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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自102年委請國家圖書館著手進行4

年(102-105年)的「公共圖書館資源整合發展計

畫」，本計畫執行至104年，3年來於全臺北、

中、南、東4區計設置12所公共圖書館資源中心，

建置27萬冊優質書籍，3年來總借閱量達62萬5,912

冊，並累計辦理672場閱讀活動，吸引17萬2,594民

眾參加。教育部特於104年12月21日下午2時30分

書香濃郁‧喜閱豐收── 
104年公共圖書館區域資源中心成果發表記者會

張秀蓮  國家圖書館館藏發展與書目管理組視察

莊惠茹　國家圖書館館藏發展與書目管理組編輯

黃玫溱　國家圖書館館藏發展與書目管理組專員

至3時50分假該部5樓大禮堂舉行「104年公共圖書

館區域資源中心成果發表記者會」，展示及表揚

12所公共圖書館區域資源中心服務成果及閱讀推

廣成效。記者會場湧進10餘家平面及電子媒體，

教育部林思伶政務次長、終身教育司黃月麗司

長、本計畫訪視委員、選書委員以及12縣市資源

中心代表等近百人共襄盛舉，氣氛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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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中心館藏建置海報 資源中心館藏流通及閱讀推廣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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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林思伶政務次長致詞

教育部林思伶次長在致詞中肯定國圖計畫

執行成果，並期待各資源中心在優質館藏的基礎

上，努力推廣閱讀，讓閱讀成為全民習慣。會中

由林思伶次長致贈感謝狀予12個分別在空間營造

(含自明性、設置地點、空間設計、結合資源中心

及地方特色)、資源投入(機關、首長重視程度、社

會資源投入程度、資源運用)、閱讀推廣(借閱量、

通閱量高、活動辦理切合主題特色、行銷推廣)等

方面各具營運特色的資源中心，並且提供資源中

心或公共圖書館作為業務經驗交流與相互學習參

考的對象。

 

 

國家圖書館曾淑賢館長致詞及簡報

國家圖書館曾淑賢館長於成果報告中特別

感謝本計畫訪視委員、選書委員的支持，以及12

個資源中心願意投注人力、擔負責任，透過資源

中心的建置，散播知識能量，讓臺灣社會更富

語文力、創造力與競爭力。記者會上並公布資源

中心中文圖書、西文圖書、東南亞語文圖書、視

聽資料、電子書借閱排行榜，展示藉由本計畫的

執行，各資源中心因有大量而豐富優質館藏的掖

助，對提昇全民閱讀質量的具體成效。同時藉由

各大媒體對本計畫成果豐碩之報導，擴增更多閱

讀群眾利用資源中心館藏資源，增進閱讀興趣及

提升國民之競爭力。

 

 

教育部林思伶政務次長(右二)致贈感謝狀予獲「優質空間

獎」之宜蘭分區資源中心(左一)、中區資源中心(左二)及東

區資源中心(右一)與會代表

 

 

教育部林思伶政務次長(右二)致贈感謝狀予獲「資源投入

獎」之苗栗分區資源中心(左一)、臺南分區資源中心(左二)
及澎湖分區資源中心(右一)與會代表

書香濃郁•喜閱豐收—104年公共圖書館區域資源中心成果發表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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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林思伶政務次長(右二)致贈感謝狀予獲「閱讀推手

獎」之北區資源中心(左一)、南區資源中心(左二)及新北分

區資源中心(右一)與會代表

 

 

教育部林思伶政務次長(左二)致贈感謝狀予獲「潛力獎」之

雲林分區資源中心(左一)、桃園分區資源中心(右二)及臺東

分區資源中心(右一)與會代表

資源中心館藏借閱排行Top 10

1.中文圖書借閱Top10

中文圖書借閱排行前10名的圖書，內容大多

數為科普類圖書，部分為自然環境及語文知識，

主題類別較多為青少年，顯示科學性青少年圖書

特別受到資源中心讀者喜愛。

排名 題名 著者 出版社 主題類別

1 科學實驗王
Gomdori Co.文；
Hong Jong-Hyun
圖；徐月珠譯

三采文化 知識性

2 楓之谷大冒險
宋道樹原作；金新
中 ,徐正銀原繪；
徐月珠譯

三采文化 青少年

3 科學發明王
Gomdori Co.文；
Hong Jong-Hyun
圖；徐月珠譯

三采文化 青少年

4 科學賽車王
C o m i c  F a r m .
文.圖；徐月珠譯

三采文化 青少年

5 博物館驚奇
大冒險 Gomdori Co.文 三采文化 文化創意

6 少年科學偵探
CSI 高喜貞文 臺灣麥克 知識性

7 孫悟空科學
72變

孫 永 云 等 文 ；
Wishing Star，紅
龜圖；徐月珠譯

三采文化 青少年

8 天觀雙俠 鄭丰著
奇幻基地
城邦文化

青少年

9

不開車，在路
上：一個無車
主義者的環球
城市觀察行

泰 拉 斯 • 格 雷 斯
哥(Taras Grescoe)
作； 陳信宏譯

時報文化 知識性

10 貓頭鷹守護神
凱 瑟 琳 • 拉 斯 基
(Kathryn Lasky)
著；古倫譯

晨星 青少年

2.西文圖書借閱Top10

西文圖書借閱排行前10名內容以校園及家庭

生活較多，亦有不少為生命教育與人格培養之議

題，在主題類別上皆為青少年，顯示資源中心讀

者偏好借閱青少年有關書籍。

排名 題名 著者 出版社 主題類別

1 Big Nate flips 
out Lincoln Peirce Harpers 青少年

2

How Martha 
saved her 
parents from 
green beans

by David 
LaRochelle ; 
pictures by Mark 
Fearing

Dial Books 
for Young 
Readers

青少年

3

Big Nate all 
work and 
no play: a 
collection of 
Sundays

Peirce, Lincoln
Andrews 
McMeel 

Publishing
青少年

4
How to 
negotiate 
everything

David Spellman 
with Lisa Lutz ; 
illustrated by Jaime 
Temairik

Simon & 
Schuster 

Books for 
Young 

Readers

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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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題名 著者 出版社 主題類別

