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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圖書館係指由各級主管機關、鄉

（鎮、巿）公所、個人、法人或團體設立，以

社會大眾為主要服務對象，提供圖書資訊服

務，推廣社會教育及辦理文化活動之圖書館，

我國公立公共圖書館依其隸屬層級分為國立

公共圖書館、直轄市立公共圖書館、縣（市）

立圖書館及縣（市）文化局（中心）圖書館、

鄉（鎮、市）立圖書館等 4個層級。 

依據我國公共圖書館統計系統的數據資

料，截至 101年 12月 31日止全國公立公共圖

書館的數量、人力資源、購買圖書資料經費、

館藏收藏數量、館藏使用情形、推廣活動辦理

情形、閱覽席位及電腦數量等詳如下所述。 

 

一、圖書館數量 

至 101年底，國立公共圖書館有國立中央

圖書館臺灣分館及國立臺中圖書館；國立臺中

圖書館除總館外，另有分館 1所、閱覽室 3所

及館外服務站 3所。直轄市立公共圖書館計有

臺北市立圖書館、新北市立圖書館、高雄市立

圖書館及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文化中心圖書

館、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所屬圖書館、臺南市立

圖書館；臺北市立圖書館除總館外，另有分館

42所、民眾閱覽室 11所及館外服務站 9所；

新北市立圖書館除總館外，另有分館 60 所、

閱覽室 39 所；高雄市立圖書館除總館外，另

有分館 58所、閱覽室 32所及館外服務站 3所；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共 34 所總館、分館 7 所、

閱覽室 66 所及館外服務站 7 所；臺南市立圖

書館共 35所總館、分館 7所、閱覽室 82所及

館外服務站 1所。縣（市）立圖書館共 17所、

分館 6所、閱覽室 28所及館外服務站 118所。

鄉（鎮、市、區）立圖書館共 216所、分館 32

所、閱覽室 295 所及館外服務站 29 所。其他

另有位於南投縣之省政府圖書館 1所及其閱覽

室 1所。總計全國公共圖書館 308所、分館 211

所、閱覽室 557所及館外服務站 171所。 

 

二、人力資源 

全國公立公共圖書館工作人員總數為 1萬

4,344人，其中編制內人員 1,213人、臨時人員

1,560人、約聘僱人員 306人、工讀生 193人、

志工 1萬 70人、其他 1,002人。國立級圖書館

人力總計 1,048 人；直轄市級圖書館人力總計

8,463人；縣市級圖書館人力總計 1,307人；鄉

鎮市級圖書館人力總計 3,438 人；臺灣省政府

圖書館人力總計 88 人。按內政部全國人口統

計數據加以計算，平均全國每位館員所服務的

人口數為 1萬 9,221人，其中每位館員所服務

之人口數在平均值以上之縣市依次為臺南市

（6萬 2,721人）、嘉義市（5萬 4,244人）、新

竹市（4萬 2,507人）、桃園縣（3萬 9,807人）、

新北市（3 萬 9,393 人）、金門縣（3 萬 7,703

人）、新竹縣（2 萬 1,833 人）、高雄市（2 萬

1,050人）、臺中市（2萬 975人）、屏東縣（1

綜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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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9,510人）、彰化縣（1萬 9,401人）；每位館

員所服務之人口數在平均值以下之縣市依次

為臺東縣（1萬 7,404人）、雲林縣（1萬 7,341

人）、嘉義縣（1 萬 6,173 人）、花蓮縣（1 萬

5,235人）、苗栗縣（1萬 4,460人）、宜蘭縣（1

萬 3,488人）、澎湖縣（9,884人）、南投縣（9,633

人）、臺北市（8,327人）、基隆市（7,252人）。 

 

三、圖書資料經費 

全國公立公共圖書館 101年全年購買圖書

資料經費總計為 4 億 8,794 萬 7,482 元，其中

購買圖書占 3億 2,378萬 9,753元、期刊占 5,123

萬 4,206元、報紙占 2,916萬 9,691元、視聽資

料占 3,485 萬 3,926 元、電子資料占 1,737 萬

3,180元、其他資料占 3,152萬 6,726元。國立

級圖書館購買圖書資料經費總計3,386萬3,148

元；直轄市級圖書館購買圖書資料經費總計

3,136萬 9,190元；縣市級圖書館購買圖書資料

經費總計 4,795 萬 5,214 元；鄉鎮市級圖書館

購買圖書資料經費總計 9,149萬 509元；臺灣

省政府圖書館購買圖書資料經費總計 126 萬

9,421 元。按內政部全國人口統計數據加以計

算，平均全國每人購書經費約 20.93 元，其中

每人購書經費在平均值以上之縣市依次為連

江縣（85.29元）、臺北市（39.37元）、金門縣

（29.31 元）、雲林縣（27.41 元）、新北市

（25.81 元）、苗栗縣（25.57 元）、澎湖縣

（24.60 元）；購書經費低於平均值以下之縣

市依次為花蓮縣（20.17元）、臺中市（19.73

元）、臺南市（19.01元）、高雄市（18.56元）、

臺東縣（17.78元）、桃園縣（14.62元）、宜蘭

縣（14.46元）、南投縣（13.80元）、嘉義市

（13.75 元）、新竹縣（12.38 元）、嘉義縣

（12.28 元）、屏東縣（12.18 元）、基隆市

（10.66元）、彰化縣（9.11元）、新竹市（6.41

元）。 

四、圖書資料數量 

全國公立公共圖書館 101年全年館藏數量

總計為 3,725萬 4,822冊（件、種），其中包括

圖書 3,572萬 6,523冊、期刊 5萬 7,759種、報

紙 5,506種、其他 27萬 8,198冊、非書資料 124

萬 3,017冊、電子資源 28萬 5,282種。國立級

圖書館之館藏數量為 276萬 1,882冊；直轄市

級圖書館之館藏收藏數量為 2,105 萬 2,217

冊；縣市級圖書館之館藏收藏數量為 365 萬

8,696 冊；鄉鎮市級圖書館之館藏收藏數量為

958萬 504冊；臺灣省政府圖書館之館藏收藏

數量為 20萬 1,523冊。平均全國民眾每人擁有

公共圖書館館藏冊數為 1.60冊，其中每人擁書

量在平均值以上之縣市依次為連江縣（10.89

冊）、澎湖縣（4.37 冊）、臺北市（2.50 冊）、

臺東縣（2.49冊）、南投縣（2.26冊）、花蓮縣

（2.14 冊）、金門縣（2.09 冊）、宜蘭縣（1.87

冊）、苗栗縣（1.86 冊）、屏東縣（1.67 冊）、

新北市（1.62 冊）；每人擁書量低於平均值以

下之縣市依次為嘉義縣（1.58 冊）、臺中市

（1.53 冊）、高雄市（1.43 冊）、雲林縣（1.42

冊）、臺南市（1.41 冊）、新竹縣（1.39 冊）、

彰化縣（1.29冊）、基隆市（1.10冊）、嘉義市

（0.86 冊）、桃園縣（0.82 冊）、新竹市（0.64

冊）。 

 

五、閱覽席位及電腦數量 

全國公立公共圖書館 101年提供之閱覽席

位總計為 8萬 3,025席，其中國立級圖書館之

閱覽席位數為 2,929 席；直轄市級圖書館之閱

覽席位數為 4萬 5,926席；縣市級圖書館之閱

覽席位數為 7,727 席；鄉鎮市級圖書館之閱覽

席位數為 2萬 6,203席；臺灣省政府圖書館之

閱覽席位數為 240席。 

全國公立公共圖書館 101年供讀者使用的

電腦數總計為 4,849 臺，其中國立級圖書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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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讀者使用電腦數為 432臺；直轄市級圖書館

之供讀者使用電腦數為 2,197 臺；縣市級圖書

館之供讀者使用電腦數為 326臺；鄉鎮市級圖

書館之供讀者使用電腦數為 1,880 臺；臺灣省

政府圖書館之供讀者使用電腦數為 14臺。 

 

六、借閱證數量 

全國公立公共圖書館 101年全年辦證數量

總計為 998萬 117張，其中國立級圖書館辦證

數量為 95萬 8,597張；直轄市級圖書館辦證數

量為 611萬 5,729張；縣市級圖書館辦證數量

為 136萬 7,030張；鄉鎮市級圖書館辦證數量

為 155萬 8,068張；臺灣省政府圖書館辦證數

量為 7萬 2,231張。 

 

七、館藏使用情形 

（一）圖書資料借閱冊數 

全國公立公共圖書館 101年全年圖書資料

借閱量總計為 6,290萬 4,803冊（件），其中國

立級圖書館之圖書資料借閱量為 250 萬 9,679

冊；直轄市級圖書館之圖書資料借閱量為4,148

萬 5,895 冊；縣市級圖書館之圖書資料借閱量

為 635 萬 41 冊；鄉鎮市級圖書館之圖書資料

借閱量為 1,229 萬 8,576 冊；臺灣省政府圖書

館之圖書資料借閱量為 26 萬 612 冊。平均全

國每人借閱冊數為 2.70冊，其中平均每人借閱

冊數在平均值以上之縣市依次為臺北市（4.75

冊）、連江縣（3.17 冊）、臺中市（2.99 冊）、

臺南市（2.92冊）、高雄市（2.91冊）；每人借

閱冊數在平均值以下之縣市依次為彰化縣

（2.69 冊）、澎湖縣（2.63 冊）、苗栗縣（2.54

冊）、新北市（2.46 冊）、南投縣（2.43 冊）、

宜蘭縣（2.38冊）、新竹市（2.35冊）、新竹縣

（2.31 冊）、嘉義市（2.26 冊）、基隆市（2.24

冊）、金門縣（2.01 冊）、花蓮縣（1.78 冊）、

桃園縣（1.72冊）、屏東縣（1.53冊）、雲林縣

（1.51 冊）、臺東縣（1.48 冊）、嘉義縣（1.16

冊）。 

（二）圖書資料借閱人次 

全國公立公共圖書館 101年全年圖書資料

借閱人次總計為 1,788 萬 8,352 人次，其中國

立級圖書館之圖書資料借閱人次為 63萬 3,232

人次；直轄市級圖書館之圖書資料借閱人次為

1,193萬 9,910人次；縣市級圖書館之圖書資料

借閱人次為 212萬 283人次；鄉鎮市級圖書館

之圖書資料借閱人次為 314萬 8,769人次；臺

灣省政府圖書館之圖書資料借閱人次為 4 萬

6,158人次。 

 

八、推廣活動辦理情形 

（一）推廣活動場次 

全國公立公共圖書館 101年全年推廣活動

場次總計為 8萬 4,944場次，其中閱讀推廣活

動 2萬 7,359場，社教藝文活動 1萬 5,227場，

地方特色活動 1,792場，說故事活動 1萬 9,267

場，影片欣賞活動 1萬 4,348場，其他活動 6,951

場。國立級圖書館之推廣活動場次總計 1,278

場次，其中閱讀推廣活動 376場，社教藝文活

動 186場，地方特色活動 4場，說故事活動 248

場，影片欣賞活動 309場，其他活動 155場。

直轄市級圖書館之推廣活動場次為 5 萬 2,326

場次，其中閱讀推廣活動 1萬 6,817場，社教

藝文活動 9,453場，地方特色活動 540場，說

故事活動 1 萬 1,781 場，影片欣賞活動 8,836

場，其他活動 4,899 場。縣市級圖書館之推廣

活動場次為 9,634 場次，其中閱讀推廣活動

3,691場，社教藝文活動 1,135場，地方特色活

動 460場，說故事活動 2,160場，影片欣賞活

動 1,653場，其他活動 535場。鄉鎮市級圖書

館之推廣活動場次為 2萬 1,273場次，其中閱

讀推廣活動 6,208場，社教藝文活動 4,448場，

地方特色活動 788場，說故事活動 5,028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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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欣賞活動 3,439 場，其他活動 1,362 場。

臺灣省政府圖書館之推廣活動場次為 433 場

次，其中閱讀推廣活動 267場，社教藝文活動

5場，說故事活動 50場，影片欣賞活動 111場。 

（二）推廣活動參加人次 

全國公立公共圖書館 101年全年推廣活動

參加人次總計為 1,386 萬 6,814 人次，其中閱

讀推廣活動 503萬 7,641人次，社教藝文活動

296 萬 268 人次，地方特色活動 357 萬 2,789

人次，說故事活動 51萬 2,845人次，影片欣賞

活動 94 萬 8,698 人次，其他活動 83 萬 4,573

人次。國立級圖書館之推廣活動參加人次為 36

萬 8,050人次，其中閱讀推廣活動 9萬 844人

次，社教藝文活動 14萬 6,512人次，地方特色

活動 6萬 628人次，說故事活動 8,655人次，

影片欣賞活動 1萬 8,538人次，其他活動 4萬

2,873 人次。直轄市級圖書館之推廣活動參加

人次為 473萬 7,598人次，其中閱讀推廣活動

299 萬 9,876 人次，社教藝文活動 51 萬 6,522

人次，地方特色活動 15萬 6,225人次，說故事

活動 290萬 742人次，影片欣賞活動 19萬 8,957

人次，其他活動 57萬 5,276人次。縣市級圖書

館之推廣活動參加人次為 528萬 287人次，其

中閱讀推廣活動 132萬 4,247人次，社教藝文

活動 124萬 2,991人次，地方特色活動 186萬

1,022人次，說故事活動 10萬 3,034人次，影

片欣賞活動 61萬 5,175人次，其他活動 13萬

3,818 人次。鄉鎮市級圖書館之推廣活動參加

人次為 334萬 983人次，其中閱讀推廣活動 48

萬 7,834 人次，社教藝文活動 105 萬 3,409 人

次，地方特色活動 149萬 4,914人次，說故事

活動10萬8,830人次，影片欣賞活動11萬3,390

人次，其他活動 8萬 2,606人次。臺灣省政府

圖書館之推廣活動參加人次為 13 萬 9,896 人

次，其中閱讀推廣活動 13萬 4,840人次，社教

藝文活動 834人次，說故事活動 1,584人次，

影片欣賞活動 2,638人次。 

 

 

 

一、首長異動 

101年 8月 13日舉行新、卸任館長交接典

禮，卸任館長黃雯玲接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長，

新任館長由教育部督學陳雪玉接任，教育部常

務次長陳益興擔任監交人，陳次長表示臺灣學

和臺灣資料是臺灣分館的特色與鎮館之寶，近

年來完成臺灣資料全文數位化並建置「臺灣學

數位圖書館」，同時開設圖書醫生培訓，推廣

圖書修復技術與觀念等，期許陳雪玉館長上任

後，打造更優質卓越的閱讀環境，為 102年元

旦更名「國立臺灣圖書館」開創新局。新任館

長陳雪玉為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曾

任教育部社教司科長、專門委員、副司長、督

學兼國語會執行秘書等職。在陳館長的領導

下，為 102年改制更名「國立臺灣圖書館」繼

續努力，希望未來能提升服務品質及創新，朝

專業化方面努力，讓圖書館事業有更全面性的

發展。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長布達暨交接典禮

（101.8.13） 

 

二、接管陽明山中山樓管理所 

為配合國父紀念館於 101 年 5 月 20 日移

撥文化部，原所屬陽明山中山樓管理所同日起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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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臺灣分館暫接管，自 5 月 20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間業務由臺灣分館督管。101 年度預算由

國立國父紀念館賡續執行；另於暫接管過渡期

間經費之需求，擬訂計畫報教育部申請補助。

5 名職員由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納編派職，

102年 1月 1日組改生效後正式納入編制。 

 

三、建構視障數位圖書館，營造無障礙閱讀

環境 

100年 12月 15日教育部發布「視覺功能

障礙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辦法」，同年 12月

26日指定國立中央圖書館（簡稱臺灣分館）為

上開辦法之專責圖書館，負責推動及落實視覺

功能障礙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101 年訂定

「強化視障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中程發展

計畫」，除充實視障館藏及整合國內視障資源

外，並建置符合 AAA 等級無障礙網頁規範之

「 視 障 電 子 資 源 整 合 查 詢 系 統 」

（http://viis.ntl.edu.tw）。該系統於 12 月 21 日

正式啟用，提供書目查詢、全文檢索、瀏覽下

載、個人化介面、新書通報等各項功能，介接

各視障資源機構無障礙網頁，並將逐年整合政

府單位、圖書館、學校及視障相關機構等電子

化圖書資源與書目資訊，提供單一查詢窗口之

便捷服務，以促進視障者公平閱讀權益及資訊

接收機會。 

 

四、推動「臺灣學研究中心」服務計畫 

（一）整合臺灣文獻資源 

1.續建並維護「日文舊籍臺灣文獻聯合目錄」

書目資料：原 92 年規劃、93 年完成建置之

「日文舊籍臺灣文獻聯合目錄」，101年除進

行日治時期學校教育史料書目建置外，並維

護更新書目資料。至 101年 12月底，系統總

筆數達 4萬 1,376筆資料。 

2.辦理合作典藏圖書資料互借作業：於101年 2

月與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訂定「合作典

藏圖書館際互借作業細則」，就雙方合作典藏

書籍提供互借服務，以降低研究者於使用資

料上需兩地奔波之不便及資源共享，至 12月

止共計有 13件申請案，借用書籍 42冊。 

3.擴展出版品國際交換業務：加強與大陸港澳

地區、日本、韓國、美國、歐洲等學術研究

單位暨圖書館進行出版品交換；另為充實「多

元文化資源區」館藏，與越南、印尼、泰國、

緬甸等四國文教機構聯繫，進行圖書交換業

務。 

（二）建構「臺灣學數位圖書館」 

1.日治時期總督府圖書館舊籍微捲至 101 年已

數位化完成，計圖書 1,364捲（約 1萬 4,409

冊）、期刊 494捲（約 322種）及地圖 1,117

張，至 101年底系統瀏覽人次共 24萬 3,049

人次，101年瀏覽 1萬 5,175人次。 

2.「臺灣學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98年底整

合完成 61 個國內臺灣學相關資料庫，99 年

系統啟用並增至 82個資料庫，101年新增 22

個，截至 101年 12月底，總計 126個，使用

人次共 4萬 7,073人次。 

3.為推廣數位化系統，辦理系統使用說明會，

101 年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史所、東海大

學歷史系、臺灣歷史博物館、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圖書館、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學所、國

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及臺灣分館辦理 7 場系統

說明會，約 249人參與。 

（三）加強與國內外學術研究單位合作 

1.與真理大學合作完成「日治時期（1895-1945）

繪葉書—臺灣風景明信片」系列文稿撰寫及

審查工作，內容是以日治時期所發行明信

片，依圖片性質分門別類，輔以時人撰寫之

相關記事報導或旅遊雜記為文，分別為「全

島卷上」、「全島卷下」及「花蓮港廳．臺東

廳卷」三種。 



中華民國一○二年圖書館年鑑 

74 

 

 

2.辦理「臺灣學系列講座」12場次，並建置線

上演講廳及出版講座專輯。 

3.辦理館藏「調查報告類」、「名錄類」及「地

圖類」等三檔書展，另於國立臺灣史前文化

博物館舉辦「航行中的意外旅程—國立中央

圖 書 館 臺 灣 分 館 漂 流 文 獻 巡 迴 展 」

（101.10.2-102.2.28）。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舉辦「航行中的意外旅程—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漂流文獻巡迴展」（101.10.2） 

 

4.獎助臺灣學相關博碩士論文，101 年申請件

數共計收 131件（博士 16篇、碩士 115篇），

經初審、複審決議獎助博士論文 2篇，碩士

論文 6 篇，佳作博士論文 2 篇、碩士論文 2

篇，並於 12月 14日舉辦論文發表會暨頒獎

典禮。 

（四）支援臺灣史課程教學 

1.發行《臺灣學研究》半年刊 13及 14期，並

於網站提供電子版。101 年獲行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人文社會期刊排序評比，核列為二

級期刊。 

2.發行《臺灣學通訊》月刊 61至 71期，每月

以主題方式呈現，印製 7,000 份，寄送各級

學校與文史單位等，並發行電子報。 

 

 

 

