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 年重大施政績效：
（一）推動城市閱讀創新活動
1、城市講堂：OPEN 新視野」系列講座
為提供精彩與多元的城市閱讀活動，每週六辦理「城市講堂：OPEN 新視
野」活動，邀請文學、兩性、親子、心靈、職場、城市遠見等領域名人，
與高雄市民面對面；城市講堂 101 年共辦理 43 場次，12,727 人次參加、
大東講堂 101 年 5 月開辦共辦理 32 場次，5,332 人次參加、岡山講堂 7
月開辦共辦理 21 場次，2,769 人次參加。
2、高雄市早讀運動-1-3 歲嬰幼兒閱讀推廣活動
為推廣從小閱讀及親子共讀，由教育部提供早讀福袋，自 8 月 18 日起，
針對設籍本市 1-3 歲嬰幼兒，免費領取早讀福袋，並規劃了新手父母講
座、圖書館利用與閱讀指導、故事劇場與親子共讀等系列活動，共計發
送 4,800 份早讀福袋，系列活動吸引了 1 萬 2 千多人次參加。
3、多元閱讀推廣活動
因應當地社區民眾的需要及館藏特色，於 46 個分館配合節日、議題，搭
配各項閱讀推廣活動；購置相關館藏資源，設定不同主題推廣多元閱讀，
活動內容包括繪本說演、各種主題講座、創意手工書、讀書會、安心伴
讀、推動電子資料庫及書展等等，共辦理 619 場次，約 91,958 人次參加。
4、小蜻蜓兒童讀書會
分別於 3-6 月、9-12 月於 36 個分館辦理，招收國小 4-6 年級小朋友，
共約 720 位兒童參加，藉由專業老師的帶領，指導小朋友共讀。暑期「圖
書館之旅」為引導兒童認識圖書館，針對國小 4-6 年級學童，於 7 月至
8 月於鼓山分館等 40 所分館推出「圖書館之旅」活動，內容包括「認識
圖書館」、「網路資源介紹」、「體驗多元閱讀」、「發揮想像與創意」
等單元，近 1,000 位學童參與。
6、全國好書交換
6 月 14 日起至 7 月 14 日於 47 分館暨文化中心圖書館同步收書，7 月 14
日上午 10 時起開始換書，共募集 63,167 冊書，近 11,435 位民眾成功換
書超過 43,251 冊。此外，各辦理地點結合舉辦美國圖書館學會凱迪克獎
繪本大賞活動，舉辦主題繪本展以及故事媽媽演出活動，近 59,591 位市
民參加響應。
7、故事媽媽認證與培訓
為推動城市閱讀風氣，鼓勵民眾加入故事媽媽行列，於 10 月辦理「故事
媽媽認證與培訓」，分初階與進階培訓共 2 場次約 250 人參加。
8、2012 年全國故事媽媽「戲尬文學」
為增進全國故事媽媽的專業素養，於 11 月 20~22 日舉辦「全國故事媽媽
「戲尬文學」，有來自全國各地及外島的故事媽媽共 300 人參加，由市
立圖書館聘請說、演故事專家學者設計專業課程，並以實際說演故事、

