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篇 

改善計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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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公共圖書館空間及營運改善」 
徵選計畫 

一、依據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公共圖書館強化計畫」辦理。 

二、目的 

（一）以有限社區資源，創造最大發展可能性，結合鄉（鎮、市、區）公所、

地方民間組織及社區資源，擬訂有助於圖書館創新發展，永續經營管

理之計畫。 
（二）鼓勵鄉（鎮、市、區）圖書館發揮創意，結合社區資源，提高圖書館

服務品質以達永續經營之目的。  
（三）在人力單薄經費有限的情況下，讓經營效率能事半功倍。 
（四）打破傳統被動服務方式，改以主動積極服務，呈現如誠品、敦煌等書

局高品質的閱讀氛圍，讓圖書館成為民眾流連忘返的「好所在」。 

三、補助對象 

北高兩市圖書館、縣市政府文化局（圖書館） 
鄉（鎮、市、區）圖書館 

四、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二）承辦單位：國立台中圖書館、北高兩市圖書館及縣市政府文化局（圖

書館） 
（三）執行單位：北高兩市圖書館及縣市政府文化局（圖書館） 

鄉、（鎮、市、區）圖書館 

五、權責區分 

（一）主辦單位：經費核撥及成立委員會等相關行政事宜。 
（二）承辦單位：辦理初評、複評、執行、輔導、經費轉撥及行政督導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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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三）執行單位：實際執行計畫相關行政事宜。 

六、辦理方式 

（一）初評階段：由圖書館、文化局提報計畫書送至縣市文化局，由縣市文

化局成立評選小組辦理初評（初評分 A、B、C 三級，原則上不預先

刪除申請單位）後，彙送國立台中圖書館，再由國立台中圖書館分送

各區輔導團委員。 
（二）複評階段：由國立台中圖書館彙整各館計畫書後，邀集相關之學者、

專家組成「公共圖書館空間及營運改善計畫」輔導團複評（必要時得

辦理實地訪視），複評時得邀請申請單位之人員列席，簡報計畫內容。 
（三）評選結果：入選單位由各縣市文化局等協助其計畫之推動與執行。 
（四）評鑑考核：本計畫辦理完成後，由主辦單位辦理評鑑（評鑑辦法另訂）。 

七、計畫提報日期 

（一）鄉、鎮圖書館應於九十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前將計畫書送縣市文化局。 
（二）縣市文化局應於四月十四日前辦理初評，並將計畫書函送國立台中圖

書館，分區輔導團委員應於五月三十一日前完成複評，並由申請單位

修正計畫定案後函送國立台中圖書館。 

八、計畫評選項目 

（一）空間設計創意：讓圖書館「有趣起來」，讓人有「想進去」的慾望，

包括雙語標示系統。 
（二）單一窗口設計：提供便捷服務，又能節省人力提升服務效能。 
（三）營運規劃：包括是否有足以執行本案的專職專才人員、社區參與、社

區資源整合、地方首長重視程度、館藏特色、組成選書小組等，每一

部分均須詳加說明。 

舉例 1.社區參與：組成委員會或全轄區民眾參與，參與方式採定期開

會或不定期開會，會期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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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區資源整合：社區資源有那些？例如志工的運用、閒置空

間的運用、企業團體的支援等，社區資源是否整合？ 
3. 地方首長重視程度：出席說明會，定期參與館務，主動為圖

書館爭取年度預算等。 
4. 館藏特色：蒐集地方文獻，例如老照片、舊地契、視聽資料

（如唱片）等。 
5. 組成選書小組：配合公共圖書館強化計畫第五子計畫「充實

公共圖書館館藏計畫」辦理，邀集在地的學者專家、志工朋

友等參與選書，並針對其學科專長請其推薦書目，或將蒐集

之新書目錄供其挑選推薦，並優先審查讀者推薦之圖書書目。 
6. 服務品質的提升：例如中午照常開放服務，加強人員專業訓

練，簡化借還書手續，設置還書箱等。 

（四）工作流程與進度規劃之掌握。 

九、參與徵選之各鄉（鎮、市、區）圖書館，應提公共圖書館空間及營

運改善計畫書（一式十五份，採 A4 直式橫書，左側裝訂）；內容包

括： 

（一）封面格式（頁 51，附件二之一）。 
（二）資料表「置於計畫書首頁（頁 52，附件二之二）」。 
（三）參考大綱（頁 53，附件二之三）。 
（四）經費預算表（頁 54，附件二之四）。 
（五）經費來源表（頁 55，附件二之五）。 
（六）相關單位配合事項表（頁 56，附件二之六）。 

十、補助款： 

（一）補助項目：圖書館修繕、空間設計（不含改建、重建），設備充實、

營運改善或閒置空間再造。 
（二）補助額度：每館補助額度以新台幣五百萬元正為原則，最高不超過

一千萬元正（均屬資本門：含 1.空間設計費 2.工程費 3.設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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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納入地方政府預算後，其相關採購事宜應在核定之計畫範圍內，依

