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區域 場地名稱 場地地址 場地描述 聯絡方式 照片

1 總館1樓圓形展櫃區 新北市板橋區貴興路139號
場地共7座圓型展櫃可使用，展櫃直徑

90公分，高度約24公分。

電話:(02)2953-7868分機8006

陳小姐

2
總館1樓推廣區旁廊

道
新北市板橋區貴興路139號 廊道約60平方公尺，可布置簡易展覽。

電話:(02)2953-7868分機8006

陳小姐

3 總館3樓展覽區 新北市板橋區貴興路139號

於演講廳前方空間，場地範圍約15~20

坪，原則上布展區域不超過兩根柱子。

展示方式以移動型展具為主。

電話:(02)2953-7868分機8006

陳小姐

4 總館3樓兒童室牆面 新北市板橋區貴興路139號 為一展示牆面，現場無掛勾及掛畫軌。
電話:(02)2953-7868分機8006

陳小姐

5 總館7樓展覽區 新北市板橋區貴興路139號 為一展覽小空間，適合搭配書展。
電話:(02)2953-7868分機8006

陳小姐

6
板橋江子翠分館2樓

廊道
新北市板橋區莊敬路62號

1.位於通往2樓期刊視聽區之廊道空間，

場地為長方形，可展示藝文作品或畫作

，使用面積約23坪。

2.展示方式以移動型展具為主，現場無

掛勾及掛畫軌等。

電話:(02)2253-4412分機20

周小姐

7
板橋四維分館樓梯間

牆面
新北市板橋區陽明街168號

場地位於本分館廊道及樓梯間，展示以

掛畫為主，備有掛鉤及掛畫軌。

電話：(02)22521933分機22

張先生

8 板橋分館樓梯間牆面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1段23

號

場地位於本分館1樓至3樓樓梯間，展示

以掛畫為主，備有掛鉤及掛畫軌。

電話：(02)22521933分機22

張先生

9 五股分館4樓展覽區 新北市五股區工商路1號

1.於辦公室外的廊道空間，場地呈狹長

型，可供展示藝文作品及畫作，空間約

11坪。

2.兩側牆面有掛畫軌，現有掛勾共20

個。

2.作品展示櫃共7座，可置作品大小為

46*32，高度60(單位:公分)。

電話:(02)2293-2114分機14

黃小姐

10
五股水碓分館

4樓展覽區
新北市五股區明德路10號

1.場地方正，獨立空間，可使用面積約

15坪，原則上桌椅不提供，如有特殊需

求則另洽詢。

2.展示方式以移動型展具為主，現場無

掛勾及掛畫軌等。

電話:(02)2293-2114分機14

黃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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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青少年圖書館

1樓大廳展覽區

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2段

151號

1.場地共44櫃可供使用(可上鎖：16櫃；

無法上鎖：28櫃)。

2.每櫃呎吋(單位公分)：

單櫃：36(長)*13(寬)*14(高)  

