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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創新  全時服務 

新北閱讀力大躍進 

首創公共圖書館 24 小時服務，整合新北市 104 個圖書館及閱覽室，為全國規模最大、服務

時數最長公共圖書館體系，提供便利之圖書資訊服務，促進全民閱讀風氣。無論是館舍數量、

服務時數、閱覽席位及年度借閱人次均為六都第 1，在圖書資源購置金額、館藏量及利用人

次皆居全國第 2。營造全時、全民、全齡、全方位的終身學習場域，提供友善貼心、科技智

慧的圖書館服務，首創兒童閱覽室融合玩具認證，打造全國第一座專屬青少年的圖書館，成

立公益故事團至安養中心服務樂齡讀者，設立原住民特色主題館舍，建置公共圖書館第一個

穆斯林祈禱室，為不同年齡、族群提供客製化服務。 

透過堅實之基礎服務與各種創新之遞送方案，展現無與倫比之服務量能，迄今已榮獲國內外

50 座獎項肯定，是全國民眾最愛使用的圖書館、十大非去不可的圖書館、國際圖書館協會聯

盟(IFLA)此生必去的 1001 所圖書館，並榮獲世界電子化政府組織(WeGO)永續智慧城市獎，

更受邀到全美圖書館學會(ALA)年會、日本圖書館綜合大展進行分享，加入全球最大的圖書館

合作組織 OCLC WorldCat 書目資料庫，為六都唯一可透過 Google Books 查詢館藏資料的

公共圖書館，讓館藏與國際接軌。創新觀念引領全國風潮，首創十大亮點服務，包括：24 小

時服務不打烊、通用設計貼心友善、行動書房主動出擊、跨域合作資源共享、融合遊戲認證

共學共玩、引進新科技 VR 體驗、幸福陪讀學習相伴、漂書運動好書共享、真人圖書分享生

命故事、特色閱讀角舒適慢讀。107

年以「行動看得見，服務不受限」的

主題，勇奪「政府服務獎」整體服務

類的最高榮譽，服務品質有口皆碑，

已成為享譽國內外之卓越型公共圖

書館，但全館同仁秉持「沒有最好，

只有更好」之服務理念，持續發揮敬

業樂群之工作態度，打造圖書館成為

市民閱讀的家。 

  

施政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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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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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點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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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成果 

利用人次 

1,936 萬人 

成長 41.43% 

占全國 23.30% 

投入 19 億設建經費 

編列 4.6 億購書經費 

硬體 

館藏

體

借閱人次 

404 萬人 

成長 111% 

占全國 33.16% 

借閱冊數 

1,052 萬人 

成長 28.3% 

占全國 50.13% 

【閱讀力躍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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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成果 

服務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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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別 借閱人次 成長率 貢獻度 借閱冊數 成長率 貢獻度 入館人次 成長率 貢獻度 

新北市立

圖書館 
4,037,664  4.19% 33.16% 10,519,845  18.33% 50.13% 19,364,463  13.55% 23.30% 

臺北市立

圖書館 
3,568,953  -3.82% -28.91% 12,826,191  4.24% 16.06% 17,194,790  0.19% 0.33% 

臺中市立

圖書館 
2,699,096  8.44% 42.86% 10,975,764  8.58% 26.69% 9,855,498  13.12% 11.52% 

臺南市立

圖書館 
2,284,325  40.01% 133.21% 7,827,710  0.07% 0.16% 6,831,224  18.63% 10.82% 

高雄市立

圖書館 
2,963,077  3.26% 19.07% 10,888,087  -7.72% -28.02% 5,336,428  -2.22% -1.22% 

桃園市立

圖書館 
1,196,242  -11.51% -31.77% 5,199,927  18.67% 25.17% 9,523,654  40.16% 27.51% 

服務統計 

106 年六都閱讀力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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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99 年 106 年 成長率 