政府採購法及地方政府相關法規辦理。 
（四）補助款應專款專用不得任意變更用途，計畫如有變更之必要或因故無

法執行，應事先徵得本會同意，並報送修正計畫到本會核定。 
（五）如違反補助款規定者，本會得限期要求改正，或視情節輕重撤銷補助

並追回全部或部分已撥付之補助款，且列為日後補助審查之參考。 

十一、注意事項： 

（一）計畫執行完成後，應將成果報告（含活動紀錄、規劃報告及相關成果

資料等）彙送國立台中圖書館，再由國立台中圖書館檢送文建會備查。 
（二）經費之撥款、核銷標準及程序，應依本會相關規定辦理。 
（三）依本計畫辦理之圖書館，除因天然災害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並經本會

同意者外，皆應於本計畫結束後由各申請機關辦理後續之營運管理工

作。 
（四）所辦理之各事項及未來之營運管理，應依「政府採購法」及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 
（五）成果評估：為輔導補助計畫及預算之執行，本會得邀請學者專家，進

行定期或不定期實地訪視及座談，並將執行績效列為未來補助款核撥

之依據。 
（六）受補助單位有義務接受公共圖書館分區輔導團委員輔導至計畫執行完

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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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之一】 
 

                    計畫編號： 
 

九十二年度公共圖書館空間及營運改善計畫 
 
 
 
 
 
 

計畫名稱：○○○○○○○○○○○○○○ 
 
 
 

實施期程：九十二年  月  日至  月  日 
 
 
 
 
 
 
 
 

主辦單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承辦單位：○○○縣市政府文化局 
申請單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縣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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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之二】 

九十二年度公共圖書館空間及營運改善資料表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承辦單位  
申請單位  
實施期程 民國九十二年   月   日至   月   日 
計畫經費 總經費：     元 申請補助：    元 

承辦單位首長  職稱： 電話： 
承辦單位聯絡人  職稱： 電話： 
申請單位首長  職稱： 電話： 
申請單位聯絡人  職稱： 電話： 
文建會聯絡人 吳麗珠 職稱：科長 電話：(02)23434103 

國立台中圖書館聯絡人 周均育 職稱：輔導課課長 電話：(04)22261105 轉 190 
國立台中圖書館聯絡人 周孟香 職稱：輔導員 電話：(04)22261105 轉 921 
計畫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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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之三】 
參 考 大 綱 

首頁：資料表                                                 頁次   

章節名稱  

壹、計畫緣起 

貳、計畫目標及實施措施 

一、目標說明：請條列敘明本計畫預期達成之具體目標。 
二、限制條件：計畫執行可能遭遇之問題。 

三、實施策略 

參、計畫內容（請具體說明） 

一、計畫執行項目及人員配置（包括學者專家參與規劃至少 2-3 人） 
二、計畫執行方式或步驟（包括特殊創意及行動，如何動員社區居民、凝

聚共識及提高參與度） 
三、生活環境、文化環境及生態環境之影響評估 
四、相關計畫執行概況、成果及影響 
五、執行期程及預定進度 
六、預期成果 

肆、館舍目前概況敘述 

伍、經費預算 

一、經費需求：含計算方式 
二、經費來源：包括中央補助款及地方配合款 

陸、有關單位配合事項 

柒、附錄（必要附件及與本計畫有關之補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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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之四】 

「公共圖書館空間及營運改善」計畫經費預算表 

計畫名稱：                                         單位：千元 

經費項目 單價 數量 總價 計算方式說明 
1.空間設計費     
2.工程費     
3.設備費     
4.人事費 

(1)出席費 
(2)車馬費  

    

5.業務費 
(1)印刷費 
(2)郵電費 

    

6.旅運費 
(1)交通費 
(2)住宿費 

    

7.材料費     
8.雜支     

． 
． 
． 

    

合計     
填表說明： 
1.經常門經費項目含：（1）人事費；（2）業務費；（3）旅運費；（4）材料費；

（5）雜支等項，請依順序及實際需求編列。 
2.各會計項目支出與編列標準，請依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有關規定辦理，且不

得超出本會經費列支標準。 
3.經費預算請編列至二級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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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之五】 

「公共圖書館空間及營運改善」計畫經費來源表 

計畫項目：  
計畫名稱：                                           單位：千元 

中央補助款 地方配合款 
項 目 

金額 說明 金額 說明 
合 計 

1.空間設計費      
2.工程費      
3.設備費      
4.人事費 

(1)出席費 
(2)車馬費 

     

5.業務費 
(1)印刷費 
(2)郵電費 

     

6.旅運費 
(1)交通費 
(2)住宿費 

     

7.材料費      
8.雜支 

. 

. 

. 