五、推動「臺灣圖書醫院」創新服務計畫 

（一）強化「臺灣圖書醫院」效能 

1.委託專家進行《製本之輯》專書翻譯及審查

工作，該書內容為日本製本家上田德三郎口

述製本過程，並由武井武雄繪製圖解，文中

對於和本（線裝書）及西本（精裝書）有詳

盡製作方式說明，為圖書裝幀、修復之絕佳

參考資料。 

2.招募志工加入修復工作行列，自 98年 3月起

陸續招募志工，至 101年已有 13人，培養紙

質文獻修護人才。全年修護中、西式書籍、

地圖及檔案共 294冊（件），冷凍除蟲 3, 845

冊。 

（二）延續多元管道傳承圖書維護技術 

1.與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合作辦理「圖書預防

性保存與修護研習班」（7月 9日至 13日），

規劃系統性圖書修復技術課程，計 38位國內

外人士參與。 

2.辦理圖書維護研習「圖書文獻紙張材料染色

固色修護基礎課程」，聘請徐健國老師利用裝

訂室設備講解與實作，自 10月 1日至 11月

12日止，合計 7場次。 

3.訂定「臺灣圖書醫院實習要點」，提供大學相

關系所學生圖書維護實務學習的機會，101

年學生申請實習計 11位。 

（三）舉辦活動推廣全民圖書維護觀念 

1.3 月 6 日至 7 月 6 日辦理「書藝風華—館藏

裝幀形式展」。 

2.8月 7日至 12月 7日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林

業試驗所合辦「纖纖遇紙─手工紙張特展」，

展出該所歷年來所研製的珍貴手工紙。 

3.舉辦圖書維護專題講座，10月 1日由徐健國

老師主講「纖纖遇紙—認識手工紙張」，合

計 36人次參加。 

4.101年 12月 25日至 102年 6月 30日與國立

臺南藝術大學合辦「面面俱到—近現代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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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幀藝術展」。 

 

六、輔導全國公共圖書館「閱讀推廣與館藏

充實實施計畫」之推動 

（一）建置「閱讀推廣與館藏充實實施計畫」

網頁專區 

提供資料下載、Q&A及成果分享等功能；

並設計「閱讀起步走」識別 logo，由各鄉鎮圖

書館至網站專區下載使用。 

（二）辦理「閱讀起步走—0-3 歲嬰幼兒閱讀

推廣活動計畫」研習與培訓 

4月 19日、23日、25日及 30日分別於臺

灣分館、花蓮縣文化局、國立臺中圖書館及高

雄市立圖書館辦理北、中、南、東 4場「閱讀

起步走—0-3歲嬰幼兒閱讀活動計畫」（簡稱閱

讀起步走）推廣種子人員及志工研習與培訓，

計 22縣市 383位館員和志工參加。 

（三）辦理公共圖書館訪視 

為了解及輔導各縣市圖書館執行此計畫

之情形與實際成效，邀請委員分區訪視，計訪

視 6縣市 12場次。 

（四）辦理 101年「閱讀起步走」圖書寄送及

102年「閱讀起步走」前置作業 

4月底寄送 101年「閱讀起步走」圖書至

各縣市文化局圖書館，總計配送「閱讀起步走」

活動圖書 13萬 5,360冊、《閱讀從 0歲開始》

父母手冊 6萬 7,680本、「適合寶寶看的書」

推薦書單 6萬 7,680萬份及海報 374份，協助

各圖書館執行計畫。12月辦理 102年「閱讀起

步走」前置作業，採購「閱讀起步走」活動用

書共 12萬 8,840冊、印製《閱讀從 0歲開始》

5萬冊、「適合寶寶看的書」DM6萬 5,000份。 

 

 

 

 

（五）辦理「i悅讀」—閱讀植根與空間改造：

98-101年圖書館創新服務發展計畫成果

記者會暨成果巡迴展 

1.「i悅讀」成果記者會 

教育部自 98年起依據「閱讀植根與空間

改造：98-101 年圖書館創新服務發展計畫」

（簡稱「植根計畫」（98-101年））補助 3所

國立圖書館進行圖書館館藏充實及空間改

善，同時補助全國公共圖書館進行軟硬體之

充實與改善並辦理多元的閱讀推廣活動，101

年 11月 15日假教育部 5樓禮堂辦理閱讀植

根與空間改造成果記者會，提供 3 所國立館

及 22 縣市公共圖書館標竿學習及經驗交流

的平臺，並拍攝「i悅讀」成果影片，讓全民

對此計畫更為了解。 
 

 

 

 

 

 

 

 

 

 

 

 

 

教育部與縣市代表共同啟動「 i 悅讀」影片首映

（101.11.15） 

 

2.「i悅讀」成果巡迴展 

分別於臺灣分館（11月 19日至 12月 5

日）與國立臺中圖書館（12月 11日至 12月

19 日）辦理「植根計畫」（98-101 年）成果

巡迴展，讓其他縣市的民眾對此計畫有更深

入的認識，進而利用圖書館資源，擴大計畫

效益。 

 

 



 

 

一、館舍新建、改建及空間改造 

（一）新館開幕 

1.遷建工程 

98 年 7 月 31 日決標，得標廠商為港洲

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於 98年 9月 10日開工、

11 月 23 日取得使用執照竣工，101 年 4 月

12日驗收合格、5月 15日試營運作業、6月

3日正式開館營運。 

2.特殊裝修（含家具與設備）工程 

100年1月14日動工，全工程於100年11

月 26日竣工，至 101年 4月 27日驗收合格。 

3.公共藝術設置計畫 

101 年 1 月 4 日完成公共藝術設置計畫

徵選成果報告書， 8 月 1 日辦理徵選成果

展，8月 11日辦理「讀．樂—公共藝術節」

開幕晚會，全案於 9 月底結束。11 月 15 日

完成執行成果專輯「親切的藝術實踐：關於

讀．樂公共藝術節的策展經驗」出版。主活

動「讀．樂公共藝術節」於 8月 1日至 9月

29日辦理，設置 3件永久性作品分別設置於

入口大廳及館外中庭廣場、臨社區之人行步

道處；設置 15件臨時性作品與圖書館服務空

間環境氛圍結合。 

 

 

 

 

 

 

 

 

 

 

 

（二）分齡分眾的館舍空間 

各樓層依服務對象規劃專屬空間，B1自修

室、1 樓兒童學習中心、2 樓多媒體中心及聽

視障資訊中心、3樓 55歲以上樂齡區及期刊雜

誌書報區以及 5樓青少年區等，充分反映分齡

分眾需求。 

（三）貼心的讀者服務空間設計 

針對讀者使用需求，館內除設置基本閱讀

需求之檢索臺、盥洗室、各式閱讀及休閒座椅

等設施設備外，於兒童學習中心內設親子廁

所。且於 1樓及 4樓均設置哺乳室，各樓層均

設有飲水機、休憩小站，提供民眾便利之飲食

場所，打破圖書館內不能飲食之慣例。 

 

二、創新服務 

（一）便民服務 

1.自助辦證 

因應新館空間，開放網路辦證及設置讀

者自助辦證區，提供民眾於網路或館內自助

辦證，加速借閱證辦理流程，除傳統到館填

寫申請單方式，讀者可自館外上網申請或到

館利用提供之電腦輸入資料後，攜帶身分證

明即可臨櫃領取借閱證，全年度包含實體及

數位借閱證，辦證人數為 6萬 1,471人次。 

2.設置資訊便利站 

新館於各樓層出入口處，設置 Kiosk 資

訊便利站共 28臺，提供民眾自助使用各類服

務以節省時間，包含設備及座位借用、場地

預約、報到、館藏查詢等功能，由系統自動

控管，座位使用及輪替情形可即時查詢檢

視。另於各樓層設置自助借書機 2 臺，於一

樓設置自助還書口 3 處，提供讀者自助借還

書。 

3.設置人流計數器 

因應假日或不定時驟增之入館人數，為

維護空間良好服務品質，於兒童學習中心外

國立臺中圖書館 

國中圖戶外廣場公共藝術：「讀樂．無限．大未來」 

（楊尊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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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人流計數器，有效調節讀者人數，避免

人潮過多、空氣品質不良及噪音干擾狀況，

同時參考人流時間分布狀態，據以調配服務

人力及服務內涵。 

（二）自創品牌服務 

以自建品牌為理念，於 101年創建「圓夢

繪本資料庫」、「設計師之手」及「電影與文學」

三個資料庫，前兩者以提供典藏展示平臺，期

望學子能透過創意作品完成夢想，平均每月達

到 6,565 次及 2,299 次點閱量；後者以電影、

文學著作及評論建立關聯性資料庫，達到深度

閱讀之目的，平均每月有 2,405次點閱量。 

（三）三大亮點體驗式服務 

設置「數位體驗中心」、「數位美術中心」

與「數位休閒中心」三大展區，結合數位科技

的教育、娛樂及資訊服務功能，整合科技與藝

術的原創設計概念展現「圖書館的演進」主題

內容，並收錄臺灣原創動漫作品，表現「虛實

合一」的特色，提供民眾親身體驗數位圖書館

的魅力。 

國中圖於數位體驗中心設置圖書的起源「圖書裝訂的

形式演變」互動裝置 

 
（四）多媒體視聽中心 

設立「視聽欣賞區」提供視聽個人欣賞

區、雙人欣賞區及團體欣賞區共 105個席次，

及 HD高畫質影像的衛星電視欣賞服務；設置

數位錄音室與數位攝影棚各 1間與簡易攝影棚

2 間，供外界團體及一般讀者借用進行視聽欣

賞與數位創作。 

（五）聽視障資訊中心 

新館二樓成立「聽視障資訊中心」，採購

視障讀者盲用電腦及相關輔具，加強蒐集有聲

書、點字書與雙視書等館藏，並舉辦「為愛朗

讀」聽視障親子共讀推廣活動，設置有聲書錄

音室及無障礙空間與環境，提供聽視障讀者專

屬的閱聽空間與服務。 

（六）多元文化服務區 

三樓設置多元文化服務區，分別與美國在

臺協會、英國文化協會、法國在臺協會簽訂合

作備忘錄，成立美國、英國、法國資料中心，

其中除美國為臺灣第一個資料中心外，英國資

料中心為全世界第一個資料中心，而法國則為

世界第二個資料中心。引入外界文化資源，開

創圖書館與世界合作另一里程碑。自 6月 3日

開館至年底，舉辦 68場活動，3,185人參與。

並與文化部人文及出版司合作，設立「遇見‧

臺灣」專區，展示豐富多元之政府出版成果。 
 

 
國中圖美國週系列活動「睡衣派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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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樂齡學習資源區 

三樓成立「樂齡學習資源區」，常設樂齡

族適讀圖書專區，每月定期辦理健康講座外，

另辦理樂齡主題電影與賞析。10月並辦理「樂

齡月」每週播放樂齡主題電影。開館半年內辦

理 14場樂齡活動，參與人數逹 835人次。 

（八）數位與互動的兒童學習中心 

設置兒童學習中心，除提供館藏，定期舉

辦活動，並配合數位圖書館發展，每週辦理兒

童閱讀電子書活動外，整合體感互動及擴增實

境（AR）設備，將閱讀內容卡通化、生動化，

並以親切體驗的方式，讓小朋友與解說的文字

互動，增進理解程度。設置互動故事屋，透過

體感互動方式，數位故事屋中的數位繪本大型

投影亦以體感互動科技，結合真實世界與奇幻

故事的情境，讓小朋友與故事主角互動，共同

完成故事之旅。 

（九）運書機器人 

與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PMC）合作開

發「運書機器人」，結合自動還書分類系統，

將讀者歸還的兒童書籍，自動運送至兒童學習

中心。6月 3日新館開幕時首次亮相，館方並

舉辦「機器人命名票選活動」，經過讀者命名

票選將機器人命名「波比 BOPI」，由命名小朋

友及家人，進行機器人大使體驗活動。正式服

務後波比每週出勤 4天，每天進行 4趟運送兒

童書任務，出勤執行任務過程，引發讀者好奇

與互動興趣。 
 

國中圖運書機器人—波比（BOPI）  

（十）智慧型館藏管理系統 

配合新館以數位化圖書館為發展目標，採

用無線射頻識別（簡稱 RFID）技術，並為全

國第一個全面以 UHF 規格進行館藏管理的公

共圖書館，設置 1 座 17 分類之還書自動分類

系統，結合彩色書標，即時分類還書至不同書

箱，加速館藏流通上架之速度與效益。 

 

三、全國性之活動與計畫 

（一）積極推廣閱讀，鼓勵讀者使用圖書館 

館藏量截至 101年 12月累計 132萬 5,445

冊（件）；圖書借閱 100萬 3,783冊（件）；借

閱人次 23萬 3,987人次；進館人數 140萬 791

人次，每日平均達 6,900人次。 

（二）89週年館慶暨新館開幕活動 

新館於 89週年館慶日（101年 5月 15日）

開始試營運，並於 6月 3日舉辦盛大的開幕典

禮，會場上嘉賓雲集，教育部部長蔣偉寧，英

國、美國、法國三國駐臺代表，臺中市副市長

蔡炳坤等多位嘉賓均親臨祝賀。當日開放三大

數位中心、啟用互動故事屋及推出貓頭鷹造型

機器圖書館員。 

此外，也邀請《數位時代》總編輯林文玲

與噗浪共同創辦人雲惟彬進行「閱讀趨勢」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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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並辦理部落客及專業人士體驗日、閱讀好

伙伴市集、閱讀新生活體驗、新館建築特展活

動等，透過虛擬網路及實體通路雙重行銷，掌

握社會發展趨勢，於活動中揭示新時代公共圖

書館功能及服務，引領民眾邁向新閱讀時代。

總計創造實體活動 8 場次、2 萬 5,090 人次之

參與量，網路傳播人次參與 20萬 9,021人次。 

國中圖新館開館首日民眾到館情形 

 

（三）公共圖書館巡迴展 

為落實全國公共圖書館之資源共享，有效

節省各館活動籌備之時間、人力，規劃公共圖

書館巡迴展，由國中圖建置館藏、網站、設計

活動及文宣贈品，開放全國公共圖書館申請，

自 101年 10月起於全國各地巡迴展出。 

101年 10月至 102年 12月進行「ALA凱

迪克獎繪本巡迴展」，展出美國圖書館學會（簡

稱 ALA）評選的歷年凱迪克獎繪本書 286本，

包含金獎 68 本，銀獎 156 本（含中、英文版

本），共有 15縣市 23個館所參加。 

101 年 12月至 102年 6月進行「圖繪美

國：美國文化歷史圖像展」，與美國在臺協會

合作，展出 40 幅美國文化歷史相關的畫作，

並搭配美國中小學歷史文化教材作為內容，共

有 6縣市 7個館所參加。 

 

 
澎湖縣文化局辦理凱迪克繪本巡迴展 

 

四、全國性之輔導、訪視及評鑑 

（一）圖書館館員在職訓練 

辦理「公共圖書館組織管理與創新行銷主

管班—館長班第二期」、「公共圖書館卓越領導

研習—科長班第二期」、「閱讀政策規劃與地方

發展菁英班—鄉鎮（市、區）長班第二期」、

「101 年公共圖書館經營管理研習—館員班第

二期」等培訓計畫計 11 場次，研習人數總計

達 961人次。 

（二）教育部「閱讀環境與設備升級實施計畫」 

辦理 101年度「公共圖書館閱讀環境與設

備升級實施計畫」，共核定補助 76館（環境案

27館、設備案 49館），補助經費計新臺幣 1.02

億。為期 4年的改善計畫，教育部共挹注經費

約 7億 4,000萬元，中央與地方攜手努力的成

果，共改善 141館閱讀環境、充實 330館閱讀

設備，公共圖書館不僅呈現脫胎換骨的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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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圖書館臺北車站 FastBook 全自動借書站 

臺北市立圖書館百齡智慧圖書館 

各項服務數據、讀者滿意度等更是顯著提升；

改善後的具體成效，引起地方政府及民間對公

共圖書館建設的重視，截至 101年 12月底止，

地方投注經費達新臺幣 9.4 億元。未來，將延

續 98 年至 101 年一期計畫之精神，協助公共

圖書館持續全面改善閱讀環境與設施，以建立

公共圖書館優質服務的基礎。 

（三）執行公共圖書館統計系統填報 

101年 5月完成 100年度公共圖書館營運

統計資料填報，完善記錄公共圖書館營運發展

過程及營運現況，並有效量化公共圖書館各項

政策的執行成效，為未來制定及規劃圖書館政

策之重要參考依據。 

（四）出版《書香遠傳》雙月刊及公共圖書館

人才培訓教材 

《書香遠傳》自 100年 5月（95期）起由

月刊改為雙月刊，報導國內外公共圖書館各項

資訊及社教新知，內容豐富、多元，除紙本外，

電子全文刊載於該館官網及電子書服務平臺。 

除透過跨縣市策略聯盟，分級分區辦理培

訓課程外，並編印人才培訓教材，101 年公共

圖書館人才培訓教材第 10輯：「閱讀、樂讀、

悅讀」。 

 

五、國內外交流 

101 年於國內論述行銷，共發表期刊論

文、會議論文、專輯論述、研究報告共 28篇，

受邀演講 78 場次；國外行銷部分，共發表海

報、口頭專題報告、期刊論文共 6篇。 

 

 
 

一、重要人員異動 

副館長袁美敏於 101年 3月 1日榮退，由

秘書林淑娟於 101年 3月 8日陞任副館長，課

長王淑滿於 101年 3月 16日陞任秘書。 

二、館舍新建、改建及空間改造 

（一）臺北車站 FastBook全自動借書站啟用 

1月 8日於臺北車站地下 1樓臺鐵與高鐵

月臺候車區設置 FastBook全自動借書站，提供

旅客、通勤族及民眾自助便利的借還書服務。 

（二）百齡智慧圖書館啟用 

與臺北市百齡國小合作，利用該校空餘校

舍設置智慧圖書館，並於 12 月 6 日啟用，館

藏圖書、期刊及報紙，白天提供校內教職員生

使用，下課後及週末、寒暑假開放社區民眾自

助借還圖書。 

 

 

 

 

 

 

 

 

 

 

 

 

 

 

 

 

 

 

 

（三）南機場借還書工作站啟用 

與臺北市中正區忠勤里辦公處合作於 3月

31日啟用南機場借還書工作站，提供借取預約

書、還書及書刊、報紙內閱服務。 

臺北市公共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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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館空間改造工程 

1.清江分館於 100年 10月 17日起至 101年 2

月 16日進行空間改造工程。 

2.長安分館於 100年底至 101年 1月 30日進行

空間改造工程。 

3.道藩分館於 101年 1月 6日至 5月 17日進行

空間改造工程。 

4.松山分館於 100年至 101年進行館舍空間改

造工程。 

5.延吉民眾閱覽室於 101年 8至 9月進行空間

改造工程。 

 

臺北市立圖書館南機場借還書工作站 

臺北市立圖書館清江分館 

臺北市立圖書館長安分館 

臺北市立圖書館道藩分館 

臺北市立圖書館松山分館 

臺北市立圖書館延吉民眾閱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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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新服務 

（一）舉辦 60週年館慶活動 

101年 10月辦理 60週年館慶活動，包括

國際研討會、館慶博覽會特展、徵文徵詞曲、

嘉年華會、借閱推廣活動、圖書館走讀護照活

動、流浪圖書回娘家，以及發行館慶紀念版個

人借閱證。 

（二）與臺北市公共運輸處合作推出「臺北．

公車．悅讀趣」公車圖書館服務 

為推動書香城市，與臺北市政府交通局公

共運輸處合作於 3條公車路線上提供圖書，供

乘客自由取書回家閱讀，閱畢則歸還至公車或

各分館。 

（三）101年於總館及 12行政區各 1分館（或

民眾閱覽室）設置臺灣原住民族資料專

區或專櫃。 

（四）101年起每週運送 5次巡迴圖書，縮短

預約書調撥取書時間。 

（五）101年 9月起開放民眾預約在架上視聽

資料。 

 

四、全市性之活動與計畫  

（一）榮獲臺北市政府促進性別平權績效優良

機關。 

（二）榮獲教育部 101 年度社教公益獎團體

獎。 

（三）「臺北．公車．悅讀趣」公車圖書館，

榮獲臺北市政府「服務升級、創意有感」

專案績優提案。 

（四）「翻轉閱讀 E 級棒，24 小時不打烊～

FastBook 24小時借書站服務」提案榮獲

臺北市政府創意提案會報優等獎。 

（五）「看電影輕鬆選，不用排隊真悠閒」午

間電影院選位系統提案，榮獲臺北市政

府行政透明獎優選。 

（六）讀書會榮獲臺北市學習型城市讀書會楷

模。 

（七）為推廣兒童閱讀，於寒假期間結合第 20

屆臺北國際書展「綠色寒假，閱讀不放

假」主題，辦理兒童暨青少年閱讀活動。 

（八）4至 5月辦理「好書大家讀－愛閱讀．I

閱讀」系列活動，並於 4月 21日辦理

「好書大家讀 2011 年度最佳少年兒童

讀物」得獎圖書贈獎典禮。 

（九）6月 30日至 8月 31日以「臺北」為主

題，辦理「Fun『閱』臺北樂一夏」兒

童暑期閱讀活動。 

（十）7月 9日至 7月 13日辦理「圖書館創意

服務規劃研習班」。 

（十一）9月 25 日至 9月 26 日辦理「101 年

公共圖書館經營管理研習—館員班

第二期」。 
 

 

 

一、重要人員異動 

館長於 101 年 2 月 17 日辦理交接，原任

館長于玟調任新北市文化局主任秘書，新任館

長唐連成，原為淡水古蹟博物館館長，國立臺

北師範學院教育政策與管理研究所碩士畢

業、私立淡江大學教育資料科學學系（資訊與

圖書館學系之前身）畢業，95年度薦任公務人

員晉升簡任官等訓練及格；曾任臺北縣政府文

化局專門委員、副局長。唐館長調任本館館長

職務後，仍暫代理淡水古蹟博物館館長職務至

101年 4月。 

 

