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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圖書館 108年營運計畫 

壹、 前言 

  高雄市立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自 106年 9月 1

日起正式改制為行政法人，為全台首座地方設置的行政

法人公共圖書館。相較於現在政府機關的體制，本館具

較有彈性的用人機制與較為靈活的財務制度，得以統合

人力與財務資源以提升行政效率，在既定的穩固基礎上，

深化在地閱覽與借閱服務。 

  改制為行政法人前，本館以專業精神與高雄市政府

合力打造活潑、豐富且深具內涵的閱讀城市形象，改制

後更秉持「創新、國際、活力、進步」的核心價值，以

拓展圖書館的功能與價值作為願景，藉由提供讀者更為

完善、更為多元的閱覽服務與閱讀體驗，吸引更多讀者

融入閱讀活動，藉此深化城市的文化內涵。 

貳、 108年工作目標 

一、 豐富本館館藏與擴大閱覽服務觸角 

持續豐富本館館藏及電子資源，藉此促進市民使

用本館館藏資源的可選擇性；推廣本館電子資源，

配合科技發展與時代趨勢鼓勵民眾使用本館電子

服務與資源；同時以分齡分眾方式推廣閱覽資源

與提供具多種型態的閱覽服務體驗以吸引民眾參

與閱讀活動與文化活動。 

二、 發展高雄文學館為南台灣在地文學基地 

辦理各式文學活動如講座、課程及演講等活動，

吸引文學創作者、參與者及民眾共聚高雄文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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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文學交流、創作或展演，凝聚文學動能；進

行在地文學作品徵集與出版工作；辦理文學獎鼓

勵市民參與文學創作，累積在地文學發展的文化

與社會資本。 

三、 發展國際繪本中心為繪本創作交流平台 

以國內最大繪本平台為目標，持續以多元方式厚

實本館國際繪本中心的繪本館藏；傾聽與理解國

內繪本研究與創作需求，並作為平台提供繪本創

作者、教師與社會大眾進行交流，使市民更了解

繪本創作過程及其內涵。 

四、 開拓與連結社會各界資源進行閱讀推廣 

鼓勵社會各界挹注資源與物力關注閱讀推廣活動，

藉此創造更好的閱讀資源；連結社會各界於城市

在地進行閱讀推廣，促進市民接觸圖書的機會，

使館藏資源的利用不受館舍空間所在地的限制；

促進本館國際館藏合作並進行深度文化交流。 

五、 強化本館服務與品質與優化館舍軟硬體設備 

辦理員工教育訓練，提升館員與同仁對於圖書館

營運之基本素養的認識與知能；同時以企業化管

理方式的制度與策略強化員工服務知能並持續更

新、修繕與厚實館舍軟硬體設備，提升讀者使用

圖書館的服務體驗。 

參、 108年工作計畫 

一、 豐富本館館藏與擴大閱覽服務觸角 

(一) 持續豐富本館館藏及電子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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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建置本館館藏及電子資源，豐富本館館藏以

促進市民使用閱覽資源的可選擇性，並配合適當

的淘汰機制活化館藏，預計採購圖書資料與電子

資源達 10萬件以上。 

(二) 推廣本館電子資源服務 

辦理電子資源推廣活動，提升電子資源的使用率，

如台灣雲端書庫@高雄、電子資料庫及電子書，配

合科技發展與時代趨勢，鼓勵民眾使用電子資源，

預計辦理推廣活動達 300場次。 

(三) 依分齡分眾提供閱覽資源以提升閱讀能量 

針對不同年齡層如兒童、青年及樂齡讀者，與不

同族群讀者如新住民、身心障礙讀者，辦理不同

類型的推廣活動以契合不同閱覽需求，促進館藏

資源的流通，提供分齡分眾閱覽資源與推廣活動

以深根閱讀。 

(四) 提供具新型態的閱覽服務以多元化讀者閱讀體驗 

提供並推廣多種不同形式的閱覽活動，吸引更多民

眾加入閱讀領域，活化館藏並提升讀者閱讀體驗，

促進本館館藏利用與流通。 

二、 發展高雄文學館為南台灣在地文學基地 

(一) 打造高雄文學館為南台灣文學基地 

辦理各式文學活動如文學講座、營隊、課程、演講

及推廣活動，凝聚高雄在地文學動能，吸引文學創

作者、參與者與社會大眾以高雄文學館為基地，促

進高雄在地文學的發展與成長，規劃辦理各式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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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二) 進行在地文學作品整理、收藏、徵集、展示及出

版 

推廣高雄在地文學資訊，成為文學資訊散發平台，

進行文學作品徵集及出版的專業場域，進行在地文

學作品的整理、收藏、徵集、展示及出版。 

(三) 鼓勵高雄青年市民參與在地文學創作 

辦理文學獎活動，鼓勵民眾提筆參與文學創作，帶

動寫作風氣與文學氛圍，辦理 108年高雄青年文學

獎，並徵集參賽作品至少 500件以上。 

三、 發展國際繪本中心為繪本創作交流平台 

(一) 持續擴展繪本多元館藏 

結合各式繪本推廣活動和書展規畫，推介購入特色

繪本，強化繪本館藏的深度與廣度，以國內最大繪

本平台為目標營造更豐富的圖畫書空間。 

(二) 傾聽與回應繪本產業 

延續 107 年底首創「高雄市立圖書館繪本沙龍」

精神，以接觸繪本產業鏈現況的主題規劃相關活動

或下一屆繪本沙龍，藉由繪本產業動能給予繪本創

作者支持，帶動更多好繪本的產生。 

(三) 創新嘗試繪本議題 

考量圖書館友善社會的發展和特殊族群讀者的需

求，規劃非視覺繪本系列活動，除了藉由非視覺議

題開拓讀者對繪本的想像空間，透過相關推廣活動，

期望促進明眼人對視障的理解、也帶動特殊族群讀

者的圖書館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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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開拓與連結社會各界資源進行閱讀推廣 

