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的圖書館 城市的大客廳

新北市立圖書館
使用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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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總計有104所圖書館，包括總館、63所分館、38所圖書閱覽室與2

所智慧圖書館，為全國規模最大的公共圖書館體系。無論是館舍數量、服務時

數、閱覽席位及年度利用人次均為六都第一，營造全時、全民、全齡、全方位

的終身學習場域，提供友善貼心、科技智慧的圖書館服務。

總館於104年5月10日全新落成，以「讓所有使用者感覺貼心」的全新設

計概念，打造全國第一個符合通用設計原則的公共圖書館，希望讓市民享有更

安心的友善閱讀環境；同時順應國際性潮流，及都會人口的新生活型態，提供

創新的閱讀服務，成為新北市重要的文化地標。依不同年齡層的使用習慣，規

劃多樣的閱讀空間，提供分齡分眾的多元閱讀設備與服務，設置世界之窗悅讀

角，營造異國風情的閱讀氛圍；利用高架自動倉儲系統，打造全國首創的智慧

型全自助預約取書機，並設置自助還書暨分揀機，快速又便利。

全國規模最大的公共圖書館體系

充電閱讀好地方

新北市立圖書館

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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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樓大廳入口及輕食區

多媒體資訊書牆 自助還書暨分揀機

總館

自助借書機巨型互動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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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櫃檯

演講廳親子共讀區

自修室

多媒體教室

討論室

視聽區

書庫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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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之窗悅讀角

6

在圖書館中，以溫馨、舒適的家

飾及傢俱，精心打造獨具特色的

閱讀角落，讓讀者彷彿身處家中

書房，可以輕鬆、愉快的享受閱

讀的樂趣。

北歐簡約風

復古美式風 英國古典風

峇里島風日式禪風

南法鄉村風

地中海風



板橋江子翠分館

(魔法學院)

三峽北大分館

(回字型書庫)

林口分館

(最長書牆)

為提供本市優質的閱讀空間，升格以來，積極擴增圖書館服務據點，推動閱

讀環境改造，提供多項創新服務。成立全國首座專屬青少年族群的青少年圖

書館，首創融合遊戲認證的新莊聯合分館，為新住民貼心設置祈禱室的中和

分館等。打造獨具風格主題的特色圖書分館，如霍格華茲魔法學院般的板橋

江子翠分館、全臺最長單一書牆的林口分館、典藏黑膠唱片的三重南區分館、

擁有星光銀河的林口東勢閱覽室，以及藝術風的新店分館、植感風的三重五

常分館、礦業風的瑞芳分館、度假風的樹林分館、輕工業風的五股分館、閱

讀餐廳林口西林閱覽室等，展現在地特色。

特色圖書分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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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南區分館

(黑膠唱片)

新店分館

(藝術風)

三重五常分館

(植感風)

林口東勢閱覽室

(星光銀河)

青少年圖書館

(創新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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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林分館(度假風)

五股守讓堂圖書室

(獨立書店風)

林口西林閱覽室

(閱讀餐廳)

瑞芳分館

(礦業風)

五股分館(輕工業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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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圖書館

首座建置於停車場內的圖書館，全

館採用高科技RFID技術，設置自動

門禁與自助借還書設備，提供民眾

自行刷借閱證或以人臉辨識進館，

DIY借閱圖書資料及歸還手續，全

程自助服務，同時設置有圖書除菌

機及免費的wifi，方便讀者清潔圖書

及無線上網。

新北市首座校園內的智慧圖書館，全

館採用高科技RFID技術，全自助服務

的方式，只要一張悠遊卡借閱證，即

能輕鬆借還書，讓學校師生和社區民

眾開卷更簡單。結合鄰近新莊棒球場

的在地特色，蒐藏棒球、運動休閒等

主題圖書，館內陳列布置也充滿棒球

元素。

蘆洲仁愛

智慧圖書館

新莊頭前

智慧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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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圖書館創新學習中心蘆洲集賢分館美學DIY區