館藏量 3,733,071 6,798,346 82.11% 

人書比 0.96 1.71 78.03% 

電子資源 1,016 162,770 15,921% 

閱覽席位 10,567 16,687 57.92% 

辦證人數 99,866 167,906 68.13% 

利用人次 13,691,753 19,364,463 41% 

人均利用人次 3.51 4.86 38% 

借閱人次 1,912,709 4,037,664 111% 

人均借閱人次 0.49 1.01 106% 

借閱冊數 8,199,260 10,519,845 28.30% 

人均借閱冊數 2.10 2.64 25.43% 

活動總場次 1,061 12,979 1,123% 

活動 

總參與人次 
209,201 5,196,053 2,384% 

人均活動 

總參與人數 
0.05 1.30 2,328% 

（註：總人口數升格前 99 年 12 月 3,897,367 人，升格後 106 年 12 月 3,986,689 人） 

服務統計 

升格前後施政績效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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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個服務據點 15 個新建館舍 2 處智慧型借還書站 

升格迄今，新增總館、三峽北大分館及林口東勢

閱覽室、蘆洲仁愛智慧圖書館等 15 個圖書館舍，

目前為全國規模最大的公共圖書館體系，全市總

計有 106 個服務據點，包括總館、62 個分館、38

個圖書閱覽室、3 個智慧圖書館及 2 處智慧型自助

借還書站。總館榮獲「國家建築金獎」的文化教

育類金獅獎、評審團首獎及卓越貢獻獎。三峽北

大分館榮獲「新北市都市設計大賞」公共建築類

特別獎，「國家建築金獎」公共建設優質獎及評審

團特別獎，林口東勢閱覽室星光銀河廣獲輿情好評。 
 

49 件閱讀環境改造工程 

 營造 15 個特色主題館 

 10 個特色悅讀角 

為提供優質的閱讀空間，升格以來，積極推動閱

讀環境再造計畫，完成 49 件改善工程。營造 15

個特色主題館，彷彿霍格華茲學院的板橋江子翠

分館、全臺最大單一書牆林口分館、為新住民

貼心設置祈禱室的中和分館、可飽覽無敵海景

萬里分館、桐花意境的土城分館、全國首座青

少年圖書館、首創融合遊戲認證的新莊聯合分

館等。還有充滿異國風情，以溫馨、舒適的家

飾及傢俱，精心打造獨具特色的 10 個閱讀角落，

推廣新北慢讀 321。  

硬體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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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覽席位增至 16,843 席 

 成長 59% 
升格前全市閱覽席位為 10,567 席，為滿足讀者之

閱讀需求，本館不僅擴增服務據點、改造閱讀環境，

更持續增設閱覽席位，至 107年 6月底已有 16,843

席，較升格前增加 59%。為方便讀者使用，並充份

發揮閱覽空間及閱讀資源之效益，總館首創公共圖

書館 24 小時不打烊的貼心服務。 

多媒體設備 156.6 萬人利用 

為因應科技發展並落實日常運用，本館設置互動多媒體系統

吸引市民走入圖書館，提供創新與多元的學習形式，提升讀

者資訊素養與圖書館資源之利用技能。於各樓層設置資訊方

塊，包括常態性服務，如：樓層資訊、活動訊息、新到館藏

介紹、滿意度調查等，亦根據各樓層服務屬性規劃專有之資

訊服務。總館多媒體設備自開館至 107 年 6 月止，共計有

1,565,555 利用人次，國內外參訪團體對於館內各項互動式

多媒體設備亦深表讚許。 

21 臺自助借書機  自助借閱 64.8 萬冊 

為提升民眾多元借書便利性及節省人力，提供

全國首創「24 小時自助借書機」，提供預約取

書及借閱推薦書，打破櫃檯服務時間的侷限並

簡化借書流程，將操作窗口設於館外，讀者不

需進館即可借還書，後端連接自動分揀系統，

加速上架作業，提供全年無休的借還書服務。

至 106 年底，在 8 個館舍設置 21 臺自助借書

機，民眾自助借閱圖書共計 647,680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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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億購書經費  館藏量增加 85.9% 