     

合計      
填表說明： 
1.各會計項目支出與編列標準，請依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有關規定辦理，且不

得超出本會經費列支標準。 
2.經費預算請編列至二級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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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之六】 

相關單位配合事項表 

 

需配合事項 配合單位 配合方法 應配合完成時間（ 年 月 日） 

    

說明：配合單位指申請【執行】單位以外的任何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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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公共圖書館空間及營運改善計畫」輔導團工作計畫 

一、依據 

（一）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公共圖書館強化計畫」。 
（二）公共圖書館空間及營運改善計畫。 

二、目標 

（一）有效推動公共圖書館經營管理新理念。 
（二）輔導各鄉鎮，使各鄉鎮能結合在地的力量經營新公共圖書館，以達永

續經營之目的。 
（三）使公共圖書館與社區總體營造結合，成為社區之資訊資源與地方文獻

服務中心。 
（四）建立公共圖書館經營管理輔導網，實地訪視並協助圖書館空間之再造。 

三、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二）承辦單位：國立臺中圖書館、北、高兩市及各縣市政府文化局圖書館 
（三）協辦單位：北、高兩市圖書館及各縣市政府文化局圖書館 

鄉（鎮、市、區）圖書館 

四、組織及職責 (如附表一) 

（一）本輔導團置委員九十六人（二十三縣市，分成北、中、南、東八區，

每區十二人），總召集人由國立台中圖書館館長兼任，負責公共圖書

館空間及營運改善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之整體協調督導事宜，其

餘委員由本館遴聘具圖書館經營、行銷、創新思考等相關領域之學

者、專家兼任之，負責本計畫相關事項之諮詢、審查與指導等工作。 
（二）每二個月定期召開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三）輔導團召集人及委員均為無給職，但非文建會人員得依規定支領出席

費、交通費及膳雜費。 
（四）前項委員聘期為本案辦理之時程，於九十二年二月至九十三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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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辦理單位任務分工 

（一）主辦單位：負責輔導團相關業務之決策及監督工作。 
（二）承辦單位：負責輔導團各項計畫複評、整合、協調、評鑑及網路資料

之建置。 
（三）協辦單位：負責初評、輔導及協助鄉、鎮圖書館推動公共圖書館空間

及營運改善計畫等相關行政事宜。 

六、辦理方式 

（一）定期召開分區輔導團會議，負責本計畫的規劃、複評、輔導及監督等。 
（二）執行輔導團計畫，落實推動輔導團各項任務分工及進度掌控。 
（三）制訂、檢討及修訂公共圖書館空間及營運改善計畫輔導及評鑑辦法。 
（四）檢討並建議修改現行法令，使公共圖書館能擺脫法令束縛，以新模式

經營管理。 
（五）進行縣市文化局計畫執行訪視、座談，分享相關理念與資訊。 
（六）建立本案網站，將本案相關資訊上網，使各縣市可快速分享經驗與理

念；並於年度結束前，召開年度工作檢討會議、辦理評鑑考核工作，

將評鑑報告及成果彙編成冊，寄發存相關單位參考。 

七、經費 

所需經費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專款支應。 

八、本計畫經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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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公共圖書館空間及營運改善計畫」輔導團組織架構圖 

 

 

 

 

 

 

 

 

 

 

 
 

 

 

 

 

 

 

 

 

總召集人：國立臺中圖書館薛代理館長茂松 
輔導團：遴聘具圖書館學、建築背景、企業界人士、學者專家及當地具熱忱之

相關人員組成。 
行政支援：國立臺中圖書館 
各縣市文化局公共圖書館空間及營運改善小組：負責鄉鎮圖書館申請、初評及

輔導等。 
鄉鎮圖書館經營團隊：獲得專案補助之鄉鎮圖書館經營團隊。 
工作項目及內容如下表： 

初評、輔導及執行 

縣市公共圖書館空

間及營運改善小組 

鄉鎮圖書館 
經營團隊 

文化局 

國立臺中圖書館 

文建會 

整合、協調及網頁建置

總召集 委員 

政策及審查評鑑 



 

 60 

 

公共圖書館空間及營運改善計畫輔導團工作項目及內容 
 

項次 輔導項目 工作名稱 工作內容及說明 

一 會議 分區輔導團會議 1.諮詢與輔導團委員會議以二個月召開

一次為原則，共六次，其中一次為年

終檢討會。 
2.會議主要工作為討論年度計畫、工作

執行情形、複評計畫及協助修正計畫。 

二 訪視輔導 訪視輔導各縣市

及鄉鎮圖書館 
辦理輔導小組定期訪視輔導，原則上每

個月一次，進行了解計畫執行內容及進

度，並機動協助執行時遭遇困難問題之

解決。 

三 建置網站 輔導團網站 運用公共圖書館資訊服務網(PLISNet)
站將相關資訊上網公布週知。 

備註：輔導團設置委員 96 人，分北、東、南、中八區定期對轄區參選公共圖

書館進行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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