金山分館創客工坊 總館創客體驗區

青少年圖書館電競館 總館電競體驗區

汐止分館電競體驗區

創客空間

電競空間

11



12

Easy Art 我的藝廊
免費申請作品展示及創意交流空間

蘆洲集賢分館

淡水分館

悅讀角

三峽分館咖啡悅讀角 蘆洲集賢分館親子悅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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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館新北學典藏中心、各館在地知識學專區

新北學是一種觀看新北的方法，藉由爬梳歷史脈絡，瞭解新北市的前世今生，

將在地生活經驗加以蒐集，讓各區域的地方知識得以傳承，讓跨族群、世代間

得以對話。新北市立圖書館於總館成立新北學典藏中心，並逐年於各館設置在

地知識學專區，邀請您與我們一同探索、體驗新北學的底蘊！

新北學典藏中心

瑞芳分館 新莊中港分館

平溪分館 板橋江子翠分館



借閱服務真方便

辦理借閱證
想借書、借影片、借電子資源，或是登記使用圖書館

空間與設備嗎？歡迎您到新北市立圖書館任一分館或

閱覽室（不含智慧圖書館）臨櫃或線上辦理圖書館借

閱證，開始使用圖書館的的第一步。

北北基桃一證通

網路辦證連結

為因應北臺灣一日生活圈的跨區借閱使用需求，新

北市立圖書館與臺北市、基隆市、桃園市圖書館合

作提供「一證通用」服務。讀者經一定流程啟用後，

即可借閱北北基桃四市逾2,000萬冊圖書，歡迎您多

加利用。一證通啟用說明

讀者可透過圖書館官網及「新北愛

BOOK」APP，即可線上續借及預約

全市之圖書資料，可預約任一分館或

閱覽室（不含智慧圖書館）之圖書，

並指定派送至任一館取書，還書時可

就近至任一館歸還，提供全市館藏圖

書通借通還之便利服務。

全市館藏線上預約 甲地借乙地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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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104所圖書館，目前館藏超過832萬冊(種)，包括書圖、期刊、報紙、

視聽資料及電子資源等各類型資料，並持續充實館藏資源中，提供市民

最新資訊。



進入本館官網館藏查詢系統，輸入書名、作者等關鍵字，按下「搜尋」，就可

以查詢想看的書，或使用「進階查詢」功能進行進一步查詢。

館藏查詢

館藏預約

本館提供「通借通還」服務，讀者可利用線上預約功能，預約全市各館（不含

智慧圖書館）之圖書資源，送至指定館取書，並可於本館任一分館或閱覽室還

書，免於奔波之苦。又本館預約書籍之方式為條碼預約，同一本書分屬不同館

別，條碼亦有不同。讀者於查詢館藏時，同一本書題名會依條碼號，表列出典

藏地名稱與該條碼的等待人數，供讀者於登入官網後選取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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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薦購

如何推薦圖書資料？請至本館官網首頁依序點選：

讀者查詢服務→讀者帳戶→登入帳號、密碼→我的帳戶→薦購

①由網路書店搜尋或手動輸入推薦圖書

②確認審核狀態後按推薦

③ 每位讀者薦購以5筆為原

則，任1筆薦購經館員處理

後，即會再空出1筆額度供

讀者薦購

可由我的推薦記
錄查詢審核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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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愛Book」APP
提供讀者即時的圖書館各項服務通知，包括館藏查詢、線上預約、個

人預約書到館、借閱逾期催還通知等，讀者可輕鬆掌握館藏及活動資

訊。另有「行動借閱證」功能，持有本館借閱證之讀者，下載「新北

愛Book」APP於行動載具，點選「行動借閱證」功能並登入後，於借

閱時出示時間倒數之動態畫面，即可免持實體借閱證辦理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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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iPhone

