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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局 市 政 統 計 簡 析 

108-A05-01 號      108年 5 月 
臺中市 108 年度各級學校圖書資源剖析 

壹、前言 

閱讀，可以影響生活，更可以影響人生。對於閱讀的重要性，李

家同教授更以此為題，著述《大量閱讀的重要性》一書，說明未養成

閱讀習慣所造成的問題，如普通常識的缺乏、抓不住文章主旨及寫不

出脈絡清晰的文章等。而閱讀習慣的養成除了家庭教育之外，學校亦

居相當重要的一角，由此，本文將以本市各級學校的角度來探討，觀

察學校圖書館藏量及設備對於學生是否充足，利用統計指標檢視學校

能否提供學生一個優良閱讀環境並提出簡要建議。 

學校圖書之借閱對象為校內學生、教職員及校友，惟本文囿於統

計資料細度，爰校內學生以外之借閱者均忽略不計。另截至目前為止，

各級教育階段圖書數據除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高中)最新資料為

106 學年度，其餘皆為 107 學年度，若需加以探討比較各級學校 107

學年度圖書資源時，高中部分則以 106 學年數據替代。 

貳、圖書資源現況概述 

一、本市各級學校圖書收藏冊數達 1千 6百萬冊。 

本市各級學校 107學年度計有大專校院 17所、高級中等學校

51 所、國中 72 所(不含高中附設國中部)及國小 235 所，合計 375

所。其所擁有的圖書收藏冊數共計有 1,644萬 2,215 冊，其中大專

校院因所擁有資源較多且與其他教育階段學校財務規模有所懸殊，

雖然校數較少，圖書收藏冊數仍有 766萬 3,770冊(占 46.61%)為最

大宗，其次為校數最多的國小，計有 496 萬 4,732 冊(占 30.20%)，

其後為高中 230 萬 1,492 冊(占 14.00%)、國中 151 萬 2,221 冊

(9.20%)。(詳表 1、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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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專校院期刊雜誌及電子書比重分別近百分百。 

大專校院因學門系所分類多樣，且各學術領域有其國際及國

內期刊學術研究期刊或雜誌，以致所訂閱之期刊、雜誌種類繁多，

合計有 70 萬 8,977種(占 98.71%)，其餘教育階段皆不足 1%。 

受圖書館電子設備影響，高中以下學校近年雖有陸續添購電

子書，但因各校圖書設備不一，且未必皆有能力或有足夠經費採購

及管理維護，因此高中以下電子書合計僅 3萬 6,967種(占 0.32%)。

而對大專校院圖書資源來說，因有足夠能力建置電子資源系統或

電子資料庫，供師生或校友進行電子書借閱，電子書種類相對大量

且多元，計 1,153萬 2,111種(占 99.68%)。(詳表 1、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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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小圖書借閱人次及冊次占比皆最大，分別為 62.76%及

57.20%。 

觀察圖書借閱人次及冊次數據，國小及大專校院於兩者均列

第一與第二。借閱人次部分，國小為 253萬 6,893人次(占 62.76%)，

大專校院為 92 萬 5,057 人次(占 22.88%)，隨後為國中及高中，後

兩者可能受學生數較少影響，占比較少，兩者合計仍不足 1 成 5；

而借閱冊次部分，國小為 433 萬 5,833冊次(占 57.20%)，大專校院

223 萬 5,452冊次(占 29.49%)，其後為高中及國中。(詳圖 1) 

四、閱覽座位數大專校院最多，1萬 6,833位；購買圖書資料經費

以國小 6,398萬 7,269元最高。 

本市各級學校所屬圖書館(室)多有閱覽座位設計，雖一般圖書

借閱者於借閱圖書後可攜出館外閱讀，但固定期間出刊的期刊及

生活、語言雜誌，大部分圖書館(室)仍有僅限館內閱讀的限制。而

設有閱覽座位較多的圖書館(室)能提供閱讀空間給隨意流連的學

生們閱讀所選書目，增進閱讀品質，不必囿於閱覽座位的不足，需

於走道旁站立閱讀或坐於走廊，影響其他閱讀者檢閱書目。由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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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閱覽座位多寡仍能反映圖書館(室)可同時容納多少閱讀者數量

及學生閱讀品質，進而提升學生閱讀習慣。檢視閱覽座位數部分，

大專校院擁有 1 萬 6,833位(占 33.54%)最多，而居第二及第三的國

小、高中緊隨其後，分別擁有 1 萬 4,005位(占 27.90%)及 1萬 3,974

位(27.84%)，而國中則因校數少及資源受限名列榜尾，擁有 5,383

位(占 10.72%)，與居第三的高中相較，少 8,591 個閱覽座位(差約

17.12個百分點)。 

另，觀察購買圖書資料經費部分，因大專校院無數據，僅探討

高中以下學校之資料。國小因其校數及學生數為多，觀察其數據可

知經費分配大多落於此教育階段，有 6,398萬 7,269 元，而居第二

的高中則有 1,010萬 496 元，差距約 6 倍有餘，可說是相當懸殊。

而經費最少的國中，甚至只有高中的六成。(詳表 1、圖 1) 