5 My grandpa Marta Altés

Abrams 
Books for 

Young 
Readers

青少年

6

Ruff! : 
and the 
wonderfully 
amazing busy 
day

Caroline Jayne 
Church; text by 
Gillian Shields

Harper 
Collins 青少年

7
When a dad 
says I love 
you

Douglas Wood; 
illustrated by 
Jennifer A. Bell

Simon & 
Schuster 

Books for 
Young 

Readers

青少年

8
Pete the cat: 
Pete at the 
beach

James Dean Harper 
Collins 青少年

9 Take me out 
to the Yakyu Aaron Meshon

Atheneum 
Books for 

Young 
Readers

青少年

10 One bright 
ring Gretchen Géser Henry Holt 青少年

3.東南亞圖書借閱Top10

資源中心東南亞圖書借閱排行榜中，前10 名

圖書之主題內容大多都是語文文學，語文分布幾

乎都是印尼文，少部分為越南文及泰文書籍。

排名 題名 著者 出版社 語文別

1
Thế Giới Cổ 
Tích Dành Cho 
Bé Yêu

Thu Hằng Lê Dân Trí 越南

2 อยูบ้่านทกุวนัได้ไหมเน่ีย Wan Wan Nanmeebooks 泰國

3 Awan hitam Ali Muakhir Bumi Aksara 印尼

4 Ayah kamu bani 
Israil Ali Muakhir Bumi Aksara 印尼

5 Bertobat dalam 
perut paus Ali Muakhir Bumi Aksara 印尼

6 Bill si bukit Arleen 
Amidjaja Bumi Aksara 印尼

7 Bundel jadi 
raksasa Papa Ine Bumi Aksara 印尼

8
Didi 
diterbangkan 
kutu

Umi Farah Era Adicitra 
Intermedia 印尼

9 Namaku Dick Teddy 
Soeriaatmadja

Duta Cahaya 
Utama 印尼

10 Aman di kolam 
renang Dewi Cendika Bumi Aksara 印尼

4.視聽資料借閱Top10

資源中心借閱量前10 名之視聽資料，內容大

多數為自然科學教育及生態環境等議題，從主題

類別來看，超過半數為知識性，顯示資源中心讀

者較常借閱科學知識性視聽資料。

排名 題名 著者 出版社 主題類別

1 生活科學:大科
學、小原理

Mary Pope 
Osborne 百禾文化 知識性

2 正義 :一場思
辨之旅

Michael J. 
Sandel 公共電視 青少年

3 決戰昆蟲擂臺 楊守義 臺視文化 知識性

4 數字搜查線 
[第5季]

Ridley Scott, 
Anthony David 
Scott

派拉蒙影視 青少年

5 臺灣昆蟲.驚豔
一百 楊守義 臺視文化 知識性

6 不花錢過生活 Line Halvorsen 天馬行空 多元文化

7 史東愛玩蟲 楊守義 臺視文化 知識性

8 隕石末日 提柏.塔卡克斯 天馬行空 多元文化

9 科學的足跡 Goodstein 
David 百禾文化 知識性

10 2012火山浩劫 Matt Codd 天馬行空 知識性

5.電子書借閱Top10

目前資源中心購買的電子書多以文化創意為

主題，在資源中心電子書借閱排行榜中，前10名

電子書內容偏向旅遊攝影及生活藝術，顯示休閒

藝術性之電子書受資源中心讀者歡迎。

排名 題名 著者 出版社 主題類別

1 收藏臺灣：此生必遊
的臺灣百大絕美勝境

黃丁盛作
策馬入林
文化

文化創意

2
我是勞作王！：做出
12 種無敵創意的手工
小書

郭桂炫著 幼福 文化創意

3 我看我攝我征服：國
民鏡也能拍出好相片

張松濤著 上奇資訊 文化創意

4 用色鉛筆塗鴉生活
Firered，
夏彥瓊編
著

漢湘文化 文化創意

5
色鉛筆的生活創意：
學色鉛筆素描，永遠
不嫌晚

郭香芬作
教育之友
文化

文化創意

6 租書店的女兒 蘇偉貞作 華品文創 文化創意

書香濃郁•喜閱豐收—104年公共圖書館區域資源中心成果發表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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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題名 著者 出版社 主題類別

7 設計思考改造世界
提姆.布朗
著

聯經 文化創意

8 思考帽哲學：改變你
一生的10 個思考方法

陳秋文作 一言堂 文化創意

9 行銷企劃：邏輯、創
意、執行力

曾光華著 前程文化 文化創意

10 圖解西方美術簡史 房龍作 海鴿文化 文化創意

書香濃郁•喜閱豐收—104年公共圖書館區域資源中心成果發表記者會

成果發表記者會與會貴賓合影

教育部林思伶政務次長、教育部終身教育司黃月麗司長、國家圖書館曾淑賢館長及資源中心代

表、表演團體於成果展示啟動儀式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