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圖書館大事記
!
101 年 1 月
長安分館自 100 年 10 月 16 日（週五）起，全面進行館舍整修工程，僅
受理還書及取預約書服務。（100.10.16-101.01.29）
清江分館進行館舍整修工程。（100.10.17-101.02.16）
中崙分館進行 7 樓內梯增設暨整修工程。（101.01.01-101.03.15）。
永建分館「永建大樓耐震補強工程」因天候因素影響工程進度及變更設
計延長工期，除受理還書及取預約書外，其餘服務暫停。
（101.01.01-03.31）
龍華民眾閱覽室館舍整修工程因館舍樑柱多處裂縫及嚴重滲水停工，自
100 年 6 月 22 日起於設置臨時服務臺提供讀者還書及預約書取書服務，
其餘服務暫停。（101.01.01-101.03.31）
道藩分館館舍空間整修工程施工期間，考量讀者安全及施工需要，於 1
樓開設臨時櫃檯，提供還書、取預約書，其餘服務暫停受理。
（101.01.02-101.03.06）
中央健康保險局到北投分館參訪，計 55 人次參加。（101.01.04）
資訊室協助 Koobe 金庸電子書廠商-遠通科技於本館虛擬主機平臺完成
金庸小說電子書安裝事宜。（101.01.06）
香港中文大學師生至北投分館參訪，計 22 人參加。（101.01.06）
龍華民眾閱覽室進行外牆整修工程複驗。（101.01.06）
資訊室於本館虛擬主機平臺新建 Linux 主機供 SirsiDynix 安裝測試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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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系統 APP。（101.01.17）
哈佛大學及國立政治大學貴賓（哈佛亞洲暨國際關係計畫 2012 亞洲會
議行前會勘）到北投分館參訪，計 9 人參加。（101.01.20）
採編課獲法國兒童中心圖書館寄贈交流圖書，共計 15 種 15 冊。
（101.01.31）
採編課獲美國西雅圖公共圖書館寄贈交流圖書，共計 25 種 25 冊。
（101.01.31）
道藩分館電梯興建工程完工。（101.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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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 2 月
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圖書館遠東組組長至總館參訪，計 1 人參加。
（101.02.01）
長安分館館舍整修工程竣工。（101.02.02）
洪世昌館長受邀於臺北國際書展數位出版暨閱讀論壇演講。
（101.02.03）
推廣課辦理「解讀 2011 臺北人閱讀行為及借閱排行榜」暨「青少年閱
讀行為調查研究」年度記者會。（101.02.03）
清江分館館舍整修工程竣工。（101.02.06）
資訊室協助處理城中、南港、三民分館使用遠端桌面連線重新安裝自動
化規費管理系統前臺程式以排除啟動異常問題。（101.02.07）
中華民國圖書發行協進會率大陸圖書館界人至總館參訪，計 13 人參加
（101.02.07）。
採編課公布 61 梯次好書大家讀評選結果，並發布新聞稿。共計有套書 6
套（21 冊）及單冊圖書 199 冊入選。（101.02.09）
龍華民眾閱覽室於成德國中舉行進行替代館舍搬遷籌備會議。
（101.02.09）
中崙分館內梯增設工程竣工。（101.02.24）