APP下載連結

人臉辨識 免證借書

借書就靠一張臉！率全國公共圖書館

之先，導入人臉識別技術，經申請建

檔註冊，借書只要看一眼鏡頭，輸入

密碼就行，到總館、蘆洲仁愛智慧圖

書館及智慧借還書站，就可享受智能

借書的便利服務，仁愛智慧圖書館還

結合門禁系統，可直接刷臉入館。



本館提供本館採購、免費電子書超過53萬冊，資料庫約76

種，只要進入本館電子資源查詢系統網頁，以本館讀者帳

號密碼登入，即可連線使用。

試用、維護或最新上架資訊，

請點此詳閱公告

電子資源Ｅ把抓

不同主題輪播與
相關資料庫

點擊此處進入

登入頁面

可查詢資料庫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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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號：請輸入身分證號、借閱證

號或新北卡會員帳號

密碼：預設為身分證首字英文(大

寫)+民國出生年月日

登入說明

進入資料庫

登入完成後點擊資料庫名稱即可

進入使用。點擊[使用說明]可以看

到資料庫的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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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E書房」一站式線上學習娛樂平臺，提供來追

書、來上課、來分享、來互動、來看片等五大類16項

服務，包含適合各年齡電子書、語言學習、創新學習、

大師開講、說故事等豐富多元的免費數位資源。

新北E書房

新北E書房超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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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互動

來追書

來上課 來分享

來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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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訊息，盡在官網
館藏及網站搜尋

功能選單

活動及館務資訊公告

重要活動訊息

全市圖書館查詢

行事曆

豐富活動好精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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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書展

主題講座

故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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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交換



研習課程

藝文展覽

體驗活動

行動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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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共學傳承母語文化 原住民親子樂活班

原住民藝術創作展 原住民藝術家分享會

原住民文化推廣

新住民生命藝術教育工作坊新住民公益故事團

新住民讀書分享會

新住民文化推廣

行動書車服務



場地租借

為活絡社會文化教育活動，本館提供機關、民間企業、公益團體等租借場地，

辦理各式講座、研習、藝文、社教活動，透過本館舒適的場地，提供租借單

位或團體擁有良好空間推廣活動。

更多場地租借說明

服務申辦歡迎你

總館演講廳 淡水分館演藝廳

新莊西盛分館戶外廣場 五股守讓堂多功能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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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為鼓勵個人、機關學校及民間藝文團體，辦理推廣教育及藝術文化等社

會教育活動，開放部分空間，作為創意展現及創作交流平臺，活絡空間供藝文

活動使用，帶給民眾視覺饗宴。

申請原則

1.活動展期最長以 2 個月為主，並依各分館場地管理為原則，各館可視後續檔

期安排延長展覽期間。

2.個人、機關學校及民間藝文團體等均得向本館申請。

3.本區原則不收取場地費，亦不提供補助費用。

申請方式

分館各自受理，經審核通過者，將告知並安排活動檔期。

Easy Art 我的藝廊

Easy Art 

我的藝廊

申請要點

Easy Art 

我的藝廊

場地總表

讀者應於參訪日7天前填寫「參訪導覽申請表」，方可申

請導覽。參訪人數10人以上，50人以下。參訪時間、時

段為週一至週五，上午10:00~12:00及下午14:00~16:00，

每時段僅開放1單位申請。

團體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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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閱讀．學習相伴」課後陪讀服務

結合圖書館豐富的閱讀資源與大專院校學生、高中學生、學校教

師、公益團體等共同協力，為國小學童提供免費的課後陪讀服務，

讓孩童走進圖書館不只是看書閱讀，也能獲得學校作業的輔導幫

助；此外，提供弱勢學童幸福餐券，扶持弱勢家庭，減輕家長兒

童照護的負擔。

志工招募相關申請規則

1. 每年視需求並依報名人員進行審核，初審通過以電話通知甄試。

2. 二個月內至本館實習觀摩12小時。志工基礎訓練與特殊訓練課

程（各6小時），完成後由本館授以志工服務證及申請志願服

務紀錄冊，並享有本館志工福利。

3. 讀者服務組、文獻修復組每年服務至少72小時。愛心組、導覽

組、陪讀組、推廣組、故事組，每年服務至少36小時。

4. 各組志工未達一年最低服務時數規定者，本館得視情形辦理強

制離隊。

嬰幼兒閱讀禮袋

為推動親子共讀從0歲開始，鼓勵親子共讀，

家長於新北市戶政事務所辦理出生登記，即

贈送一份閱讀禮袋，並可同時申辦嬰幼兒專

屬借閱證，為新北市政府送給寶寶的第一份

見面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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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圖書館有3輛3.5噸展翼海鷗式行動書車，書架