參、各級學校圖書資源探討 

一、各級學校圖書收藏冊數逐年增加，以國中增加 36.78%最高。 

近年教育部及本局補助學校充實圖書館藏書，且民間機構捐

贈圖書踴躍，以致大部分學校圖書收藏冊數年年增加。觀察 103 學

年度至 107學年度增加率，國中圖書收藏冊數增加率 36.78%最高，

國小 28.40%其次，顯見政府相當重視中小學生之圖書閱讀養成教

育，無論中央或地方每年皆有經費補助中小學校充實圖書，希望藉

由購置新書、擴充好書，提升中小學生閱讀量，近而養成閱讀習慣。

(詳圖 2) 

二、大專校院每校平均擁有圖書冊數1及 每生平均擁有圖書冊數

皆為最高，分別為 45.08萬冊、42.01冊。 

以每校平均擁有圖書冊數及每生平均擁有圖書冊數觀察圖書

收藏冊數之分配狀況。觀察每校平均擁有圖書冊數，以大專校院

45.08 萬冊大幅領先，其次為高中 4.60 萬冊(106 學年資料)，國中

小受限資源及校數多，致指標偏低，分別為 2.10 萬冊及 2.11 萬冊。 

 

 
1 每生平均擁有圖書冊數，高中部分學生數包含附設國中及附設國小學生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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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分析數據指標內涵，本市大專校院目前共 17所，校內館

藏圖書(含中文圖書及外文圖書)冊數高於每校平均擁有圖書冊數

之學校數計有 6所，由多至少依序為東海大學、中興大學、靜宜大

學、逢甲大學、朝陽科技大學及亞洲大學。本市各級學校圖書冊數

多集中於大專校院，而大專校院圖書資源又偏分配於此 6 所；高

中部分，本市 106學年共有 50所，校內館藏圖書(含中文圖書及外

文圖書)冊數高於每校平均擁有圖書冊數之學校數僅計有 18 所，有

分配不均之現象，其中 18 所以私立學校占多數，又以位在烏日區

的明道高中最多，而公立學校中以位在大甲區的大甲高中最多。從

各高中館藏圖書對比其所在地區及設立別，初步得知，圖書收藏冊

數多分配於私立學校，而公立學校圖書收藏冊數又多分配位於市

區之傳統名校居多；國中部分，本市目前計有 72所，高於每校平

均擁有圖書冊數之學校數計有 33 所，分配屬合理範圍。而進一步

觀察學校規模(學生數)對圖書收藏冊數之影響，發現中大規模學校

(學生數大於 500人)圖書收藏冊數多高於平均數，高於平均數且屬

中大規模學校計有 32 所，占高於平均之學校數 96.97%。反之，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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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平均且屬中大規模學校僅計有 18 所，占低於平均之學校數

46.15%，由此可知本市國中圖書資源多分配於中大規模學校；國小

部分，其數據顯示，資源分配與國中大致相似。本市國小目前計有

235 所，其中高於每校平均擁有圖書冊數之學校數計有 91 所，僅

占 38.72%，圖書資源分配嚴重不均；又觀察與學校規模關係，高

於平均數且屬中大規模學校之校數計有 84所，占高於平均之校數

92.31%，反之，低於平均數且屬中大規模學校之校數僅有 35 所，

占低於平均之學校數 24.31%，亦顯示本市國小圖書資源多分配於

中大規模學校，與國中分配結構相似。建議未來經費分配應優先補

助低於

每校平

均擁有

圖書冊

數且屬

中大規

模之學

校，提

高較少

圖書資

源之中

大規模

學校學

生可閱

讀書籍。(詳圖 3) 

另，各級學校每生擁有圖書冊數，仍以大專校院 42.01冊最高，

其次為國小 32.93 冊，而國中及高中分別為 26.05 冊及 18.06 冊。

從圖 3 中發現，大專校院擁有龐大資源致兩指標均為最高，尚屬

合理。餘每校平均擁有圖書冊數部分，高中冊數多於國中小，再觀

察每生平均擁有圖書冊數部分，高中冊數卻少於國中小，尤以少國

小近 2 倍，其緣由可能係高中每校平均學生數較多所導致。從此

角度觀察，政府或民間圖書資源投注力道，高中應大於國中小，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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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每生可使用圖書冊數提高，而國中小需額外注意各校規模與圖

