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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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配合時代步調，並符合社會需求。102 年至今共

評選出超過 14 萬種書目，並根據主題書目購置資源中心館藏，102 年至 110 年共購置

56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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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透過專家選書方式，提升公共圖書館藏書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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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源品質之篩選是館藏發展重點，本計畫持續邀請具相關學科背景的學者專家，評

選高品質的閱讀資源進行購置，以豐富民眾閱讀素材。滾動式調整選書主題，依各資源

中心主題特色，擴大資源中心館藏主題，整合提升各縣市館藏資源質量。 

（二）持續協助各資源中心營運，增進資源中心館藏分享 

透過各資源中心作為服務據點，協助各資源中心維運，進行館藏資源分享及建立館際互

借機制，以提升整體服務效能。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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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資源中心主題館藏行銷等閱讀推廣活動，促進資源中心館

藏使用，提高社會閱讀風氣。 

（四）推廣共享服務平台，促進圖書資源分享利用 

持續推廣「公共圖書館圖書資源共享服務平台」系統之使用，並在全國圖書資料遞送機

制上，加入便利商店取還圖書服務，使各資源中心館藏可以互通有無分享全國，縮短城

鄉圖書館資源落差，促進資源中心館藏資源分享全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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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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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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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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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1.19 
聘任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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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29 
聘任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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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25- 

110.01.22 
辦理資源中心 110年計畫書書面審查 

110.01.14 撥付第一期款 841萬元 

110.02.26 將資源中心修正計畫書函報教育部 

110.03.16 教育部核定 12所資源中心計畫經費 

110.04.01- 

110.04.30 

辦理「書香學習四月天，幸運咖啡贈愛書人」閱讀推廣系列活動： 

1.「書香學習，創意閱讀」多元學習主題線上書展 

2.「#書香閱讀在公共圖書館區域資源中心」FB分享按讚活動 

3.「書香學習超商取書贈咖啡」尋找幸運愛書人 

110.06.01 中文圖書第 1 批採購核結 

110.06.11 udn 電子書第 1 批採購核結 

110.06.28 HyRead 電子書第 1 批採購核結 

110.06.29 udn 電子書第 2 批採購核結 

110.07.29 中文圖書第 2 批採購核結 

110.07.30 HyRead 電子書第 2 批採購核結 

110.08.03 請領第二期款 864萬元 

110.09.14 視聽資料採購核結 

110.09.23 中文圖書第 3 批採購核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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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程 工作進度 

110.09.27 請領第三期款 648萬元 

110.10.01-

110.11.30 

辦理區域資源中心「地方創生」館藏主題推廣系列活動: 

1.「地方創生的今昔與未來-在地人文自然與創意經濟的交會」聯合講座 

2.「地方創生曬書會」聯合書展 

110.10.19 西文圖書採購核結 

110.10.26 東南亞語文圖書採購核結 

110.10.27 辦理東區資源中心(花蓮縣文化局圖書館)實地訪視 

110.11.16 辦理桃園分區資源中心(桃園市立圖書館)實地訪視 

110.11.23 辦理臺南分區資源中心(臺南市立圖書館)實地訪視 

110.11.25 中文圖書第 4 批採購核結 

110.11.25 中文圖書結餘款採購核結 

110.11.27 西文圖書結餘款採購核結 

110.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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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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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2.30 電子書結餘款第 3 批採購核結 

三、績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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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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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7 9.60 10 

新北分區資源中心 5,387 18.50 7 

桃園分區資源中心 2,856 -36.94 6 

中區資源中心 7,603 16.33 22 

苗粟分區資源中心 3,077 -26.00 8 

雲林分區資源中心 3,966 -42.8 6 

南區資源中心 2,974 7.4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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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中心館別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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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分區資源中心 1,557 51.77 15 

澎湖分區資源中心 1,732 -31.3 14 

東區資源中心 11,814 6.90 29 

宜蘭分區資源中心 1,682 -27.60 5 

臺東分區資源中心 9,029 14.50 17 

合計 54,294 -3.3 152 

目標值 
高於績效目標值

15,600 冊以上 

未達績效目標

值 4%以上 
高於績效目標值 72 場以上 

    註: 110 年因受疫情影響，各區域資源中心開館日減少(5 月至 6 月全面閉館)，7 月至 11

月配合指揮中心防疫政策實施進館人流管制及調整圖書館座位數等因素，造成進館

人數減少，借閱人數及冊數亦較往年降低，故借閱成長率未達績效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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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 10 月 27 日、

