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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目標 

一、計畫背景  

公共圖書館是社會大眾平等獲取資訊的重要管道，其豐富多元的館藏資源不只能增長

民眾知識，亦能拓展心靈視野，是促進社會知識文明發展不可或缺的機構；尤其公共圖書

館深入社區與地方，能近距離提供民眾知識服務，讓每個人都能在館員的協助下獲得想要

的知識資源，對於降低城鄉知識落差極具助益。 

從近年全民閱讀習慣調查發現，全國公共圖書館借閱排行榜上，最受歡迎的圖書主要

都是奇幻、武俠及推理等類型，國人閱讀習慣偏好休閒娛樂小說，然而過去公共圖書館較

注重建築空間改善及推廣活動辦理，對於館藏品質提升較不重視，且公共圖書館一直面臨

經費及專業人力有限之困境，以致於在選書及購書方面館員較難發揮專業判斷及執行，有

限經費多優先購買暢銷熱門圖書，公共圖書館終身教育功能未完全落實。 

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國圖)肩負輔導全國各類圖書館發展之大任，102 年起積極推動

公共圖書館館藏資源整合，於北、中、南、東 4 個區域，每區域建置 1 所區域資源中心及

2 所分區資源中心，目前皆已啟用。為充實資源中心館藏資源，國家圖書館建立專家選書

機制，評選推薦青少年、知識性、文化創意及多元文化等主題書目，107 年選書主題採滾

動式調整，加入「人文藝術、樂活環保、科技創新、多元學習」等主題，另因應國家發展

政策於 110 年新增「地方創生」主題，111 年新增「英語學習」主題，俾配合時代步調，

並符合社會需求。102 年至今共評選出超過 16 萬種書目，並根據主題書目購置資源中心館

藏，102 年至 111 年共購置 592,354 冊，每個區域及分區資源中心依據其所在縣市選定主

題圖書，充分展現地方特色與深耕在地文化資源。 

為方便全國民眾透過網路申請借閱全國北、中、南、東 12 所公共圖書館資源中心館

藏，國圖 105 年完成建置「公共圖書館圖書資源共享服務平台」，民眾可免費跨縣市借閱

及預約各資源中心圖書，106 年 12 月起更結合便利商店提供線上借還書免運費服務，讓書

籍借閱提供更富流通性及選擇性。107 年為提升電子書使用之便利，完成「資源中心電子

書整合系統平台」建置，讀者可於平台上查詢圖書、視聽資料及電子書，方便利用資源中

心館藏。此平台為一開發系統，整合圖書館自動化系統、超商及物流配送系統，為提供更

友善讀者服務以及提升統計功能作為瞭解讀者閱讀興趣之參考依據，109 年獲教育部補助

「公共圖書館圖書資源共享服務平台功能精進計畫」，於 110 年完成強化系統管理效能，

同年 4 月亦在教育部的支持下建置啟用「公共圖書館區域資源中心電影院」影音平台，藉

此將資源中心館藏建置發展朝向優質影音資源目標邁進，並落實精進資源中心資源整合共

享服務及效益。 

二、預期目標  

本計畫預期達成下列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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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評選資源中心館藏，提高閱讀資源質與量 