101 年 3 月
長安分館余主任淑惠卸任榮退。（101.03.01）
洪世昌館長接受臺北電台採訪 60 週年館慶活動。（101.03.02）
聖工坊有限公司至北投分館拍攝國科會補助之「氣候變遷下的抉擇─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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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科學教學影片。（101.03.02）
財團法人中央通訊社至北投分館拍攝「全球視野」節目。（101.03.05）
香港九龍婦女會李炳紀念學校至北投分館參訪，計 30 人參加。
（101.03.07）
採編課寄贈上海公共圖書館交流圖書，共計 44 種 44 冊。（101.03.08）
龍安民眾閱覽室無障礙電梯通過申請使用執照，正式啟用。（101.03.09）
好頭腦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為撰寫「少年牛頓雜誌」至北投分館拍
攝。（101.03.13）
行政院新聞局至北投分館參訪，計 35 人參加。（101.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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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圖書館館訊》29 卷第 3 期出刊。（101.03.15）
德國巴伐利亞邦立圖書館副館長與 KlausCeynnowa 數位部主任至太陽
圖書館暨節能展示館參訪。（101.03.16）
臺北市結構技師公會技師至龍華民眾閱覽室進行建物結構耐震評估及
鑚心取樣工程。（101.03.16、03.20）
萬芳民眾閱覽室天花板輕鋼架方型風扇安裝工程竣工。（101.03.21）
華胤國際事業有限公司至北投分館拍攝專題報導。（101.03.22）
大愛電視台至北投分館拍攝「樂事美聲錄」節目。（101.03.27）
採編課獲溫哥華公共圖書館交流圖書，共計 27 種 27 冊。（101.03.28）
美國邁阿密邁岱郡公共圖書館至總館、北投分館、太陽圖書館暨節能展
示館及中崙分館參訪，計 3 人參加。
（101.03.28、101.03.29、101.03.30）
臺北市政府勞工局至北投分館參訪，計 100 人參加。（101.03.29）
採編課完成 100 年 J&V2000 基金會捐款所購置之外文兒童圖書驗收，
共計 2,688 種 2,850 冊。（101.03.29）
資訊室完成 SSL 伺服器憑證申請，供 webcat 書目查詢主機讀者以 https
登入用。（101.03.29）
文承電子出版有限公司為編撰「小牛頓雜誌」至北投分館拍攝。
（101.03.30）
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系（華岡電視台）至北投分館參訪，計 2 人參加。
（101.03.30）

101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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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圖書館《2011 年好書指南－少年讀物‧兒童讀物》出版。
（101.04.01）
道藩分館閱讀環境與空間改造工程竣工。（101.04.01）
龍華民眾閱覽室館舍整修工程因館舍樑柱多處裂縫及嚴重滲水暫停工
程。（101.04.01）
香港聖文德書院至北投分館參訪，計 33 人參加。（101.04.03）
香港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至北投分館參訪，計 42 人參加。。
（101.04.12）
香港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至北投分館參訪，計 33 人參加。。
（101.04.13）
香港李興貴中學至北投分館參訪，計 61 人參加。。（101.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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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華民眾閱覽室進行成德國中替代館搬遷工程。（101.04.15-04.27）
銘傳大學及密西根州 Midland 中學校長至北投分館參訪，計 4 人參加。
（101.04.16）
海基會至北投分館參訪，計 11 人參加。。（101.04.17）
辦理好書大家讀頒獎典禮，致贈「2011 年度最佳少年兒童讀物獎」得獎
作者和出版社，並且分送臺北市各國中小學、各縣市公共圖書館，提供
學校、老師及家長作為選擇兒少讀物之參考。（101.04.18）
TVBS 至北投分館拍攝專題報導。（101.04.19）
推廣課辦理「2011 年度好書大家讀最佳少年兒童讀物獎」贈獎典禮，計
130 人參加。60 及 61 梯次入選年度書籍計有套書 8 套（34 冊）及單冊
圖書 424 冊，經評選共 53 家出版社、套書 4 套（16 冊）及單冊圖書 120
冊得獎。（101.04.21）
中山分館配合館舍空調更新工程，於 4 等 5 天全面休館。（101.04.21、
101.05.02-05.05）
龍華民眾閱覽室替代館舍於成德國中運動中心 2 樓重新開放啟用。
（101.04.27）