分享各地推動閱讀的經驗，並透過實際的說演故事演出，促進經驗的交
流與分享。
9、行動圖書館暨故事媽媽列車
95 年爭取社會資源購置「行動圖書館」及「故事媽媽列車」共 2 部車，
自 95 年 11 月正式啟動以來，將圖書及故事媽媽說演故事活動，以主動
方式進入社區、學校、醫院、弱勢團體及偏遠地區等亟需閱讀資源的地
方，提供兒童豐富的閱讀資源，打造高雄市成為「沒有圍牆的圖書館」，
101 年共辦理 92 場近 21,970 人受惠。
10、各圖書分館「FUN 心聽故事」
各分館於每週六、日為小朋友說故事，全年共約 2,000 場次，近 55,000
位親子參加，以啟發兒童閱讀興趣。
11、委託研究案：本年度 12 月完成 2 項委託研究案，分別委託社團法人高雄
市蒲公英故事閱讀推廣協會執行『大高雄地區閱讀團體資源普查研究』研
究計畫以及文藻外語學院完成『國小學童對二十世紀法國青少年文學作品
之接受與反應研究：以高雄市立圖書館兒童讀書會為例』產學合作研究
案。
12、在職訓練
(1) 圖書館從業人員在職進修
1 月 30 日、6 月 4-11 日、10 月 15-22 日辦理三場共五天的「圖書館從
業人員在職進修」，包括本館同仁、南縣（市）、澎湖縣及屏東縣共
650 位學員參與，邀請中山大學企管系教授楊碩英、大紀元時報讀報教
育召集人張素杏老師談「閱聽與道德提升」、自由時報資深記者蘇福
男、王榮祥分享「媒體行銷與新聞稿撰寫」、誠品書局執行團隊分享
「閱讀空間規劃設計─從誠品書店談起」、國立臺中圖書館呂春嬌館
長分享「國中圖遷建計畫始末分享」、臺南市立圖書館葉建良館長談
「芬蘭的公共圖書館服務」、實踐大學企業創新發展研究所教授陳龍
安老師的「有趣的創意思考」等。
(2) 分區辦理「公共圖書館經營管理人才培訓-館員班第二期」
9 月 3、4 日 2 天辦理培訓課程，包括本館同仁、澎湖縣及屏東縣共有
320 位學員參與，邀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薛理桂所長談
「公共圖書館提供服務的新趨勢」、前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館長廖又
生老師分享「讀者衝突管理」、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何青蓉
所長分享「讀書會經營與閱讀推動」、清涼音專業講師「分享快樂‧
希望與愛-談情緒管理與溝通技巧」。
13、志工活動
(1) 年度志工基礎與特殊訓練課程：針對每年新進志工給予職前訓練，
基礎與訓練課程各 12 小時，3 月 19、20 日辦理「志工基礎教育訓
練」、4 月 23、24 日辦理「志工特殊教育訓練」實習期滿代為申請

「志願服務紀錄冊」。101 年間由本館申請核發志願服務紀錄冊為
141 人。
(2) 101 年度志工獲獎成果豐碩：
本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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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森泰等 3 人榮獲文化部第 19 屆全國績優文化志工個人獎。101 年
度內政部志願服務獎勵共計 20 人獲獎。高雄市志願服務獎勵共計 76
人獲獎。
(3) 辦理志工聯誼暨表揚活動
101 月 5 月 21 日舉辦志工聯誼大會，提供一年一度的志工團隊全體
聚會，以維繫感情並進行意見交流。除此之外，亦針對今年度各館
績優志工，致贈感謝狀，並於會上公開表揚。
(4)
製作志工制服，營造整體形象
為營造志願服務的專業形象，本館製作志工服務服裝，於平日服務
或支援特殊活動時，不僅有助視覺一致性，亦提昇志工服務之向心
力。
（二）文學推廣活動
1、「文學家駐館」活動
每 2 週邀請 1 位高雄作家駐館，提供個人創作文物展與文學講座，以
行銷高雄作家，拉近作家與民眾距離。101 年共邀請 18 位作家駐館，
辦理 18 場文學講座，總計參加人次共 1305 人。
2、「送文學到校園」系列講座
邀請年輕人喜愛的作家與課本作家深入本市高中及國中校園，與學生
分享文學的賞析心得及寫作的的心路歷程，期能激發年輕人對文學創
作的興趣，101 年共辦理 8 場次，參加人次 2,080 人。
3、「青年文學徵文活動」
青年文學徵文活動結合文化局 2012 打狗鳯邑文學獎青衿組徵稿，類別
有極短篇、散文、新詩組，獎項獎額均大幅提昇，文化局於 12 月 23
日假大東文化藝術園區舉行頒獎典禮。
4、實施通閱服務，讀者可就近各館借書還書
101 年度總計辦理通借冊數 620,498 冊，通還冊數共 1,135,980 冊；較
去年同期通借冊數增加 224,030 冊，通還冊數增加 403,047 冊。
5、開辦班級借閱證：
凡本市幼稚園、國小及國中教師得憑教師證辦理，每證可借書 60 冊，
借期二個月，101 年度辦理張數為 1,598 張，以推廣校園閱讀風氣。
6、開辦家庭借閱證，凡本市家戶其成員得憑戶口名簿辦理，每證可借書
20 冊，過期期刊 5 冊，借期 28 天，101 年度辦理張數為 4,931 張，以
推廣家庭閱讀風氣。

