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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公共圖書館長期在經費及人力等條件限

制下，館藏充實方面多優先購買暢銷熱門的圖書

資源，如漫畫、科幻小說、武俠小說等，較難充

分發揮公共圖書館終身教育的功能。國家圖書館

（以下簡稱本館）具有輔導全國各類圖書館發展

之責，故 102年開始在教育部支持之下，推動「公

共圖書館資源整合發展專案計畫」，協助公共圖

書館進行館藏資源的整合工作，規劃於102-105年

間，在臺灣建置北、中、南、東4個區域資源中心

及8個分區資源中心，資源中心館藏除考量圖書資

源之品質，亦需兼重通識閱讀之性質，因此建立

專家選書機制以擇選核心館藏，並發展各資源中

心特色館藏。

103年分別於台北市立圖書館、高雄市立圖

書館及花蓮市政府文化局啟用北、南、東三處之

區域資源中心，今（104）年3月至8月澎湖縣文化

局、桃園市立圖書館、台東縣政府文化處、新北

市立圖書館、台中市政府文化局、雲林縣政府文

化局及台南市立圖書館陸續完成澎湖分區資源中

心、桃園分區資源中心、台東分區資源中心、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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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域資源中心、中區區域資源中、雲林分區域

資源中心及台南分區域資源中心的啟用。今年9月

及10月苗栗分區域資源中心及宜蘭分區資源中心

啟用後，4個區域資源中心及8個分區資源中心皆

全數完成啟用，12 個公共圖書館區域資源中心全

面展開運作，共同合作增進館藏服務效能及鼓勵

民眾跨區借閱，進而提昇全民閱讀風氣。

各區域資源中心之館藏建置，自102年起至

今，每年約有近10萬冊圖書分流入藏至各區域資

中心，截至今年7月底共有177,834冊圖書分藏各

區域資源中心，預估至105年底將增益各區域資源

中心共約36萬冊圖書。在館藏流通方面，至今年7

月底已達416,541冊，電子書流通8479冊。從館藏

流通統計，顯示出今年6月陸續成立5所區域資源

中心後，每月館藏流通量從2萬多冊提高到3萬、

4萬冊，未來所有區域資源中心全數啟用，以及

104年採購的圖書資料陸續派送至各區域資源中心

後，預估館藏流通量將會大幅提升；從館藏流通

數字，亦可以反映，提供質量均佳的普閱性質圖

書，對於公共圖書館的讀者是有需求性的，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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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的閱讀並不侷限於暢銷熱門圖書。而在閱讀推

廣方面，至今年7月底共計舉辦402場，參與活動

合計60121人次，未來亦將鼓勵區域資源中心，結

合館藏內容，辦理具深度的閱讀推廣活動，行銷

館藏，讓讀者體會閱讀的樂趣。

各區域資源中心之館藏係以「文化創意」、

「多元文化」、「知識性」、「青少年」等4大類

別主題為建立原則，各區域資源中心結合在地特

色及地方政府施政方向，擇定館藏特色，以下簡

介各區域資源中心特色： 

（一）北區

1. 北區區域資源中心：設置於臺北市立圖書館總

館，因應臺北市為2016年世界設計之都，北區

資源中心以「文化創意」主題為館藏特色，除

廣納優質的實體書，亦徵集相關主題的電子書

資源，冀望以多元館藏滿足各類讀者需求。資

源中心文化創意圖書專區設置於該館5樓，東

（二）中區

1. 中區區域資源中心：設置於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葫蘆墩文化中心，前身為「臺中縣立文化中

心」，是中部重要的文化展演推廣場所。中區

區域資源中心以「多元文化」及「文化創意」

主題為館藏特色，圖書依主題大類採分區陳

亞語系圖書典藏於9樓多元文化中心，其他2類

（青少年、知識性）主題圖書則分別依10大類

典藏於4、5樓閱覽區，各類館藏視聽資料專櫃

則位於8樓視聽室，提供開架式館藏予讀者借閱

使用。

2. 新北分區資源中心：設置於新北市立圖書館新

總館4樓與青少年專區同一層樓，館藏特色以優

質之青少年圖書為主要，加上各項為青少年讀

者設計之創意加值活動與設施，提供青少年族

群豐富而多元的資訊服務。

3. 桃園分區資源中心：設置於桃園市立圖書館，

位於桃園市政府文化局4樓，配合該市新移民

及族群多元性，以「多元文化」主題為館藏特

色，陸續收錄中文、外文及東南亞語文（包括

越南、印尼、泰文、緬甸等）圖書資料，並透

過主題館藏展等各類閱讀推廣活動，提供讀者

豐富的多元文化資訊服務。

列，「文化創意」、「多元文化」主題專區將

設置於該館A棟地下1樓，「青少年」、「知識

性」主題專區將設置於該館B棟3樓。

2. 苗栗分區資源中心：設置於苗栗縣立圖書館4

樓，配合苗栗縣立圖書館「客家文化」的館藏

特色，以及當地文化創意產業、在地文學發展

北區區域資源中心  新北分區資源中心 桃園分區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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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區域資源中心      