固定兩側向外，長5.5公尺、寬2公尺、高2.7公尺， 最多

可裝載約2,000多本書。

可透過官網申請書車服務，以登記先後排序，額滿為止。

洽詢電話：2953-7868分機8119

行動圖書館

各企業、機關、團體只要揪團20人以上(含20人)申辦借閱

證，即可向圖書館申請到府服務，輕鬆又方便！歡迎民眾

多加利用！到大賣場、購物中心、美食街，除了可以逛街

購物，還能辦證借書喔！「主動出擊」、「辦證便利」，

提供民眾更便捷、貼心的服務。

駐點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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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設有板橋萬板親子圖書閱覽室、永和親子圖書閱覽室、土城親子分

館、蘆洲兒童親子分館、泰山親子圖書閱覽室等親子圖書館。提供各類

兒童繪本、圖書、百科、期刊及視聽資料等，還有許多育兒及親子教養

相關的雜誌及書籍。營造舒適安全的閱讀、遊戲與故事活動空間，並備

有感覺統合教具及玩具供親子互動及幼兒發展學習。讓家長們能帶著孩

子在圖書館內親子共讀，進入書的童話城堡裡，孩子們可以盡情閱讀書

籍，讓想像力自由馳騁。

親子圖書館

新北市立圖書館目前於新莊、鶯歌、土城親子、淡水水碓、淡水竹圍、

蘆洲兒童親子，及金山與石門分館共設置有8間融合玩具圖書館，均提

供多種豐富、經認證的融合玩具，免費讓民眾使用，歡迎有需要的民眾

多加利用。

包括視障、聽障、自閉症、多重障礙、銀髮、親子等六種需求的融合玩

具服務，打造兼具遊戲與學習的友善親子閱讀空間，讓孩子從遊戲中快

樂學習。

融合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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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書」這一構思源於歐洲，以分享與互

動的概念出發。愛書人把書本「放漂」到

公共場所前，通常會先貼上寫下提示的書

籤， 鼓勵取到書本的人在閱讀後， 繼續以

同樣方法把書本再次「放漂」， 讓其他人

能取閱， 也就是放自己的書漂流、 讓書籍

遇見更多知音。

漂書

甚麼書可以「漂」?

以兒童繪本、青少年讀物、勵志、休閒、

文學等類別，適合大眾閱覽之書籍為主，

且無版權問題或破損、污損、塗鴉等情形，

另時效性、廣告文宣、特定宗教及限制級

圖書不納入漂書範圍。

新北市漂書專車
新北市社區、鄰里只要收集到100

本以上書籍（宗教、教科書、雜誌

與限制級等出版不受理），即可向

圖書館辦理收書申請，圖書館會將

書放置各漂書站點，讓更多愛書人

索取閱讀，享受閱讀分享的樂趣。

新北市漂書網站

拿向新北市立圖書館各館或設有漂書

點之文化場館領漂書標章、藏書票。

貼分別將漂書標章貼在書封、藏書票

貼在書籍內頁。

放將完成貼製書籍放在新北市漂書站。

選到漂書點選擇喜歡的圖書。

帶帶著喜歡的書到各地閱讀。

寫 標註漂書旅程或分享閱讀心得。

放 閱讀完的漂書再置放於漂書點，

讓更多人分享閱讀樂趣。

放
漂
人

漂
書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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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圖書館