人書比提升 81.25% 
自升格後，圖書館每年持續編列購書經費

5,000 萬元以上，館藏量平均每年增加 44

萬冊(件)，至 107 年 6 月，總購書經費達 4

億6,080萬元，人書比從0.96躍升至1.74，

人書比提升 81.25%。 

館藏 694 萬冊 

 17 種語言書籍 

1,200 種雜誌期刊 

館藏是圖書館服務的核心，因應全球化潮流及新住民人口增加。圖書館在館藏發展及館藏採購

也逐年調整策略，每年持續徵集各國語言圖書資料。升格至今，各國語言書籍達 17 種，館藏量

從 373 萬冊增加至 694 萬冊，增加 85.9%。蒐集國內外不同語文之當期期刊 1,200 種以上，為

全國館藏期刊種數最多、最齊全之公共圖書館。 

電子書 17 萬冊 

成長 15,921% 
圖書館每年編列預算採購及徵集電子書，升格至

107年6月底，電子書從1,016冊增加至17萬冊。

為行銷電子書館藏，將電子書閱讀服務與數位書牆進行服務整合，提供數位書牆上電子書的封

面呈現、動態導覽及相關資訊，並進行數位書牆與行動閱讀載具的借閱之創新整合服務。 

 

 

館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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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萬筆書目 

上傳 OCLC 

全世界就是你的 
圖書館 

為提升館藏書目資訊在全球的能見

度，本館加入全球最大的圖書館合作

組織 OCLCWorldCat 世界性圖書館聯合書目資料庫，至 107 年 6 月已上傳逾 7 萬 2,000 筆館藏

書目資料。結合 Google 檢索服務，全球所有讀者都能讀者透過簡單的使用界面查詢完整詳細的

書目資料及全球圖書館的館藏資訊。105 年獲頒「臺灣 OCLC 管理成員館聯盟」第 2 級會員原始

編目上傳量第 1 名、使用量第 1 名及全體會員原始編目上傳量第 3 名等獎項。106 年獲頒「臺灣

OCLC 管理成員館聯盟」原編上傳成長量第 1 名及使用成長量第 1 名之獎項。 

上傳書目 47,144 筆 

 獲「金傳獎」肯定 

加入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NBINet），推展合

作編目且持續上傳書目資料，主要功能在提供

國內各圖書館合作編目之用，並可供一般使用

者查詢利用聯合目錄資料庫。圖書館持續上傳

書目資料，102-104 年計上傳書目 47,144 筆，

獲國家圖書館頒發「金傳獎」。 

 

借閱新體驗真人圖書 67 位 

新北市真人圖書館自 103 年 8 月啟動，真人圖書館

活動邀請到各個領域、不同生命經驗的「真人圖書」，

和民眾面對面溝通分享，讓閱讀更具臨場感，希望透

過面對面的交流，分享彼此的人生感悟，拓展生活視

野。創辦至今共收錄來自各領域的真人圖書 67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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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人次成長 41.43% 借閱人次提高 111% 
借閱冊數增加 28.3% 辦證人數增加 68.13% 

 

利用人次 19,364,463

占全國 23.30% 
新北市自升格以來推展圖書館升級，創新的

閱讀服務模式，提供各式智慧化設備、引進

通用設計原則，不僅讓圖書館更人性化，更

多元，同時吸引民眾重新走入圖書館。升格

前，圖書館利用人次每年約為 1,369 萬人次，平均每人每年到館利用 3.51 次；106 年圖書館利

用人次為 19,364,463 人次，平均每人每年到館利用 4.86 次，成長率高達 41.43%，新北市圖書

館利用率站全國 23.3%，平均每 5 位圖書館利用讀者就有 1 位是於新北市利用，可見民眾對圖書

館服務的肯定，也成為全國閱讀力指標。 

借閱人次 4,037,664 占全國 33.16% 
自升格起，本館加強提升館藏的質與量，並致力於

推廣閱讀，並以主動出擊服務，提供各項便捷、創

新的客製化服務，提升民眾借閱意願及便利性。升

格前，圖書館每年借閱總人次為 191 萬人次，人

均借閱人次為 0.49 人，106 年借閱總人次達

4,037,664 人次，人均借閱人次為 1.01 人，

成長率高達 111%，年度總借閱人次占全國

33.16%，全國平均每 3 位借閱者就有 1 位為

新北市讀者，足見升格後之各項服務對市民

閱讀力的影響。 

閱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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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閱冊數 10,519,845 占全國 50.13% 