中區區域資源中心    

苗栗分區資源中心     

臺南分區資源中心    

 雲林分區資源中心

 澎湖分區資源中心

（三）南區

1. 南區區域資源中心：設立於高雄市立圖書館總

館5樓，並同時於高雄市立圖書館左新分館2樓

提供另一資源中心館藏服務站。南區資源中心

以「知識性」為館藏主題特色，展現都會型及

知識性之城市閱讀風格。

2. 臺南分區資源中心：設置於臺南市立圖書館總

館3樓，依館藏主題規劃為「多元文化」、「青

少年」、「文化創意」、「知識性」4大主題專

區。臺南市為文化古城，有深厚的文化底蘊，

近幾年吸引許多文創者進駐，故館藏以「文化

創意」為特色。

3. 澎湖分區資源中心：設置於澎湖縣圖書館2樓專

區，並以「青少年」主題為館藏特色，以增強

青少年讀者服務需求為功能導入，發揮多元之

讀者服務效能，塑造「幸福海洋家園」溫馨圖

書館願景。

等，苗栗分區資源中心館藏以「文化創意」為

特色，並規劃辦理相關展演活動，以進行館藏

行銷。

3. 雲林分區資源中心：設置於雲林縣政府文化處

圖書館3樓，雲林縣一直是以農業為其經濟生

活，近年來吸引了許多年輕人返鄉務農從事有

機農業；另外在民俗宗教藝文方面，雲林縣的

廟宇數量為臺灣之最，各種寺廟慶典活動尤具

特色，故館藏以「知識性」主題為特色，主要

核心館藏為「農業」、「花卉」、「民俗藝

文」、「文化創意產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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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區域資源中心   宜蘭分區資源中心   台東分區資源中心

公共圖書館區域資源中心館藏聯合行銷活動海報

（四）東區

1. 東區區域資源中心：設置於花蓮縣文化局圖書

館1樓，以培育青少年為願景，故以「青少年」

主題為特色館藏，透過青少年志工讀書會的運

作及區域資源分享，營造具有「山.海.藝.文.交

織的閱章」，成為青少年特色圖書館。

2. 宜蘭分區資源中心：設置於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圖書館1樓，宜蘭蘊含著濃郁的在地多元文化及

多元場域，提供文化創意的基底與搖籃，是以

中心館藏特色以「知識性」及「文化創意」為

本館在各區域資源中心成立後，今年10月開

始將展開第一波12 個區域資源中心館藏聯合行銷

活動，共同推動免費跨館越區館藏借閱服務，並

配合館藏借閱及參與閱讀推廣之集點活動，鼓勵

民眾利用12 個域區資源中心之資源，強化公共

圖書館館藏對全民服務的功能，提升成為民眾的

書。

主題，結合文學、美學、綠色文創、有機、養

生、健康及環保等面向，將文化創意融入生活

沙龍，採有溫度、近距離接觸的活動來推廣閱

讀，以累積文創新興能量。

3. 臺東分區資源中心：設置於臺東縣政府文化處

圖書館2樓，以「文化創意」主題為館藏特色，

結合在地南島文化特色，藉此提升文化及藝術

素養、培養正當休閒娛樂，以發揮館藏資源價

值並活化在地資源利用，讓設計的創意與文化

連結，達到推動書香閱讀成為縣民生活的一部

分。



14　 國家圖書館館訊 104 年第 3 期（民國 104 年 8 月）

︻
館
務
報
導
︼

蒲公英的願望：知識的擴散與扎根—公共圖書館區域資源中心蓄勢待發 

公共圖書館區域資源中心一覽表

•北區資源中心

館別 聯絡資訊

臺北市立圖書館
地址：10659 臺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二段125號 
電話：02-27552823
網址：http://www.tpml.edu.tw/

(新北分區) 
新北市立圖書館

地址：22060 新北市板橋區貴興路139號  
電話：02-29537868
網址：http://www.library.ntpc.gov.tw/

(桃園分區)
桃園市立圖書館

地址：330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21號  
電話：03-3366336
網址：http://www.typl.gov.tw/

•中區資源中心

館別 聯絡資訊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葫蘆墩文化中心
地址：42048臺中市豐原區圓環東路782號 
電話：04-25260136
網址：http://www.huludun.taichung.gov.tw/

(苗栗分區)
苗栗縣立圖書館

地址：36045苗栗縣苗栗市自治路50號 
電話：037-559001；037-559002
網址：http://lib.miaoli.gov.tw/

(雲林分區)
雲林縣政府文化處

地址：64054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310號
電話：05-5523211；05-5523137
網址：http://www2.ylccb.gov.tw/

•南區資源中心

館別 聯絡資訊

高雄市立圖書館

總館地址：80661高雄市前鎮區新光路61號
電話：07-5360238
左新分館地址：813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三路453號 
電話：07-3500228、07-3500840、07-3500847
網址：http://www.ksml.edu.tw/

(臺南分區) 
臺南市立圖書館

地址：704臺南市北區公園北路3號 
電話：06-2255146
網址：http://www.tnpl.tn.edu.tw/

(澎湖分區) 
澎湖縣圖書館

地址：88048澎湖縣馬公市中華路236-1號 
電話：06-9261141#153
網址：http://www.phlib.nat.gov.tw/

•東區資源中心

館別 聯絡資訊

花蓮縣文化局
地址：97060花蓮縣花蓮市文復路6號 
電話：03-8227121
網址：http://www.hccc.gov.tw/

(宜蘭分區)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地址：26051宜蘭縣宜蘭市復興路二段101號 
電話：03-9322440
網址：http://www.ilccb.gov.tw/

(臺東分區) 
臺東縣政府文化處

地址：95001臺東市南京路25號 
電話：089-320378
網址：http://www.ccl.ttct.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