書資源之分配是否合適。 

三、數據經整理歸納後顯示，學校規模愈大之國中小學校，校內圖

書冊數愈多；而本市圖書冊數不足 1 萬冊之學校，國中小共

計 15校。 

承上段，針對國中小學校規模(學生數)對圖書收藏冊數之影響

作出散佈圖(如圖 4)，顯而易見，圖書冊數確實與學校規模成直線

趨勢。落於

直線趨勢

右下角之

點 (橢圓區

域)，屬學生

數較多，校

內圖書冊

數卻偏少

之學校，校

內學生可

使用圖書

冊數較低，需有較多圖書資源挹注。該區域中，又以紅圈中之學校

其圖書冊數嚴重不足，為市立北勢國小，每生平均擁有圖書冊數僅

8.34 冊，低於國小平均 32.93 冊約略 4倍，該校應將擴充圖書冊數

視為重點業務，以增加校內圖書資源。 

另於圖中觀察可知絕大多數學校，其圖書冊數無論學校規模

大小皆多於 1 萬冊。由此，本分析整理校內圖書冊數未達 1 萬冊

之國中小學校校數計 15 所，其中國中 4 所，國小 11 所。前述學

校中，除位於西屯區之私立麗喆國中(小)2屬市區，其餘皆位於沿海

 
2 私立麗喆國中小雖為國中小合校，為利於統計分析，報表查填仍分國中及國小個別查填，其

學校名稱顯示方式如為國中則以「麗喆國中(小)」表示。又，若學校無法區分國中小圖書資料

者，以「國中小學生數比率」設算後分別查填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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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或山區，多屬小規模學校，約一半學校其學生數不足 100 人。

爰此，本局於 107 學年充實國民中小學圖書館藏量計畫中，將前

揭校內圖書未達 1 萬冊之學校列為優先分配對象，大幅擴增其圖

書冊數，弭平各校圖書資源落差，未來亦逐年研擬相關政策補助學

校圖書，以達成校校圖書足萬冊目標。 

四、本市各級學校其圖書冊數類別，除大專校院以外文類書籍占

比最高，其餘階段圖書類別占比最高皆為語言文學類。 

觀察各級學校圖書類別占比，大專校院因學術研究需求，外文

類書籍占 22.64%最高，其次為語言文學類及社會科學類，分別占

15.97%及 14.90%；而高中以下學校皆以語言文學類為最大宗，且

教育程度愈低，該類占比愈高，國小達到 61.08%，可看出國中小

學校對於學生文學類知識汲取的重視程度，也顯示教育程度愈高

之學校，各圖書類別冊數會漸趨分散，尤對於應用科學類及社會科

類書籍的挹注資源顯著增加。在應用科學類書籍部分，該類於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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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圖書冊數僅占 2.66%，顯示教育程度愈高，其占比亦愈高，在大

專校院總圖書冊提升至占 14.42%；在社會科學類書籍部分亦同，

於國小總圖書冊數僅占 6.23%，大專校院則提升至占 14.90%。(詳

圖 5) 

再觀察各級學校圖書館各類別圖書冊數，大專校院挾其資源優

勢除自然科學類及語言文學類外，各類別書籍冊數於各教育階段

比較中皆為最高。而自然科學類及語言文學類部分則以國小為高，

其中語言文學類國小冊數甚至高於大專校院冊數 2 倍之多，亦驗

證上段所述，國中小學校對於此類書籍重視之說，惟國中校數較少，

在比較冊數方面無法與大專校院比擬，然其占比亦達到 48.02%。

(詳圖 6) 

再以各級學校各類別書籍增減比率探析，各級教育學校各類

別書籍除國小之總類書籍有減少現象，減少 5.55%，其餘多呈現增

長狀態。另以各級教育別觀察，大專校院以藝術類增加 14.60%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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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高中以外文類增加 23.14%最多，而國中及國小皆以語言文學

類分別增加 60.28%及 45.39%為最多。從中可看出不同教育階段所

著重的圖書增置方向不同，亦可知悉學校對於各類別圖書重視程

度有輕重之別，國中小尤其明顯，間接反映出國中小學生閱讀書籍

類別傾向。(詳表 2)  

 

五、各級學校學生每次平均借閱冊數以大專校院 2.42 冊最多；而

每位學生每學年平均借閱次數以國小 17.13次最多。 

將圖書借閱人次作為分母，圖書借閱冊次作為分子，由此可得

出學生每次借閱時之平均冊數。參見圖 7，以國中及高中之間為分

水嶺，高中及大專校院學生每次借閱冊數較高，大多每次借閱 2 冊

以上，而相較之下，國中小學生每次借閱冊數較少，其中又以國中

居後。(詳圖 7)  