自升格起，本館打造各區圖書分館不同的特色主

題、跨域服務提升閱讀風氣、充實館藏提升圖書

質與量，新北市的年度總借閱冊數由升格前的

8,199,260 冊成長至今達 10,519,845 冊，成長

率較升格前成長 28.3%，市民自升格後閱讀指數

大幅提升，另新北市 106 年借閱總冊數占全國

50.13%，指出全國借閱圖書的比例，每 100 冊

就有超過 50 冊是由新北市借出，在閱讀力普遍

低迷的情況下，為全國設立優良的指標。 

辦證人數 167,906 占全國 2.61% 

自升格起，本館推出各項主動式巡迴辦證服務及北

北基跨域辦證服務，以主動出擊及互惠性之跨域合

作模式，將辦證服務帶到民眾生活之中，使民眾辦

證更便利、更省時，以提升民眾辦證率。升格前，

每年辦證人數約為 99,866 人，升格後，每年辦證

人數達 167,906 人，成長率 68.13%，辦證人數的

高度成長指出民眾對圖書館服務的肯定，也指出新

北市升格後辦證便利性服務之推出達一定的成

果。 

通借通還 7,246,149 成長 330.25% 

自升格後，透過物流分檢系統，加快書籍遞送服務，

逐年縮短讀者取還書之時間，績效卓著，讓讀者可

減少奔波之苦，享用全市豐富圖書資源。借通還冊

數由升格前的 1,684,180 冊成長至 7,246,149 冊，

成長率高達 330.25%，並且繼續逐年成長。通借通

還服務亦大幅節省民眾往返交通費用，以 106 年每

人平均借閱 5 冊計算，本流程簡化嘉惠近 145 萬借

閱人次；如以每借閱人次花費 30 元交通費用取書估

算，已為讀者節省約 4,35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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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開館 343 天   17% 每月服務708H    1 51% 
首創 24 小時服務 
為因應都市化民眾之閱讀需求，自升格後由每周休

館改為每月休館 1 天，總館更推出 24 小時夜間延

長開放政策，每月服務時數由 282 小時增加至 708

小時，服務時數增加 151%，一年開館天數由 293

天增加至 343 天，每年服務天數增加 17%，成為

全國規模最大、服務時數最長的公共圖書館，深獲

讀者肯定。 

全國最強借閱證  北北基一證通用 

共享 1600 萬圖書  嘉惠 700 萬市民 

響應共享經濟的崛起，新北市率先與鄰近縣市進行

跨域合作服務，與基隆市首創跨縣市館藏資源共享

交流，106 年 3 月 24 日簽署閱讀合作備忘錄，藉

由雙方閱讀交流機制，成為大臺北地區合作的第一

步，107 年 1 月 30 日與臺北市共同宣示跨域合作

服務，讀者只要以一張借書證就可以借閱北北基三

市 1,600 萬冊的圖書，約 700 萬持卡人受惠，一證

通用服務提供全民便利的借閱書籍方式，強化書籍

的使用率，更打破縣市的疆界。  

閱讀服務 

105 個服務據點  規模最大  服務時數最長 

首創 10 大亮點服務  獲國內外50 個獎項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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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 455 個漂書站 

放漂 446,991 冊書 

----------------------------------------- 

行動書車 771 場次 

借閱 338,752 冊書 

服務 702,555 人次 

----------------------------------------- 

行動書房 68 場次 

借閱 972 冊書 

服務 22,550 人次  

----------------------------------------- 
 
 

 

 

 

 

 

 

  

行動服務 
漂書 

率全國之先，發起漂書運動，推動全民閱讀，提供

便捷的閱讀服務，讓民眾隨時都能享受閱讀的樂

趣。至 107 年 6 月已設置 455 個漂書站，總計放

漂 45 萬 7,170 冊好書，供愛書人自由索取閱讀，

毎月可為民眾省下逾千元之購書費用。持續發起募

集好書，讓好書可以繼續流傳。為鼓勵民眾參與，

辦理民宿漂書、美容院漂書、醫療院所漂書、單車

漂書、春節漂書專車、重機漂書等創新推廣活動。 

行動書車 

新北市目前有 4 臺以 3.5 噸貨車改造的行動書車，

提供偏遠地區民眾及交通據點通勤族服務，以達資

源均衡分配，方便讀者借閱書籍，增進閱讀風氣。

服務偏鄉學校達 80 所，巡迴 6 個交通據點，並前

進３間獄所提供收容人書籍借閱，使其身心靈得以

成長，升格至 107 年 6 月，行動書車服務 771 場

次，借閱 33 萬 8,752 冊書，服務 70 萬 2,555 人

次。 

行動書房 

採用木製箱體，收納時長 60 公分、寬 60 公分、

高 75 公分，展開後長 120 公分，大書箱展開後就

是行動服務臺，提供諮詢、辦證、借閱服務，還有

精采的主題展覽及影音服務。書箱的兩側擺放 140

本精選書籍，另備有一臺行動書架，可裝載 80 本

書供民眾借閱。「行動書房」猶如變形金剛般，以

最機動的姿態深入想要到達的服務據點，出現於市

民生活動線中，服務深入大街小巷，一應俱全，省

時、環保、方便又時尚，讓閱讀服務無所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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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利用教育 