二、館舍新建、改建及空間改造 

（一）三重培德分館漂亮變身：與生活結合，

打造家庭閱讀的延伸空間 

漂亮變身的三重培德分館，一樓設置休閒

閱讀區，二樓打造兒童館，地下一樓則為成人

新北市公共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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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庫與自修的空間。 

表 22 新北市立圖書館館員教育訓練辦理情形      

（101年） 

日期 課程內容 參加人數 

2.17 危機管理與媒體溝通 114 

2.23 公文製作實務 121 

3.12 MARC21簡介 151 

3.26 電氣及冷氣保養 103 

4.26 為民服務禮儀教育訓練 570 

5.10 電腦概論 86 

5.23 圖書修護課程 103 

6/28 書展規劃與布置 118 

9.27 服務的禮儀 135 

10.25 公共圖書館員專業知能養成 68 

12.7 新購電子資源研習 66 

12.11 個人資料保護法 74 

12.27 遠離生活毒害，創造有機生活 495 

 

（二）悅讀好 Young，青春無敵：新北市首座

「青少年主題」圖書館新店安康青春開幕 

全國首座青少年圖書館針對青春族群量

身打造複合式閱讀空間，結合閱讀、文創與多

媒體等主題元素，透過主題鮮明、多元化的空

間設計，提供青少年動能十足的學習環境，為

青少年設置了專屬的互動討論區、多媒體閱讀

設備、戶外活動區，以及青少年有興趣的主題

圖書以及期刊，滿足他們在學業、文化、流行

課題及自我探索等方面的需要。 

（三）老建築‧新風貌：人書互動新閱讀空間  

三峽分館 10月 2日全新開館啟用 

為了延續與居民共同的生活記憶，三峽分

館空間改造時特別在圖書館埋下一顆時光膠

囊，舊書堆砌而成的服務櫃檯，讓一本一本的

舊書有了新面貌，烙印著點點滴滴的生活痕

跡，不張揚地，繼續陪伴著愛書人。 

 

三、全市性之教育訓練、研習及活動 

（一）教育訓練 

101年辦理館員教育訓練情形詳如表 22。 

（二）研習 

承辦國立臺中圖書館「101 年公共圖書館

經營管理研習—館員班第二期」，辦理情形詳

如表 23。 

 
表 23 新北市立圖書館辦理「101 年公共圖書館

經營管理研習」概況 

日期 課程內容 參加人數 

9.13 
館員面對刁難讀者之服

務策略 
50 

9.13 
公共圖書館可從大賣場

和書店中學到什麼? 
46 

9.14 
公共圖書館與學校合作

服務 
68 

9.14 
提升職場EQ 讓生活更
SMART 

63 

 
（三）輔導、訪視及評鑑 

1.101 年板橋分館、坪林分館獲「教育部閱讀

環境與設備升級補助計畫」補助。 

2. 101年計有總館、金山、瑞芳、永和、中和

及林口 6 館，獲教育部閱讀推廣與館藏充實

計畫—「閱讀起步走：0-3歲嬰幼兒閱讀推廣

活動」計畫補助。 

3. 101年計有總館、淡水、五股成功、鶯歌、

泰山、中和、土城、平溪、石碇、汐止、板

橋、貢寮、坪林等 13館，獲教育部閱讀推廣

與館藏充實計畫—「多元悅讀館藏充實計畫」

補助。 

4.辦理全市加強服務品質暨業務績效評量，將

全市公共圖書館分為 29區，每區選 1分館為

業務訪視館，考核結果：一般表現前五名為

新莊、五股、中和、鶯歌、三芝分館；特殊

表現前三名為新莊、中和、新店分館；進步

獎前三名為貢寮、八里、蘆洲集賢分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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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閱讀推廣活動 

101 年閱讀推廣活動以青少年族群為主

軸，共計辦理「你下單我買單，青春品味好

young的」、「校園選書大使書展」、「青春打卡，

到此一遊」、「青春祈願！吾烤吾保庇」、「影癮

作樂青春影展」、「青春講堂名人開講」及「青

少年圖書館」開館；另外，也持續關懷包括銀

髮族、新生兒、新住民等族群的多元閱讀，以

及推廣一城一書當選書籍《賽德克巴萊》，包

括講座、讀書會、電影欣賞、心得徵集等活動。 
 
 

 

一、重要人員異動與組織變革 

（一）基隆市文化局 93 年改制成立，首任局

長楊桂杰；99年6月2日由張局長建祥

接任。 

（二）中正區圖書館杜萬全館 101年 12月 18

日正式啟用營運。 

（三）「基隆市公共圖書館圖書資訊服務及使

用管理自治條例」101年 10月 4日基府

行法壹字第1010177998B號令修正公布

第 7條條文。 

（四）「基隆市公共圖書館閱覽辦法」101 年

12月19日府授文圖貳字第 1010133727 

B號令發布。 

（五）「基隆市公共圖書館受理圖書資訊捐贈

處理辦法」101年 7月 11日府授文圖貳

字第 1010071463B號令發布。 

（六）「基隆市公共圖書館館藏資料管理及淘

汰辦法」101年 4月 18日府授文圖貳

字第 1010039201B號令發布。 

 

二、館舍新建、改建及空間改造 

信義區圖書館獲教育部補助辦理空間改

造工程。 

三、創新服務 

（一）12月 1日開辦「家庭借閱證」，可借閱

圖書 20冊，借期 28天。 

（二）12月 1日開辦「基隆市身心障礙者書香

便利通服務」，提供行動不便之障礙者

可近性服務。 

（三）設置「身障專用電腦區」，提供便利及

可近性服務。 

（四）與教育處共同推動「基隆市國民中小學

與公共圖書館資源整合合作計畫」 

1.協助學校申請公立圖書館團體借書證：計 20

所市屬中小學、824位學生申辦。   

2.11 月 28 日辦理教師「電子書與數位資源研

習」。    

3.一書一城市，深美國小推薦《讓孩子安心做

自己》第 2名，中正、成功國小共同推薦《教

育應該不一樣》與碇內國中推薦《這些人，

那些事》並列第 3名。 

（五）11月 2日起辦理圖書除菌機體驗活動，

提醒讀者重視書籍及使用衛生。 

 

四、全市性之教育訓練及研習 

（一）12月 10日辦理「基隆市公共圖書館館

員訓練研習」，增進館員專業知能。 

（二）10月 15日辦理「閱讀起步走」之館員、

志工引導課程。 

 

五、全市性之閱讀推廣活動 

（一）4月 9日辦理耆老與文史工作者座談會，

研討基隆市文史工作方向及願景。7 月

2日與 9月 3日召開文獻審查會，12月

出版《基隆報關行業發展史》。   

（二）在地文學推廣活動 

1.6月辦理文藝營（6月 4、5日）。 

2.6月於崇右技術學院、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辦理「海洋文學獎得獎作品賞析」計有 206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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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參加。（6月 7日、6月 14日） 

3.6 月至 8 月於崇右技術學院、經國管理暨健

康學院，以及過港、文安、壯觀里民活動中

心辦理「基隆作家作品展」計有 4,160 人次

參加。 

4.7 月至 8 月於過港、文安、壯觀里民活動中

心辦理基隆古典文學賞析—「古典文風薪傳

對話」講座，計 180人次參加。 

5.7 月至 8 月辦理「文學步道行旅—亭台幽徑

行旅對話」，計有 267人次參加。 

（三）基隆市第十屆海洋文學獎徵文 12 月 1

日辦理頒獎並出版《海洋文學獎得     

獎作品集》。 

（四）0-3 歲閱讀起步走—【寶貝百分百、閱

讀起步走】 

1.6 月 2 日辦理寶貝愛 BOOK—「Bookstart 閱

讀起步走」主軸贈書儀式，發送閱讀禮袋，

2,500人次。 

2.7月 29辦理閱讀起步走—「說、唱、玩、跳、

聽」阿文的小毯子。 

3.12 月 1 日至 31 日配合辦理「寶寶的第一張

借書證」。 

4.8月 5日「爸比媽咪講座—寶寶的閱讀之窗」

講座，指導新手爸媽與嬰幼兒共讀。 

5.8月 12日辦理閱讀起步走—「說、唱、玩、

跳、聽」經驗分享。 

6.辦理親子主題書展，選擇適合 0-3 歲閱讀圖

書，以活潑鮮明方式展示，吸引共讀。 

7.10月 28日辦理『品味閱讀趣—小手拉大手』

親子活動。 

8.仁愛區圖書館 7月 28日辦理「開啟寶寶的閱

讀之門」。 

9.信義區圖書館 7月 8日、15日、21日辦理「童

言童語 Fun暑假」，指導父母為嬰幼兒選擇讀

物、親子共讀及說故事技巧。 

10.安樂區圖書館 6月 17日、24日，7月 1日、

7日辦理「親親寶貝愛看書」。 

11.中山區圖書館 8月 5日辦理「新手爸媽育兒

講座」，8月 12日、25日辦理「親子共讀活

動」。 

12.暖暖區圖書館 

（1）7月 28日、8月 4日，辦理「寶寶翻翻

書．自然愛閱讀」親子閱讀講座。 

（2）7月 29日、8月 19日、9月 2日、9月

8日，辦理「故事一條街 PART2—愛上

閱讀．親子創意學習樂」活動。 

（3）8月 15、16日辦理 0-3歲社區公園故事

展演活動—「寶寶，聽故事了！」。 

（五）一書一基隆 

1.9月 17日至 11月 5日民眾網路票選活動。 

2.12月 1日基隆之書發表記者會及網路選書抽

獎活動。 

3.12月 8日「2012基隆之書」《走讀臺灣—基

隆市》導讀講座。 

（六）建立公共圖書館與學校閱讀網絡計畫 

1.辦理「社區閱讀網絡—閱讀運用人才培訓」

故事志工培訓。（8月 9日至 16日） 

2.辦理「閱讀老師培訓Ⅲ—合縱與連橫的閱讀

策略」培訓。（8月 23日至 9月 27日） 

3.辦理「真書市主題型兒童悅讀會—帶領閱讀

志工培訓」。（10月 2日至 10月 16日） 

4.12 月 27 日辦理「社區閱讀網絡—閱讀運用

人才培訓」結業典禮暨座談會。 

5.8月至 12月辦理校園、社區圖書館說故事及

導讀活動，計辦理 30場次、1,200人次參加。 

（七）11月 26日至 12月 7日辦理「一書一基

隆」主題書展及影片欣賞。12月 8日辦

理「兒少上網安全種籽家長計畫訓練課

程」。 

（八）4月 28日與國家圖書館合辦「詠春—閱

讀詩之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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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全市性之輔導、訪視及評鑑 

（一）辦理「鼓勵民間興辦圖書館」評審，5

個私人圖書館獲頒獎勵金。 

 （二）10月 11、16日辦理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業務訪視及評核（評鑑）。 
 

 

 

一、重要人員異動 

（一）101年 1月 1日，新屋鄉立圖書館葉威

伶館長到任。 

（二）101年 2月 22日，八德市立圖書館李萍

館長到任。 

（三）101年 3月 1日，平鎮市立圖書館蔡林

樟館長退休，劉銀丹館長到任。 

 

二、館舍新建、改建及空間改造 

（一）桃園市立圖書館會稽分館 

100 年教育部補助 130 萬元，101 年 3 月

20日完成空間改造並重新開館。 

（二）平鎮市立圖書館東勢分館 

100 年教育部補助 310 萬元，101 年 9 月

14日完成空間改造。 

 
 

         

                                  

 
 
 

 

 

 

 

 

 

 

 

 

 

 

 

 

 

 

 

 

 
 
 
 
 
 
 
 
 
 
 
 
 
 
 
 
 
 
 
 
 
 
 
 
 

三、創新服務 

101 年於「閱讀與咖啡」藝文補給站辦理

8 場「藝動咖啡館」系列活動，除了致力於推

廣藝文資訊通路，方便民眾就近取得藝文資

訊，也嘗試將藝文活動及街頭藝人表演示範性

的帶入藝文補給站，共 405人參與。 

桃園縣公共圖書館 

桃園市立圖書館會稽分館兒童書庫區  

 

桃園縣平鎮市立圖書館東勢分館兒童書庫區 

桃園市立圖書館會稽分館閱覽區   

桃園縣平鎮市立圖書館東勢分館閱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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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縣性之活動與計畫 

（一）教育部專案補助計畫 

1.空間改善案：桃園縣政府文化局圖書館 500

萬元、桃園市立圖書館大林分館 200萬元。 

2.設備升級案：龜山鄉立圖書館 15萬元。 

3.閱讀推廣及館藏充實計畫 

（1）0-3 歲嬰幼兒閱讀推廣活動計畫：共獲

65 萬元補助，包括桃園縣政府文化局

18萬元，桃園市立圖書館 10萬元，大

園鄉立圖書館 9萬元，中壢市立圖書館

8 萬元，楊梅市及八德市立圖書館各 7

萬元，大溪鎮立圖書館 6萬元。 

（2）多元悅讀與館藏充實計畫：共獲 151

萬 4,080元補助，包括桃園縣政府文化

局 25萬元，桃園市立圖書館 15萬元，

新屋鄉、蘆竹鄉及中壢市立圖書館各 13

萬元，八德市及龍潭鄉立圖書館各 12

萬元，龜山鄉、大溪鎮及大園鄉立圖書

館各 11 萬元，楊梅市立圖書館 10 萬

3,200元，平鎮市立圖書館 5萬 880元。 

（二）輔導訪視 

1.1 月 5 日參加中壢市立圖書館圖書行動車啟

用記者會。 

2.2月 22日列席新屋鄉「客家文化圖書館二期

工程綠建築申請」履約爭議協調會。 

3.4月 11日至桃園市立圖書館會稽分館訪視。 

4.4月 18日至桃園市立圖書館大林分館訪評。 

5.5月 29日參加楊梅市紅梅里圖書館先期規劃

期中審查會。 

6.6 月 8 日陪同楊梅市立圖書館館員至國立臺

灣大學圖書館與北區輔導委員討論楊梅圖

書館整建案後續執行事宜。 

7.7 月 3 日參加「桃園縣楊梅市立圖書館及紅

梅里民眾集會所暨周邊綠化新建工程」整體

先期規劃案期末審查會議。 

8.7月 31日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至桃園市

立圖書館及新屋鄉立圖書館訪視。 

9.10 月 11 日至中壢市第 3 圖書館基地及平鎮

市立圖書館東勢分館訪視。 

10.10月 30日至 31日及 11月 6日分別至復興

鄉、大溪鎮、觀音鄉、蘆竹鄉、桃園市立圖

書館埔子分館及中路分館訪視。 

（三）縣外觀摩 

6月 28日至臺中市霧峰區圖書館、南投縣

埔里鎮立圖書館觀摩，計 39人參加。 
 
 
 
 
 
 
 
 
 
 
 

 
 
 
 
 
 
 
 
 
 
 
 
 

桃園縣辦理「藝動咖啡館」系列活動宣傳記者會 

（101.08.20） 

桃園縣公共圖書館工作同仁至南投縣埔里鎮圖書館

參訪留影（101.06.28） 

桃園縣公共圖書館工作同仁至臺中市霧峰區圖書館

參訪留影（101.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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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訓練和研習活動 

1.5月 31日及 10月 25日各辦理 1場 「圖書

館館員在職訓練」，計 12 小時，每場參加人

數 42人。 

 

 

 

 

 

 

 

 

 

 

2.6月 9日、10日辦理 4場次「親子共讀．有

e 套—文化局實用資料庫研習活動」，計 12

小時，對象為本縣縣民，參加人數共 51人。 

（五）閱讀推廣活動 

1.一書一桃園 

經由推薦、票選及專業人士的閱讀評選

出《我們經不起一次核災》（劉黎兒著）為

2012一書一桃園「桃園之書」，同時選出《台

北爸爸．紐約媽媽》、《流轉家族》等 5本「年

度推薦書」推薦給縣民閱讀。7 月 4 日至 9

月 8 日辦理「桃園之書」及「年度推薦書」

導讀及名人講座共 4場次；11月 24日辦理 1

場閱讀分享講座，並提供 5 場講座實況錄影

供民眾線上閱讀利用；10月 25日至 11月 23

日辦理讀書會活動共 10場次，縣內各大連鎖

書局同步成立圖書專區；8月 20日至 9月 10

月辦理 2012「一書一桃園」閱讀心得徵文活

動，總收件 80件，並出版《2012「一書一桃

園」閱讀心得徵文得獎作品集》。 

 

 

 

 

 

 

 

 

 

 

 

2.閱讀起步走 

5月 8日至 11月 30日全縣 13鄉鎮市同

步辦理，計有 7,141 個新生兒家庭領取「閱

讀禮袋」，系列活動包括「閱讀禮袋」贈書儀

式記者會、嬰幼兒閱讀活動種子人員培訓、

說故事技巧培訓、0-3歲幼兒親子故事班、小

太陽親子同樂會、「寶寶愛看書」主題展、「親

子最愛寶寶書票選」—有獎徵答活動、

Bookstart親子共讀技巧專題講座等，共 1萬

1,261人次參與。 

 
 

 

 

 

 

 

 

3.桃園兒童閱讀月—擁抱 101本秘密花園 

7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以國小兒童為對

象，於文化局及桃園市、中壢市、龍潭鄉、

蘆竹鄉、新屋鄉、大園鄉共 7 個鄉鎮市立圖

書館，辦理「擁抱 101 本秘密花園」得獎好

書展，展出特別為桃園縣兒童精選的 101 本

得獎好書，並於 6月 29日辦理開幕記者會，

系列活動包含童趣闖關遊戲&童玩童書市

桃園縣「閱讀起步走」活動記者會（101.05.10）  

桃園縣辦理「一書一桃園」活動 

邀請國立臺中圖書館的施玲玲小姐介紹資料庫

的使用方式（1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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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政府文化局「祥龍迎春 元宵書展」主題書

展（101.2.02） 

集、閱讀小公園、說故事技巧培訓、悅讀技

巧專題講座及夏日親子閱讀樂等閱讀推廣活

動，參與人次達 3萬 5,599人次。 

 

 

 

 

 

 

 

 

 

 

4.桃園縣第 17屆文藝創作獎 

散文組以機場為徵文主題，短篇小說組

內容不限，5 月 15 日至 7 月 31 日收件，總

收件 191件並出版《桃園縣第 17屆文藝創作

獎得獎作品集》。 

 

 

 

 

 

 

 

 

 

5.圖書巡迴服務 

定期將圖書送至工廠、社區、監獄或醫

院等單位，並由各單位派專人管理，讓縣內

更多民眾可廣泛地接受書香陶冶，提供民眾

更多開卷有益機會；101年共設置 40個圖書

巡迴站提供服務。 

 

 

 

 

 

 

 

 

 

 

6.主題書展 

2 月 2 日至 9 月 2 日分別在文化局、中

壢市立圖書館等場地辦理「祥龍迎春 元宵書

展」、「古．文明．樂桃桃」定期主題書展，

共展出 3 場次，辦理記者會、專題講座、影

展、說故事、公益宣導等系列活動超過 50

場，參與人次共 3萬 3,280人次。 

 

 

 

 

 

 

 

 

 

 

7.主題館藏聯展 

為提升館藏資源利用，配合季節時令、

時事脈動及相關活動，規劃辦理主題館藏聯

展及相關講座，101年共計辦理 26場次，參

與人次達 6萬 524人次。 

 

 

 

桃園縣第 17屆文藝創作獎頒獎典禮（101.11.24）  

桃園縣位於鈺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圖書巡迴站 

 

「2012 桃園兒童閱讀月」開幕記者會，可愛吉祥物

偶及主持人帶領小朋友開心唱唱跳跳。（10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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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全國好書交換日 

7月 1日至 7月 15日收書，7月 14日辦

理交換活動，全縣總收書量 3 萬 4,028 冊，

交換書量 2 萬 2,015 冊，換書當天參與人次

共 8,203 人次。此外，配合辦理 7 場「ALA

凱迪克獎繪本大賞」推廣活動，共 1萬 4,539

人參與。 

 

 

 

 

 

 

 

 

 

 

 
 
一、組織變革 

原「新竹市文化局圖書館館藏資料使用管

理自治條例」因規範涵蓋面僅限於文化局圖書

館，未及於區圖書館，且為修正及統一市內各

公共圖書館讀者借閱館藏逾期罰則為停權

制，修正原條例為「新竹市公共圖書館館藏資

料使用管理自治條例」，新條例於 101 年 9 月

發布與施行。 

 

二、館舍新建、改建及空間改造 

 

 

 

 

 

 

 

 

 

 

 