依各資源中心主題特色，加強徵集地方文史資源，持續邀請具相關學科背景學者專家評

選高品質閱讀資源，並視時代趨勢滾動式調整選書主題，落實整合各縣市圖書資源並提

升館藏質與量。 

（二）提升資源中心服務，增進資源中心館藏分享 

推廣公共圖書館圖書資源共享服務平台，並加強資源中心館藏館際互借及便利商店取

還圖書服務，促進資源中心館藏資源分享全臺。 

（三）因應數位閱讀趨勢，持續新增影音資源 

充實資源中心多元優質影音資源，藉由 110 年已建置之數位串流影音平台，提供數位

館藏資源與跨載具的多元閱讀選擇，使用者可不受時空限制，享受豐富的閱聽服務。 

（四）行銷資源中心館藏，提升全民閱讀風氣 

聯合資源中心共同行銷，辦理推廣閱讀講座及資源中心主題館藏巡迴等活動，促進資源

中心館藏使用，提高社會閱讀風氣。 

三、內容要項 

（一）維運 4 所區域資源中心與 8 所分區資源中心 

（二）充實區域資源中心與分區資源中心館藏 

（三）輔導各資源中心館際互借服務及閱讀推廣活動 

貳、成果內容 
一、執行方式  

（一）持續充實各資源中心館藏  

1. 辦理選書委員會委員聘任，聘期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 

2. 請選書委員會委員推薦及評選各主題書目及各資源中心推薦書目，整理作為各資源

中心擬購書目。 

3. 將主題書目公布於國家圖書館網站及資源中心網站，並編印為閱讀書目，供各界利

用參考。 

4. 依選書作業評選之主題書目辦理各資源中心館藏採購。 

（二）協助維運各資源中心 

1. 「公共圖書館資源整合發展計畫暨資源中心審查委員會」委員聘任，聘期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 

2. 辦理資源中心計畫書書面審查，並請資源中心依委員意見修正計畫書。 

（三）輔導各資源中心館際服務及閱讀推廣活動 

1. 視需要召開資源中心協調討論會。 

2. 輔導各資源中心館際互借服務及閱讀推廣活動，進行資源中心執行績效檢討，並視

需要辦理輔導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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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辦理各資源中心執行情形管考 

1. 每月初調查資源中心前 1 個月經費執行情形及工作執行數調查，結果陳報教育部。 

2. 視需要召開各資源中心執行情形管考會議。 

二、工作進度 

計畫執行至 111年 12月底，已順利完成各項作業，作業過程符合計畫進度，主要工

作事項執行時程如下： 

時程 工作進度 

110.11.23 
聘任 111 年「公共圖書館資源整合發展計畫暨區域資源中心審查委員會」

委員。 

111.01.14 
聘任 111 年「教育部推動公共圖書館資源整合發展補助專案計畫」選書

委員會委員。 

110.12.24- 

111.01.12 
辦理資源中心 111年計畫書書面審查 

111.01.12 撥付第一期款 848萬元 

111.02.24 將資源中心修正計畫書函報教育部 

111.03.10 辦理 111年公共圖書館區域資源中心之運作及服務座談會 

111.03.17 教育部核定 12所資源中心計畫經費 

111.05.01- 

111.05.31 

辦理「五閱天．幸福一杯子－邀您共享咖啡的閱世界！」閱讀推廣系列

活動： 

1.「閱咖啡」實體主題書展 

2.「五閱天．幸福一杯子」借閱抽獎活動 

3.「幸運五閱天」期間限定－預約借閱超商取書，幸運贈咖啡！ 

111.05.27 中文圖書第 1 批採購核結 

111.06.09 HyRead 電子書第 1 批採購核結 

111.06.13 udn 電子書第 1 批採購核結 

111.07.11 影音資料庫採購核結 

111.07.25 中文圖書第 2 批採購核結 

111.08.04 HyRead 電子書第 2 批採購核結 

111.08.05 udn 電子書第 2 批採購核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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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程 工作進度 

111.07.21 請領第二期款 904萬元 

111.08.08 東南亞語文圖書採購核結 

111.08.15 西文圖書第 1 批採購核結 

111.09.01- 

111.11.30 
辦理「校園閱讀大進擊」聯合行銷活動 

111.09.12 視聽資料採購核結 

111.09.21 中文圖書第 3 批採購核結 

111.10.05 請領第三期款 678萬元 

111.10.19 西文圖書第 2 批採購核結 

111.11.04 辦理中區資源中心(臺中市立圖書館葫蘆墩分館)實地訪視 

111.11.09 辦理新北分區資源中心(新北市立圖書館)實地訪視 

111.11.16 辦理南區資源中心(高雄市立圖書館)實地訪視 

111.11.21 中文圖書第 4 批採購核結 

111.11.29 辦理「公共圖書館圖書資源共享服務平台」館員教育訓練(第 1場) 

