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立圖書館 98 年重大施政績效 

一、推動城市閱讀創新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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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8-12 月每月 2 次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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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年共 10 場次，超過 3,800 人次參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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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教育部及愛智圖書提供早讀福袋，自 8 月起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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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劇場與肢體律動等系列活動；此外，針對弱勢家庭，安

排故事志工將早讀福袋送到府，共計發送 2500 份早讀福袋，系列活動吸引了近

千人次參加。 

•  萬本新童書—陪兒童成長 

為滿足兒童的閱讀需求，並配合節慶假期春節、兒童節及暑假，圖書館採購各萬

本新童書，包括繪本、文本、多媒體視聽資料等，分送至各圖書分館供眾閱覽，

更加豐富本市圖書館的兒童館藏。 

•  辦理紅毛港文化故事說演研習－ 

為發揚紅毛港聚落留下永恆的人文記憶與傳承，於 5 月辦理為期 5 天之「紅毛

港文化故事說演」研習活動，除邀請研究紅毛港人文歷史與產業文化的學者專家

外，也安排在地專業劇團講師，帶領近 100 位故事媽媽，深入淺出地探究紅毛

港前世今生，並提升其故事說演的能力。 

•  兒童讀書會－ 

分別於 3-6 月、 9-12 月於 10 個分館辦理，招收國小 4-6 年級小朋友，共約 400 

位兒童參加，藉由專業老師的帶領，指導小朋友共讀。 

•  錄製紅毛港有聲書－ 

由故事媽媽及專業錄音製作團隊共同製播「床邊故事：紅毛港有聲書」，提供專

業、溫馨、趣味、且富鄉土教育意義的有聲故事，促進親子共賞互動，包括永燃

之豬等 20 個精彩故事，並榮獲 2009 廣播金鐘音效獎及入圍廣播劇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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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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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 位學童參與。 

•  全國好書交換－ 

於 6 月 1 日 起至 7 月 18 日 於市圖 14 分館暨文化中心圖書館同步收書， 

7 月 19 日 上午 10 時起開始換書，共募集 28798 冊書，近 5000 位民眾成功

換書超過 21000 冊。此外，各辦理地點結合高市稅捐處，舉辦「稅務宣導有獎

徵答」，其餘活動還有「換好書 • 送健檢」、「漫畫親子手工書」、創意美勞、

影片欣賞、街舞表演等，近 15000 位市民參加響應。 

•  紅毛港文化故事說演擂台賽－ 

為參與及深入瞭解紅毛港在地文化精神，讓民眾及故事媽媽在文化活動學習中認

識紅毛港志工，於 9 月舉辦「紅毛港文化故事說演擂臺賽」，共有來自嘉義、

台南、及大高雄地區的團體共 16 隊參賽，演出當日並有超過 110 人次觀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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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人參加。 

•  2009 全國故事媽媽「戲說」紅毛港－ 

為增進全國故事媽媽的專業素養，於 11 月舉辦「全國故事媽媽『戲說』紅毛港」，

有來自全國各地及外島的故事媽媽共 300 人參加，由文化局聘請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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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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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年共辦理 90 場近 30,000 人

受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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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 場次，近 50,000 位親子

參加，以啟發兒童閱讀興趣。 

二、圖書分館館藏特色行銷活動 

•  右昌分館「運動與體育」活動－ 

於 5 月份期間舉辦「運動與體育特色館藏行銷」系列活動，包括「高雄市運動

地圖」資料展、「愛上世運」四格漫畫繪畫比賽、「悅讀越健康」主題書展、「運

動精彩一生」主題影展、「棒球」＆「足球」個人收藏展、氣功講座、有獎徵答

等活動。 

•  鹽埕分館「漫畫」活動－ 

於 8-9 月辦理「 2009 高雄鹽埕漫畫祭」系列活動，活動內容包括四格漫畫比

賽、徵文、小小漫畫家研習班、高雄地區漫畫家發展記錄及 黃耀傑 老師「漫畫

與我」講座等活動。 

•  楠仔坑分館「童玩」活動－ 

於 11-12 月份期間舉辦「童玩特色館藏行銷」系列活動，包括童玩種子營、祈

福天? DIY 、黏土板畫及風車製作等活動。 

•  「城市美學」系列講座 

與高雄市建築師公會等九大公會合辦，聘請專家學者、雜誌社主編與民眾分享國

內外城市、建築之美，提醒民眾放慢生活腳步，享受城市之美。 98 年共辦理總

計 21 場次，參加人次計 1,426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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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年共邀請 23 位高雄作家駐館， 98 年共邀請 

22 位高雄作家駐館，共辦理 22 場作家創作文物展及文學講座，總計參加人次

共 18,948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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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年共辦

理 8 場次，參加人次 2,290 人。 



•  「青年文學徵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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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年

共收到稿件 675 件，入選 164 篇，並與遠景出版社合作，出版《解不開的夏天

－高雄青年文選新詩集》與《我曾那樣追尋－高雄青年文選•散文•小說集》二

本專輯各 1,100 冊。 

三、文學推廣、出版及閱覽服務 

•  實施通閱服務，讀者可就近各館借書還書。 98 年度總計辦理通借冊數 151,129 

冊，通還冊數共 479,649 冊；較去年同期通借冊數增加 58,963 冊，通還冊數增

加 152,458 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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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年度辦理張數為 584 張，以推廣校園閱讀風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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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年度辦理張數為 6,114 張，以推廣家庭閱讀

風氣。 

•  各項閱覽統計數據：各項閱覽統計數據：截至 98 年 12 月止，借閱 832,101 

人次，還書 1,296,639 人次，利用自修室 1,281,537 人次，書庫閱覽 1,474,046 人

次，參加推廣活動 420,478 人次，網路利用 514,163 人次，其他（預約、 OPAC 

預約、辦證、補證、使用電腦、館際合作） 429,248 人次，總計利用圖書館人數

為 6,248,212 人次，較去年同期 5,507,395 人次，成長 740,817 人次。 

四、推廣資訊及圖書館利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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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種資料庫， 642 冊電子書供民眾利用，其中 22 種資

料庫可供館外使用。 

五、圖書資料採購與編目 

•  提供遠景繁體中文電子書、台灣學術書知識庫、 AiritiBooks 華文電子書、 udn 

數位閱讀館、 tumble 互動英文電子書、親親文化電子書及 netlibrary 電子書等 7 

種電子書共 642 冊，供民眾瀏覽閱讀。 



•  提供月旦法學知識庫、美加留學資訊網、天下知識庫、多益英檢知識庫、中

華民國期刊論文資料庫等共 27 種資料庫，供民眾查詢使用。 

•  提升民眾資訊檢索能力，辦理「 e 點通－悠遊數位知識庫」 3 場次、「數

位資源種籽教師」 3 場次、「館藏特色資料庫研習活動」 11 場次，等共 17 場

次 

採購圖書及非書資料 17,941 種 131,985 冊(套)；訂閱期刊 208 種 647 份，本館總館

藏量截至 98 年 12 月底館藏量 1,533,111 冊，提供民眾借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