11 月 16 日及 11 月 23 日分別辦理東區資源中心 (花蓮縣文化局圖書館) 、北區-桃園分

區資源中心 (桃園市立圖書館) 與南區-臺南分區資源中心 (臺南市立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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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茂松委

員與楊美華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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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 12 月 16 日及 17 日辦理

「公共圖書館圖書資源共享服務平台」22 縣市館員教育訓練推廣，共 2 場計 25 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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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資源中心圖書資料運送服務，每週運送 1 次，

110年共計運送圖書資料 3,558箱、9,014件。為使借閱更加便利，提供民眾超商取還書

服務，110年民眾至超商取還書共計 14,700件、28,614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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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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人成立「選書委員會」，推薦及評選

各主題書目，110 年書目涵蓋人文藝術、樂活環保、科技創新、多元學習及增列地方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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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79 種書目，依主題別及語文別分項統計如

下：人文藝術 1,965 種、科技創新 1,680 種、樂活環保 2,096 種、多元學習 2,893 種、多

元文化 2,075 種、地方創生 1,670 種；中文 7,203 種、西文 3,101 種、東南亞語 2,075 種

（包括越文、緬文、馬來文、印尼文、柬埔寨文）。書目並於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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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5 月至 12 月完成交貨，共計 36,601 冊，含中文圖書 28,288 冊，西文圖

書 4,597 冊，東亞語系圖書 2,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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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件，及電子書 917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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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12

月底，資源中心館藏流通借閱數累計 675 萬 8,180 冊，目前資源中心館藏量共 56 萬 0,154

冊，平均每冊被借閱 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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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12 月底，累計辦理 6,392 場閱讀推廣活動，參與人數共 616 萬 0,044 人。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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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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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書香日」聯合行銷閱讀推廣活動  

結合 4 月婦幼節與世界書香日等節慶季，推廣多元學習與親職教育等相關館藏資源，

同步辦理線上書展、FB社群媒體活動，以及與超商合作於門市取書贈咖啡等 3項系列

活動。 

A.「書香學習，創意閱讀」多元學習主題線上書展：配合資源中心自 4 月 7 日起舉辦「讀

力成長－7 大主題輕鬆選好書」巡迴展，規劃「多元學習」主題借閱排行及選書委員推

薦書目中與親子教養及家庭教育相關館藏書單，辦理線上書展，並整合「嬰幼兒分齡

主題圖書—7 大主題輕鬆選好書網」(https://isp.ncl.edu.tw/infant-promote)書訊連結，提

供家長在活動網頁即可同時搜尋孩子適齡圖畫書並獲取相關親職館藏資訊；活動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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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書展計 1,958 人次瀏覽。 