香山分館成立於 74 年，為香山耆老陳泮

輝先生積極奔走、爭取而成立。75年，圖書館

轉交由文化中心（現今之新竹市文化局）管理。 

香山分館因為位居於香山國民小學禮堂

二樓，建築物本體因水泥結構牆裂縫與劣化而

有安全顧慮，香山國小於 99 年爭取老舊教室

改建案獲教育部核撥經費進行改建工程，原香

山分館伴隨位於一樓的學校禮堂報廢後拆

除，配合工程進度香山分館於 99 年 10 月 17

日結束圖書業務，正式吹熄燈號。 

香山國小禮堂於 101 年 7 月完成土木工

程，文化局隨即接手展開圖書館香山分館裝修

工程，於 101 年 12 月 6 日上午舉行揭牌開幕

啟用典禮，由市長許明財主持，並邀請市議

員、區長、香山區里長、校長與民眾共同參與

香山分館重新啟用。 

 

三、創新服務 

101 年更新個人視聽室 15 部數位檢索電

腦，於新香山分館設置 3部數位檢索電腦，並

新竹市公共圖書館 

新竹市文化局圖書館香山分館 

桃園縣辦理「閩南采風」主題館藏聯展（101.5） 

桃園縣全國好書交換日活動當天，民眾參與活動情形。

（10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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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於文化局圖

書館各樓層與新香山分館建置 iTaiwan 公共區

域免費 WiFi 上網服務，未來仍持續進行各項

設備更新，提升讀者上網速度。 

 

四、全縣性之閱讀推廣活動 

（一）2012竹塹故事月 

為推廣兒童閱讀，特別在 4月全國閱讀月

舉辦「2012竹塹故事月」活動，配合工業技術

研究院智慧聯網成果展示，邀請故事團體以生

動有趣的故事表演來吸引小朋友對閱讀的興

趣，現場並舉辦闖關遊戲。 

 

 

 

 

 

 

 

 

新竹市文化局於新竹市立動物園舉辦「2012 竹塹故事

月」活動（101.4.7） 

（二）閱讀起步走 

7月至 12月於新竹市文化局圖書館總館、

香山分館、東區金山圖書館、北區南寮圖書館

辦理系列活動。活動內容包括志工及種子人員

培訓、嬰幼兒專屬借閱證及閱讀禮袋製作、贈

書儀式及嬰幼兒父母成長講座等。 

 
 
 

 

 

 

 

 

（三）多元悅讀與館藏充實計畫 

1.2012竹市．悅書 

101年 9月至 12月推動「2012竹市．悅

書」活動，旨在推薦好書給市民共同閱讀，

結合新竹市讀書會及閱讀推廣團體，共同推

薦優良圖書並辦理一連串導讀講座，期利用

閱讀為城市中不同背景的市民搭建一座橋

樑，營造共同話題，讓彼此交流分享，體會

閱讀之美。 

2.文化局 9月 2日與 9日辦理養生保健閱讀推

廣系列活動。 

3.香山分館 11月 26日辦理咖啡茶飲與生態閱

讀推廣活動。 

4.金山圖書館 1月至 12月辦理故事媽媽說故事

活動。 

5.南寮圖書館 9月 8日辦理魔法氣球說故事親

子活動。 

（四）2011年全國好書交換日「千書萬換．好

書相伴」於 7 月 16 日辦理 101 年參與

交換活動讀者超過 750人次，交換各類

書籍計 1萬 5,232冊。 

 

五、全縣性之輔導、訪視及評鑑 

4月 18日國立臺中圖書館辦理 101年教育

部補助公共圖書館閱讀環境與設備升級實施

計畫北區輔導委員訪視，實地訪視新竹市北區

南寮圖書館。 

 

 

 

一、重要人員異動 

（一）101年 3月 5日新竹縣政府文化局局長

蔡榮光到任。 

（二）101年 4月 9日芎林鄉立圖書館范家福

館長到任。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新竹市「閱讀起步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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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館舍新建、改建及空間改造 

（一）新竹縣政府文化局圖書館 

兒童圖書室整體空間美化布新、建置兒童

室戶外閱讀區照明及桌椅設備、故事城堡親子

劇場設備升級與彩繪、充實資訊硬體，使館舍

空間品質盡善盡美。 

（二）寶山鄉立圖書館 

採購冷氣機、飲水機、電腦設備、書籍殺

菌機等設備。 

（三）五峰鄉立圖書館 

書櫃汰舊換新，增設冷氣和窗簾設備，並

以營造彩繪圖案營造廊間氛圍。 

 

三、全縣性之輔導及訓練研習 

（一）圖書館閱讀研習課程 

3月至 6月辦理第一期，9月至 12月辦理

第二期，各期開設 33 堂課，計 562 人報名參

與。 

（二）公共圖書館爹地媽咪說故事人才培訓 

辦理培訓課程計三場，6月 2日至 6月 10

日雙週末為期四天，辦理初階培訓，共計 38

名參加；8月 11日、8月 25日、9月 8日、9

月 29 日為期四天，辦理公共圖書館故事團隊

劇場培訓工作坊，共計 24名參加；10月 20日

至 21日為期二天，辦理進階培訓，共計 36名

參加。參與培訓學員協助深耕縣內說故事與閱

讀活動，全年度共 472場次，參與人數高達 1

萬 6,133人次。 

（三）鄉鎮公共圖書館聯席會暨社造培力工作

坊 

為提升鄉鎮市公共圖書館執行業務能

量，結合社區營造亮點計畫，分別於 8 月 20

日、10月 8日邀請館長及館員同仁共襄盛舉，

合計 77位出席。 

 

四、全縣性之閱讀推廣活動 

（一）辦理各類主題書展 

為推廣多元閱讀之豐富性，辦理各式主題

書展如「春遊季─休閒旅遊主題書展」、「悅讀

小說趣」、「親親五月─母親節主題書展」、

「2011好書大家讀．年度最佳少年兒童讀物書

展」、「夏日動起來．漫活新竹縣動漫書展」、

「101 年度一縣一書好書票選暨圖書館聯

展」、「念念義民．戀戀客家主題書展」、「啟

蒙．探索─科普主題書展」。 
（二）2012「悅」讀趣．Book思議  
 
 

 

 

 

 

 

 

 

「『悅』讀趣．BOOK 思議」由十三鄉鎮

圖書館全數參與，主要活動內容包含悅讀便利

貼、悅讀好學堂、爹地媽咪說故事。活動日期

自2月15日至12月31日，逾 8,700人次參與，

借閱冊數高達 35萬冊。 

（三）故事巡迴列車─送故事到我校 

為照顧偏鄉地區學童，邀請嘎嘎兒童藝術

劇坊，以故事說演方式，於尖石鄉與新埔鎮之

國小演出「公主的魔咒」，每場平均吸引 400

人次到場，間接帶動並挹注偏鄉地區文教資

源。 

（四）特殊節慶推廣活動 

舉辦「五月五歡樂慶端午」、「月光幻想曲

─月亮的秘密」、「聖誕襪驚奇」等活動，參與

人數共 970人次。 

（五）全國好書交換日 

7 月 14 日於文化局縣史館一樓大廳辦理

101 年「全國好書交換日」活動，收書總冊數

101年新竹縣公共圖書館「悅」讀趣．BOOK思議

啟動儀式宣傳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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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3 萬 538 冊、換書總冊數合計 2 萬 3,961

冊、換書人數合計 3,172 人次。配合好書交換

活動，文化局暨鄉鎮圖書館共 6館舉辦「ALA

凱迪克獎繪本大賞@your library」特展。 

（六）閱讀起步走 

1.由湖口、竹東、關西、寶山、芎林、新豐等

6 所圖書館及文化局圖書館共同辦理 0-3 歲

嬰幼兒閱讀推廣活動，結合「好玩故事教學

坊」、「寶貝點點名─閱讀手指謠」、「親子閱

讀嘉年華─闖關童樂會」、抓週趣味爬行、父

母講座、嬰幼兒主題書展等活動，讓嬰幼兒

從小培養閱讀習慣，以達向下紮根之目標。 

2.結合外配家庭服務中心、斜角巷故事人、小

叮噹科學主題樂園共同辦理新移民家庭閱讀

活動─「大手牽小手．快樂悅讀趣」，共 45

個新移民家庭（145人）參與獲贈悅讀禮袋。 

3.配合學童暑假期間，邀請知名插畫家童嘉現

場解說繪本故事的誕生及DIY小書，另有《屁

屁超人》作者林哲璋與小朋友面對面分享有

關閱讀及寫作經驗，提供兒童讀者一探閱讀

和寫作間的趣味關聯。 

 

 

 

一、創新服務 

苗栗縣積極推動全民閱讀與終身學習，持

續充實館藏 20餘萬冊與汰換圖書設備，於 101

年 8 月將館藏圖書資料裝置上 UHF RFID 晶

片，搭配數位式館員工作站設備，建構新一代

智慧型館藏流通管理系統，除了能夠進行安全

偵測，進行圖書管理與盤點，加速提供圖書借

還書時效外，更能提供讀者優質、便捷的服

務，提高讀者對圖書館服務的滿意度，提升閱

讀服務的整體形象。 

 

‘ 

 

 

 

 

 

 

 

 

 

 
 

 

二、全縣性之教育訓練與研習 

苗栗縣政府為增進館員創意思考與行銷

的知能，以創新、創意的服務，提高讀者利用

圖書館資源的意願與滿意度，強化圖書館多元

服務功能運用，提升圖書館使用率，於 101年

8月 13日至 14日假縣府國際會議廳辦理「101

年桃竹苗區公共圖書館經營管理人才培訓研

習」，聘請國立臺東大學華語系教授傅濟功講

授「多元文化與公共圖書館服務」；國語日報

社郭玉慧講授「熱情加創意閱讀動起來」；臺

北縣全人教育推廣協會理事長廖文福講授「情

緒管理與溝通技巧」；活動方塊網路公司行銷

總監陳惠瑜老師講授「創意網路行銷」。 

 

 

 

 

 

 

 

 

 

 

 

 

苗栗縣公共圖書館 

101年桃竹苗區公共圖書館經營管理人才培訓研習

（101.8.13-14） 

苗栗縣立圖書館館藏流通及管理系統升級智慧型

無線射頻識別系統（UHF RF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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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縣性之閱讀推廣活動 

（一）2012苗栗愛閱書展  

苗栗縣政府於 3月 9 日至 11日一連 3 天

在巨蛋體育館舉辦「2012 苗栗愛閱書展」，展

場計有旅遊生活、心理勵志、醫療保健、親子

教養及童書、文學、數位視聽閱讀等九大展

區，鼓勵鄉親多多參與，用閱讀開拓視野，豐

富人生。  

為打造書香環境，除大力推動「閱讀計

畫」，連續 3 年舉辦大型書展，書展期間規劃

作家講座與繪本說故事活動達 10餘場。 

 

 

 

 

 

 

 

 

 

 

（二）閱讀起步走 

 為讓苗栗縣嬰幼兒閱讀及早跨出一大

步，101年推動「閱讀齊步走 幸福跟我走」 活

動於 6月 8日上午在縣政府大廳啟動，分送「閱

讀禮袋」給參與活動的親子家庭，鼓勵爸媽念

書給寶貝聽，為孩子建立與書第一次接觸的美

好經驗，播下愛書的幸福種子，而全縣 18 鄉

鎮市公所圖書館亦同步啟動禮袋贈書活動。 

 

 

 

 

 

 

 

 

 

 

 

 

 

 

 

 

 
 
（三）傳播閱讀書香，圖書巡迴車啟用  

為提升學童文化涵養與閱讀能力，並推動

偏遠地區文化平衡政策，通霄鎮立圖書館自

101 年起設置圖書巡迴車，將圖書送至偏遠地

區，為偏遠地區的孩子們打開另一扇學習的

窗，期能讓孩子們養成閱讀習慣，激發想像力

和創意，同時善用閱讀力跨越知識的橋樑，拉

近城鄉差距。 

在眾人殷殷期盼下，圖書巡迴車於 2月正

式啟用，每月輪流前往通霄鎮 10所偏遠小學，

於每所學校停留一天，自每日上午 10:00 起至

下午 3:00結束，讓孩子們共享閱讀資源，在校

園中或坐或站自由閱讀，同時巡迴車也提供借

書服務，即使看不完也能直接借回家，打造更

便利的閱讀服務。 

 

 

 

 

 

 

 

 

 

 

2012苗栗愛閱書展（101.3.9-11） 

苗栗縣「閱讀齊步走 幸福跟我走」活動啟動儀式

（101.6.8） 

苗栗縣通宵鎮圖書巡迴車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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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第 3 部圖書巡迴車於和平區博愛國小辦理啟

用儀式（101.6.28） 

 
 
 
一、組織變革及重要人員異動 

（一）縣市合併升格之前，為因應未來大臺中

市之幅員遼闊，且為使縣、市業務達到

市長指示「無縫接軌」目標，爰臺中縣、

市政府共同於 99年 12月 9日召開「臺

中縣、市合併升格改制直轄市後，機關

及業務委託區公所管（辦）理相關事宜

會議，其中案由一決議「（略以）原臺

中縣 21 鄉鎮公所附屬機關於改制後仍

委託區公所代管為期一年……」，另案

由二決議「（略以）原臺中市 8區區公

所則維持原作業方式。」是以文化局於

99年 12月 31日以中市文圖字第 09910 

00319 號函知各區公所應以市民閱讀福

祉為先，務必協助各區公所維持原營運

時間、服務人員不變及服務品質不打折

之目標，達成無縫接軌之政策。期為請

區公所依循 99 年度之前之管理模式，

並以代辦經費—圖書館業務科目持續

推動圖書館各項業務。 

（二）新到任管理員 

大肚區圖書館何明芬、和平區圖書館陳信

正、西區圖書館吳武憲、西屯區圖書館楊志

文，共計 4名。 

 

二、館舍新建、改建及空間改造 

葫蘆墩文化中心、太平區坪林圖書館、東

區圖書館及西區圖書館，申請教育部「101 年

度公共圖書館閱讀環境與設備升級計畫」，獲

補助辦理閱讀環境改善工程，進行館室重新配

置及閱讀氛圍改善，另獲 100年補助之清水區

圖書館於 6 月 25 日空間改造完成，並於 6 月

29日辦理重新開館。 

 

三、創新服務 

為擴大圖書巡迴車服務範圍，提供周到多

元的服務，於 101年 7月再推出第 3部偏鄉山

線巡迴車，巡迴路線以偏鄉迷你學校為主，第

一階段巡迴學校有新社區、東勢區、和平區等

7 校，第二階段於 11 月再加入梨山國民中小

學、平等國小等 2校，提供偏遠地區的學校便

捷貼心的書香服務。  

 

 

 

 

 

 

 
 

 

四、全市性之教育訓練及研習 

（一）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教育訓練 

為維持大臺中市圖書通閱服務品質，持續

辦理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教育訓練，自 3 月 21

日起圖書資訊科依據業務性質，接連舉辦 8場

次系統培訓課程，藉以強化第一線館員處理流

通作業專業能力，並奠定全面實施「圖書通閱」

服務基礎，總計完成培訓達 226人次。 

（二）101 年公共圖書館經營管理研習－館員

班第二期 

依據國立臺中圖書館（以下簡稱國中圖）

分區辦理「101 年公共圖書館經營管理研習—

館員班第二期」實施計畫，於 9月 26日至 27

日分兩梯次辦理，研習地點為臺中市圖書資訊

中心，參加人員為臺中市及彰化縣各公共圖書

館從業人員共計 120名。 

 

臺中市公共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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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於山∕海∕屯分區辦理「101 年圖

書館數位資源種子教師培訓課程」（101 月 3 月及 6

月） 

臺中市政府副市長蔡炳坤出席「第二屆臺中文學獎

徵文活動」頒獎典禮與文學貢獻獎得主江自得合影

（101.12.15） 

臺中市長胡自強與文化局局長葉樹姍—同為小朋友

聽名人說故事發表會揭幕（101.6.26） 

 
 

 
 

 

 

 

 

 

 

 

（三）101年圖書館數位資源種子教師培訓課程 

為培育各區圖書館負責數位資源推廣之

種子館員，依山、海、屯及市區分區辦理課程。

除由種子館員每期參與培訓課程外，各區圖書

館每季至少開辦 1次數位資源推廣課程，並提

交年度推廣計畫及執行成果報告。 
    
 
 
 
 
 
 
 
臺 

 

（四）數位閱讀到您家：偏鄉公共圖書館（新

社區圖書館）試辦電子書借閱服務 

依據國中圖「數位閱讀到您家：偏鄉公共

圖書館試辦電子書借閱服務實施計畫」辦理電

子書借閱及平板電腦研習（11場次／212人次）

與館內體驗活動（410人次），內容以推廣國中

圖數位資源為主。 

 

五、全市性之閱讀推廣活動 

（一）第二屆臺中文學獎 

第二屆臺中文學獎徵文類別共有散文、小

說、新詩、童話及報導文學等五種文類，全球

各地的創作好手以中文稿件參與，9月 28日至

11月 1日徵文期間共計收件 656件；來稿地區

廣布臺灣、大陸港澳、東南亞、挪威、法國等

地，經二階段審查選出優勝作品並印行得獎者

作品專輯。 

 

 

 

 

 

 

 

 

 

（二）2012世界書香日在臺中—讀吧！為了愛 

透過多元型態、創意主題、貼近生活的方

案設計，共推出「閱讀饗宴」作家有約 12場、

「童書作家說故事」12 場、「創意故事活動」

12場、「小小說書人觀摩會」4場、「閱讀交響

樂」工作坊 4 場、「放下塵俗，開始閱讀」3

場、「名人說故事」DVD 發表會 1 場、「閱讀

青少年大使—天天說故事」65場，參與人數達

4,000人以上。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於臺中市圖書資訊中心辦理

「101年公共圖書館經營管理研習-館員班第二期」

（10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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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2臺中之書 

為推廣閱讀風氣，辦理「2012臺中之書」

票選活動及徵文活動，由評選委員初選 12 本

代表臺中的城市之書，再邀請民眾參與評分，

透過網路或親自到各區圖書館投票，推薦出 12

本分別代表 12 個月份適合閱讀的入選書籍，

最後評選出「2012臺中之書」為《極樂森林的

秘密》。 

徵文活動的部分以描寫溫馨親情的 5月之

書《後來》及記錄師生間令人動容故事的 9月

之書《老師，你會不會回來》獲得民眾最多迴

響，由曾湘綾撰寫 8月之書《番人之眼》的閱

讀心得，拿下第一名。 

 

 

 

 

 

 

 

 

 

 

 

（四）2012詩人節 

2012 詩人節系列活動與農業局合作，以

「臺中十二種農特展」為主題，並以「親子、

師生、朋友」兩兩成隊為原則，將「臺中在地」

農特產文化、故事、回憶或情感，融至美麗的

詩作中，頒獎典禮暨新詩多元朗誦會於 8月 12

日，在臺中市豐原區圖書館藝文館 3樓音樂廳

舉辦。 

 

 

 

 

 

 

 

 
 

（五）全國好書交換日 

自 5月份起至 7月 14日止，全市 32個圖

書館及大墩文化中心與葫蘆墩文化中心陸續

進行收書及活動宣傳，總收書量達 9 萬 3,698

冊，參與換書人數計有 2萬 801人，交換書量

共 7萬 2,061冊。同時，辦理「ALA凱迪克獎

繪本大賞@your library推廣活動」，共 2萬 2,063

人次參與活動。 

（六）閱讀起步走 

101 年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聯合全市 29 區

32所圖書館及圖書資訊中心，共同推動「閱讀

起步走」活動，全市總計送出 1萬 2,000份閱

讀禮袋。 

1.志工專業培訓 

為培訓更多的志工投入區圖書館推廣閱

讀的行列，文化局辦理志工專業培訓，總計

辦理 2梯次，每梯次 2場，共辦理 4場。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局長葉樹姍頒發作家謝文賢臺中

之書證書（101.12.15） 

臺中市副市長蔡炳坤與文化局局長葉樹姍出席「新詩

創作比賽」頒獎儀式與得獎者合影（101.8.12） 

臺中市辦理志工培訓進階課程，由講師馬佳妤帶領親

子以兒歌示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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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副市長蔡炳坤、局長葉樹姍、信誼基金會啟動

贈書儀式 

臺中市沙鹿區圖書館辦理父母講座，翁秀如老師示範
親子共讀技巧。 

2.贈書啟動儀式 

贈書啟動儀式於 7月 24日由文化局聯合

各區圖書館及贊助單位信誼基金會共同辦

理。 

 

 

 

 

 

 

 

 

 

3.父母講座 

各區圖書館辦理父母講座，邀請幼兒教

育、閱讀、營養學、衛教等相關領域專家學

者，講授有關幼兒閱讀行為、心理發展、衛

教、幼兒餐點設計、幼兒遊戲安全、數位閱

讀等相關知識，並講授 Bookstart 精神與意

義、介紹禮袋及 0-3歲推薦書單圖書。 

 

 

 

 

 

 

 

 

 

