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立圖書館 97 年重大實施績效 

  

(1)推動城市閱讀：規劃不同年齡層閱讀活動，培育民眾閱讀素養，讓閱讀扎根及

擴展 

1.持續推行「家庭借閱證」、「團體借閱證」「送書香到教室」、「圖書館之旅」

及「好書交換」等活動。 

2.積極推動班訪，結合社區學校戶外教學，主動行銷圖書館資源。 

3.賡續辦理「響叮噹兒童讀書會」、「班級讀書會」、「成人知性書香會會」，藉

以提升兒童選書、解讀及分享能力，並舉辦讀書會觀摩及聯誼活動，以達到讀書

會永續經營及蓬勃發展之目標。 

4.加強館藏特色行銷，由各分館就館藏特色規劃設計相關活動，以吸引民眾利用館

藏。 

5.辦理「故事媽媽」培訓、認證及觀摩，運用故事媽媽人才庫，各分館每週推出「fun

心聽故事」，由故事媽媽以高雄在地環境背景撰寫腳本，講述自己家鄉的故事，

並延伸說故事的舞台，主動至社區幼稚園及國小年級學童講繪本故事，共同推動

城市閱讀。 

6.重視弱勢族群閱讀，以本市國小中高年級學生原住民、低收入戶學生、外籍配偶

及其子女等弱勢族群為主要對象，97 年將規劃 360 位學童參觀圖書館與書店、辦

理借閱證、致贈圖書禮劵學習選購圖書等閱讀活動，讓弱勢族群同享閱讀權益及

閱讀扎根。 

7.行動圖書館及故事媽媽關懷列車：主動將圖書以及故事媽媽說故事活動，送到本

市各社區及人潮聚集之觀光據點，以推廣多元閱讀運動，改善學習落差，延伸服

務據點，拓展服務機制，讓本市較偏遠郊區之民眾均能享有圖書資源。 

  

(2)文學推廣及出版 

  

1.持續推出「送文學到校園」、「青年文學徵稿」等青年文學活動，吸引年輕族群

投入文學欣賞及創作。 

2.持續蒐集高雄在地作家資料及高雄文學發展史資料，充實文學館專屬網站內涵。 

3.持續徵集、保存並展示高雄文學作家作品資料，以充實高雄作家資料專區。數位

化高雄文學作家作品資料，以利民眾深入瞭解在地作家。 

4.持續辦理「文學家駐館」活動，每 2 週推出作家文物展及文學講座等延伸閱讀活

動，讓作家與市民面對面，一起閱讀與品味文學之美。 

  

(3)推廣資訊及圖書館利用教育 

  

1.充實館員專業能力，並善用參考資源，提供便捷的參考諮詢服務，協助民眾快速

取得資訊。 



2.充實資訊檢索設備及數位化資源，持續辦理各類型資料庫檢索運用指導等活動，

協助民眾利用圖書館資源與服務，提升民眾資訊素養。 

3.設置「台灣資料專區」，充實台灣數位資源並提供專用電腦供民眾檢索使用，以

強化本土意識，凝聚本土認同感。 

  

(4)圖書資料採購與編目 

  

1.提升各類新書及讀者推薦圖書進書速率，強化館藏資源，落實全民閱讀，建構書

香城市願景。 

2.針對社區特性及社區需求充實各館館藏特色。 

3.蒐集在地文獻資料推廣本土文化，持續充實臺灣資料專區。 

4.加強購置多元文化之優良圖書，提昇多元文化之閱讀資訊。 

  

高雄市立圖書館 96 年重大實施績效 

建構終身學習環境，推動全民閱讀風氣，提升民眾資訊素養 

※創新活動： 

(一) 「與市長讀書-開心菊讀書會」－ 

策辦「與市長讀書-開心菊讀書會」活動，由市    長與原住民小朋友、肢障團體成

員、晚晴協會成員、監獄受刑人等，推廣閱讀，營造城市閱讀氛圍，共舉辦 4

場次約 300 位市民朋友參與。 

(二) 配合高雄好讀書系列活動，舉辦「創意說故事擂台大車拼」活動，及「創意手

工書比賽」得獎人員於 7 月 8 日上午 10 時舉行頒獎，得獎作品於 7 月 6 日起至

15 日假本市文化中心展出，共約 1,000 人參加。 

(三) 輔導社區成立圖書室－ 

於 3 月與城揚建設合作成立「快可易女書殿」而為鼓勵社區及民間團體自主性的

成立圖書館(室)，於 8 月 1 日至 31 日受理社區圖書室獎勵申請，評選績優社區或

民間團體前 10 名，各得大書架乙座，以提升市民人文素養，打造本市為優質且

具競爭力之城市。 

(四) 「新移民女性閱讀與口述歷史種子研習營」－ 

於 9 月 14 日至 10 月 31 日舉辦，活動分成理論、實務操作、成果發表等三個階

段進行，計有來自各界關心新移民女性議題的 60 位學員參加，除了課堂的研習

外，也走出教室，與吳秋娥小姐（印尼籍）等 21 位新移民女性面對面進行生命

故事訪談，不僅溫馨，也讓學員對新移民女性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五) 「高雄市早讀運動-愛上圖書館活動」－ 