再以學生數作為分母，圖書借閱人次作為分子，得出之數值可

解釋為每位學生於學年度中所借閱的次數。觀察各級學校 103 學

年至 106 學年數值，大專校院及國中皆約落於 5 次左右，意即每

位學生於學年度中平均借閱 5 次；國小數值於 4 個學年度皆為最

高，106 學年更攀上高峰增加為 17.13 次，相當於若寒暑假不計， 



11 
 

本市每位小學生每月約借書 2 次；而高中部分，4 個學年度皆為最

低，約落於 2 次上下，推測與該教育階段學生多將心力付出於升

學考試有關，與大專校院或國中相較，差約 2 倍，再與國小相較，

差距有約 8 倍之多。(詳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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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專校院 106 學年度每位學生平均線上資源檢索次數與平均

圖書借閱次數，相差 18.71倍之多。 

現今網路技術日新月異，許多實體作業已逐漸發展網路模式，

圖書館借閱流程亦不例外，電子書的線上借閱模式在各級學校也

逐步建立。惟除大專校院外，其餘教育階段學校囿於校內資源分配

及學生借閱習慣等，電子書發展尚不成熟，相關統計仍不齊全，爰

本段以探討大專校院圖書館之電子資源為主。 

從表 3 可知，光碟及其他類型資料庫 107 學年度較 103學年度

減少 10%，而電子書及線上資料庫分別增加 52.33%及 1.93%，由

此可看出資源分布呈現流向電子資源之象。 

 

再分析每位學生平均圖書借閱次數及平均線上資源檢索次數，

觀察學生借閱習慣。圖書借閱部分，每位學生於學年度中借閱次數

從 103 學年度逐年下降，至 106 學年度為 5.01 次；而線上資源部

分，每位學生於學年度中檢索次數趨勢恰好相反，從 103 學年度

一路上升至 106學年度達 93.72 次，平均每月檢索約略 8次，次數

相當高，推估與學生慣於線上資料庫查閱寫作論文之參考資料有

關。而從電子書冊數快速成長角度而言，可能與學生隨時間推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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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使用習慣養成有關，當然也與線上資源本身特性有關，包括方

便、不限地域(有些資料庫限校內網域使用)等。截至 106學年度數

據，大專校院每位學生平均線上資源檢索次數已高於平均圖書借

閱次數 18.71 倍。(詳圖 9) 

七、國中小學校圖書閱覽座位可能不足之狀況。 

國中小義務教育階段，正值學生閱讀啟蒙時期，學校推廣閱讀

課程對於學生閱讀習慣養成相當重要。而閱讀推廣方式各校不一，

有以班為單位進入校內圖書館 1 至 2 堂課時間，自行借閱書冊閱

讀並填寫閱讀心得；亦有老師以班級為單位至校內圖書館借書帶

回班級內或回家閱讀並於閱後填寫心得。而不論方式為何，校內圖

書館閱覽座位有足夠位數供學生閱讀課外書之重要性至關重要，

本段以此分析圖書閱覽座位數可能不足之學校數。 

研析計算方式分為 2 種，學校皆以班級為單位安排學生進入

圖書館閱讀為前提。第 1 種，先計算各校每班平均學生數，再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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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各校閱覽座位數能容納班級數，延伸假設一節課時間該校圖

書館能容納班級數。而若一天 8 節，5 天共計 40 節，將各校班級

總數除以各校閱覽座位數能容納班級數，得出之數值大於 40，便

有閱覽座位可能不足之狀況。此方式得出的數據意涵為，學校能否

在一周內 40節課時間消化全校班級數，使全體學生皆有進入圖書

館閱讀一節課之時間。其結果為國中及國小皆有 6 所學校閱覽座

位可能不足。 

第 2 種，單純以每校圖書閱覽座位能否容納每班學生數為足夠

與否之指標。若學校閱覽座位數小於各校每班平均學生數，即為不

足，表示該校閱覽座位尚不足容納 1 班之學生數。其結果為國中

有 5 所，國小有 10所。(詳表 4)  

 

 

 

肆、結語 

近年從中央至地方政府，無不關心學校圖書設備等資源之充足與

否，尤其對國中小學校更為重視，紛紛編列經費補助學校充實圖書及

推廣閱讀。於此同時，本文由統計數據檢視學校之圖書資源分布，作

為日後政府經費補助或民間捐贈方向參考，期許均衡學校圖書資源，

以培養學生閱讀習慣，激發其創造力，豐富其學習生活。更希冀能拋

磚引玉，日後能有更多圖書資源方面之分析，能瞭解其他縣市或發展

出更為全面之研究。 

而本文分析本市區域內各級學校圖書資源，以統計指標作為資源

分配之標準，惟實際學校各主管機關不同，校際之間圖書資源難以整

併。如市立學校由本局管轄，國立學校則屬中央權管，而各大專校院

間又較為獨立，雖近年部分大專校院積極作校際間資源整併及合作，

但仍有改善空間。若能加強整合腳步，改善圖書資源分配不均，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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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效提升學生可閱讀數冊並營造校園閱讀風氣，蘊育文化內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