4.親子悅讀營（親子讀書會） 

由專業幼教老師或家長帶領 1-3 歲親

子，分齡設計課程，以動態閱讀方式，每週

固定一個時段辦理。 

5.給一年後的自己－Bookstart 寶寶的閱讀成長

紀錄 

推動「給一年後的自己－Bookstart 寶寶

的閱讀成長紀錄」活動，由各區圖書館隨閱

讀禮袋贈送家長一本「給一年後的自己—

Bookstart寶寶的閱讀成長紀錄冊」，呼籲家長

持續記錄幼兒閱讀的情形。 

6.持續充實 0-3歲專區資源 

各區圖書館於 100 年完成 0-3 歲專區布

置後，101 年持續充實專區資源，含適合嬰

幼兒使用相關設備與圖書。 

7.閱讀推廣活動 

各館為吸引民眾到館參加活動，設計各

種配套活動，如手感稱重、親子按摩、爬爬

樂、抓週、歡樂全家福等活動；為延伸閱讀，

辦理志工說故事、主題書展、閱讀集點卡、

專屬借書證等各種親子閱讀活動。 

8.甲安埔藝起來 為濱海地區幼童說故事 

配合「2012 甲安埔藝起來」活動，於 9

月 16 日假大安區海墘國小辦理說故事及展

示立體書等活動，為濱海地區的幼童帶來童

話故事的多變的立體書展，豐富想像力。 

9.梨山藝術節—贈書到偏鄉 

文化局安排贈書給梨山國小附設幼稚園

圖書，並由 101 巷故事屋老師指導兒童以繪

本故事內容進行表演，吸引兒童對於故事繪

本的興趣。 

 

 

 

 

 

 

 

 

 

臺中市文化局長葉樹姍贈書給梨山國中小（附設幼

兒園）及平等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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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全市性之輔導、訪視及評鑑 

（一）辦理圖書館業務評鑑 

於 6月 22日至 7月 20日辦理所屬各區圖

書館業務評鑑，由文化局聘請五位專家學者依

各館的基本營運情形、人力運用、讀者服務、

推廣活動、社區資源與公共關係及營運創意表

現等項目評比，評鑑結果：第一名霧峰區圖書

館、第二名大安區圖書館、第三名大甲區圖書

館，另選出四個特色獎項，分別為：創意行銷

奬（龍井區圖書館）、閱讀環境獎（東勢區圖

書館）、最佳進步獎（太平區圖書館）、發展潛

力獎（中區圖書館、南屯區圖書館、新社區圖

書館及清水區圖書館）。 

（二）辦理公共圖書館標竿學習活動 

於 9月 27日至 28日辦理公共圖書館標竿

學習活動，參訪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新

北市青少年圖書館、新北市立圖書館淡水分

館、苗栗縣立圖書館。 

（三）召開臺中市公共圖書館業務發展會議 

為了解各區公共圖書館資源現況、館務推

展績效，並提供未來發展及改進之參考及運

用，定期舉辦臺中市公共圖書館業務發展會

議，101年共辦理 8場次。 

 

 

 

一、館舍新建、改建與空間改造：圖書館環

境大改造 閱讀人口大躍進 

鄉鎮圖書館是在地的知識殿堂，也是養成

公民閱讀素養的第一站。近年來，為改變「圖

書館」是「讀書館」的觀念，並改善彰化縣公

共圖書館閱讀環境，建立以讀者為本、溫馨有

趣的閱讀氛圍，以成為在地終身學習中心，彰

化縣政府除爭取教育部補助 1,930 萬元外，並

自行編列 1.4 億元，致力辦理全縣公共圖書館

整體大改造工程，希望透過環境與設備的改

善，提升在地圖書館的閱讀氛圍，促進民眾自

主性的閱讀活動。 

所轄 26鄉鎮市中，共有 27個圖書館（員

林有 2館），除彰化市立圖書館為 93年建館以

外，其他鄉鎮圖書館均為 90 年以前所建，且

使用已超過 20年以上有 18個鄉鎮圖書館，館

舍服務空間與機能已跟不上現代化的需求，有

其改善之迫切性。 

各圖書館歷經艱難的規劃設計、圖說簡

報、評審、專家諮詢、招標發包、休館施工等

過程，在文化局的主動督導協助下，101 年完

成了竹塘鄉、員林鎮、埔心鄉、社頭鄉及二林

鎮等 5所圖書館的閱讀環境改善，102年線西、

埤頭等多館亦將陸續完成改善；重新開館的

「新」圖書館，依使用族群區分使用區域，增

加圖書館親和力與舒適性，使圖書館脫胎換

骨，蛻變為溫馨舒適並具有特色的閱讀環境；

開放以來，民眾反應熱烈，到館率及借閱率大

幅提升，在在使鄉鎮圖書館重獲民眾青睞，使

各項館藏如圖書、期刊報紙、網路、講座等，

嵌入生活之中成為通俗化的學習中心，讓民眾

身歷其中，充分發展自我、成就有效學習而流

連忘返，大大提升縣民的閱讀力。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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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竹塘鄉立圖書館外觀意象設計 彰化縣社頭鄉立圖書館開架閱讀區 

  
彰化縣二林鎮立圖書館數位學習區 彰化縣竹塘鄉立圖書館報紙期刊區 

二、創新服務 

（一）借閱一卡通—一證在手，近 400據點館

藏隨您借 

彰化縣近幾年推動全民閱讀運動，除添購

公共圖書館館藏及廣設閱讀中心外，還辦理全

縣公共圖書館空間及環境改善計畫等，然而，

閱讀的推動是百年大計，故 101年度規劃將文

化局、縣內各國中、小學校、鄉鎮市公共圖書

館及社區閱讀中心等 391單位進行館藏整合，

建立一個借書資訊平臺，提供更完整的館藏查

詢功能暨嶄新線上服務，讓讀者一證在手，就

能享受不分館別的圖書資源，便利民眾隨時借

閱圖書，全方位的推動全民閱讀運動。 

第一階段於 100 年 11 月整合全縣公共圖

書館及國中、小圖書系統圖書資料查詢，建置

「全縣聯合館藏查詢」服務系統；第二階段進

行公共圖書館暨中、小學圖書館系統整合，民

眾只要持公共圖書館借書證，可就近至縣內任

一所國中、國小、社區閱讀中心及公共圖書館

借書，希望透過此案的推動，以點連結成線，

以線帶動全面，擴大圖書資料的查詢借閱，帶

動全縣閱讀風潮。 

（二）電子書服務創新啟動 

彰化縣文化局為推廣數位閱讀，除了持續

充實傳統紙本書籍館藏外，另為因應電子書的

時代趨勢，方便民眾利用電子載具隨時隨地閱

讀書籍，在縣長支持下，於 100 年 12 月成為

非直轄市以外率先購置電子書之縣市，計購置

878 冊電子書，提供縣民免費借閱。自正式啓

用以來，為讓縣民進一步瞭解電子書的諸多優

點，藉由推廣教育研習，加強推廣使用電子書

促進閱讀。自 101年 2月上線以來，電子書平

臺累計申辦讀者數 3,005名及借閱量 1萬 9,493

冊，皆在非五都中僅次於桃園縣。期望創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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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之借閱及閱讀型態，提升閱讀風氣及培養自

主學習能力，以使公共圖書館成為民眾的終身

學習中心。 

借閱電子書有許多好處，可利用電腦、

iPhone、iPad、平板電腦等載具透過網路隨時

隨地借還書，環保又省時，方便攜帶及閱讀，

不會有借還書遺失破損等問題，到期自動歸

還；未來配合國中圖服務平臺升級，可結合音

訊、視訊、flash動畫，以多媒體的方式呈現，

不只可看書，還可以聽書，使圖書不再只是平

面紙張的閱讀，而有更多的感官體驗，甚至是

娛樂的效果。 

讀 者可 於彰 化縣 圖書 館查 詢系 統

（http://library.bocach.gov.tw）中之公共圖書館

館藏查詢，以「特藏類型」為「電子書」，即

可查得電子書書目，並點選「書目 URL」即可

連結至電子書平臺，再以彰化縣公共圖書館借

書證，至國中圖電子書服務平臺網站

（http://ebook.nlpi.edu.tw）註冊登入，即可借

閱彰化縣及國中圖購買的電子書。 

 

三、全縣性之閱讀推廣 

彰化縣文化局近年來，致力充實館藏暨辦

理多元閱讀推廣活動，促使縣民借閱力大為提

升，101 年更大力開展鼓勵民眾申辦借書證，

為鼓勵民眾使用圖書館，認知借書證的辦理是

縣民使用公共圖書館的第一步，教導民眾從辦

理借書證開始認識圖書館，特地以學校為單位

進行團體辦證，結合老師的課堂教學，指導學

生利用圖書館資源，吸引並提升辦證意願，進

而至縣內各公共圖書館借閱圖書資料。 

縣內公立國中小、公私立高中職辦理「學

校集體申辦彰化縣公共圖書館借書證計畫」，

獲得 117所學校熱烈回響合作，申辦人包含學

生、學生家長、學校教職員工，申辦件數達一

萬件。藉此計畫結合公共圖書館與學校資源，

共同為學生、老師族群之閱讀推廣而努力，以

提升閱讀風氣及培養自主學習能力，營造書香

社會。 

 

 

 

一、重要人員異動 

南投市立圖書館館長李思嬅於 101年 3月

31日退休，4月 1日起由林雨增接任；竹山鎮

立圖書館館長黃文賢於 101年 4月 1日榮調竹

山鎮公所文化觀光課長，遺缺由張秀陵於 4月

1 日起接任館長；鹿谷鄉立圖書館館長吳淑貞

於 101年 9月 16日退休，9月 17日起由邱勝

範接任；水里鄉立圖書館館長巫麗琴榮調水里

鄉公所財政課長，遺缺由徐玉玲於 11月 12日

起接任。 

 

二、館舍新建、改建及空間改造 

（一）文化局圖書館於 101年 1月 1日起增設

樂齡閱讀專區、多元文化閱讀專區、季

節主題書展區後，全館完成分齡分眾服

務專區（室）建置。 

（二）文化局圖書科協助 13 鄉鎮市向教育部

爭取 101年「圖書館閱讀環境與設備升

級計畫」、「圖書館閱讀推廣與館藏充

實計畫」補助，在教育部 101年補助款

大幅縮減請況下，二項計畫仍獲教育部

分別核定 662萬 4,000元、289萬 4,200

元經費補助。 

（三）文化局圖書館於圖書館四樓增設「東亞

文英陳千武文庫」，12月 29日上午啟

用典禮由秘書長陳正昇、文化部政務次

長林金田、陳千武先生遺孀許玉蘭女

士、台灣兒童文學協會理事長岩上、文

學台灣基金會董事長鄭炯明、前農委會

主委陳武雄等 6人代表揭牌。為紀念陳

南投縣公共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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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武文庫啟用，除出版「意境與意味—

陳千武研究論文選輯」，另擇陳千武代

表詩《油畫》、《檳榔樹》、《雨中行》、

《密林》、《信鴿》、《咀嚼》六首，

邀請縣籍藝術家梁坤明先生、黃義永先

生繪製版畫畫作，編印成「陳千武紀念

藏書票」、「陳千武紀念書籤」、「陳

千武文庫簡介」（中、日、英版），分

送與會人員閱讀，進一步了解陳千武先

生其人、其文學世界內涵。 

 

三、創新服務 

（一）營造 14 個公共圖書館家族整合性服務，

透過共識共決共行機制決定自 101年起

以每 2個月定期召開 1次鄉鎮市業務座

談會、每 2年定期舉辦全縣鄉鎮市圖書

館評鑑 1次，藉此促進館際之間交流與

觀摩，提高互動、互助頻率與服務精準

度。 

（二）南投縣公共圖書館家族一卡通用整合性

服務，原每卡可借 15 冊，自 101 年 8

月 1 日起調高為每卡可借 30 冊。原每

卡可預約圖書冊數 4冊，自 11月 19日

起提高為每卡 10冊。 

（三）為維護身障人士閱讀權益，於 101年 4

月修正原「為身障者送書到府服務」為

「閱讀宅急便」。 

 

 

 

 

 

 

 
南投縣公共圖書館「閱讀宅急便」服務 
 
 

（四）為紀念第一屆南投文學貢獻獎、文化部

第一屆文馨獎得主巫永福先生百歲冥

誕，文化局圖書館邀請國立臺灣文學

館、埔里鎮立圖書館、巫永福文化基金

會策辦「巫永福先生百歲冥誕文學紀念

系列活動」，於 5 月 19 日起展開「巫

永福先生文學紀念展」、「巫永福先生

百歲冥誕文學紀念音樂會」、「巫永福

文化基金會三大獎頒獎典禮」、「巫永

福先生百歲冥誕文學座談會」系列活

動。 

（五）「我愛閱讀」圖書館閱讀認證於 3月 18

日起首先由 18度 C文化基金會與埔里

鎮立圖書館合作辦理， 9月 1日 18度

C文化基金會提高贊助並擴大參與層次

與範圍，與文化局合作推出「我愛閱讀」

圖書館閱讀護照認證運動，101 學年度

第 1 學期開學起在南投縣 79 所國小展

開試辦，吸引 1萬 2,703位小朋友參與

閱讀運動，統計本期護照認證共閱讀了

27萬 247本書、參加了 1萬 8,034場藝

文活動及書寫了 3萬 520篇心得。 

（六）為關照偏遠、邊陲、弱勢學生閱讀平權，

於 9月起開創「送書去旅行」送書到校

服務，101年第 1學期共提供 7所國中

小學 125箱次共 3,810冊圖書到校閱覽

服務。 
 
 

 

 

 

 

 

 

 

 

 

 
南投縣公共圖書館「送出去旅行」服務 



103 

公共圖書館 

 

（七）在魚池鄉立圖書館、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東南亞研究所、四方報的協助下，於 10

月 28日及 11月 4日假魚池鄉樂齡學習

中心舉辦 2場次「越讀悅幸福—越籍外

配及其家屬閱讀輔導與文化學習課程」

暨多元文化主題書展，協助 50 個家庭

102 位新住民成員利用圖書館閱讀學習

相關資源。 

（八）繼 100 年底協助仁愛鄉立圖書館爭取教

育部「送閱讀載具到偏鄉服務」計畫獲

贈 10部電子書閱讀載具後， 101年底

再度為魚池鄉立圖書館爭取同項計畫

獲贈 10部電子書閱讀載具。 

（九）101 年首度將文學能量以大館牽小館方

式將文學觸角延伸到縣內多個鄉鎮市

圖書館，帶動文學普及閱讀。 

1.為草屯鎮立圖書館爭取行政院文建會「作家

在地草鞋墩寫作計畫」專款補助，由草屯鎮

公所於101年12月底出版發行《草鞋墩文學

叢書》第 1輯共 3冊。 

2.與國立臺灣文學館、中國時報開卷版合辦

「101年度作家撒野．文學迴鄉」2場次。 

3.名間鄉立圖書館推動「一書一名間寫作比

賽」，透過有關「名間鄉」的地方文史地產人

專書閱讀為藍本，刺激鄉民在地關懷。 

4.協助鹿谷鄉立圖書館與當地文學社團彬彬社

策辦「彬彬社暨柴扉文學展」並提供館藏借

展，文學館藏資源下鄉分享。 

5.結合公共電視臺公視影展、國家電影資料

館、萬代福影城、宗惠教育文化基金會、李

靖惠導演等民間公益組織，推動公益電影下

鄉活動，超過 50場約 3,000觀眾欣賞。 

 

四、全縣性之活動或計畫、輔導、訪視及評

鑑 

（一）教育部多元閱讀與館藏充實計畫執行成

果考核，訪視委員 7 月 10 日訪視文化

局輔導全縣執行計畫暨信義鄉、魚池鄉

辦理效益。 

（二）全國好書交換日活動於 7月 3日起至 7

月 14日收書，並於 7月 14日上午開放

換書活動。收書量總計 2萬 5,929册、

換書量 1萬 9,772册，活動期間並推出

凱迪克獎繪本大賞活動暨相關推廣活

動，參與活動總人數 1萬 7,214人。 

（三）為提升南投及雲林二縣市圖書館館員工

作知能與服務專業，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圖書館受國中圖委託於 9月 12日至 13

日辦理「公共圖書館經營與管理研習—

館員班第二期」課程，南投縣及雲林縣

公共圖書館館員及國小圖書館教師計

44位與會。 

（四）《南投縣文學家作品集》第十九輯作品

徵選案，於 9 月 21 日審查出爐，計選

出林廣《探測詩與心的距離—品賞岩上

的 100首詩》、林文龍《陶村夢憶雜詠》、

李皇《情深南投—藝術與生活》（報導

文學）、簡明雪《愛的存摺》四本作品

將於 102年度出版。 

（五）輔導縣境內書院、詩社宏揚古典詩欣

賞、創作、吟唱及人才培育傳承著有績

效：10月 3日由臺灣省政府頒發 101年

度績優傳統詩社及個人獎項，包括「詩

易經學會」獲頒為績優詩社團體獎；受

表揚的詩社人員有歐禮足先生等 7位，

為全臺榮獲表揚人數最多的縣市。 

（六）文化局圖書科 101 年出版 9 本文學新

書，其中 7本新書辦理發表會包括《文

學記遊．南投散策 4》、《綠樹當戶—

巡訪中興新村》、《猴蔗花開》、《因

為旅行，在台灣遇見美麗」》、《雲峰

詩草》、《側影與軌跡—南投文學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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簿》、《呼嘯山林—布農族口傳文學

集》。 

（七）12月 15日辦理「第 14屆玉山文學獎」

頒獎典禮，由代理縣長陳志清主持。文

學創作獎徵選分 5類：新詩、散文、短

篇小說、古典詩和劇本。 

（八）總統頒贈東亞文英陳千武先生褒揚令儀

式 12 月 29 日上午於文化局圖書館舉

行，由行政院文建會政次林金田代表頒

授褒揚令予陳千武老師家屬，會後並舉

行陳千武紀念文學座談會。 

 

 

 

一、首長異動 

101年 1月至 7月 15日文化處處長為李明

岳，7月 16日至 8月 23日文化處代理處長為

曾美玉，8月 24日至 12月 31日文化處代理處

長為洪仁聲。 

 

二、館舍新建、改建及空間改造 

（一）配合文化中心整建工程，兒童閱覽室、

圖書閱覽室、一般閱覽室於 4月 1日重

新開館使用、期刊閱覽室於 10 月 2 日

重新開館使用。 

 

 

  

 

 

 

 

 

 

 

 

（二）褒忠鄉立圖書館自 1 月 6 日起封館整

修，10月 4日驗收完成，10月 23日試

營運，12月 2日重新開館使用。 

 

三、創新服務 

（一）提供全館無線上網服務，滿足讀者透過

個人筆電或上網設備檢索資料及個人

研究之需求。 

（二）有愛無礙送書到府服務  

      設籍雲林縣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之重度肢障民眾，已辦理借閱證者，可以         

電話或親自或委託他人，申請送書到府服務，

文化處圖書館以郵寄或親送的方式送書到

府，郵資由文化處圖書館支付。 

 

 

 

 

 

 

 

 

 

 

 

 

 

 

 

 

 

 

四、全縣性之教育訓練及研習 

（一）101年 1月 9日辦理「圖書館盤點作業

流程及圖書報廢教育訓練」。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雲林縣政府文化處圖書館整修完成之兒童閱覽室面積

增加一倍，有木板階梯、小型舞臺，適合辦理各種推

展閱讀及說故事活動 

雲林縣有愛無礙送書到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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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9 月 4 日辦理「101 年教育部閱讀環境

與設備升級計畫—參訪研習」 

各鄉鎮市圖書館人員及志工人員參訪 101

年新落成國中圖及誠品書店之勤美天地，藉以

輔導縣內各公共圖書館承辦人員，提升專業知

能和規劃設計能力，提供讀者舒適的閱讀環

境，以營造優質的服務品質，期許將公共圖書

館的閱讀空間還原給讀者，以讀者導向來規劃

服務功能及動線。 

 

 

 

 

 

 

 

 

 

 

 

 

 

 

 

 
 

 

五、全縣性之閱讀推廣活動 

（一）101年 4月 29日辦理「雲林瘋閱讀─

2012 世界書香日特別活動」、7 月 21

日辦理「101 年閱讀推廣—0-3 歲贈書

活動」、7 月至 9 月辦理「101 年閱讀

推廣說故事人才培訓」、7月辦理「101

年閱讀推廣—讀書會領導人才培訓」、

8月至 9月辦理「公共圖書館推廣閱讀

志工培訓」。 

 

 

 

 

 

 

 

 

 

 

 

 

（二）全國好書交換日 

7月 14日辦理「全國好書交換日」活動，

計有斗六市等 20單位同步實施，共有 6,367人

參與、總收書量共 1萬 9,310本、交換書量共

1萬 3,335本、換書人數共 3,861人；藉由本活

動捐書、換書過程，達知識交流，延續圖書生

命力，提升縣民閱讀風氣，推廣資源分享再利

用的價值觀，成效相當良好。 

 