111.12.22 辦理「公共圖書館圖書資源共享服務平台」館員教育訓練(第 2場) 

三、績效成果  

輔導資源中心達成111年績效指標，包括：(1)每區域資源中心2,000冊以上，每分區

資源中心1,100冊以上，合計目標值16,800冊以上；(2)館藏借閱成長率：每區域及分區

資源中心4%以上；(3)閱讀推廣聯合行銷活動：每區域及分區資源中心6場次以上，合計

72場次以上。12所資源中心均已如期執行完畢，各資源中心績效指標執行成果如下： 

資源中心館別 
111 年計畫指標達成情形 

館際互借(冊) 借閱成長(%) 閱讀推廣聯合行銷活動(場) 

北區資源中心 4,427 4.64 17 

新北分區資源中心 6,247 16 7 

桃園分區資源中心 1,858 2.5 14 

中區資源中心 5,209 40.59 45 

苗粟分區資源中心 2,772 2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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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中心館別 
111 年計畫指標達成情形 

館際互借(冊) 借閱成長(%) 閱讀推廣聯合行銷活動(場) 

雲林分區資源中心 3,251 34.72 9 

南區資源中心 2,971 10.44 13 

臺南分區資源中心 1,696 34.61 22 

澎湖分區資源中心 1,599 26.65 14 

東區資源中心 10,598 0.24 30 

宜蘭分區資源中心 522 -52.68 94 

臺東分區資源中心 7,524 -38.2 26 

合計 48,674 8.54 300 

目標值 
高於績效目標值

16,800冊以上 

高於績效目標

值 4%以上 

高於績效目標值 

72場次以上 

叄、成效檢討 

一、 維運資源中心及推廣資源中心館際互借服務  

聘請 5 位學者專家組成「公共圖書館資源整合發展計畫暨資源中心審查委員會」，由國

圖館長擔任召集人，辦理資源中心計畫申請及審查；透過每月彙整資源中心經費執行及

閱讀推廣成果瞭解各資源中心營運成效，並不定期辦理資源中心工作討論會或平台館際

互借館員教育訓練，作為各資源中心業務交流及分享之管道，「公共圖書館圖書資源共享

服務平台」館員教育訓練推廣於 111 年 11 月 29 日及 12 月 22 日共辦理 2 場，計 23 人參

加。 

111 年為強化公共圖書館區域資源中心之運作及服務，展現各資源中心計畫執行具

體成果，相互交流精進服務擴散執行成效，並提升其任務與功能，於 111 年 3 月 10 日辦

理「公共圖書館資源整合發展計畫」成果分享及座談會，同時於 11 月藉由訪視與資源中

心進行交流，共同推動資源中心館藏共建共享，促使在地圖書館成為城市競爭力最佳場

域。 

(一)成果分享 

由桃園分區資源中心(桃園市立圖書館)黃廷維組長以「區域資源中心推廣東南亞閱

讀活動」、東區資源中心(花蓮縣文化局)伊布．達納畢瑪科長以「運用資源中心英語

館藏推廣英語學習」及雲林分區資源中心(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曾惠君科長以「運

用資源中心館藏推廣全縣閱讀」等為主題，進行交流分享。 

(二)座談會 

由國圖館長曾淑賢主持，主要針對因應近年各縣市公共圖書館新館的落成或興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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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公共圖書館區域資源中心與分區資源中心之分布是否需調整；為彰顯公共圖書