6,608 場次  服務 145,759 人次 

為使民眾瞭解電子資源查找的途徑及使用方法，

協助指導讀者使用豐富、及時的免費資料庫，

每年主動到學校及社區舉辦圖書館的利用教育

課程，總館電腦教室提供一人一機學習，內容

多元實用，課程完全免費，對主題有興趣之民

眾均可報名參加，圖書館利用教育開辧至今辦

理 6,608 場次，服務共計 14 萬 5,759 人次。 

課後陪讀服務 

55,706 位學童  17,187 張愛心餐券 

自 102 年 11 月 19 日起首創由圖書館提供之

「幸福閱讀學習相伴」課後陪讀服務，由具愛

心之陪讀天使，陪伴學童寫功課、閱讀，讓圖

書館在推動閱讀的同時，加強學校課業、家庭

照顧功能，減輕弱勢家庭家長的負擔；並邀請

民間社會單位合作，提供低收入戶學童愛心餐

券。107 年 6 月止，已於 28 區 34 所圖書分館

同步辦理，共計 5 萬 5,706 位學童參與，並發

出 1 萬 7,187 張愛心餐券。 

93,218 張嬰幼兒借閱證 178,375 份閱讀禮袋 

為推動從 0 歲開始親子共讀，自 103 年 5 月起

擴大結合戶政單位，民眾到戶所辦出生登記時，

即可領取「嬰幼兒閱讀禮袋」，並利用跨機關通

報服務同步申請嬰幼兒專屬借閱證，自 100 年

至 107 年 6 月發出 17 萬 8,375 份閱讀禮袋，

辦理 9 萬 3,218 張嬰幼兒借閱證。設置「嬰幼

兒 baby 好康網」提供嬰幼兒閱讀推薦書訊、

閱讀活動及衛教福利資訊。於全市 61 館設置

「嬰幼兒閱讀專區/櫃」，推薦幼兒適齡讀物，並規劃親子共讀講座、寶寶故事及閱讀抓週活動等

有趣的親子活動，自 100 年至 107 年 6 月共計辦理 1,131 場次，約 45,011 人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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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5 場樂齡活動 

服務 293,151 人次 

 
 
 
 
 
 
416 場原住民活動 

服務 10,221 人次 

 

705 場新住民活動 

服務 164,090 人次 

  

客製化閱讀活動 
樂齡閱讀活動 
新北市 55 歲以上人口逾 110 萬人，為全國之冠，

面對人口老化問題，透過終身學習觀念普及本市樂

齡政策推動，將每週二定為「樂齡日」，積極規劃

書展、影展及讀書會等樂齡活動，並與醫院合作免

費健康講座與健檢活動，辦理數位資訊課程、送故

事到安養中心、樂齡徵才活動等，鼓勵長者參與，

以閱讀豐富生活。設置「樂齡閱讀學習區」，除提

供圖書資源，亦提供老花眼鏡、閱讀放大鏡、擴視

機等設備，具體落實樂齡友善空間。 

原住民閱讀活動 

於總館 9 樓、樹林彭厝圖書閱覽室、新莊西盛分館

及汐止大同分館規劃原住民主題專區，除有主題書

展及文物展外，並規劃特色課程，如族語繪本分享

會、族語樂園讀書會、落風味餐飲講座及原民風文

化傳承研習，鼓勵原住民多利用圖書館資源。106

年總館辦理「臺灣原住民采風錄展」系列活動，舉

辦原住民歌舞表演、采風錄展導覧、原住民繪本說

故事、原住民文化手作課程等，本市學校、安親班、

育幼院參訪共計 26 場次，1,080 人次參與。 

新住民閱讀活動 

於總館、中和分館、新莊裕民分館、板橋四維分館、

蘆洲長安分館設置圖書專區，並辦理多元書展、文

化講座分享、語言學習研習班、繪本讀書會、新住

民媽媽說故事、東南亞電影院及陪讀活動等。104

年起招募新住民故事志工到圖書館說故事，106 年

成立公益故事團，辦理培訓課程，表演家鄉故事劇

等多元新住民閱讀服務，自 104 年至 107 年 6 月

共計辦理 705 場次，約 164,090 人次參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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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69 場特殊讀者服務 服務 1,216 人次 