101 年 5 月
臺灣知識庫至北投分館拍攝公益影片。（101.05.04）
洪世昌館長受邀至政大公企中心演講「公共圖書館服務品質管理與創
新」。（101.05.06）
聯合報至北投分館拍攝新聞採訪。（101.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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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圖書館對外網際網路查詢連線用中華電信光纖線路升速至
50M。（101.05.07）
內政部長及貴賓至北投分館參訪，計 6 人參加。（101.05.11）
7-watch 旅遊雜誌為撰寫北投風光介紹至北投分館拍攝圖書館館內外景
觀。（101.05.17）
東森電視台新聞部為介紹臺灣知名綠建築至北投分館拍攝圖書館內外
景觀。（101.05.23）
積木影像製作有限公司至民生分館拍攝壽險廣告。（101.05.25）
採編課收到韓國仁川北區圖書館交流圖書，計 200 種 200 冊。
（101.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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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 6 月
臺北市立圖書館「100 年年刊」出版。（101.06.01）
臺北市立圖書館「100 年推廣活動彙編」出刊。（101.06.01）
考試院保訓會及馬來西亞外賓至北投分館參訪，計 8 人參加。
（101.06.03）
澳門民政總署至總館、北投分館及太陽圖書館暨節能展示館參訪，計 6
人參加。（101.06.04）
西堤廣告公司至北投分館拍攝專題報導。（101.06.06）
資訊室採購伺服主機以安裝新電子郵件軟體，並汰換舊電子郵件主機。
（101.06.08）
上海圖書館至總館、太陽圖書館暨節能展示館及北投分館參訪，計 3 人
參加。（101.06.11、101.06.12）
《臺北市立圖書館館訊》29 卷第 4 期出刊。（101.06.15）
六頂帽子工作室至總館拍攝 Googlemariner 廣告。
（101.06.19）
臺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啟用揭幕儀式。（101.06.25）
臺北市議會教育委員會委員至北投分館參訪，計 15 人參加。
（101.06.25）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圖書館至北投分館參訪，計 40 人參加。（101.06.27）

101 年 7 月
香港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至北投分館參訪，計 34 人參加。（101.07.02）
觀光局帶領大陸、韓國媒體及旅遊業者至北投分館參訪，計 30 人參加。
（101.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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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於國家圖書館舉辦「臺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試辦計畫成果發表會」。（101.07.06）
廣西貴賓團至北投分館參訪，計 19 人參加。（101.07.12）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至北投分館參訪，計 62 人參加。（101.07.17）
香港呂明才國民小學至北投分館參訪，計 30 人參加。（101.07.18）
觀光傳播局委託活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至北投分館拍攝「發現劇場」。
（101.07.26）

101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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儂儂雜誌至北投分館拍攝「外國女人在臺灣」專題報導。（101.08.05）
採編課寄出韓國仁川北區圖書館交流圖書，共計 200 種 200 冊。
（101.08.11）
採編課收到蘇格蘭北拉納克郡圖書館交流圖書，共計 30 種 30 冊。
（101.08.13）
東森電視至北投分館拍攝「台北我的微旅行」影片。（101.08.17）
美國印第安那波利斯市 GregoryA.Ballard 市長夫婦至北投分館參訪，計
6 人參加。（101.08.18）
採編課收到法國里昂市立圖書館交流圖書，共計 31 種 31 冊。
（101.08.20）
石牌分館、建成分館、永建分館、內湖分館、東湖分館、西湖分館、稻
香分館、葫蘆堵分館、士林分館、永春分館、龍山分館、西園分館、萬
華分館、松山分館、啟明分館、三民分館、中山分館、延平分館、北投
分館、南港分館、城中分館、道藩分館、東園分館、清江分館、舊莊分
館、文山分館、萬興分館、天母分館、秀山民眾閱覽室、恆安民眾閱覽
室、蘭州民眾閱覽室、龍安民眾閱覽室及柳鄉民眾閱覽室獲臺北市政府
衛生局頒發「優良哺集乳室認證」。（101.08.21）
資訊工業策進會委託好威影像工作室至松山智慧圖書館拍攝「BEST 臺
灣資訊服務業形象宣傳影片」（101.08.23）
粉紅豹文化事業有限公司至北投分館拍攝「綠建築的好處與精彩範例」
專題報導。（101.08.24）
湖北省黃岡市參訪團至北投分館參訪，計 22 人參加。（101.08.24）
洪世昌館長受邀為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圖書資訊資源管理與服務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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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研習班演講「公共圖書館創新服務」。（101.08.28）