預約由此去

新北市的「真人圖書館」，邀請到各個領域、不同生命經驗的「真人圖書」，

和民眾面對面溝通分享。希望藉由真人圖書館閱讀活動，提供一個沒有壓力的

場域，讀者可以充分的與真人書直接對話，讓不同社會文化背景的人有機會互

相認識，讓新北市真人圖書館成為促進人與人交流的分享平台。

•真人圖書館辦理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

•採預約制（需於1週前預約），每人每次限借1本書，最多可10人同時借閱1本書。

•每次借閱以30分鐘為原則，必要時得延長至45分鐘。

•真人圖書限館內閱讀，不提供外借服務。

•真人圖書為義務服務性質，若借閱者之言行侵犯真人圖書之隱私、超越真人圖書

所訂定之交流範疇，真人圖書得以拒絕回答提問。

借閱規則

真人圖書官網

圖書館除了可以借書外，也可以借人

32



1.個人借閱證：請攜帶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駕駛執照、身心障礙手冊或戶口

名簿正本至新北市立圖書館任一分館或圖書閱覽室櫃檯辦理；外籍人士應出

示中華民國居留證或護照（大陸人士出示「大陸居民往來臺灣通行證」亦可）

辦理。另可自備悠遊卡申請悠遊卡借閱證。

2.家庭借閱證：限設籍新北市之家戶（申請人必須為該家戶成員）申請，請攜

帶身分證正本及戶口名簿正本至新北市立圖書館任一分館或圖書閱覽室櫃檯

辦理。

3.團體借閱證：凡設籍新北市之公私立機關團體均可申請，學校以「班級」為

單位，由教師憑身分證正本；其他團體需憑立案證明文件及申請人身分證正

本，填妥申請單並蓋機關關防或印信至新北市立圖書館任一分館或圖書閱覽

室櫃檯辦理。

常見問題來解惑

辦理借閱證需要帶什麼證件？

借閱證遺失時，為避免被盜用，建議您先盡快致電或親至本市圖櫃臺掛失。掛

失後不影響您已借圖書的歸還作業，但新借閱與預約權限會停止，日後若尋得

該掛失的證卡，請您再攜帶身分證明文件與該借閱證臨櫃恢復使用。如欲更換

悠遊卡借閱證，請攜帶有效證件與新悠遊卡，到本館總館或任何分館臨櫃辦理

即可，不需攜帶舊卡，但換新證後舊悠遊卡即自動註銷，不得再恢復為借閱證。

我的借閱證掉了，該怎麼辦？

持個人借閱證及家庭借閱證之讀者，已借閱的圖書，若尚未逾期且無其他讀者

預約，讀者可自行線上或臨櫃辦理續借，線上續借以一次為限，臨櫃續借則無

次數限制。從申請續借次日起算，可續借天數依原圖書資料借期而定。

借書期限快到了，能否續借？

本館一般圖書資料，借期為三十天，視聽資料、漫畫類及期刊類圖書資料，每

件借期為七天。另有部分圖書資料限館內閱覽，概不外借。

圖書資料可以借多久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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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新到館藏(包含圖書、視聽資料)查詢有二種路徑如下：

【路徑一】官網首頁下方→熱門服務→每月新書書單下載

如何查詢新到館藏？

【路徑二】官網首頁→讀者查詢服務→館藏查詢→新到圖書(網頁左

上方第2個選項)→篩選上架年月、資料類型等條件→查詢

1.圖書到館後，未依規定期限到館取書，1年內累計達5冊（件）者，自最後取

書期限之次日起，停止其申請預約權利90天。停權期間未取書再滿5冊（件）

者，以最後停權日之次日起，再加計停止預約權利90天。

2.每年12月31日，累計未達5冊者，計點將於次日全數歸零。

預約（借）逾期未取，會有什麼罰則嗎？

全市期刊的種類與借閱方式
全市共有836種期刊，訂購的語言包含，中文、英文、日文、泰文、越南文、

印度文、韓文、印尼文等各國期刊。總館的期刊雜誌不提供外借，其他分館、

圖書閱覽室當期期刊不外借，過期期刊可外借7天，詳情請洽各館服務櫃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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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查詢某月份的期刊雜誌?