雙櫃(兩櫃連通)：

74.5(長)*13(寬)*14(高)。

電話：(02)2212-8905分機205

翁小姐

12
新店柴埕圖書閱覽室

3樓廊道
新北市新店區安民街79號

位於入口處廊道兩側(預計)設有掛畫軌

，長度分別約為9.4公尺及13.4公尺

電話：(02)2212-8905分機205

翁小姐

13
新店分館3樓梯廳(整

修中)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

105巷2號
梯廳右側牆面，約12公尺。

電話：(02)2918-3181分機14

李小姐

泰山區 14
泰山分館5樓走道展

覽區
新北市泰山區全興路212號

1.場地為本館五樓長廊走道兩側柱子，

可展示柱子共10支，柱子正、背面皆可

展示，但其中2支柱子僅可展示1面。柱

子寛度約為120公分，掛畫軌至地面高

度約為190公分~225公分。

2.展示方式以移動型展具為主，每支柱

子有4個掛畫軌，掛畫鈎目前約有15個

，展區面積約為57.92平方公尺。

電話:(02)2909-1727分機13

胡小姐

15
樹林大安圖書閱覽室

2樓櫥窗區

新北市樹林區大安路118-1

號
位於二樓閱覽室外共計2個櫥窗。

電話:(02)2682-4084

林小姐

16
樹林彭厝圖書閱覽室

3樓櫥窗區
新北市樹林區國凱街65號 閱覽室內走道共計13個櫥窗。

電話:(02)8684-9298

吳小姐

林口區 17 林口分館5樓書牆區 新北市林口區忠孝二路55號

於5樓30公尺文青書牆上方，有斜面書

架40個(75cmx60cm)，適合擺放平面藝

文作品。

電話:(02)2609-1417分機11

蔡小姐

八里區 18
八里分館6樓地方文

獻專區

新北市八里區舊城里舊城路

19號
有立體展示櫃及掛畫空間。

電話:(02)2609-1417分機11

蔡小姐

19
淡水分館3樓閱覽室

牆面與柱體
新北市淡水區文化路65號

1.展示牆3面 (分別為長約310公分、545

公分、196公分*高約274公分)，現設有

掛勾。

2.柱體有2根(長71公分*寬52公分*高

274公分)，無掛畫軌及掛勾。

電話:(02)2622-4664分機224

陳小姐

20
淡水竹圍分館6樓自

修室牆面與柱體
新北市淡水區民生路27號

1.展示牆2面 (分別為長約290公分與長

120公分，高約240公分)，現設有掛

勾。

2.柱體有2根(長75公分*寬75公分*高約

240公分)，有4面有掛勾。

電話:(02)2809-7442邱小姐淡水區

新店區

樹林區



21
淡水分館5樓藝文迴

廊
新北市淡水區文化路65號

展示牆1面 (長約720公分*高約250公

分)、展示櫃5個(長105公分*高27公分*

深35公分)、移動活動櫃約10座。

電話:(02)2622-4664分機224

陳小姐

22 汐止分館5樓牆面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

68號

自修室前牆面，長約18.4公尺，高約3

公尺。現設有掛畫軌道及掛勾。

電話：(02)26415308分機210

侯先生

23
汐止大同分館3F手機

電話亭前方空間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

451號

寬2.4米、長3.5米，約2.54坪，展示方

式以掛勾、掛畫軌，及移動型展具為

主。

電話：(02)26415308分機210

侯先生

蘆洲區 24
蘆洲集賢分館4樓櫃

檯前方空間
新北市蘆洲區集賢路245號

於流通櫃檯前方空間，場地範圍約3

坪。展示方式以移動型展具為主，現場

無掛勾及掛畫軌等。

電話：(02)82821951分機18

賴小姐

25
三重南區分館3樓電

腦檢索區
新北市三重區重安街70號

1.位於電腦檢索區旁的廊道空間，場地

呈狹長型，空間約3坪。

2.展示方式以移動型展具為主，現場無

掛勾及掛畫軌等。

電話：(02)29814887分機19

王小姐

26
三重分館2樓咖啡藝

文區

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街一段

158號

1.位於2樓演講廳旁的咖啡藝文區空間

，場地呈狹長型，空間約3坪。

2.可供展示藝文作品，展示方式以移動

型展具為主，現場無掛勾及掛畫軌等。

電話：(02)29814887分機19

王小姐

27
三重崇德分館3樓多

功能教室外牆
新北市三重區仁孝街62號

1.3樓多功能教室外牆場地呈狹長型，空

間約1坪。

2.目前展示方式以移動型展具為主，現

場無掛勾及掛畫軌等。

電話：(02)29814887分機19

王小姐

28
三重東區分館4樓展

區
新北市三重區溪尾街303號

場地位於本分館4樓研習教室及演講廳

前方空地，約15坪空間。

電話：(02)82821951分機18

賴小姐

萬里區 29
萬里分館4樓藝文走

廊
新北市萬里區瑪鋉路221號

1.場地位於本分館4樓迴廊，約10坪空

間。

2.目前固定展出許捷芳先生101幅攝影

作品。

電話：(02)24924490分機14

簡小姐

金山區 30
金山分館1-3樓之樓

梯廊道牆面
新北市金山區龜子山8號

1-3樓之樓梯廊道牆面，總長10m，高

2.2m。

以上空間均可釋出作為壁掛式展覽。

電話：(02)24924490分機14

簡小姐

淡水區

三重區

汐止區



石門區 31
石門分館3樓閱覽區