用心營造友善、安心的閱讀環境，總館為全國首座「通

用設計」標章認證的公共建築，並設置愛心服務臺及愛

心志工。提供點字資料室、錄音間、友善小間等，讓特

殊讀者可以自在的使用圖書館空間與服務。與新北市愛

明發展中心合作，每月隔周一辦理視障讀書會，報讀勵

志小品、讀者文摘、各家文學作品，讓視障者交流、討

論與分享，並辦理特殊讀者一日館員及相關閱讀體驗活

動，共辦理 69 場，服務 1,216 人次。 

臺北州檔案 34,525 張 

 新北市老照片 5,094 張 日文舊籍 1,263 冊 

臺北州檔案與日文舊籍出版年代涵蓋日本明治時期、

大正時期及昭和時期，極具研究價值。文獻原件皆保

存於本館 9 樓特藏室，置於恆溫恆溼的防潮櫃，以永

續保存珍貴文獻資料。為使本市地方學研究有興趣的

學者或市民讀者方便找尋新北市相關書籍，本館 9 樓

設置新北記憶中心，典藏新北市相關在地圖書 3,287

冊，並播放日文舊籍的修復歷程，民眾可以觀賞展櫃

中修復後的珍貴圖書，或利用互動螢幕閱讀數位化的

日文舊籍內容，以了解新北市的歷史。 

 

 

 

 

  

全市志工 1,580 人  平均每年服務 179,498H 

全市圖書館每月平均辦理 1,082 場推廣活動 

全市 27 個場地開放租借  服務外單位 3,79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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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官網點閱逾 390 萬次 

按讚數 55,400 
 

新北市 高雄市 臺南市 桃園市 臺北市 臺中市 

55,400 17,477 13,525 13,413 11,899 6,794 

於 100 年成立粉絲專頁，截至 107 年 6 月底止，已有 55,400 粉絲人數，是全國公共圖書

館之冠。粉絲專頁設有專責小編維護，每天固定 2 則貼文，並預先安排未來一周貼文，貼

文內容包含精選活動訊息預告、每周書籍推薦、文獻館藏介紹、新聞報導露出等豐富資訊，

並配合閱讀推廣舉辧 FB 活動，吸引粉絲熱烈參與，提升市民閱讀風氣。 
  

發布 1,472 篇新聞稿  4,045 則媒體報導 

透過媒體報導的傳遞，加強圖書館與社會大眾

全方位的溝通效果，拓展圖書館能見度。升格

至今，總計發布 1,472 篇新聞稿，相關媒體報

導 4,045 則，平均每月發布 16 篇新聞稿、有

61 則露出。以「主動出擊」的方式，將圖書館

重要服務、重大活動及建設等資訊，提供媒體

新聞素材，藉由執行新聞聯繫，傳遞各項活動

與服務的宣傳，增加訊息的曝光度，讓社會大

眾廣為周知，同時塑造圖書館的正面形象。 
 

59 國、超過 400 個團體、1 萬人次參訪交流 

本館各項創新服務經常引起媒體關注與報導，更獲得全臺各

圖書館討論、請益或響應。總館開館至今國內外參訪導覽逾

400 場，服務超過 1 萬人次，吸引美、英、法、德、荷、日、

韓等 59 國之圖書館專家學者、政府機關、企業、學校等參訪，

其中包括吐瓦魯總理及聖露西亞總理伉儷等，足證我們的品

牌及服務品質深獲國際友人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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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練 