 

 

 

 

 

 

 

 

 

 

（三）一城一書 

邀請縣內各級學校、圖書館、讀書會暨網

站接受網友推薦書單 125本，8月 21日邀請專

家學者選出 12本決選書：1.雲林有大家；2.汪

洋中的一條船；3.通情達理─品格決定未來；

雲林縣各鄉鎮市圖書館人員及志工人員參訪 

雲林瘋閱讀—2012世界書香日特別活動，於雲林古坑

綠色隧道舉行。（101.4.29） 

雲林縣全國好書交換日活動（10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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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這些人─那些事；5.目送；6.有些事，這些

年我才懂；7.轉個彎─怎樣都幸福；8.100 萬

的願望；9.虎尾溪的浮光；10.不乖；11.超級阿

伯；12.陳樹菊─不凡的慷慨；9月開放網路投

票由《汪洋中的一條船》勝出，入選為 2012

雲林縣之書，並邀請《汪洋中的一條船》原作

者鄭豐喜先生之遺孀吳繼釗女士及本書圖文

製作者貓海鷗先生（原名林煒璋）於 12 月 1

日、8日分享導讀講座 2場。 

（四）圖書館週活動：閱讀雲林．童遊圖書館 

1.預約導覽圖書館：自 11月 30日至 12月 9日

為止，規劃斗六市各國小學童到文化處圖書

館預約導覽參訪，更提供學童享有團體辦證

的便利服務。 

2.圖書館週開幕活動：頒發「年度借閱王」的

獎項，以玆鼓勵各公共圖書館借閱量排名前

10名的讀者們。邀請到《汪洋中的一條船》

繪本作者貓海鷗先生進行導讀分享，並規劃

「圖書館尋寶趣─找書趣」活動。 

3.圖書館週亮點活動：安排斗六市多所學校，

進行森巴鼓動閱讀、陶笛展演伴書香活動暨

闖關趣味活動。 

4.圖書館週閱讀分享活動：文化處兒童閱覽室

安排一系列的故事分享及有獎徵答活動；配

合展出 99年、100年、101年由民眾票選出

代表雲林的 36 本優良書籍。在 圖 書館 一

樓 則 有 「閱讀雲林─社區繪本成果展」，

展出歷年來雲林縣各社區出版的優良繪本；

另外，為了歡迎舊讀者回圖書館，文化處圖

書館書庫、兒童室、期刊室舉辦「卡友回娘

家」，每日前 100名借書讀者，贈「雲林時光」

明信片 2張。 

（五）文化出版 

出版《雲林藝陣誌》、《雲林廟神誌》、《雲

林文化教育：傳承、創新與發展》、《風起雲湧

二二八：雲林記事》等雲林文化研究叢書。 

 

 

一、館舍新建、改建及空間改造 

辦理嘉義市政府文化局視聽室空間改造

工程，民國 101年 12月 6日開工， 12月 20

日申報竣工，102年 2月 5日重新開放為民服

務。工程施工重點為視聽室出入口、櫃臺修繕

工程、增設電腦查詢區、新片展示區。 

 

二、全市性之活動與計畫 

（一）2012嘉義市城市之書 

1.嘉義市城市之書票選活動於 8月 28日至 9月

25 日舉辦，有 5,863 人參與，10 月 13 日辦

理「2012嘉義市城市之書」揭曉記者會，由

天下文化出版嚴長壽著作《教育應該不一樣》

獲選為「2012 嘉義市城市之書」。同日辦理

「博覽讀書會」，由嘉義市 21 個讀書會團體

參加，250人參與。「一城一書」閱讀講座於

9 月 2 日邀請小野老師擔任講座，講題「有

些事，這些年我才懂」；10月 14日邀請彎彎

老師擔任講座，講題「轉個彎，怎樣都幸

福」；12 月 9 日邀請蕭青陽老師擔任講座，

講題「有一天，我會和我的偶像一同老去」，

3場共計 898人參與。 

2.辦理「2012嘉義市城市之書」種子教師培訓

活動，計有 60人參與。 

3.「2012嘉義市城市之書．全民閱讀」讀書會

由家緣讀書會、閱讀推廣協會成人讀書會、

快樂辣媽讀書會、喜閱會、文化讀書會共計

5場研讀《教育應該不一樣》一書。 

 

 

 

 

 

 

嘉義市公共圖書館 



107 

公共圖書館 

 

「2012嘉義市城市之書」揭曉記者會 

 

 

 

 

 

 

 

 

 

 

 

 

 

 

 

（二）閱讀起步走 

首度由區長與文化局局長親自贈送低收

入戶嬰幼兒閱讀禮袋到府，並辦理下列活動：

6月 16日辦理「閱讀禮袋啟贈」活動 1場；6

月至 8月辦理「娃娃故事坊」活動 44場、「嬰

幼兒父母學習講座」5場；6月 16日邀請馬長

齡擔任講座，講題「從腦部功能發展談如何協

助幼兒有效學習」；7月 8日邀請孫麗卿老師擔

任講座，講題「親子共讀的新思維」；7 月 14

日邀請張閔翔老師擔任講座，講題「0-3 歲幼

兒情緒大作戰」；7月 28日邀請姚淑芬老師擔

任講座，講題「透過親子互動，提升幼兒發

展」；8月 12日邀請蔡淑敏老師擔任講座，講

題「寶貝！給你一個新視界」，本系列活動約

有 3,555人次參與。 

 

 

 

 

 

 

 

 

 

 

 

 

 

 

 

（三）悅閱朗讀比賽 

4月21日與嘉義市閱讀推廣協會共同舉辦

「悅閱朗讀比賽」，藉由朗讀比賽，希望讓家

長與小孩能認識優良讀物外，更透過朗讀讓自

己可以感受到文章語言的氣勢神韻，又能抒發

個人情緒，對寫作和身心健康有意想不到的幫

助，值得推廣與練習。 

（四）第三屆桃城文學獎 

徵件數量計有現代詩組212件，散文組108

件，小說組 55 件，共計 375 件。總獎金高達

37萬元，並出版《第三屆桃城文學獎得獎作品

集》，並於 101年 5月 19日舉行頒獎典禮。 

 

 

 

一、創新服務 

（一）田園城市行動圖書車 

3 月起開始巡迴服務六腳、東石、布袋及

義竹等四鄉鎮國小。9月份起加入太保、鹿草、

水上、朴子等四個鄉鎮市國小。 

（二）iTaiwan無線上網服務 

配合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推動

「iTaiwan 無線上網服務」，建置圖書館無線上

網環境。 

 

二、館舍新建、改建及空間改造 

大林鎮立圖書館於 101年 5月重新啟用開

嘉義縣公共圖書館 

嘉義市辦理閱讀禮袋贈送活動（10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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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民雄鄉立圖書館第一期改善工程竣工，1

樓兒童室及閱報室於 101年 12月重新開放。  

 

 

 

 

 

 

 

 

 

 

 

 

 

 

 

 

 

 

三、全縣性之教育訓練及研習 

（一）志工訓練及說故事人才訓練 

辦理「親親閱讀到嘉義—幼兒閱讀活動」

專業培訓課程、「閱讀起步走—故事媽媽人才

培訓」等，提供 18 鄉鎮圖書館館員及志工參

加。 

（二）辦理圖書館自動化訓練 

辦理 2場次「101年度嘉義縣公共圖書館

人員教育訓練」，包括流通管理系統及編目系

統等。 

 

四、全縣性之輔導、訪視及評鑑 

4 月辦理水上圖書館、鹿草圖書館、鹿滿

國小及雙溪國小參訪活動，包括縣內圖書館人

員、志工 37共人參加。 

 

五、全縣性之閱讀推廣活動 

（一）書香講座  

「夏季生活講座」主題為「旅行」，於 6

月 16日、7月 7日、7月 21日、8月 11日舉

辦；「秋季生活講座」主題為「健康樂活」，於

9 月 22 日、10 月 6 日、10 月 20 日、11 月 3

日辦理，活動地點在縣圖書館演講廳。 

（二）影展 

辦理假日電影院 49 場、寒假關懷新住民

影展於 10 個鄉鎮市圖書館巡迴放映（每館 5

場次）共計 50場次、4月份與國家電影資料館

合辦金穗獎影片活動，9 月份與公共電視公司

合辦公視假日電影院活動。 

（三）全國好書交換日  

「全國好書交換日」活動於 7 月 14 日在

縣圖書館及各鄉鎮市圖書館同步舉行，共2,189

人參與換書，交換圖書 7,349冊。 

 

 

 

 

 

 

 

 
 

 

 

（四）「空間美學．公共藝術」巡迴書展 

舉辦各種主題新書展，6 月配合行政院文

化建設委員會第三屆公共藝術獎，辦理「空間

美學．公共藝術」巡迴書展；10月辦理運動養

生書展；11 月辦理自然人文書展；12 月辦理

漫畫書展。 

 

 

嘉義縣全國好書交換日活動（101.7.14） 

嘉義縣民雄鄉立圖書館兒童室 

嘉義縣大林鎮立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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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閱讀起步走 

11月10日於梅山鄉立圖書館辦理「0-3 歲

嬰幼兒閱讀起步走成果展」，現場活動包含表

揚親子共讀模範家庭、讀經小狀元、好書交

換、行動書車及各式文化交流活動。全縣共辦

理 246場次各式閱讀推廣活動，包含親子共讀

讀書會、兒童讀書會、父母學習講座、說故事

活動等。 

（六）7月 2日至 7月 6日舉辦兒童閱讀營，

中高年級各一梯次，每梯次 80人。 

（七）7月 9日至 7月 13日辦理少年寫作營，

上下午各一梯次，每梯次 80人。 

（八）7 月份辦理「趣味繪本製作」，參與人

數 72人。 

 

六、閱讀資源充實 

（一）教育處圖書館選書委員會共辦理二次選

書會議，並於 8月辦理新任選書委員聘

任，目前共有 17位專家學者擔任委員。

參考各式精選書目如公務人員閱讀專

書、中央社每週好書讀、誠品選書、開

卷選書、書店暢銷排行榜……等購置館

藏。 

（二）101 年度辦理嘉義縣鄉鎮市圖書館補助

購書約 6,812 冊，嘉義縣圖書館新購書

籍約 4,948冊。 

（三）101 年度嘉義縣視聽資料採購合計 85

件。 

（四）101年度嘉義縣期刊轉藏書約 600冊。 

（五）辦理各界贈書分送各鄉鎮市圖書館及學

校充實館藏，共約 1萬 5千餘冊。 

 

 

 

 

 

 

 

一、組織變革 

南瀛圖書館於 99 年 12 月 25 日縣市合併

後劃歸臺南市立圖書館管理。考量該館位於新

營文化中心內部，自 101年 1月 1日起移由新

營文化中心管理，更名為新營文化中心圖書

館。 

 

二、館舍新建、改建及空間改造 

（一）新建市立圖書館裕文分館，9月 30日正

式啟用。 

（二）遷建市立圖書館土城分館，6月 3日正

式啟用。 

（三）100 年度教育部補助公共圖書館閱讀環

境與設備升級實施計畫：市立圖書館南

區分館閱讀環境改善工程（總經費 479

萬元，補助 330萬元，結算金額 389萬

993元），於 101年 5月 12日竣工；後

壁區圖書館閱讀環境改善工程（總經費

394萬元，補助 270萬元，結算金額 351

萬 7,079元），於 101年 4月 25日竣工。 

（四）101 年度教育部補助公共圖書館閱讀環

境與設備升級實施計畫 

1.西港區圖書館獲教育部補助 300 萬元辦理閱

讀環境改善計畫，預計 102年 9月完成。 

2.市立圖書館總館、新化、北門、南化、善化

區圖書館等 5館獲教育部補助 167萬元辦理

設備升級計畫，預計 102年 3月完成。 

（五）101 年後壁、大內、官田、永康區圖書

館 4 館獲文化局補助 51 萬元，辦理區

圖書館優質化館舍修繕規劃設計，預定

102年 2月完成規劃設計。 

 

 

 

臺南市公共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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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新服務 

（一）2012臺南閱讀嘉年華會 

10月 5日至 10月 7日辦理「2012臺南閱

讀嘉年華會」書展，設置「文學之城─臺南」

主題館，展出鄉鎮方志及臺南文學作家作品，

並舉辦《南瀛之美》繪本說故事活動。 

（二）非讀 BOOK 臺南愛讀冊─兒童文學高

峰會 

6 月 2 日於國立臺灣文學館舉辦「非讀

BOOK 臺南愛讀冊─兒童文學高峰會」，邀

請作家、專家學者及市民，以「公共論壇」方

式探討「非讀 BOOK臺南愛讀冊」電視讀書會

節目中提及的閱讀議題，從兒童閱讀議題延

伸照見「兒童文學」的前瞻性與發展性，並激

盪出閱讀推廣的嶄新風貌。 

市長賴清德發表「書香宣言」，將每年 4

月份訂為臺南兒童文學月及設立臺南兒童文

學獎。 

（三）全市資訊系統提升 

1.公共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7月 3日正式上線，

有效整合全市公共圖書館館藏資源，提升讀

者服務之便利性及效率。 

2.公共圖書館入口網 11月 14日上線，整合全

市公共圖書館各項資訊，方便民眾即時從單

一入口網得知公共圖書館各項訊息，便利民

眾獲取各圖書館相關訊息。 

3.12 月完成建置 28 所區圖書館 100M 光纖網

路，提升資訊服務效率。 

 

四、全市性之活動與計畫 

（一）訓練及研習 

1.10月 15日至 10月 16日辦理「101年公共圖

書館經營管理研習─館員班第二期」研習活

動，參加對象為臺南市及嘉義縣市鄉、鎮、

區圖書館從業人員。 

2.因應臺南市公共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更新建

置，針對全市各公共圖書館館員，安排三階

段（基礎、進階、上線）自動化系統教育訓

練，共辦理 56場，448小時。藉由實際上機

操作，讓館員熟悉新系統作業操作，加速服

務效率。  

（二）閱讀推廣活動 

1.「非讀 BOOK臺南愛讀冊」電視讀書會系列

活動 

為廣為宣傳優質閱讀節目，辦理「閱讀

Party臺南讚！故事大會串」、「百萬書香大

擂台」有獎徵答比賽等 4 場系列活動。100

年 9 月開播至 101 年 12 月底止，共製播 68

集。節目設有官方網站增進與民眾互動，網

站瀏覽人數為 34萬 2,957人。 

2.4月 21日配合世界書香日，於蕭壠文化園區

舉辦「種下書香種子」活動，贈書給佳里、

西港、七股、將軍、學甲、北門等 6 區國小

一年級弱勢家庭小朋友。 

3.辦理「閱讀起步走」活動，7 月 1 日起，以

設籍臺南市 0-3 歲嬰幼兒為對象，於全市公

共圖書館贈送 4,800 份閱讀禮袋；並辦理系

列講座及活動。 

4.7月 14日「全國好書交換日」活動，各公共

圖書館（除大內區、玉井區、西港區圖書館

外）共同參與；部分圖書館也配合活動設置

專區，展出「ALA凱迪克獎繪本大賞」圖書。 

5.城市閱讀．臺南之書 

（1）101年「城市閱讀．臺南之書」好書票

選活動，由全市公共圖書館共同合作

辦理，邀請社區大學及閱讀團體共同

推薦 5本成人好書，5本兒童好書讓市

民朋友網路票選，票選期間為 10月 15

日至 11月 15日。 

（2）票選結果由成人書《鹽田兒女》及兒童

書《億載金城之暗夜迷蹤》獲選為「臺

南之書」，並於 11月 24日假總爺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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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市立圖書館大寮分館兒童閱覽區 

高雄市大東藝術圖書館夜間外觀 

中心舉辦發表會。 

（三）訪視與評鑑 

辦理「101/102 年度臺南市公共圖書館營

運績效評鑑」，以臺南市 38所公共圖書館（臺

南市立圖書館 7所分館、31區圖書館）為評鑑

範圍。 

 

 

 

一、館舍新建、改建及空間改造 

（一）積極爭取經費，改善分館閱讀環境 

爭取內政部補助完成右昌分館外觀及庭

院改造；教育部補助完成梓官、鹽埕分館空間

改造；地方編列經費進行大寮、林園、橋頭、

岡山文化等各分館改造。 

 

 
 

 

 

 

 

 

 

 

 

 

（二）首座藝術公共圖書館─大東藝術圖書

館啟用 

於 4 月 22 日開館，首開國內公共圖書館

以藝術為主題之先例，館藏內容涵蓋文化藝

術、音樂、建築、雕塑、繪畫、書法、攝影、

工藝及金石、舞蹈、戲劇、電影、動漫共 12

項藝術之圖書、期刊、海報、影音資料、資料

庫及電子書。 

 

 

 

  

 

 

 

 

 

 

 

 

 
 

（三）林園二館啓用 

由中油公司贊助興建，於 99 年開工，一

樓為西溪、中芸、鳳芸社區活動中心，二樓為

林園二館，舊館遷至新館，並於 101 年 12 月

20日邀請市長剪綵落成啟用。 

（四）籌劃興建新分館 

興建籌劃中之分館包括前鎮草衙分館、三

民河堤、大寮中庄、那瑪夏、美濃分館、李科

永紀念圖書館及遷建鳯山中崙分館，預定於

103年啓用。 

（五）籌建新總館 

新總館基地位於新光路，面積 2公頃，總

樓地板面積為 3萬 8,000平方公尺，為全球首

創鋼索懸吊建築、最大懸吊景觀中庭、景觀穿

透性最高圖書館、首座挑高 7.5 米無柱遮蔽式

廣場，於 101年 10月 12日舉辦百人動土典禮，

10月 15日開工，預定 103年 11月開館營運。 

 

二、創新服務 

（一）建置第 3座捷運微型圖書館 

101年 12月於南岡山捷運站設置第 3座捷

運微型圖書館，全國第 1座捷運微型圖書館 98

年 6月於高雄捷運中央公園站設置，100年 11

月於左營高鐵捷運站設置第 2座。 

 

高雄市公共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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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捷運紅線南岡山站啟用第 3 座捷運微型圖書

館（101.12.23） 

南市圖葉建良館長談「芬蘭的公共圖書館服務」

（101.10.22）  

高市圖館長施純福介紹國中圖館長呂春嬌（右）分享

「國中圖遷建計畫始末分享」（101.10.15） 

高市圖書香推手志工團隊榮獲文化部第 19 屆全國績

優文化志工團隊獎（101.11.11） 

 

 

 

 

 

 

 

 

 
 

（二）啟動圖書自動化系統 APP 

為圖書自動化系統製作行動化應用程式

APP「高雄閱讀隨身 GO」，可安裝在手機或是

平板電腦上。透過本 APP讀者可以查詢館藏，

申請預約及網路借書，接收系統之訊息通知，

查詢個人借閱及預約歷史等個人化服務，並可

設定興趣主題功能，也能利用 GPS定位資訊，

定期獲得符合條件的新書資訊。 

 

三、全市性之活動與計畫 

（一）圖書館從業人員在職進修 

與國家圖書館合作辦理南區圖書館從業

人員在職進修研習，1月 30日、6月 4日至 11

日、10月 15日至 22日三場共五天，包括南區

四縣市共 650位館員參與。 

 

 

 

 

 

 

 

 

 

 

 

 

  

 

 

 

 

 

 

 

 

 
 
（二）101年公共圖書館經營管理研習─館員

班第二期 

執行國中圖委託計畫，於 9月 3日至 4日

辦理培訓課程，包括高雄市、澎湖縣及屏東縣

共有 320位館員參與。 

（三）榮獲文化部第 19 屆全國績優文化志工

團隊獎 

書香推手志工團隊榮獲文化部第 19 屆全

國績優文化志工團隊獎。 

 

 

 

 

 

 

 

 

 

 

 

（四）閱讀起步走  

由教育部補助幼兒圖書 4,800 套，免費贈

送設籍高雄市之嬰幼兒。除發放早讀福袋、辦

理館員志工專業課程培訓外，更規劃了系列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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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講堂」活動邀請趙薇與張國立夫妻檔聯袂開講

（101.11.17） 

高雄市前金活力隊以「明鑼移山」一劇，獲得創意故

事擂臺賽總冠軍。（101.11.21） 

動諸如新手父母講座、圖書館利用與閱讀指

導、歐洲孩子故事親體驗、親子講座、設置嬰

幼兒親子共讀館藏專區等；系列活動共辦理約

141場，1萬 2,571人參與。 

（五）全國好書交換日 

7月 14日全國好書交換日活動於 47個分

館同步舉行，共募集 6萬 3,167 冊書，近 1萬

1,435位民眾成功換書超過 4萬 3,215冊；同時

設置「ALA凱迪克獎繪本大賞＠your library」

專區，辦理相關講座。 

（六）2012全國故事媽媽─創意故事擂臺賽 

辦理「2012 全國故事媽媽—創意故事擂

臺賽」活動，藉由故事擂臺賽，廣邀全國故事

達人來尬戲，包括來自澎湖、花蓮、新北市等

24支隊伍參賽，10月 29日至 30日選出 12支

隊伍進入決賽，11月 21日辦理總決賽。 

  