牆面(整理中)
新北市石門區中央路9之3號 3樓可釋出部分空間作為壁掛式展覽。

電話：(02)24924490分機14

簡小姐

32
鶯歌分館3樓電梯間

牆面
新北市鶯歌區中山路150號

場地位於本分館3樓電梯間通道旁牆面

，長約314公分,高約300公分,現場無掛

勾及掛畫軌等。

電話：(02)26780219分機32

林小姐

33
鶯歌分館3樓自修室

前面閱覽區
新北市鶯歌區中山路150號

場地位於本分館3樓自修室前面閱覽空

間，長有423.5公分,高有300公分,現場

無掛勾及掛畫軌,有桌子可提供擺放展示

品等。

電話：(02)26780219分機32

林小姐

34
土城分館7樓入口輕

食區
新北市土城區中正路18號

於閱覽室入口處，兩面木飾牆面空間，

供申請小型靜態展覽布展。

電話：02-2260-2952分機14

林小姐

35
土城忠孝分館2樓至

3樓之迴旋樓梯

新北市板橋區國慶路149巷

21弄16號

2樓至3樓樓梯為圖書館讀者進出通道，

迴旋梯間牆面及中央圓柱，可供申請小

型靜態展覽布展。

電話：02-2260-2952分機14

林小姐

中和區 36

中和分館6樓自修室

內櫥窗 新北市中和區南山路236號

自修室櫥窗共有8個展示櫃，可提供在

地居民藝文分享交流的平台或各類藝術

作品展示。

電話：(02)2949-2767服務台

37

永和保生分館6樓走

道兩側牆面 新北市永和區新生路215號
自修室門口兩側牆面可掛畫展示

長度：左邊755公分；右邊600公分
電話：(02)2927-0658服務台

38

永和分館3樓在地藝

術文化陳列區 新北市永和區國光路2號

預定於109年設備升級更新展示櫃體，

重新規劃藝術展示與閱讀空間，可搭配

活動展架。

電話：(02)29222409分機11

賴小姐

39 永和分館3樓慢讀區 新北市永和區國光路2號
一面展牆、四座展示櫃，可供藝術作品

展示，現場無掛勾及掛畫軌等。

電話：(02)29222409分機11

賴小姐

40
永和民權分館7樓兒

童閱覽室廊道
新北市永和區民權路60號 可擺放活動展架-供藝術作品展示。

電話：(02)29222409分機11

賴小姐

鶯歌區

土城區

永和區



41 三峽分館3樓閱讀角 新北市三峽區永安街9巷5號 3樓的自修室閱讀角可簡單布置。
電話：(02)26735234分機1

許小姐

42
三峽北大分館4樓兒

童室走道
新北市三峽區學成路396號 4樓的出入口走道可簡單布置。

電話：(02)26735234分機1

許小姐

43 深坑分館1樓展櫃 新北市深坑區深坑街10號
展示櫃 ，尺寸170cm*155cm(共4層/玻

璃層板)

電話：(02)26623821分機236

吳小姐

44 石碇分館3樓牆面
新北市石碇區潭邊里碇坪路

一段65號

場地位於本館3樓左右兩側半圓弧牆

面。

電話：(02)26631354 分機15

許小姐

45
坪林分館3樓牆面及

小書櫃
新北市坪林區國中路3號

場地位於本館3樓牆面及小書櫃可簡單

布置。

電話：(02)26657499

何小姐

46
新莊裕民分館5樓自

修室前藝文走道

台灣新北市新莊區裕民街

136號

1.展示場地位於5樓自修室前方藝文走

道。

2. 兩邊牆面約長500cm＊高200cm。

3. 展示作品以掛畫為主，可容納10幅作

品，實際狀況仍需視現場狀況而定。

4. 展區狹小，展品無法與觀賞者保持適

當的展覽安全距離，難以確保展品安全

性，請自行規劃保險事宜。

電話：(02) 2901-9047 陳小姐

47
新莊西盛分館B1報

紙閱覽區

台灣新北市新莊區西盛街

216號

1. 展示場地位於地下一樓報紙閱覽區外

牆面（長450cm*高150cm）及兩支立

柱牆面 (長60cm*高150cm)。

2. 展示內容以掛畫為主，約可容納10幅

作品，實際狀況仍需視現場狀況而定。

3. 展示區下方為讀者座椅，展品無法與

觀賞者保持適當的展覽安全距離，難以

確保展品安全性，請自行規劃保險事

宜。

電話：(02) 2203-5574 何小姐

48
平溪分館3樓結構柱

與書櫃區域間
新北市平溪區公園街17號

1.柱面與書櫃區域間，可提供申請小型

靜態展覽。

2.四周柱面可設置掛勾後提供畫作展示

，2側柱面已有現成照明燈具。

3.書櫃平台可提供小型作品，作為藝術

創作展示平台。

電話：(02)2495-2422 林小姐

49
平溪分館3樓哺乳室

外側牆面
新北市平溪區公園街17號

1.哺乳室外側牆面可於增設輸出背版及

設置掛勾後，提供申請小型靜態掛畫展

覽。

2.牆面尺寸約：3.5m*2.5m

電話：(02)2495-2422 林小姐

50
雙溪分館3樓梯廳間

休息區
新北市雙溪區太平路50號

1.梯廳間休息區牆面，可提供申請小型

畫作展覽。

2.梯廳間牆面長度約5m，現況彩色牆面

油漆已有部分剝落，可重新粉刷後，設

置掛勾或畫軌，提供作品展示。

電話：(02)2493-3768 林先生

新莊區

平溪區

雙溪區

三峽區

深坑區



51
雙溪分館3樓柱面及

書櫃背面
新北市雙溪區太平路50號

1.室內柱面及書櫃背面，可提供申請小

型靜態展覽。

2.柱體有12根(65*65cm)、書櫃背面總

長7.2m(高度1.1～2.1m)

3.現場部分柱面已有擺設書畫，後續可

提供作為藝文展示平台。

電話：(02)2493-3768 林先生

雙溪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