150 場次  9,048 參訓人次  成長 67% 
本館為提升館員的專業服務度，每年積極辦理教育訓練，

並邀請圖書資訊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到館進行講習。升

格前每年舉辦 10 場教育訓練，參訓 775 人次，100 年

至 107 年 6 月底止，共計教育訓練 150 場次，總計有

9,048 參訓人次，平均每年舉辦教育訓練 21 場，有

1,293 參訓人次，參訓人數較升格前成長 67%。 
 

爭取中央補助 

6,930 萬元  每年爭取866 萬元  成長26.8% 
積極爭取教育部補助款，提升圖書館軟硬體設

備，戮力執行「閱讀環境與設備升級實施計畫」、

「設置幸福家庭閱讀專區」、「多元閱讀推廣計

畫」、「資源整合發展計畫」、「社區公共資訊站

實施計畫」等補助計畫。97 至 99 年共爭取補

助款 20,496,100 元，100 至 107 年共爭取補

助款 69,298,807 元。升格前平均每年 683 萬

元，升格後平均每年 866 萬元，中央補助款較

升格前成長 26.8%。 

獲國內外 50 個獎項肯定 

無論在閱讀氛圍的營造，或是以「讀者為主」創新服務，

均締造許多創舉，獲得許多國內外獎項的肯定，包括：

世界電子化政府組織(WeGO)永續智慧城市獎、國家建

築金獎文化教育類金獅獎、資訊月公共服務類百大創新

產品獎、臺灣健康城市暨高齡友善城市創新成果獎、臺

灣十大非去不可圖書館，107 年更勇奪「政府服務獎」

整體服務類的最高榮譽，服務品質有口皆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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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 
簽署國際合約 

104 年 10 月 21 日與舊金山公共圖書館簽訂合

作協議書，雙方締結為姊妹館。 

跨國參訪/研究 

—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自 104 年 5 月開館至

今，吸引美、英、法、德、荷、日、韓等 45

國 38 團計 376 位之圖書館專家學者、政府

機關、企業、學校、記者等參訪。 

—106年 8月 30日日本拓殖大學海外事情研究

所華僑研究中心研究員玉置充子造訪，查閱

本館所典藏全臺保存最完整的第一部地方檔

案「臺北州檔案」之珍貴史料。 

國際論壇/工作坊 

—104 年 11 月 10 日林寬裕局長受邀至日本東

京市舉辦的「第 17 屆日本圖書館綜合大展」

論壇演講，以「從臺灣看新世代型圖書館」

題，分享本市圖書館的創新服務與設備。 

—106年 6月 25日林寬裕局長受邀至美國佛羅

里達州奧蘭多市舉辦的「2016 美國圖書館學

會年會」東亞及大洋洲論壇演講，以「在偉

大的城市建設一所偉大的圖書館：以臺灣新

北市為例」為題，分享新北市圖建置經驗。 

—106 年 11 月 25 日至 12 月 28 日邀請日本繪

本名家小林豊原畫真跡首度跨海來臺展覽，

展出以臺灣為題的創作「Taiwan 風之旅」，

並舉辦繪本工作坊與專題講座。 

舊金山公共圖書館館長Mr. Luis Herrera參訪 

日本繪本名家小林豊出席為展覽開幕導覽 

ICF 代表團參訪肯定本館智慧互動閱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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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資源數位化、功能智慧化、閱讀便利化、空間創意化之趨勢已蔚然成形，未來圖書

館希望可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提供任何類型、任何格式和任何語種的資源給有需要的

讀者。使得圖書館的服務無所不在，不受時間及空間的限制。讓圖書館建構成社會文化的

典藏地、資訊共享、體驗的空間，亦是市民的聚會場所與終身學習場域，家庭所有成員皆

可在此共享歡樂時光，本館未來將以最好的行動力創造最佳的服務力，打造成為幸福的終

身學習中心。 

新北市立圖書館訂定館藏發展、館舍空間、營運方法、終身學習、閱讀推廣等前瞻發展目

標，研發與導入相關技術，以領導承諾、全員參與、全程管理、事實依據、顧客滿意、持

續改進等品質管理基本精神，吸取更多的經驗，加強圖書館營運管理理論及實務上不足之

處，並以「重視讀者」、「重視同仁」、「重視創新」、「重視合作」之服務理念，優化為民服

務基礎工作，賡續以「典藏在地」、「善用科技」、「促進閱讀」、「提升品質」四項主要策略

大步邁向未來，深化服務遞送與能量，成為全國績優閱讀力典範城市、具國際競爭力圖書

館之願景。 

 

未來展望 

以行動力創造服務力 

打造幸福的終身學習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