館區域資源中心的永續發展，未來 10 年所賦予任務與定位及 112 年館藏主題或各

館特色館藏調整進行討論。期望資源中心以「共建」及「共享」完美結合之發展，

發揮城市競爭力的角色，與時俱進，作為共同推動公共圖書館資源整合發展補助計

畫 2.0 版。 

(三)訪視交流 

於 111 年 11 月 4 日、11 月 9 日及 11 月 16 日分別辦理中區資源中心 (臺中市立圖  

書館葫蘆墩分館) 、新北分區資源中心 (新北市立圖書館) 與南區資源中心 (高雄

市立圖書館) 實地訪視，由國圖館長曾淑賢擔任訪視委員召集人，會同莊芳榮委員、

詹麗萍委員、謝寶煖與柯皓仁委員，並邀請教育部長官出席，就訪視館資源中心執

行績效檢討、經營與推廣閱讀活動經驗與未來發展方向等進行交流並提供建議。 

另為簡化現行民眾跨縣市申請借閱手續，提升圖書資源流通整理效能，建置

「公共圖書館圖書資源共享服務平台」，推出「全國借閱一卡通」服務，民眾持任一

縣市公共圖書館借閱證登入共享服務平台，即可預約 12 所資源中心館藏圖書，並

利用物流配送資源中心圖書，提供民眾跨區借閱服務，111 年資源中心圖書資料運

送服務，每週運送 1 次，111 年共計運送圖書資料 3,187 箱、6,094 件。為使借閱

更加便利，提供民眾超商取還書服務，111 年民眾至超商取還書共計 10,798 件、

19,461冊。 

 

二、 建立館藏建置參考書目  

為建立資源中心館藏，聘請各學科領域專家 22 人成立「選書委員會」，推薦及評選各主

題書目，111 年書目涵蓋人文藝術、樂活環保、科技創新、多元學習及地方創生等主題，

包括：中文、西文、東南亞等語文，以近一年內出版之優良中西文新書為主，同時兼及

去年以前未納藏之好書，總計有 9,246 種書目，依主題別及語文別分項統計如下：人文

藝術 1,677 種、科技創新 1,357 種、樂活環保 1,687 種、多元學習 2,136 種、多元文化

1,215 種、地方創生 1,174 種；中文 6,162 種、西文 1,869 種、東南亞語 1,215 種（包括越

南文、緬甸文、馬來文、印尼文、泰文）。書目並於 111 年 12 月完成編印出版贈予全國

各級公共圖書館，作為推廣閱讀、建置優質館藏的參考。 

三、 提升館藏質與量  

為提升資源中心館藏品質，豐富其藏書量，以「選書委員會」評選及推薦之主題書目作

為採購清單，辦理圖書資料採購，內容包含中文圖書、西文圖書、東南亞語系圖書，所

有圖書於 111 年 5 月至 11 月完成交貨，共計 32,200 冊，含中文圖書 24,447 冊，西文圖

書 4,872 冊，東亞語系圖書 1,308 冊。另依資源中心個別需求採購不同資料類型館藏，

採購視聽資料 264 件，及電子書 1,309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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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促進館藏流通及推廣 