101 年 9 月
採編課收到舊金山公共圖書館交流圖書，共計 14 種 14 冊。
（101.09.03）
「臺北市立圖書館閱覽規定」奉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後修正。
（101.09.06）
新中國際商貿文化有限公司至北投分館拍攝「向陸客推廣臺灣之美」影
片。（101.09.07）
《臺北市立圖書館館訊》30 卷第 1 期出刊。（101.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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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編課收到舊金山公共圖書館交流圖書，共計 6 種 6 冊。（101.09.18）
圓朗有限公司至北投分館拍攝「臺北設計之都國際雜誌宣傳」照片。
（101.09.25）

101 年 10 月
閱覽典藏課配合本館 60 週年館慶，發行紀念版個人借閱證 20,000 張、
個人晶片借閱證 2,000 張，鼓勵民眾辦證以利用本館資源。（101.10.01-）
閱覽典藏課提供「歡慶市圖一甲子，流浪圖書回娘家」，共特赦 17 萬
零 42 張借閱證；47 萬 2,480 冊（件）圖書資料，特赦金額達 1 億 5,107
萬 4,077（元）。（101.10.01-10.31）
推廣課配合本館 60 週年館慶辦理館慶博覽會特展。（101.10.01-10.31）
民生分館獲宜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IKEA)贊助更新裝修兒童參考資料
區。（101.10.04）
監察院帶領西語外賓至北投分館參訪，計 4 人參加。（101.10.09）
資訊室連線至市府公文系統的網路升速為光纖（4M/12M）
。
（101.10.11）
永春分館進行 4 樓館舍內部整修工程。（101.10.11-102.01.01）
永建分館 4 樓館舍整修，臨時櫃臺設置於 3 樓，提供還書與借預約書；
3 樓自修室提供自修與閱報服務。（101.10.12-12.10）
採編課收到紐西蘭公共圖書館交流圖書，共計 6 種 6 冊。（101.10.16）
閱覽典藏課進行西門智慧圖書館盤點。（101.10.16）
上海圖書館由採編中心石宏如女士至本館交流訪問，本館則由林淑君主
任出訪。（101.10.18-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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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港分館依館員黃鉉麟先生遺願，受贈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及大螢幕
等電腦設備。（101.10.23）
道藩分館為改善閱覽空間，提升讀者服務品質進行館舍空間整修工程。
（101.10.24-12.23）
諮詢服務課配合本館 60 週年館慶辦理數位時代公共圖書館發展趨勢國
際研討會。（101.10.24-10.26）
華盛頓圖書館貴賓至北投分館參訪，計 1 人參加。（101.10.25）
新視紀整合行銷傳播公司至北投分館拍攝「不具名的角落」為電影。
（101.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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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吉民眾閱覽室進行電梯工程，預計工期 170 天。（101.10.26）
洪世昌館長受邀至臺灣科學教育館演講「科普書目編製與閱讀推廣」。
（101.10.28）
資訊室辦理百齡智慧館光纖線路安裝測試。（101.10.30）
浙江省節能協會參訪至北投分館參訪，計 16 人參加。（101.10.31）
傳家家族傳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至稻香分館拍攝「萬聖節特會圖書館利
用」教學影片。（101.10.31）