如何捐贈圖書給新北市立圖書館？
只要書籍無缺頁、泛黃、泡水、破損等，即可受理捐贈，可將想捐的書送

至新北市立圖書館任一分館或圖書閱覽室服務櫃檯辦理。為有效處理受贈

圖書資料，受理贈送之圖書資料，以符合本館館藏發展政策為原則，惟下

列圖書資料，不予收藏：

1.出版超過 3 年以上之電腦、法律及旅遊等圖書資料。

2.高中 (含) 以下之學校教科書、考試用書及相關圖書資料。

3.違反著作權法之出版品。

4.廣告及宣傳性之出版品。

5.雜誌 (本館缺期者除外)、報紙及小冊子（50 頁以下）。

6.資料內容已失時效性或已有新版之舊版圖書資料。

7.缺頁、泛黃、泡水、破損不堪修補或套書不全之圖書資料。

8.限制級圖書資料或內容涉及色情、暴力者。

9.無收藏價值或其他不符合本館館藏發展政策者。

本館對受贈圖書資料保有自由處理權，除列入典藏之圖書資料由採訪編目

課進行分類編目外，其他陳列、淘汰、轉贈、交換等處理方式，由各閱覽

單位自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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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成為「幸福閱讀‧學習相伴」陪讀天使，
請問要如何申請呢？
本館陪讀天使招募於每月1日至15日開放報名，請至本館官網首頁→熱

門服務→幸福閱讀．學習相伴→陪讀天使，點擊「點此填寫線上報名表」

連到線上報名表單，填妥基本資料，並勾選欲服務的時間及館別後「送

出」即完成報名。每月16-30日為內部行政作業時間，待各館窗口接獲

報名資訊便會主動與您聯絡，請於送出報名當月16至30日留意電話及電

子郵件。

請問我該如何獲得講座的資訊呢? 
請由以下路徑連結：本館官網首頁→圖書館資訊→活動資訊公告，於分

類勾選「講座」並按下查詢，即可獲得講座資訊；亦可到各分館、捷運

站、文化中心及區公所等地索取「新北市藝遊」月刊，皆可獲得新北市

立圖書館的講座活動資訊。

圖書館有提供充電的服務嗎?
依據新北市立圖書館閱覽服務規則第三十三條

使用個人筆記型電腦以不影響他人閱讀為原則。除個人筆記型電腦及平

板電腦、智慧型手機外，其他私人電器用品，應自行攜帶電池，不提供

電力使用。本館插座僅供單一設備使用，禁止使用延長線及多插頭。

依據新北市立圖書館自修室使用管理要點第六點

自修室為公共閱讀場所，不得有躺臥、吸菸、飲食、嬉戲追逐、喧嘩吵

鬧或以物品佔位等其他影響讀者權益之行為；另為維護讀者閱讀品質，

自修室不提供插座充電，使用座位應避免發出聲響等干擾他人閱讀行為。

圖書館有提供無線網路（WiFi）嗎？
圖書館內部份閱覽區提供新北市免費NewTaipei WiFi，免用帳號登入。

使用方式與WiFi熱點請連結新北市政府資訊中心

https://www.imc.ntpc.gov.tw/home.jsp?id=c5de478ccbdd4431 參閱。

從何處可以得知圖書館開放時間及休館日？
本館全年度開放時間及預定休館日已公佈於官網，請由以下路徑連結：

本館官網首頁→圖書館資訊→開館資訊，即可得知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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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處據點等你來