7、各項閱覽統計數據：各項閱覽統計數據：截至 101 年 12 月止，借閱
7,669,548 人次，還書 2,299,784 人次，利用自修室 2,614,116 人次，
書庫閱覽 3,140,425 人次，參加推廣活動 1,143,674 人次，網路利用
2,102,767 人次，其他（預約、OPAC 預約、辦證、補證、使用電腦、
館際合作）1,361,045 人次，總計利用圖書館人數為 14,849,298 人次，
較去年同期 11,667,099 人次，成長 3,182,199 人次。
(三)推廣資訊及圖書館利用教育：
1.
充實電子資源，提升民眾資訊素養
購置電子書及資料庫提供館內、外檢索相關資料，讓民眾能隨時隨
地取得所需資訊，市圖目前購置共 62 種資料庫，2,519 冊電子書
供民眾利用，其中 31 種資料庫可供館外使用。
2.
提 供 eBooks on EBSCOhost 、 tumble 互 動 英 文 電 子 書 、
AiritiBooks 華文電子書、遠景電子書、udn 數位閱讀館、台灣學
術書知識庫、遠流電子書、HyRead ebook 等 8 種電子書共 2,519
冊，供民眾瀏覽閱讀。
3.
提供月旦法學知識庫、拿索斯線上音樂圖書館、天下知識庫、
TERC 英語認證模擬考與留學資源中心、臺灣生態筆記資料庫等共
54 種資料庫等，供民眾查詢使用。
4.
提升民眾資訊檢索能力，101 年度辦理「電子資源種子教師教育
訓練」4 場次、「數位資源研習推廣活動」244 場次及「國家圖書
館 2012 共用性資料庫教育訓練」2 場次等，共 250 場次。
5.
分別於 98、100、101 年於捷運 R9 中央公園站、R16 左營站及
R24 南岡山站，分別設置無人智慧型圖書館，101 年捷運圖書館借
書量共 46,049 冊。

(四)圖書資料採購與編目：
1.
採購中文圖書 64,951 種 233,443 冊、西文圖書 30,047 種
31,370 冊、日文圖書 2,142 種 2,142 冊、越南文圖書 203 種 203
冊、盲人點字圖書 63 種 90 冊、大陸出版品 482 種 489 冊、及視
聽資料 2,960 種 6,082 套，執行金額 110,114,643 元；期刊 466
種 2,412 份，執行金額 3,454,048 元。本館總館藏量截至 101 年
12 月底館藏量 3,847,702 冊，提供民眾借閱。
2.

圖書/期刊推介處理共 38,343 冊；贈書處理共 1365 箱 22,139
冊（含製作感謝函及處理信件）；到宅取書共 7,689 冊；募書書
目資料查詢登錄共約 680,000 冊；賠書處理及統計共 1 件；移送

分館報表統計 79,867 冊；行動圖書還書及催還處理統計 11,196
冊；行動圖書館流通借閱服務出勤共 95 場。
3.

籌備中庄、草衙、河堤等分館及新總館館藏建置；規劃籌建岡
山文化中心、三民、前鎮、草衙、中崙等分館及新總館新移民多
元文化中心。

(五)籌建辦理新館舍及空間改善：
1.
首創全國公共圖書館「藝術圖書館」-大東圖書分館
大東藝術圖書館於 101 年 4 月 22 日開館啓用，三個樓層共 1,118
坪面積，配合大東文化藝術園區屬性，圖書館定位在「藝術研究」，
7 月開辦每週六大東講堂，9 月起每週日與建築師有約活動。101 年
12 月榮獲全國圖書館年會海報展第一名。101 年 11 月止共舉辦相關
參訪及導覽共 77 場次，供各界觀摩與交流。102 年起為服務廣大讀
者，除了除夕及週一外，國定假日照常開放，創本館各分館之首例。
2.進行 101 年大高雄圖書分館設備及空間改善
已完成大寮分館、林園二館、鹽埕與梓官分館空間改善，目前進行
中尚有山文化中心分館、林園分館、橋頭分館、前鎮分館、杉林等
分館，以提供民眾更舒適、更便捷的閱覽空間。
3.均衡各區資源，籌建新設分館
興建籌劃中之分館包括前鎮草衙分館、河堤分館、大寮中庄分館、
那瑪夏分館、鳯山中崙分館、美濃分館及李科永紀念圖書館，以提
供民眾更優質、更便捷的閱讀空間，滿足民眾對閱讀環境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