101 年 11 月
本館「布瓜兒童閱讀帶領人讀書會」、「漫畫家創意讀書會」、「明盲
讀書會」、「喜閱讀書會」、「逗陣讀書會」、「龍華讀書會」、「藍
丹讀書會」、「東湖分館每月一書讀書會」及「中文讀書會」榮獲 2012
臺北市學習型城市讀書會楷模獎。（101.11.01）
基督教臺北靈糧堂媒體中心至北投分館拍攝「建築之美」照片。
（101.11.09）
採編課寄出美國波士頓公共圖書館交流圖書，共計 25 種 25 冊。
（101.11.16）
採編課寄出美國西雅圖公共圖書館交流圖書，共計 25 種 25 冊。
（101.11.16）
採編課寄出美國舊金山公共圖書館交流圖書，共計 12 種 24 冊。
（101.11.16）
採編課寄出韓國京畿道立中央圖書館交流圖書，共計 45 種 45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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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1.16）
採編課寄出日本橫濱中央圖書館交流圖書，共計 20 種 20 冊。
（101.11.16）
採編課寄出澳洲黃金海岸圖書館交流圖書，共計 24 種 24 冊。
（101.11.16）
採編課寄出法國里昂市立圖書館交流圖書，共計 26 種 31 冊。
（101.11.16）
採編課寄出蘇格蘭北拉克郡公共圖書館交流圖書，共計 27 種 27 冊。
（101.11.16）
採編課收到韓國京畿道立中央圖書館交流圖書，共計 93 種 93 冊。
（101.11.16）
資訊室開放本館 Z39.50 服務供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使用。（10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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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春分館進行 3 樓鐵製書架汰換工程。（101.11.19-11.30）
暢誌文化事業公司至北投分館拍攝「低碳旅行介紹綠建築景點」報紙刊
物報導。（101.11.20）
海峽導報至北投分館拍攝平面刊物。（101.11.21）
外交部拉美司至北投分館參訪，計 2 人參加。（101.11.22）
資訊室協助臺北市政府資訊局於總館 1 樓學習 E 樂園設置 1999 手語視
訊電腦的網路佈線。（101.11.23）
新視紀整合行銷傳播公司至北投分館拍攝觀光傳播局宣傳影片。
（101.11.25）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館長人至北投分館參訪，計 3 人參加。（101.11.29）

101 年 12 月
綠建築協會-大陸中國建築設計研究院至北投分館參訪，計 31 人參加。
（101.12.04）
百齡智慧圖書館開館啟用。（101.12.06）
洪世昌館長受邀於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2012 年會暨圖書資訊學研討會
演講「綠建築與臺北市立圖書館」。（101.12.07）
101 年 ISO9001 重評追查作業。（101.12.10、12.12）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與四川省社會科學院人員參訪至北投分館參
訪，計 11 人參加。（101.12.10）
北京文化參訪團至北投分館參訪，計 19 人參加。（101.12.12）
麥牙創意股份有限公司至北投分館拍攝越南語教學課程宣傳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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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2.13）
《臺北市立圖書館館訊》30 卷第 2 期出刊。（101.12.15）
採編課寄出澳門中央圖書館交流圖書，共計 8 種 8 冊。（101.12.17）
採編課寄出加拿大溫哥華公共圖書館交流圖書，共計 30 種 31 冊。
（101.12.17）
採編課寄出加拿大多倫多公共圖書館交流圖書，共計 28 種 28 冊。
（101.12.17）
採編課寄出法國兒童圖書中心交流圖書，共計 26 種 26 冊。（101.12.17）
採編課寄出美國邁岱郡公共圖書館交流圖書，共計 29 種 30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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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2.17）
採編課寄出紐西蘭奧克蘭公共圖書館交流圖書，共計 29 種 29 冊。
（101.12.17）
採編課收到日本橫濱中央圖書館交流圖書，共計 31 種 31 冊。
（101.12.18）
採編課收到上海圖書館交流圖書，共計 5 種 5 冊。（101.12.20）
知道文創事業有限公司至西湖分館拍攝親子天下雜誌推廣童書閱讀專
題報導。（101.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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