為了推廣幼兒閱讀，提升城市競爭力，舉辦「高雄市早讀運動-愛上圖書館活動」，

由愛智圖書公司贊助，高雄市慈善團體聯合協會及原住民事務委員會協辦，於

11 月 2 日至 11 月 30 日舉行，針對本市 3 歲幼兒，並以弱勢優先，憑戶口名簿辦



理借書證，即可獲贈閱讀福袋乙份；並配合辦理 2 場早讀講座，共約 2,000 多位

親子共同參與。 

(六) 「全國公共圖書館博覽會」－ 

響應年度圖書館週盛事，由教育部補助，策劃辦理「全國公共圖書館博覽會」，

於 12 月 7 日至 8 日假本市文化中心前廳舉行，規劃「圖書館思倍秀」、「閱讀

趴趴走」、「閱讀的未來進行式」、「驚世圖書龍虎榜」、「圖書超級變變變」、

「故事幻想國」等六項主題活動，藉以加深民眾認識圖書館多元的服務內容，共

約 2,000 多位民眾參與。 

(七) 分館館藏特色行銷活動－ 

 1、前鎮分館「原住民資料」館藏特色活動： 

   3 月 20 日至 4 月 29 日規劃原住民主題專題演講、有獎徵答、原住民圖書展、原住

民知識庫研習及說故事時間等精采內容，共約近千人參加。 

 2、左營分館「觀光旅遊」館藏特色活動： 

   6 月 2 日起至 6 月 30 日推出「海濶天空－旅遊新視界」系列活動，提供民眾豐富多

元的休閒旅遊資訊，除展出 2 千多冊旅遊館藏外，並規劃旅遊講座、遊洲仔濕地

創作手工書套裝行程、介紹台灣好山好水的「台灣水噹噹」單元、旅遊資料展、

有獎徵答等。 

 3、鼓山分館「生態保育」特色館藏活動： 

   10 月份起推出「綠野書踪」系列活動，活動內容包括：10 月 4 日及 6 日「生態之

旅-柴山生態導覽」、10 月 13 至 14 日於鼓山區生態環保綠活圖研習、10 月 27

日自然初體驗闖關遊戲，並於 10 月份的週六排定「故事媽媽說自然生態故事」、

「動動手-生態保育常識大考驗有獎猜題」等寓教於樂的活動。 

 4、三民分館「生活保健」特色館藏活動： 

    11 月份推出「悅讀健康--大家一起 Go Go Go」系列活動，，規劃「拒絶生病有撇

步-疾病與飲食的關係」、「中醫觀點的保健養生之道」、「空氣、水、食物、

心靈和健康的關係」等健康講座、繪本導讀--「猪頭三兄弟-認識小胖威利症」與

「手工書創作」外，並展出「生活保健」系列新書及有獎徴答等。 

(八) 「漫步高雄‧2007 城市美學」系列講座－ 

與建築 師公會等九大公會合辦「漫步高雄‧2007 城市美學」系列講座，邀請知

名的雜誌社主編、建築師、大學相關科系教授及空間設計專家、藝術家等，提供

系列的城市美學講座，啟發民眾能放慢腳步，享受城市的休閒與美麗空間，並進

而提升市民美的鑑賞力與美學素養。96 年共辦理 14 場次，參加人次計 1,039 人。 

(九) 辦理「文學高雄」講座－ 

與高雄市港都文藝學會合辦，邀請資深作家用深入淺出的方式提升市民閱讀力，

並藉由一系列的講座教導有心創作的市民投入創作，從中學習各種文學創作技巧，

96 年共辦理總計 11 場次，參加人次計 229 人。 

※賡續辦理活動： 

(十) 「FUN 心聽故事」－ 



各分館於每週六、日為小朋友說故事，全年共約 700 場次，15,000 位親子參加，

以啟發兒童閱讀興趣。 

(十一)           舉辦「與局長讀書」活動－ 

由文化局局長王志誠，每個月都抽空逛書店撰寫心得，與讀書會、市民朋友分享

讀書心情，並與有興趣的讀書會面對面共讀，全年共辦理 9場次 500位市民參加。 

(十二)           「與作家有約」系列講座－ 

每月邀請局長親自推薦書籍之作者至圖書館與民眾面對面，暢談其創作理念，全

年共辦理 8 場參與人數 515 人。 

(十三)           「響叮噹兒童讀書會」－ 

3 月至 6 月、9 月至 12 月於 11 個分館辦理，招收國小 1-3 及 4-6 年級小朋友，共

約 300 位兒童參加，藉由專業老師的帶領，指導小朋友共讀。 

(十四)           「圖書館之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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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所