 

 

 

 

 

 

 

 

 

（七）2012全國故事媽媽—戲尬文學 

連續第 7年舉辦的「全國故事媽媽大會師」

活動，11月 20日至 22日來自全國各公共圖書

館、民間團體及大高雄地區各單位之故事媽媽

志工團體共 300多名參與。 

（八）「城市講堂：OPEN新視野」、「岡文

講堂」 

每週六下午辦理「城市講堂」、「岡文講堂」

活動，並得到許多高雄在地企業鼎力支持贊

助，101年共辦理 64場次。 

 

  

 

 

 

 

 

 

 

 

 

（九）大東講堂 

大東藝術圖書館與高雄市建築師公會於

101年 5月起每週六下午合作辦理「大東講堂」

活動，101年共辦理 32場，參與人次共 5,332

人次。 

（十）與建築師有約：建築師專業諮詢活動 

大東藝術圖書館與高雄市建築師公會合

作，101年 9月份起每週日下午於舉辦「與建

築師有約：建築師專業諮詢活動」，101年共辦

理 17場，參與人數共 108人。 

（十一）一城一書作家講座 

針對 100 年度經由民眾票選出 12 本推薦

好書，邀請作家與民眾面對面；蒲公英閱讀協

會總幹事王怡鳳與民眾悅讀「林良爺爺的 700

字故事」，系列講座共 2,160人次參加。  

（十二）庄頭文化之─打甘樂、看童玩展 

6月 1日至 7月 31日於楠仔坑分館舉行，

由「金鷹閣電視木偶劇團」、「東華皮影戲團」

及「三峽定點陀螺隊」與讀者互動式演出。展

演期間吸引 3萬 632人次前來參與。 

（十三）文學家駐館 

高雄文學館於每二週邀請一位高雄作家

駐館，101年共邀請徐桂生等 18位高雄作家，

共辦理 18 場作家創作文物展及文學講座，總

計 1萬 1,755人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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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顏艾琳到杉林國中與學子分享「詩樂翩篇─詩人

自我養成計畫」（101.11.7） 高市圖 101年度評鑑績優館於館務會議中表揚 

（十四）送文學到校園 

邀請知名作家、課本作家古蒙仁、蕭蕭、

幸佳慧、徐嘉澤、郭漢辰、路寒袖、顏艾琳及

巴代等人到校園，與青年學子分享個人文學成

長與創作經驗，101年度共辦理 8場次，2,080

人次參加。 

  
 

 

 

 

 

 

 

 

 

 

（十五）青少年文學高峰會暨夏日文學營系列

講座 

7月 21日起至 8月底，邀請曾獲得高雄文

學創作獎助計畫或打狗文學獎得主李進文、李

友煌、李長青、郭漢辰及徐嘉澤等人參與，舉

辦 1日文學營與 3場次專題演講，共 168人參

與。 

（十六）與在地藝文社團合辦藝文推廣活動 

1.與喜菡文學網合辦「生活有詩」講座，101

年共辦理 6場次，參加人次計 206人。 

2.與台文戰線合辦「港都台語文學」講座，101

年共辦理 10場次，參加人次計 264人。 

（十七）高雄市故事媽媽培訓認證 

已連續 8年舉辦「故事媽媽認證與培訓」，

101 年課程內容包括「再現美麗的神之森林－

春神跳舞的森林」、「繪本賞析」、「說故事心

法」、「布板戲」、「另一種選擇—橋樑書與青少

年小說」、「說故事實作」等，94年至 101年共

計參與培訓人員累計逾 1,500人。 

（十八）分館評鑑 

101年分館業務評鑑，分五區（大高雄區、

大鳳山區、大岡山區、大旗山區、原住民區）

辦理，評鑑結果前 3名高雄區為楠仔坑、鼓山、

左新；鳳山區為大樹、大寮、小港分館；岡山

區為岡山、梓官、路竹分館；旗山區為杉林、

阿蓮、美濃分館；原住民區為茂林分館 1名。 

 

 

 

 

 

 

 

 

 

 

 

 

一、全縣性之教育訓練與研習 

101年 11月 6日至 9日辦理 1梯次故事人

才培訓，推動閱讀故事活動，參與人數共 70

人。培訓之志工已自發性成立「不倒翁」、「箱

子」、「拉奇」、「紙飛機」等劇團，並協助下鄉

巡演工作。 

 

二、全縣性之閱讀推廣活動 

（一）101年圖書館週系列活動－閱讀百分百 

101年「閱讀百分百」以全民共讀為主軸，

推動全民閱讀活動為目標，藉由參與圖書館活

動，提升民眾的閱讀風氣及網路、數位素養。

活動內容包括：10月 15日至 12月 31日全縣

辦理「圖書館閱讀借閱達人」；11月 3日、11

月 24日、12月 8日分別於長治鄉、九如鄉及

鹽埔鄉立圖書館辦理「閱讀推廣系列講座」；

11月 1日、11月 16日分別於長治鄉、林邊鄉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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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圖書館辦理「凱迪克獎專書展示」；11 月 3

日、12月 30日於文化處演講廳辦理「電影欣

賞—陣頭、白天的星星」、12月 8日至 16日文

化處中正圖書館辦理「期刊販賣活動」及「圖

書館有獎徵答趣味活動」、12 月 22 日旅遊文

學館辦理「大武山文學獎頒獎」；11月 6日至

9日於文化處演講廳辦理「故事媽媽人才培訓」

等活動。 

 

 

 

 

 

 

 

 

 

（二）大武山文學營  

7月 4日至 5日辦理大武山文學營，主要

倡導文學，鼓勵文學創作，發掘文壇新秀，並

提升藝文水準。邀請知名作家黃須白、郭漢

辰、甘耀明、知名講師許榮哲、林剪雲以及知

名導演馮凱擔任講座，共 166人報名參加。 

 

 

 

 

 

 

 

 

 

（三）大武山文學獎 

第 11 屆大武山文學獎，鼓勵縣民從事藝

文創作，分為短篇小說、散文、新詩等三個類

別，101年共徵件 153件。短篇小說前三名為

「失落沙河」、「過完年再說吧」、「求子」；散

文前三名為「童年的西北雨」、「瘞言者」、「只

在此山中—禮納里紀事」；新詩前三名為「為

你呼吸」、「往南的旅客請上車」、「港口茶」。 

（四）作家作品集 

屏東縣作家作品集為蒐集地方文學史

料，全面整理保存並推廣當代文學作家之作

品，提供文學研究者具體參考之資料，藉以扶

植具發展潛力之文學創作人才，創造屬於屏東

縣豐富多元的文學作品。101 年辦理作家作品

集徵稿，凡書寫屏東、記錄屏東、涉及屏東地

理風景及人物故事皆可。經 2次審查，入選作

品為慈惠護專幼保科老師楊政源－「海藍色的

血液」，於 12月出版。 

（五）全國好書交換日 

7月 14日以「好書」與「閱讀經驗」為活

動的主軸辦理好書交換活動，透過多方募書，

使民眾能透過交換獲得好書，以消弭城鄉差

距，增加書籍的流通及使用率，參與人數 5,225

人。 

 

 

 

 

 

 

 

 

 

 
 
 
（六）閱讀起步走 

101年自 3月 1日起辦理親子共讀系列活

動—「紙要和你作朋友」。3月 1日至 12月 31

日文化處兒童室辦理「閱讀起步走－Baby書香

福袋推廣活動」；3月 15日至 4月 15日文化處

屏東縣辦理故事媽媽人才培訓（101.11.9） 

屏東縣辦理大武山文學營（101.7.4） 

屏東縣全國好書交日換活動（10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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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廊辦理「展覽—紙有你真好」及「展覽—紙

童玩特展」；3月 17日至 3月 18日文化處演講

廳辦理「親子影片欣賞－童話台灣」；4 月 22

日藝術館辦理「偶偶偶劇團－紙要和你在一

起」；3月 31日至 5月 31日縣內鄉鎮圖書館辦

理「兒童劇下鄉巡演」及「表演故事劇場下鄉

巡迴演出」；5 月 12 日車城鄉立圖書館辦理

「溫馨五月—圖書館書香花香共飄香」；3 月

17日至 5月 27日每週六、日文化處兒童室辦

理「開啟親子共讀之魔法鑰匙－故事媽媽時

間」；3月 29日至 4月 3日縣內國小辦理「紙

芝居劇團巡演」；3月 31日於文化處演講廳辦

理「動物保育繪本演出」及「親子保育繪本

DIY製作」；3月 15日至 5月 31日太平洋百貨

辦理「誠品書店－立體紙雕書特展」；4月 7日

至 4月 8日國立屏東教育大學辦理「閱讀好好

玩—研習營」等活動，參與人數共 1 萬 2,650

人。 

 

 

 

 

 

 

 

 

 
 

 

 

一、館舍新建、改建與空間改造 

（一）蘇澳鎮立圖書館及南澳鄉立圖書館因進

行閱讀環境空間改善工程，於 11月 14

日起閉館整修， 12 月 20 日完工並於

12月 25日於重新開放使用。 

（二）宜蘭市、礁溪鄉及員山鄉等 3所圖書館，

獲教育部 101年度補助「公共圖書館閱

讀環境與設備升級實施計畫」中的設備

升級案約新臺幣 122萬元，皆於期限內

執行完畢。 

（三）員山鄉及大同鄉等 2所圖書館，獲教育

部補助「101年 6至 9月天災公共圖書

館復原補助專案計畫」，共計獲補助新

臺幣 23萬元。 

 

二、全縣性之教育訓練及研習 

（一）故事志工專業培訓 

為提倡閱讀向下扎根理念，讓嬰幼兒能夠

從出生即接觸閱讀的世界，101年 5月 12日至

13日及 25日至 26日，於宜蘭縣政府文化局辦

理「宜蘭縣寶貝故事志工專業培訓」課程，教

導志工如何對 0至 3歲的嬰幼兒說故事，以提

升兒童對閱讀的興趣及喜好，並增進親子互

動。 

（二）館員教育訓練課程 

文化局於 10月 1日，假三星鄉立圖書館，

對縣內公共圖書館館員，辦理在職教育訓練，

邀請臺中市大安區圖書館館長，現場教授各館

館員如何繕寫有效的圖書館推廣計畫及計畫

執行之注意要點，以提升館員之專業知能。 

 

三、全縣性之閱讀推廣活動 

（一）閱讀起步走 

持續辦理 BookStart嬰幼兒閱讀活動，凡 0

至 3歲且設籍宜蘭縣之寶寶，均可至縣內公共

圖書館辦理寶寶專屬借書證，並領取「閱讀禮

袋」乙份（「閱讀從零歲開始」—父母手冊乙

冊、寶寶的圖書 2本、寶寶溜圖書館閱讀護照

乙冊），並辦理「寶寶閱讀王」頒獎典禮，故

事劇演出、寶寶閱讀書展、寶貝聽故事活動、

建置活動專網及嬰幼兒閱讀專區，鼓勵家長帶

領嬰幼兒從小養成閱讀的習慣。 

屏東縣親子共讀系列活動，兒童劇下鄉巡演。

（101.4.24）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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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國好書交換日 

文化局暨縣內公共圖書館共 12 所辦理全

國好書交換活動，總收書量 6,615 冊，換書人

數 1,605 人，交換 5,059 冊書，總計當日參與

人數達 3,156人。 

（三）我的城市．我的書 

以 100年度出版的得獎圖書及各大通路的

暢銷書為初選書單，經縣內校長們複選出 12

本書單，再由民眾網路票選出《黃春明童話集》

一書，為 101年度宜蘭縣之書，記者會當日，

邀請黃春明老師於其所經營之百果樹屋舉辦

簽書會，並現場分享創作的心路歷程。 

（四）趣味科學 DIY 

針對一般民眾，於暑假期間在縣內 12 鄉

鎮圖書館辦理「趣味科學 DIY」推廣活動，藉

由講師的解說及指導孩童科學 DIY 的過程

中，讓孩童了解、親近科學，讓科學不再是冷

硬的形象，以達到科學教育扎根之目的。並配

合活動辦理書展，希冀經由科普書展，激發孩

童對科學的好奇心，建立理性思辯能力及不斷

探求生命真諦之胸襟。 

（五）持續建置「暑假閱讀專區」 

請國小教師提供適合學生閱讀之書單，並

陳列於館內的「暑假閱讀專區」，供學童閱覽。 

（六）書展活動 

包括「開卷好書」、「好書大家讀」、「湯瑪

士．瑞杰可繪本書展」、「ALA凱迪克奬書展」、

「公共藝術．空間美學書展」、「金書獎書展」

等。 

 

 

 

 

 

 

 

 

 

一、重要人員異動 

（一）101年 5月 1日花蓮縣文化局局長吳進

書卸任，由陳淑美接任。 

（二）101年 11月 1日萬榮鄉立圖書館館長鍾

玉英卸任，由洪金旺接任。 

（三）101年 12月 1日新城鄉立圖書館館長林

英輝卸任，由劉梓梅接任。 

 

二、館舍新建、改建及空間改造 

（一）光復鄉立圖書館獲教育部補助 360 萬

元，改善圖書館服務臺、行政辦公區、

電腦區、書報雜誌區、主題書展示區、

藝文牆、兒童閱讀區、廁所及語音自學

教室活用為館藏區等空間。 

       
 

 

 

 

 

 

 

 

 

 

 

 

 

 

 

 

 

 

 

 

 

 
 

 

 

 
屏東縣「我的城市．我的書」活動記者

花蓮縣公共圖書館 

花蓮縣光復鄉立圖書館閱覽區（101.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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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鳳林鎮圖書館獲教育部補助 56 萬元，

更新兒童閱覽室、哺乳室、服務臺大

廳、書庫和會議室冷氣空調設備等。 

（三）花蓮市立圖書館獲教育部補助 51萬元，

汰換兒童分館和樂齡分館電腦設備、更

新總館和樂齡分館監視系統，及購買兒

童分館和樂齡分館冷氣等。 

 

三、創新服務 

花蓮縣幅員狹長，城鄉差距大，資源取得

不易，惟擁有豐富自然景觀、歷史人文及多元

文化，蘊育出優秀文學家和藝術創作者，故向

以著重資源整合與共享，提升民眾閱讀興趣為

宗旨。 

（一）藏書量：文化局圖書館為提升館藏質

量，購置 4,183冊中西文書及 60片視聽

資料，較去年增加 769冊。 

（二）圖書編目量：全縣原始編目總數 7,593

冊、書目修正較前年增加 1萬 552冊。 

（三）數位電子服務平臺：加強宣導及出版電

子書，以提升讀者數位資訊素養與閱讀

能力。 

（四）巡迴車服務：全縣境內有 2個圖書館及

4個公益社團，共計 8部巡迴書車，深

入偏鄉部落服務弱勢族群，提供各種易

於親近的閱讀場域。 

（五）百閱登峰—啟動閱讀小學堂 

1.「書香宅急便」，以專車方式送書至國小及幼

稚園。 

2.辦理「百閱登峰—啟動閱讀小學堂」閱讀心

得寫作競賽。 

全年因「百閱登峰」活動共計有 2,200 位

學童受惠，並有助於圖書借閱率的提升。 

 

 

 

 
              

                    

 

 

 

 

 

 

 

 

 

四、全縣性之活動與計畫 

（一）花蓮文學獎 

除原有的新詩類、散文類及書寫原住民類

外，新增花蓮食記，101年共收作品 429件，

錄取 35 件，於 12 月 21 日舉行頒獎典禮暨作

品集發表會。 

（二）全國好書交換日 

7 月 14 日配合全國好書交換日及 ALA 凱

迪克獎繪本大賞活動，辦理「推廣世界圖書館

運動」，活動期間全縣共募集1萬1,955本書籍，

總換書量為 6,254本，換書人數為 1,560人。 

 

 

 

 

 

 

 

 

 

 

 

 

（三）2012年洄瀾書香節 

1.親子閱讀活動每月一場（擇週末），辦理親子

律動、抓週活動、故事導讀、魔術表演、人

體彩繪等活動。 

2.全國祖父母節嘉年華活動，9 月 1 日辦理歡

樂魔術秀、舞動玫瑰爺奶開場秀、閱讀活動、

祖孫愛讀闖關—穿越時光走廊等。 

花蓮市立圖書館辦理「百閱登峰—啟動閱讀小學

堂」閱讀心得頒獎典禮 

花蓮縣全國好書交換日活動（10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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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界書香日 

花蓮縣文化局 4 月 21 日辦理熱舞開場

秀、世界書香日浪漫故事劇、贈書儀式、頒贈

感謝狀、敲響親子閱讀鑼、親子閱讀闖關、贈

書、贈送玫瑰花等活動。 
 

 

 

 

 

 

 

 

 

 

 

 

 

 

花蓮市立圖書館 4 月 21 日以「藝文表

演」、「全民逗陣來選書」、「悅讀驚宴」、「i 悅

讀閱讀巡迴展」、「環保愛地球」、「摸彩活動」

等主題，邀集花蓮書商設攤展書，提供

1 至 99 歲民眾挑選喜愛的圖書。另與

市清潔隊共同舉辦「環保愛地球」活

動，民眾只要用 15個舊電池就可以兌換一包

有機培養土。  

（五）閱讀起步走 

7月 29日 13鄉鎮圖書館共同舉辦「閱讀

起步走—0-3 歲嬰幼兒閱讀推廣活動計畫」及

「多元悅讀充實館藏計畫」等，計有贈書袋儀

式、故事劇、嬰幼兒閱讀指導、寶寶英文圖畫

書展、親子美術繪本研習、親子閱讀與抓週、

故事媽媽種子人員培訓等多元活動。 

（六）縣民電影院 

文化局與 13鄉鎮市立圖書館聯合辦理「電

影巡迴展」活動，共播映 333場次，合計 1萬

355觀賞人次。 

 

（七）2012年桂臺經貿文化合作論壇 

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主席陳際瓦於7月25

日贈送新城鄉圖書館價值 15 萬元人民幣的近

兩年桂版精品簡體字圖書 1萬餘冊。 

（八）一城一書 

9月至 10月份辦理「全民推薦一城市一好

書」活動，後由學者專家評選出 4本推薦書為

《少年 pi的奇幻漂流》、《真原醫》、《生命是長

期而持續的累積》及《再見吧！橄欖樹》等；

其中《少年 pi的奇幻漂流》更獲得「洄瀾首選

書」的榮耀，文化局並與花蓮教育電臺合辦「送

書進監所」活動，贈書嘉惠受刑人。 

（九）一城一書 enjoy導讀 

12月 21日辦理《少年 pi的奇幻漂流》閱

讀分享會，由花蓮縣明義國民小學許慧貞老師

導讀，帶領學生分組利用戲劇之方式呈現故事

內容。 

 

 

 

 

 

 

 

 

 

（十）公共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教育訓練 

為強化各館專業管理能力，建立縣內公共

圖書館網路服務系統，藉由辦理自動化系統教

育訓練，提升館員專業知能。 

（十一）10月 11日至 12日進行 15所鄉鎮圖

書館評鑑工作。 

（十二）多元創意書展活動 

1.「開卷好書獎—圖書館聯展」於 1月 10日至

3月30日舉辦，書籍範圍包含中文創作、翻譯

作品、美好生活、青少年圖書與童書類書籍。 

花蓮縣一城一書 enjoy導讀活動 

花蓮縣文化局圖書館辦理 101 年世界書香日活動

（10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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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樂齡養生保健面面觀」於 4月 3日至 5月

30日舉辦，書籍範圍包含年長者飲食、養生、

保健等相關書籍。 

（十三）「戀上洄瀾—閱讀起飛」外籍配偶親

子共讀研習營系列活動 

為使新住民能夠快速融入本地生活，並培

養其閱讀興趣，規劃辦理外籍配偶親子共讀研

習營，使新住民家庭融合於臺灣家庭與社區。 

 

 

 

 

 

 

 

 

（十四）閱讀臺灣無字天書 

邀請第一屆全球華文部落格大獎教育應

用類首獎得主謝隆欽老師，分享近年探訪各地

所搜集的地球科學素材，引領閱讀地球這本無

字天書。 

 

 

 

一、首長異動 

101年 1月 1日至 3月 5日文化處處長為

黃展富，101年 3月 6日至 12月 31日文化處

代理處長為副縣長張基義。 

 

二、館舍新建、改建及空間改造 

關山鎮立圖書館獲得教育部空間改造經

費新臺幣 350萬元。 

 