(一) 廣邀各界經費挹注或物資贊助 

鼓勵社會各界關注閱讀推廣工作，並吸引其投注資

源於閱讀推廣，充實館藏與提升閱覽服務，結合社

會各界資源共同扎根在地閱讀。 

(二) 連結社會各界產業資源 

與社會各界如民間企業、校園、政府機關及其他機

構或單位合作，包括媒體、出版社、二手書店、獨

立書店、中小學、大專院校或其他藝文機構，於城

市各處主動進行閱讀推廣活動，帶動在地閱讀風氣，

使館藏資源的利用與流通不受館舍空間所限制。 

(三) 促進國際文化與資訊交流 

與國外圖書館或其他藝文機構合作，進行國際館藏

交流或服務合作，並提供留遊學相關資訊予在地市

民，提升圖書館國際化。 

五、 強化本館服務與品質與優化館舍軟硬體設備 

(一) 辦理圖書館基本素養培訓課程 

強化館員與員工專業職能，提升人力資源素質，充

實本館各單位同仁對於圖書館運作的管理與知能，

優化本館服務與工作品質，凝聚員工向心力，辦理

圖書館基本素養培訓課程 3場以上。 

(二) 落實客製化專業與服務能量 

落實企業化管理的制度與策略，提升員工的工作績

效、凝聚員工的組織認同，並強化員工服務知能，

改善讀者使用圖書館之服務體驗。 

(三) 提升館舍軟硬體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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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館舍空間改造案，提升讀者更優質、更便捷的

空間體驗以吸引閱覽資源利用，同時持續厚實、修

繕與更新本館各式軟硬體設備，進行大樹三館新建

案委託設計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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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圖書館 108年度績效評鑑指標 

績效評鑑

項目 

評鑑指標 
評鑑指標說明 

一、年度執

行成果

之考核 

(一) 豐富本館

館藏與擴

大閱覽服

務觸角 

1. 持續豐富本館館

藏及電子資源 

採購圖書資料與電子資源達 10

萬件以上 

2. 推廣本館電子資

源服務 
辦理推廣活動達 300場次 

3. 依分齡分眾提供

閱覽資源以提升

閱讀能量 

針對不同年齡層如兒童、青年及

樂齡讀者，與不同族群讀者如新

住民、身心障礙讀者辦理各式推

廣活動 

4. 提供具新型態的

閱覽服務以多元

化讀者閱讀體驗 

推廣多種不同形式的閱覽活動 

(二) 發展高雄

文學館為

南台灣在

地文學基

地 

1. 打造高雄文學館

為南台灣文學基

地 

各式文學活動規劃辦理成果 

2. 進行在地文學作

品整理、收藏、

徵集、展示及出

版 

在地文學整理、收藏、徵集、展

示及出版成果 

3. 鼓勵高雄青年市

民參與在地文學

創作 

1. 辦理 108年高雄青年文學獎 

2. 徵集文學獎作品至少 500件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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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評鑑

項目 

評鑑指標 
評鑑指標說明 

 

(三) 發展國際

繪本中心

為繪本創

作交流平

台 

1. 持續擴展繪本多

元館藏 

結合推廣活動和書展，薦購不同

議題繪本，強化館藏的深度與廣

度 

2. 傾聽與回應繪本

產業 

規劃「繪本沙龍」或「工作坊」，

提供參與者對繪本產業發展進

行學習、交流和探討的機會 

3. 創新嘗試繪本議

題 

規劃「非視覺繪本」系列活動，

開拓讀者對繪本不一樣的想像，

也期望透過活動促進明眼人對

視障的理解、帶動特殊族群讀者

的圖書館參與 

(四) 開拓與連

結社會各

界資源進

行閱讀推

廣 

1. 廣邀各界經費挹

注或物資贊助 

結合社會各界資源共同扎根在

地閱讀之成果 

2. 連結社會各界產

業資源 
與社會各界連結合作之成果 

3. 促進國際文化與

資訊交流 

多元提升圖書館國際交流之成

果 

(五) 強化本館

服務與品

質與優化

館舍軟硬

體設備 

1. 辦理圖書館基本

素養培訓課程 

辦理圖書館基本素養培訓課程

3場以上 

2. 落實客製化專業

與服務能量 

落實企業化管理的制度與策略

之成果 

3. 提升館舍軟硬體

設備 
館舍空間環境提升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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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評鑑

項目 

評鑑指標 
評鑑指標說明 

二、年度自

籌款比

率達成

率 

(一)自籌本館

營運經費 

1. 營運自籌相關收

入占預算收入之

比例 

創造本館自籌收益的情形與相

關活動的成果 

2. 補助款佔預算收

入之比例 

3. 物資贊助及贊助

款之比例 

(二)相關營運

經費分配

情形 

預算之運用與分配

合理性、管理效益

與執行率。  

依年度營運績效及成果，分析

經資門分配、人事資源分配之

合理性及各部預算的執行率 

三、創新發

展事項 

其他創新發

展事項 

創新提升本館相關

服務之成果 

創新活動規劃與辦理，提供讀者

服務、提升員工專業、改善內部

流程或增進財務發展，創造多面

向之服務 

四、其他相

關事項 

(一)董事會議 
召開次數、出席人數及審議事項

等 

(二)典章制度之建立 
典章制度與行政相關事務之運

作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