板橋區

館名 地址 電話

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 板橋區貴興路139號 2953-7868

板橋分館 板橋區文化路一段23號 2966-4347

板橋江子翠分館 板橋區莊敬路62號 2253-4412

板橋四維分館 板橋區陽明街168號 2252-1933

板橋溪北分館 板橋區篤行路二段133號 2687-6738

板橋忠孝分館 板橋區國慶路149巷21弄16號2、3樓 2954-2455

板橋浮洲圖書閱覽室 板橋區大觀路二段163號2樓 8275-1617

板橋國光圖書閱覽室 板橋區中正路375巷48號3樓 8965-4829

板橋民生圖書閱覽室 板橋區民生路一段30號2樓 2954-2789

板橋萬板親子圖書閱覽室 板橋區萬板路28號 2257-9737

IReading智慧型借還書站(板橋站) 新北市板橋區新站路66號 2953-7868

三重區

館名 地址 電話

三重分館 三重區自強路一段158號 2981-4887

三重崇德分館 三重區仁孝街62號2樓 2973-6987

三重培德分館 三重區忠孝路二段35號 2984-2179

三重田中分館 三重區忠孝路三段40巷51號2樓 2988-5482

三重南區分館 三重區重安街70號3樓 2976-8729

三重東區分館 三重區溪尾街303號 2857-5270

IReading智慧型借還書站(三重站) 三重區捷運路36號 2981-4887

土城區

館名 地址 電話

土城分館 土城區中正路18號7樓 2260-2952

土城清水圖書閱覽室 土城區清水路243號2樓 2265-3293

土城柑林埤圖書閱覽室 土城區學享街55號3樓 2263-7037

土城親子分館 土城區中州路28巷30號4樓 2267-8901

土城祖田圖書閱覽室 土城區中央路四段283-1號4、5樓 2267-4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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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區

館名 地址 電話

中和分館 中和區南山路236號6、7樓 2949-2767

中和大同圖書閱覽室 中和區圓通路121巷5號 2248-3766

中和員山分館 中和區民享街37號2樓 8221-1152

永和區

館名 地址 電話

永和分館 永和區國光路2號 2922-2409

永和民權分館 永和區民權路60號7-8樓
2949-5012 
8943-4466

永和忠孝圖書閱覽室 永和區忠孝街26巷8號3樓 2924-1907

永和親子圖書閱覽室 永和區保安路132號2樓 2929-0464

永和保生分館 永和區新生路218號5、6樓 2927-0658

新店區

館名 地址 電話

新店分館 新店區北新路三段105巷2號3樓 2918-3181

新店中正閱覽室 新店區中正路275巷17-1號 2912-2562

新店大鵬圖書閱覽室 新店區中正路700巷26號2樓 8218-2946

新店文史館 新店區北新路一段92號1樓 2911-5534

新店北新圖書閱覽室 新店區北新路一段92號2樓 2915-1171

新店仁愛圖書閱覽室 新店區建國路58號2樓 2914-4854

新店龜山圖書閱覽室 新店區新烏路三段136號 2666-5934

新店寶興圖書閱覽室 新店區寶中路65巷59號3樓 2910-8540

新北市青少年圖書館 新店區安康路二段151號 2212-8905

新店柴埕圖書閱覽室 新店區安民街79號3樓 2212-7938

新店碧潭圖書閱覽室 新店區新店路207號4樓 2914-2371

新店三民圖書閱覽室 新店區三民路20-2號2樓 2910-8542

新店中央圖書閱覽室 新店區中央五街60號2樓 2219-7301

新店福民圖書閱覽室 新店區福園街8-1號3樓 8911-7160

泰山區

館名 地址 電話

泰山分館 泰山區全興路212號5樓 2909-1727

泰山貴子分館 泰山區工專路22號3、4樓 2904-1923

泰山親子圖書閱覽室 泰山區楓江路26巷26號3樓 8531-6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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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股區