本計畫採購的圖書不同於一般通俗流行讀物，是經由選書委員精挑細選的圖書資料，具

有相當高的品質，獲得許多讀者的正面肯定，並反映於借閱流通數據上，截至 111 年 12

月底，資源中心館藏流通借閱數累計 825 萬 3,828 冊，目前資源中心館藏量共 59 萬 2,354

冊，平均每冊被借閱 13.93 次，此外也辦理多場閱讀推廣活動，以行銷資源中心館藏，

截至 111 年 12 月底，累計辦理 7,270 場閱讀推廣活動，參與人數共 754 萬 4,944 人。 

五、 線上電影院經鬆看 

為發展公共圖書館館藏多元化，因應數位串流影音服務的趨勢，公共圖書館圖書資源共

享服務平台增置「公共圖書館區域資源中心電影院」影音服務，自 110 年 4 月 12 日正式

上線，提供全國讀者利用所屬的公共圖書館證號及密碼登入觀看，同時上線 80 人。111

年持續新增多樣風格主題的影片，提供民眾紓壓與學習最佳選擇，滿足民眾不同的閱聽

需求，藉此將資源中心館藏建置發展朝向優質影音資源目標邁進，並落實精進資源中心

資源整合共享服務及效益。111 年新增國際和平日等主題影片共計 12 種 48 部影片，影

音服務平台累計 222 部影片提供觀賞，各資源中心辦證讀者登入「電影院」總計 32,735

人次。 

六、 行銷閱讀推廣計畫成果  

為加強推廣資源中心優質館藏之利用，並鼓勵民眾參與資源中心所辦理之閱讀推廣活動，

於 111 年 5 月、9 月至 11 月規劃 2 次聯合行銷閱讀推廣活動，協同 12 所資源中心合作辦

理，俾提升民眾充分利用資源中心館藏資源之效。活動成果說明如下：  

(一) 「五閱天．幸福一杯子－邀您共享咖啡的閱世界！」閱讀推廣系列活動 

1、 「閱咖啡」實體主題書展 

以「咖啡」為主題辦理 12所資源中心聯合書展，加強推廣資源中心館藏，展期自

5月 1日至 5月 31日，共計 67,511人次參加書展活動。 

2、 「五閱天．幸福一杯子」借閱抽獎活動 

為提高資源中心館藏利用率，111 年 5 月 1 日至 31 日於 12 所資源中心借閱該所

資源中心圖書累計達 10 冊以上，可參加抽獎，借閱抽獎活動，計 862 人次參加。 

3、 「幸運五閱天」期間限定－預約借閱超商取書，幸運贈咖啡！ 

與統一超商合作，於 111 年 5 月 18 日至 5 月 31 日活動期間至 7-11 門市取書成

功的民眾，獲贈熱美式咖啡（中）1 杯兌換券，期間超商取書計有 628 冊，贈送

326 張咖啡兌換券。 

(二)「校園閱讀大進擊」聯合行銷活動 

為提供年輕學子更多元之閱讀管道，前進校園推廣資源中心，111 年 9 月至 11 月由

12 所資源中心與學校合作，利用新生入學、學校班訪、閱讀課程、圖書館利用教育

或辦理研習、講座及行動書車等，前進校園推廣館藏及服務，介紹 12 所資源中心

服務據點、館藏主題特色及好書推薦主題書目，並指導學生實際操作利用「公共圖

http://rrcils.ncl.edu.tw/)跨縣市借閱資源中心圖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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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圖書資源共享服務平台」借閱，鼓勵年輕學子利用豐富多樣的閱讀資源及借閱

服務，同時提高資源中心館藏資源之使用率。活動共計辦理 44 場次，計 3,600 人參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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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件(成果照片)  

維運資源中心及推廣資源中心館際互借服務 

111年 11月 4日中區資源中心（臺中市立圖書館葫蘆墩分館）訪視 

 

 

 

 

 

 

 

 

 

 

 

 

 

 

111年 11月 9日新北分區資源中心（新北市立圖書館）訪視 

 
111年 11月 16日南區資源中心（高雄市立圖書）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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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運資源中心及推廣資源中心館際互借服務 

111 年 11 月 29 日及 12 月 22 日辦理「公共圖書館圖書資源共享服務平台」館員教育訓練 

 

編印館藏參考書目 

主題書目-人文藝術、地方創生、樂活環保、多元學習、多元文化、科技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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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圖書館區域資源中心電影院」影音平台 

影音平台選單及介接共享服務平台讀者登入帳號 

 「公共圖書館區域資源中心電影院」首頁與主題片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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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閱天．幸福一杯子－邀您共享咖啡的閱世界！」閱讀推廣系列活動 

「閱咖啡」實體主題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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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閱天．幸福一杯子」借閱抽獎活動摸彩券 

           

 

 

 

 

 

 

 
 

『「幸運五閱天」期間限定－預約借閱超商取書，幸運贈咖啡！』 

7-11超商會員廣告頁及咖啡兌換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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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閱讀大進擊」聯合行銷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