分館推出「圖書館之旅」活動，每分館 30 名學童共 330 名參加。 

(十五)           「全國好書交換」活動－ 

由文建會指導的「全國好書交換」活動，收書期間至 7 月 21 日止，全國各公共

圖書館共 303 個單位熱烈響應，本市 13 個據點於 7 月 22 日同步辦理交換活動，

換書成功的人數有近 3,000 人，換書的冊數超過 15,000 多冊，活絡閱讀風氣。 

(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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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至 10 月於鼓山分館

辦理「故事媽媽認證與培訓」，分初階與進階培訓共 3 場次約 200 人參加。 

(十七)           『2007 故事媽媽愛的故鄉逗陣走活動』－ 

於 11 月 2 日至 4 日舉辦，全國故事媽媽共計 280 位參加，由市長陳菊、局長王

志誠、愛智圖書公司楊博名總經理、慈善團體聯合協會副理事長羅安生舉行開幕

式，會中邀請名導演吳念真、文建會副主委吳錦發、名作家戴晨志演講及 7 個單

位示範演出及分享，獲得熱烈的迴響。 

(十八)           「行動圖書館暨故事媽媽列車」書香巡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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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訪小港區港和國小、內政部兒童之家等單位，共辦理 8

場次，96 年持續積極運用，投入最大服務效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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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96 年底止共辦理 85 場 30,000 多人受惠。 

(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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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年共邀請 23 位高雄作家駐館，共辦理 23 場作家創

作文物展及文學講座，總計參加人次共 14,686 人。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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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年共辦

理 8 場次，參加人次 2,490 人。 

(二十一)    「青年文學徵稿活動」－ 

   由本館提供稿費與發表平台，鼓勵年輕一代對文 

學有興趣者寫作，並勇於發表。96 年共收到稿件 405 件，入選 145 篇，並與遠景

出版社合作，出版《0.3 公分的孤單－高雄青年文選新詩集》與《昨天紀念日－

高雄青年文選‧散文‧小說集》二本專輯。 

※閱覽服務： 

(二十二)    實施通閱服務，讀者可就近各館借書還書。96 年度總計辦理通借冊數

42,139 冊，通還冊數共 169,173 冊。 

(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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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冊，借期二個月，96 年度辦理張數為 509 張，以推廣校園閱讀風氣。 

(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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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年度辦理張數為 4,570 張，以推廣家庭閱讀

風氣。 

(二十五)    各項閱覽統計數據：截至 96 年 12 月止，借閱 654,383 人次，還書 1,071,900

人次，利用自修室 1,233,576 人次，書庫閱覽 1,194,907 人次，參加推廣活動 329,263

人次，網路利用 614,286 人次，利用視聽人數 449 人次，其他（預約、OPAC 預

約、辦證、補證、使用電腦、館際合作）319,658 人次，總計利用圖書館人數為

5,418,422 人次，較去年同期 5,053,134 人次，成長 365,288 人次。 

  

※網路資訊研習活動－ 

(二十六)    每月擇一星期六辦理「網路資源利用--資料庫學習之旅」研習活動共 12

梯次，參與人次 205 人。 

(二十七)    每月擇一星期六辦理「網路資源利用—tumble 互動英文電子書」研習活

動共 12 梯次，參與人次 216 人。 

(二十八)    7 月 5 日辦理「Click 一夏～悠遊數位知識庫」研習，活動內容介紹本館購

置大英智慧藏等資料庫內容及使用方法，活動主講人為智慧藏公司張佩琦小姐，

參與人次 47 人。 

(二十九)    8 月 25 日與行政院研考會合辦「OPEN 巡迴說明會－OPEN 啟動 學習起

飛」活動 1 場次，活動主講人為凌網科技公司張碧玲小姐，活動內容介紹政府出

版資料回應網內容及使用方法，參與人次共 22 人。 

(三十)           提供法源法律網、慧科新聞知識庫、美加留學資訊網、台灣史地與中國

歷史影音資料庫-歷史台灣 20 集等資料庫共 20 種，供民眾查詢使用。 

(三十一)    提供 tumble 互動英文電子書、親親文化電子書及 netlibrary 電子書等共 3

種電子書，供民眾查詢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