣出版品國際能見度。  

‧行動方案 

1.參與 OCLC 書目建置，宣揚國內學術研究成果。 

目標二十四、精進資訊組織技術規範，提升館員編目專業知能。  

計畫(一)精進編目分類規範及相關技術與工具，與國際書目發展接軌。 

‧行動方案 

1.因應國際編目發展，訂定符合國內中文環境之 RDA 編目規範。 

2.運用鏈結資料技術，提供分類表、主題詞表及書目之開放性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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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RDA 轉換程式網路開放服務，便捷書目批次建置 RDA 元素。 

計畫(二)提供多元的資訊組織專業知能服務，提升館員編目專業能力。 

‧行動方案 

1.舉辦國際編目技術規範新知教育研習。 

2.提供多管道圖書館編目技術專業諮詢。 

3.編目園地運用行動科技，提供電子報訂閱者隨身閱讀環境。 

目標二十五、國圖再造，空間改善。  

計畫(一)催生國圖南部分館，促進國圖之知識服務擴展至南部。  

‧行動方案 

1.配合教育部政策及因應本館業務需要，積極推動籌設南部分館。 

計畫(二)推動本館現址改造，提供優質空間環境品質。  

‧行動方案 

1.規劃執行本館設備更新措施，響應政府節能減碳政策。 

2.辦理文教區空間改造再利用，強化文教區服務機能及形象；建置學

人資訊學習共享空間，提供學人交流空間。 

3.配合知服組需求，辦理閱覽區空間翻轉調整計畫，因應時代趨勢及

讀者需求，更新閱覽服務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