三、全縣性之教育訓練及研習 

（一） 4月 9日針對公共圖書館業務承辦人及

館員（計 30 名），提供圖書館電腦系

統專業課程之培訓。 

（二）5月 31日辦理圖書館業務觀摩，以 100

年閱讀空間規劃案執行館—海端鄉立

圖書館及經營績優圖書館鹿野鄉立圖

書館、卑南鄉立圖書館為觀摩地點，邀

請圖書館輔導委員探討閱讀空間及閱

讀推廣之規劃重點，並提供經驗意見交

流及各館籌劃下年度營運之方針。 

（三）圖書館新進人員工作實務實習，安排由

績優圖書館—鹿野鄉立圖書館，以圖書

館採訪編目、閱覽流通等工作培育新進

人員，增進實務工作能力。  

        

四、全縣性之閱讀推廣活動 

（一）兒童藝文閱讀推廣活動 

每週六上午分別以 0-3 歲、3-5 歲為對象

辦理嬰幼兒及學齡兒童說故事、創意美勞、肢

體律動、戲劇表演等親子活動。 

（二）影片欣賞 

每週三及週六下午，由兒童室人員精選親

子共同欣賞的影片，除了影片欣賞也可借閱影

片相關書籍。 

（三）全國好書交換日 

活動內容包括「好書推薦」，縣長推薦「我

永不放棄—林書豪教給年輕人的 17 堂成功

課」、副縣長推薦「設計型思考」，凡參加收

書活動並參觀凱迪克獎繪本特展，於捐書卡上

註明書展中最喜愛的一本書，即贈精緻禮物乙

份，共計 16個圖書館與全國同步辦理。 

（四）多元文化親子閱讀活動 

11月 16-17日與外籍配偶協會合作，以外

籍配偶人數較多的縱谷線及東海岸線為主，於

鹿野鄉立圖書館及成功鎮立圖書館辦理。設計

親子如何共讀繪本、如何陪伴孩子養成閱讀習

慣、介紹圖書館多元文化相關資源以利外籍配

偶閱讀。 

花蓮縣辦理「戀上洄瀾-閱讀起飛」外籍配偶親子共讀

臺東縣公共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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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閱讀起步走 

8月 4日、8月 18日、9月 1日、9月 15

日、10月 6日分別於文化處圖書館、池上鄉立

圖書館、東河鄉立圖書館、金峰鄉立圖書館及

綠島鄉立圖書館等進行 5場嬰幼兒親子活動，

以 0-3歲及 3歲以上嬰幼兒家庭為對象，辦理

幼兒發展測驗、父母親講座、親子共讀等活

動，於活動後贈送嬰幼兒閱讀禮袋。 

（六）一城一書 

9月 19日至 12月 22日結合出版社、廣播

電臺、各級學校辦理「一城一書」票選活動，

並邀請票選第一名著作之作者親自導讀，贈送

導讀書籍，導讀結束後辦理作者作品簽書會。 

 

 

 

 

 

 

 

 

     

五、全縣性之輔導、訪視及評鑑 

（一）不定期下鄉輔導各鄉鎮公共圖書館，協

助公共圖書館各項業務執行及困難解

決。 

（二）召開各項工作及重要計畫協商會，輔導

閱讀活動策劃、空間規劃及計畫撰寫。 

（三）訪視及評鑑各鄉鎮公共圖書館，辦理營

運績優圖書館頒獎典禮以提升圖書館

業務相關人員之工作士氣。 

  

 

 

一、重要人員異動 

澎湖縣圖書館科員陳慧珍，於 101 年 10

月調往國立臺中圖書館。 

 

二、館舍新建、改建及空間改造  

（一）澎湖縣圖書館於 101 年爭取教育部「閱

讀環境與設備升級實施計畫」經費補

助，辦理地方文獻中心設置。 

（二）白沙鄉立圖書館於 101 年爭取教育部

「閱讀環境與設備升級實施計畫」經費

補助，辦理閱讀設備升級改善，接續 100

年環境改善工程，整體完備該鄉圖書館

閱讀空間設備。 

（三）七美鄉立圖書館於 100 年爭取教育部

「公共圖書館活力再造計畫」經費補

助，辦理圖書館閱讀環境改善工程，並

於 101年 3月 1日正式重新開館使用。 

 

三、創新服務  

（一）澎湖縣圖書館採單一櫃臺服務，提供民

眾一站到底的全程諮詢。另配合新館開

館，讀者圖書借閱證由紙卡變更為磁卡

形式，提升證件質感及收藏性，101 年

申請圖書證有 1,848 張，合計圖書證總

數有4萬3,317張，到館人次有9萬5,235

人、借閱書刊冊數共 18萬 1,890冊。 

（二）澎湖縣圖書館提供全館無線上網服務，

讀者可透過個人筆電或上網設備連線

花蓮縣辦理多元文化親子閱讀活動 

臺東縣辦理一城一書導讀活

澎湖縣公共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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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三）配合建置澎湖「低碳島專案計畫」，於

縣圖書館設置「低碳島專書區」，收錄

有關環境綠化、節能、低碳建築等相關

主題出版品。 

（四）澎湖縣圖書館辦理「幸福，出發！我的

精采一條路」專書出版、縣內外發表

會，在 2月 4日於臺北國際書展辦理新

書發表會，計約 150人次參與。 

（五）與縣內澎湖科技大學、馬公高中及澎湖

水產職校等學校圖書館，合作建立館藏

書目查詢平臺，讀者可一次查詢以上各

館之書目典藏情形。 

 

四、全縣性之教育訓練及研習 

（一）「閱讀起步走」種子師資培訓 

於 9 月 16 日辦理「閱讀起步走」種子師

資培訓活動 2 場次，共計 96 人次參與，贈送

參與培訓人員閱讀禮袋 83份。 

（二）公共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教育訓練 

4月 30日至 5月 1日以及 5月 7日至 8日，

於縣圖書館視聽室舉辦「公共圖書館自動化系

統館員教育訓練」，共有 25人參加。 

（三）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升級教育訓練 

為提升本縣圖書館員專業知能與資訊素

養，於 6月 18日、7月 2日配合圖書館自動化

系統升級作業，辦理全縣公共圖書館館員教育

訓練，計 25位公共圖書館館員參加。 

（四）全縣資安事件通報演練 

為配合澎湖縣政府宣導資安知識及相關

事宜，於 9月 3日至 7日，配合縣府辦理全縣

資安事件通報演練。 
 

五、全縣性之閱讀推廣活動    

（一）辦理「一書一澎湖」民眾票選活動，計

有 757 人參與票選（紙本票選單 719

人，網路票選 38人）。 

（二）10月 6日辦理「幸福，出發！我的精彩

一條路」講座暨「幸福，出發！自由車

樂遊澎湖」自行車樂遊活動，計有 126

人參加。 

 

 

 

 

 

 

 

（三）7月 14日於各公共圖書館同步辦理「全

國好書交換日」活動，活動參與人數高

達 1,271 人、總書量達 5,812 冊、交換

書量達 4,013本。 

（四）7月 23日與 12月 4日於縣圖書館一樓

辦理電子書推廣活動，教導民眾使用國

立臺中圖書館電子書服務平臺與

HyRead ebook電子書服務。 

（五）文化局於 100 年 7 月 20 日起辦理「我

的精采一條路」徵文活動，繼於 101年

2月 19日辦理新書分享會之後，邀請紀

政老師及書中作者朱玉玲小姐、洪秀丹

老師分享澎湖幸福慢遊路線，吸引計約

130人次參加。 

（六） 9月 22日及 9月 29日辦理「鐵娘子，

繼承人生」多元閱讀影音讀書會，邀請

蕭芬蓮老師進行影片導讀、欣賞、解析

及分享。 

（七）各項影展 

1.於 5月 1日至 31日舉辦國家電影資料館交替

影展共 4場次，計有 85人次參與。 

2.於 7月 1日至 31日舉辦公視兒童影展共計 8

場次，有 288人次參與。 

澎湖縣辦理「幸福，出發！我的精采一條路」新書發

表會，邀請「幸福基金會」董事長紀政蒞臨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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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於 8月 1日至 9月 30日舉辦公視假日電影院

共計 9場次，計 256人次參與。 

（八）「閱讀起步走」活動，分別於 8 月 11

日辦理「贈書啟動儀式，贈書活動＆親

子共讀觀摩示範」共計 500人次參加；

8月11日辦理贈送閱讀禮袋活動共計送

出 160份禮袋；9月 9日辦理「父母講

座」2場次共計 120人次。 

（九）澎湖縣圖書館參加高雄市立圖書館舉辦

之「2012全國故事媽媽—創意故事擂臺

賽」活動成績獲佳作肯定。 

（十）辦理小朋友說故事比賽，3 場次計 105

人次參加。 

（十一）101 年度辦理第十五屆菊島文學獎，

分為社會、高中、國中三組，有現代

詩、散文、小說三大類別，計有 126

件投稿，共有 30位得獎人。 

（十二）7月 17日至 19日辦理為期三天兩夜

的第七屆菊島文藝營活動，計有 21

人參加。 

 

 

 

 

 

 

 

 

 

 

（十三） 4 月 20 日辦理「春天的閱讀—兒童

讀書會」2梯次，共計 120人次參加。 

（十四） 6月 10日和 24日，辦理 101年度故

事媽媽成長營活動共計 95人次參加。 

（十五）每週日辦理「天人菊說故事劇坊」43

場次，共計 1,295人次。 

（十六） 9 月 15 日辦理「幸佳慧午茶故事時

間」，進行繪本導讀、說故事活動，

共計 100人次參與。 

（十七） 舉辦圖書館週「在圖書館遇見幸福」

系列活動，分別有「閱讀達人排行

榜」；「故事達人」說故事比賽，為

本縣幼稚園或國小一至四年級學童

均可報名參加；「ALA凱迪克獎繪本

大賞活動」；「圖書資訊 E點通」共

計有 124人參加；「到縣圖打卡趣」；

「圖書館創意標語徵選活動」有 92

人投稿，共 11 人得獎；「流浪圖書

回娘家」於 12 月 1 日至 9 日將逾期

書歸還者，免除圖書館逾期罰責。 

（十八）為慶祝澎湖縣圖書館一週年館慶活

動，特於 4 月 21 日於圖書館大廳舉

辦「吟唱春天‧悅讀詩」活動，透過

古樂的樂音演奏，融和新（古）詩的

吟頌，聆賞菊島春天文學與閱讀的交

響詩，共計有 170人參加。 

（十九）7月 19日至 28日於文化局二樓閱覽

室辦理「兩岸交流」－第 4屆澎湖書

展「第七屆金門書展（台、澎、金、

馬）」，展出大陸出版的優秀圖書近

1萬種及文房四寶。 

 

六、全縣性之輔導、訪視及評鑑  

11月 28日至 29日舉辦鄉鎮圖書館營運績

效評量，邀請前國中圖館長蘇忠、前國立澎湖

科技大學圖書館館長李穗玲，與澎湖縣政府文

化局圖書資訊科科長王國裕擔任評鑑委員，由

湖西鄉立圖書館獲得評比第一名，並增列最佳

進步獎一名，由白沙鄉立圖書館獲得。 

 

 

 

澎湖縣辦理第七屆菊島文藝營結訓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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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館舍新建、改革及空間改造 

金門縣立圖書館南棟兒童館更新案，於 7

月 26日辦理審查會議，12月 31日竣工。 

 

二、創新服務 

（一）協助鄉鎮圖書館進行圖書館自動化相關

事宜，賡續相關版本升級暨教育訓練，

於 9月及 11月辦理兩場升級教育訓練。 

（二）全縣公共圖書館讀者借書證更新。 

（三）與國立金門大學洽商系統整合及借書卡

互通合作事宜。 

 

 

 

 

 

 

 

 
 

 

三、全縣性之閱讀推廣活動 

（一）推廣金門出版品 

1.101年初於福州設置「金門圖書精品專櫃」。 

2. 3月於廈門設置「金門圖書專櫃」。 

3. 8月參加廣州「南國書香節」。 

4. 11月策劃泉州「正金門」活動。 

5.101 年文化局出版品《金門聚落建築的水系

統》獲國家出版獎；另有《金門地名調查與

研究》、《2011 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海

洋閩南歷史與地理的交集保存與永續的發

展》、《金門聚落建築水系統》、《金門碑碣翫

跡》，以及《浯洲場與金門開拓》一共 5種出

版品，獲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年度獎勵出版

文獻書刊暨推廣文獻研究」。 

 

 

 

 

 

 

 

 

 

   

（二）第七屆金門書展 

7 月 14 日至 19 日於金城國中體育館舉

辦，為金門地區引進近 9,000 種、共達數萬餘

冊的圖書，另有音像出版品暨各種工藝品數百

種，為浯島書香，再添一韻。由於閩臺兩岸一

衣帶水，風俗相近，語言相通，自古以來海峽

兩岸人民就有著血溶於水的親情關係，有著割

捨不斷的地緣、血緣、文緣、商緣和法緣，隨

著兩岸經貿活動的日益頻繁，文化交流不斷發

展，大陸相關出版品，也甚獲讀者喜愛，因此，

大陸出版書刊，也是這次書展的重點，希望以

書為媒促交流，讓文化交流走在兩岸交流的先

鋒。 

（三）文化講座 

1.3 月，徐學主講「閩南商業文化的昨日、今

日」，參加人數約有 80至 100人。 

2.6月，王溢嘉主講「發揮創意，改變人生」，

參加人數約有 80至 100人。 

3.7月，余光中主講「島嶼與寫作」，參加人數

約有 150人。 

4.9月至 12月，辦理「經史講座」與「生命講

座」共計 5場，參加人數約 250人次。 

 

 

 

金門縣公共圖書館 

101 年更新之金門縣公共圖書館讀者借書證 

金門縣於福州設置之「金門圖書精品專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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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國好書交換日 

於 7 月 16 日辦理「全國好書交換日」活

動，藉由好書交換活動，讓舊書找新家，推廣

資源分享再利用的價值觀，增進閱讀效益，營

造書香社會。活動除了印製海報，寄發至各學

校、鄉鎮圖書館等單位，並發布新聞，共計號

召 500人以上民眾參與活動，捐募 1,500冊以

上圖書，以書會友，建立好書共享氛圍，強化

城鄉文化資源，帶動全民閱讀風氣，營造終身

學習環境。 

（五）閱讀起步走 

1.「閱讀起步走」活動於 10月辦理，分為動態

遊戲與靜態圖書媽媽說故事兩種方式進行。

藉由靜態講座讓親子間能夠一齊溫習閱讀之

樂趣，讓親子關係有更佳的互動；另由動態

遊戲中培養父母與嬰幼兒默契，讓親子關係

更加水乳交融，藉此「雙管齊下」的方式，

達到閱讀活動之推廣。 

 

 

 

 

 

 

 

 

 

 

 

 

2.推動「多元悅讀與館藏充實計畫」，辦理 5場

次閱讀心得分享與經驗交流活動，並依各鄉

鎮特色分別購置館藏約計 1,500 冊，充實地

方圖書館。 

（六）獎助寫作與出版計畫 

1.辦理浯島文學獎：101年第九屆浯島文學獎，

計有 105 件作品參加，分小說、散文與兒童

文學三類，分取三名及佳作若干位，致贈獎

牌及獎金 3萬元到 3 千元不等。 

 

 

 

 

 

 

 

 

 

   

2.辦理贊助文獻與碩博士論文出版：為了鼓勵

研究與創作金門題材，分別贊助地方文獻以

及學位論文的出版，101年於 2月公告、3月

收件，4月評審，文獻計有 16人提出申請，

學位論文則有 12人提出申請，其中博士生 1

人、碩士生 11人，均獲相當金額的補助。 

 

 

余光中主講「島嶼與寫作」（101.7.28） 

金門縣辦理「閱讀起步走」活動（101.10） 

金門縣辦理「第九屆浯島文學獎」頒獎活動（10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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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館舍新建、改建及空間改造 

連江縣文化局為打造更舒適的閱讀環境

空間提供民眾利用，100 年向教育部爭取 200

餘萬元的專案補助，以現有之北竿鄉圖書館針

對梯間牆面、服務檯、兒童室強化玻璃隔間和

不鏽鋼烤漆自動門大圖輸出進行改造，並結合

北竿鄉文化工作者出版品，經授權將特有的戰

地及島嶼文化融入館內閱讀空間，顯現特色；

圖書館空間改善後，讓北竿鄉圖書館提供更舒

適完善的閱讀環境空間，增進鄉民多元化閱

覽、研讀、進修及兼具小型文化中心多元功

能，進而提升整體閱讀風氣及閱讀人口。 

 

 

 

 

 

 

 

 

 

 

 

 

 

 

 

連江縣北竿鄉立圖書館 

 

二、全縣性之閱讀推廣活動 

（一）2012馬祖之書 

為貫徹教育部「一城一書」理念，賡續辦

理馬祖之書活動，透過初選階段，參考金石堂

網路排行榜、博客來網路書店排行榜、誠品書

店排行榜、中國時報開卷好書金鼎獎得獎書

單，以及馬祖出版品等，從中挑選出 50 本書

籍進入初選名單。再由馬祖鄉親撰寫書籍推薦

心得、網路投票以及審查會議後，挑選出 11

本年度好書，最終由文化局於 9 月 21 日召開

「2012馬祖之書」決選會議，在決選會議過程

中委員指出，由於國中小讀物的五本及一般社

會大眾讀物的 6 本，共 11 本的年度好書，皆

各自有其所能夠表現出馬祖特有的人文風情

與歷史文化的部分，但以整體性與全面性的考

量，最後決議由《擺暝》為「2012馬祖之書－

國中小讀物」、《島嶼、群落、祭祀》為「2012

馬祖之書－一般社會大眾讀物」。  

後續辦理全國閱讀心得徵文比賽及「2012

馬祖之書」巡迴悅讀講座，透過馬祖之書《島

嶼、群落、祭祀》與《擺暝》等兩書之徵文活

動，培養馬祖鄉親一同參與「閱」讀的習慣，

不僅可讓馬祖鄉親重新體會和觀察馬祖生活

型態與人文風俗，更可以深刻的細細品味馬祖

獨特的文化韻味，最終將自己對於家鄉－「馬

祖」的感觸與情懷透過文字的方式傳達出來，

與更多人分享。 

為了讓鄉親可以更進一步的領略「2012

馬祖之書」，分別於南竿、北竿各舉辦一場巡

迴講座，期間兩位作者深情熱切的分享創作的

甘苦談，以及對於創作本書的心情點滴，更從

中傳達出對於馬祖這片土地的情感與熱愛，活

動現場也有來自臺灣的遊客一同參與。 

 

 

 

 

 

 

 
 

連江縣辦理「2012 馬祖之書」巡迴講座 

連江縣公共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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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澎金馬巡迴書展—第四屆馬祖書展 

由連江縣政府文化局與大陸福建新華發

行集團及中華民國圖書出版事業協會共同籌

辦的「第七屆臺澎金馬巡迴展－第四屆馬祖書

展」，於 7 月 23 日至 24 日一連二天，在馬祖

圖書館一樓盛大登場，並於 23 日上午舉辦開

幕式，兩岸合作已舉辦七屆的金門書展，從第

四屆起特別擴大為「金馬澎離島巡迴書展」，

101 年也是第四度抵馬舉辦，照例也是此系列

的壓軸展出。100 年鑑於金馬臺澎地區的書展

相當受到歡迎，為了延伸兩岸出版物的交流，

101 年也特地在福建閩台書城設置了「馬祖精

品圖書專櫃」，分享美麗的馬祖風情。兩岸書

展仍然來到馬祖展出，從 23日到 24日展出由

大陸出版社提供的千餘種各類型圖書，讓地區

愛書人及喜愛典藏好書的朋友，可以有機會沈

浸兩岸書香。  

（三）全國好書交換日 

縣文化局附屬圖書館、中正圖書館於 7月

14日配合辦理全國好書交換日活動。自 6月至

7月 13日止，分由上述二館辦理收書，再加上

過期的各類雜誌期刊，計總收書量 3,541本。 

交換日當日南竿鄉由文化局附屬圖書館

及中正圖書館兩館聯合舉辦，除了民眾的捐書

外，另外捐出各圖書館所整理出的書籍，超過

一千冊，全縣交換書量計 1,587本。 

另配合國中圖推廣 ALA 凱迪克獎繪本大

賞活動，好書交換日當天現場只要參與活動就

贈送精美資料夾筆記本和鉛筆，更進一步推廣

優良繪本。 

（四）莒光鄉圖書館「閱讀起步走」 

辦理「故事遊戲大會串」活動，分寶寶組

及幼兒組，寶寶組參加對象為 1-3歲嬰幼兒及

其父母，透過專業老師的引導，搭配上輕快的

節奏、簡單的律動，帶領出許多想像不到的樂

趣與學習效果。活動中進行 2首兒謠，有手部

動作的「坐車車」與肢體動作的「洗刷刷」，

透過傾聽和重複的口語唸謠，發展寶寶的語文

能力並體驗音律與節奏的美感。 

（五）故事童樂會 

邀請會說故事又愛說故事的故事媽媽為

小朋友說精彩的故事，圖書館於活動結束後統

計小朋友參加場次，凡參加 8場次以上的小朋

友贈送精美圖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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