館名 地址 電話

五股分館 五股區工商路1號3樓 2293-2114

五股成功分館 五股區西雲路165號5樓 2293-5827

五股成州圖書閱覽室 五股區西雲路267號2樓 8295-1135 

五股更新圖書閱覽室 五股區更洲路47號3樓 8988-2106

五股水碓分館 五股區明德路10號4樓 8295-8950

五股守讓堂 五股區新五路二段169號 2295-3212

新莊區

館名 地址 電話

新莊分館 新莊區中華路一段2號5~6樓 8992-9009

新莊中港分館 新莊區中港路350號1、5-8樓 2991-2053

新莊福營分館 新莊區四維路9號3~5樓 2203-7877

新莊聯合分館 新莊區自由街1號3-5樓 8992-4732

新莊西盛分館 新莊區西盛街216號 2203-5574

新莊裕民分館 新莊區裕民街136號4~5樓 2901-9047

新莊頭前智慧圖書館 新莊區中原路2號(頭前國中樂活館3樓)2953-7868

汐止區

館名 地址 電話

汐止分館 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68號5樓 2641-5308

汐止大同分館 汐止區大同路二段451號 2642-7323

汐止江北分館 汐止區汐萬路一段81號2樓 2643-1803

汐止長安分館 汐止區長興街一段50號3樓 8648-4070

汐止茄苳分館 汐止區茄苳路225巷35號2、4樓 8648-3279

汐止北峰圖書閱覽室 汐止區福德一路272巷5號2樓 2694-5235

汐止橫科圖書閱覽室 汐止區橫科路117號3樓 2660-0353

蘆洲區

館名 地址 電話

蘆洲仁愛智慧圖書館 蘆洲區民權路143號2樓 2285-0955

蘆洲永平分館 蘆洲區永平街1號3樓 2847-9964

蘆洲永安圖書閱覽室 蘆洲區永安南路二段134號2樓 2285-1238

蘆洲長安分館 蘆洲區長安街96號3樓 2847-5873

蘆洲集賢分館 蘆洲區集賢路245號4樓 8283-1792

蘆洲兒童親子分館 蘆洲區集賢路221巷11號2~3 樓 2288-8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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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區

館名 地址 電話

淡水分館 淡水區文化路65號 2622-4664

淡水水碓分館 淡水區中山北路一段158號4、6、7樓 2629-2879

淡水竹圍分館 淡水區民生路27號4、5、6樓

圖書室：
2809-7442
兒童室：
2624-1469

淡海小書房 淡水區中正東路二段68號
0919-
562274

樹林區

館名 地址 電話

樹林分館 樹林區樹新路40之7號3、4樓 2681-9680

樹林東昇分館 樹林區中山路二段80號3樓 2675-7321

樹林大安圖書閱覽室 樹林區大安路118-1號 2682-4084

樹林彭厝圖書閱覽室 樹林區國凱街65號3樓 8684-9298

樹林三多圖書閱覽室 樹林區福興街17號2樓 2676-1737

樹林樂山圖書閱覽室 樹林區中和街38號 2680-7120

樹林柑園圖書閱覽室 樹林區佳園路三段128號2樓 2680-2354

三峽區

館名 地址 電話

三峽分館 三峽區永安街9巷5號2、3樓 2673-5234

三峽北大分館 三峽區學成路396號3、4樓 8671-5735

鶯歌區

館名 地址 電話

鶯歌分館 鶯歌區中山路150號 2678-0219

鶯歌二甲圖書閱覽室 鶯歌區二甲路36-2號2樓 2679-8790

林口區、八里區

館名 地址 電話

林口分館 林口區忠孝二路55號4~5樓 2609-1417

林口東勢閱覽室 林口區麗園一街35號2樓 2600-7361

林口西林圖書閱覽室 林口區林口路15號3樓之1 2601-6900

八里分館 八里區舊城里舊城路19號5、6樓 2610-3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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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坑區、石碇區、坪林區

館名 地址 電話

深坑分館 深坑區深坑街10號1樓
2662-3821
轉239

石碇分館 石碇區潭邊里碇坪路一段65號 2663-1354

坪林分館 坪林區坪林里國中路3號 2665-7499

瑞芳區、貢寮區、平溪區、雙溪區

館名 地址 電話

瑞芳分館 瑞芳區民權街17號2樓 2497-2980

瑞芳東和圖書閱覽室 瑞芳區中山路20號3樓 2496-6401

貢寮分館 貢寮區仁愛路79號3樓 2490-3203

平溪分館 平溪區公園街17號3樓 2495-2422

雙溪分館 雙溪區太平路50號3樓 2493-3768

萬里區、石門區、金山區、三芝區

館名 地址 電話

萬里分館 萬里區瑪鋉路221號4樓 2492-4490

石門分館 石門區尖鹿里中央路9-3號2樓 2638-1202

金山分館 金山區五湖里龜子山8號 2498-4714

三芝分館 三芝區淡金路一段37號 2636-2331

烏來區

館名 地址 電話

烏來區立圖書館 烏來區烏來里環山路82巷98號4樓 2661-8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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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不漏接

Android

官網

iPhone

「新北愛Book」APP

Facebook YouTube Inst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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