B.「#書香閱讀在公共圖書館區域資源中心」FB 分享按讚活動：4 月 1 日至 30 日線上書展

期間，與一本資源中心圖書合影上傳照片至 FB 臉書，分享一則書中佳句貼文，加註主

題標籤「#書香閱讀在公共圖書館區域資源中心」，按「讚」與「追蹤」公共圖書館區域

資源中心 FB 粉絲專頁，有機會獲得獎勵品 1 份。活動期間 FB 粉絲專頁按讚總數增加

184 人次，追蹤總數增加 189 人次，累計按讚總數 780 人次，累計追蹤總數 853 人次。 

C.「書香學習超商取書贈咖啡」尋找幸運愛書人：為加強推廣資源中心超商取書服務，與

統一超商合辦行銷活動，4 月 23 日至 30 日至超商門市成功取得預約借書包裹者可獲贈

活動 1 杯中杯熱美式咖啡兌換券。並於統一超商 OPEN POINT 手機 APP 宣傳「書香學

習，超商取書贈咖啡」尋找幸運愛書人活動，期間超商取書計有 310 冊，贈送 258 份咖

啡兌換序號。 

（二）區域資源中心「地方創生」館藏主題推廣系列活動 

110 年公共圖書館區域資源中心新增「地方創生」館藏主題，透過舉辦一系列講座與

書展活動，以促進民眾對新館藏主題的認識，並提升民眾利用資源中心館藏資源之效

益。 

A.「地方創生的今昔與未來--在地人文自然與創意經濟的交會」聯合講座 

規劃 8 場講座(詳表 1)，力邀花蓮縣文化局吳勁毅局長、國家發展委員會地方創生委員

及創生知識家等多位長期關注城鄉發展與推動地方創生經驗的專家講座，分享不同區

域與不同類型的地方創生個案與知識；並邀請北、中、南、東區域資源中心協力合辦，

於 8 個縣市公共圖書館輪番舉辦現場講座，採實體與線上直播形式同步進行，以因應

疫情期間各館室內活動人數管制措施，並藉由線上直播讓精彩的講座內容得以跨越地

域限制分享予各縣市民眾。各承辦館所則負責講座當日辦理、主持及線上直播，並協

助該場次講座宣傳。本次聯合講座現場參與人數共計 245 人，同步線上參與共計 268

人次，活動當日講座直播影片瀏覽人次總計達 2,868，活動一週後線上的直播影片瀏覽

人次總計仍增加至 4,038 人次，地方創生主題講座內容的推廣藉由線上直播影片，仍

具有跨越時間空間的傳播影響力。  

B.「地方創生曬書會」聯合書展 

配合聯合講座於 10-11月期間在 12所資源中心同步辦理，由國圖提供「地方創生」主

題參考書單，供 12 所資源中心自館藏中挑選圖書以專區陳列展示，國圖亦提供各資源

中心推廣紀念品，運用於本次講座或書展推廣活動，以鼓勵民眾踴躍參與；「地方創生

曬書會」聯合書展 12所資源中心合計有超過 3萬人次參與。 

表 1：110年「地方創生的今昔與未來」講座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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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題 主講人                  

10/16(六) 

2:00-4:00PM 

從島內散步看地方創生經驗 顏志豪／島內散步總監 臺北市立圖 書

館 

10/17(日) 

2:00-4:00PM 

你想活出怎樣的小鎮（文

化、社區、小鎮到亞洲創生

實踐省思之路） 

何培鈞／小鎮文創、天空

的院子執行長 

雲林縣政府文化

觀光處 

10/24(日) 

2:00-4:00PM 

海岸地方創生之發展經驗分

享—以南部地區為例 

劉文宏／高雄國立科技大

學海洋事務與產業管理研

究所教授兼所長 

高雄市立圖書館

總館 

10/30(六) 

2:00-4:00PM 

地方創生與社會實踐—臺中

經驗 

蘇睿弼／東海大學建築系

專任助理教授、社會實踐

暨都市創生中心主任 

臺中市立葫蘆墩

文化中心 

10/31(日) 

2:00-4:00PM 

宜蘭「金魚‧厝邊」與頭城

老街文化創新經驗 

彭仁鴻／金魚．厝邊創辦

人、東吳大學企業創新育

成中心執行長 

宜蘭縣政府文化

局 

11/3(三) 

2:00-4:00PM 

用社會設計打造社區支持系

統 

林峻丞／甘樂文創執行長 新北市立圖書館 

11/7(日) 

2:00-4:00PM 

地方創生與公共圖書館 吳勁毅／花蓮縣文化局長 臺東縣政府文化

處藝文中心 

11/13(六) 

2:00-4:00PM 

莫忘初衷有福同享--澎湖南

寮社區地方創生經驗 

陳有擇／澎湖縣湖西鄉南

寮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澎湖縣政府文化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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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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 10月 27日東區資源中心訪視 

 

 

 

 

 

 

 

 

 

110年 11月 16日桃園分區資源中心訪視 

 

110年 11月 23日臺南分區資源中心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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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運資源中心及推廣資源中心館際互借服務 

110.12.16辦理館員教育訓練(第 1場) 

 110.12.17辦理館員教育訓練(第 2場) 

 
編印館藏參考書目 

主題書目-多元文化、人文藝術、科技創新、多元學習、樂活環保、地方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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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香學習四月天，幸運咖啡贈愛書人」閱讀推廣系列活動 

活動網頁首頁 

 

「書香學習，創意閱讀--多元學習主題線上書展」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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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香學習四月天，幸運咖啡贈愛書人」閱讀推廣系列活動 

「讀力成長－7 大主題輕鬆選好書」巡迴展活動網頁 

 

「讀力成長－7 大主題輕鬆選好書」巡迴展各資源中心創意策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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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香學習四月天，幸運咖啡贈愛書人」閱讀推廣系列活動 

「#書香閱讀在公共圖書館區域資源中心」FB分享按讚活動 

 

「書香學習-超商取書贈咖啡」尋找幸運愛書人」7-11超商會員廣告頁、 FB增加趨勢圖 

 



15 

 

「地方創生」主題館藏推廣系列活動 

聯合講座及書展活動海報 

 

「地方創生的今昔與未來--在地人文自然與創意經濟的交會」聯合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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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主題館藏推廣系列活動 

「地方創生曬書會」聯合書展 

 

「地方創生曬書會」聯合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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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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