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圖書館 107 年 2 月業務執行成果 

 1 

臺北市立圖書館 107 年 2 月業務執行成果 
一、 採編業務 

（一） 圖書資料總館藏量為 800 萬 3,043 冊。 

（二） 電子書使用人數總計 4 萬 6,947 人次。 

（三） 受贈圖書合計 452 冊。 

二、 閱覽典藏業務 

（一） 各項閱覽統計 

1、 新增辦證總數計 2,625 張。 

2、 外借冊數計 85 萬 6,771 冊。 

3、 外借人次計 22 萬 8,727 人次。 

4、 使用人次計 91 萬 5,972 人次。 

（二） 智慧圖書館使用情形 
項目 外借冊數 借閱人次 使用人次 

西門智慧圖書館 3,018 858 5,260 
松山機場智慧圖書館 1,847 485 2,852 

太陽圖書館 3,678 890 6,033 
百齡智慧圖書館 2,205 645 11,542 

東區地下街智慧圖書館 3,178 978 5,982 
福德智慧圖書館 2,711 626 8,888 
古亭智慧圖書館 2,561 621 4,047 

三、 諮詢服務業務 

（一） 服務統計 
類別 107 年 2 月 

參考服務 

參考問題諮詢  1,272 件

資料庫使用統計 10,035 人次

微縮影機使用統計 1 人次

個人化資訊服務 新增會員數 151 件

終身學習業務 
辦理終身學習護照（總館+各分館） 1 人

辦理市民生活講座（總館+各分館） 4 場/160 人次

留學資訊業務 

留學輔導 1 場/27 人次

美國文化系列活動-講座 1 場/20 人

美國文化系列活動-美語說故事 3 場/55 人次

美國文化系列活動-美國經典小說讀書會 1 場/51 人次

多元文化服務 
書展 1 場/132 人

研習課程 4 場/13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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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樂齡學習中心之營運 

本館目前設有 6 所樂齡學習中心，示範中心（總館）、松山區（三

民分館）、士林區（葫蘆堵分館）、大同區（大同分館）、文山區（景

新分館）和內湖區（東湖分館），107 年 2 月學員新增人數 16 人；

中心使用人次共 1,147人次，辦理樂齡系列課程與相關活動 86 場，

1,409 人次參加。 

四、 推廣業務 

（一） 各類型推廣活動策辦 

活動類型 
107 年 2 月全館活動統計 

辦理場次 參與人次 
演講 20 708 

展覽 147 45,078 

影片欣賞 135 3,384 

說故事活動 167 2,115 

參訪 9 268 

研習班 81 1,338 

讀書會 52 653 

小博士信箱 108 1,241 

其它 220 4,849 

合計 939 59,634 

（二） 好書交享閱 

辦理好書交享閱活動，讓好書能找到新主人、讓資源透過活動能

再活化起來。107 年 2 月好書交享閱活動，收書 6,951 冊、換書

4,115 冊，共計 603 人次。 

（三） 志工招募與管理 

辦理林老師及英語志工業務及志願服務人員基礎訓練、各項培訓

及研習課程。截至 107 年 2 月底止，本館共有 1,729 名志工，2

月服務總時數為 9,315 小時。 

五、 資訊業務 

（一） 網站營運績效 

1、 電腦版網站流量數 
網站流量數 107 年 2 月 

入口網站中文版 1,768,466

入口網站英文版 27,466

入口網站日文版 13,214

館藏查詢系統 1,479,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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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 21,101

視障電子圖書館 1,723

兒童電子圖書館 11,211

數位典藏系統 2,243

2、 目前 iRead app總下載次數共計 13萬 6,057 次（ios 7萬 316 次、

android 6 萬 5,741 次）。 

（二） 網站資料維護 
1、 網頁最新消息新增 61 件。 
2、 電子報發行 5 萬 102 件。 

六、 視聽業務 

（一） 各類視聽活動 

1、 總館影片欣賞活動 

（1） 辦理「電影賞析講座」，共 1 場，計 40 人次參加。 

（2） 辦理「團體欣賞室節目」，共 22，計 1,259 次參加。 

（3） 辦理「賀歲迎新年視聽資料展」，共 1 場，計 220 次參加。 

2、 分館辦理影片欣賞活動，共 76 場，計 1,270 人次參加。 

（二） 網路多媒體視聽服務 

1、 透過網路提供多媒體視聽服務，包含建置線上影音、館藏視聽

資料線上 3 分鐘預覽。總館內並提供隨選視訊服務。 
名稱 資料總數 

線上影音 1,211 
隨選視訊 VOD 913 
3 分鐘短片線上預覽 11,520 

2、 「數位影音平臺」共建置 4,844 筆視聽資料。 

七、 研究輔導業務 

（一）研究與調查 

進行 106 年度自行研究計畫「臺北市立圖書館電子書使用情形

分析」。 

（二）公共圖書館輔導 

「公共圖書館統計系統」數據彙整及鍵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