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點名稱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活動日期 活動時間
對象

分類
活動內容簡述

悅讀e學堂
20181201-

20181231
08:30-21:00 兒童

每月辦理「悅讀e學堂」，請上臺中市立圖書館-數

位資源-電子書整合查詢入口網 參加對象:國小學生

(每月初公布答案在櫃台) 獎勵辦法: 1.答對題目一題

為1點數。答對題目者於集點卡上蓋上印章，以示集

點。 2.累積一定點數可兌換宣導品。

讀經班-數位資源推廣活動
3F

多功能活動室
20181227 19:30-20:00 一般對象

讀經班-數位資源宣導 內容:由數位資源種子館員介

紹如何使用國資圖電子書、中市圖三大平台電子書

及借閱方式，並現場實地操作及宣導有獎徵答。鼓

勵小學生多多利用本分館電腦使用數位資料庫。

大安分館 小博士信箱
20181201-

20181231
本館開館時間 兒童

數位資源推廣創意活動-E博士信箱
20181201-

20181231

於本館服務台處，設置E博士信箱，本館會選擇與數

位資源相關的題目，再由民眾填答並投入信箱中，

於下個月會抽5位民眾，並贈送禮物乙份。

數位創意推廣活動-閱讀在手
20181215-

20181216

[閱讀在手] 活動期間內，借閱實體書籍20本，手機

或平板下載臺中市立圖書館HyRead電子書APP軟體

，並借閱一本電子書出示給館員，即可獲得小禮物

一份。

大里

大新分館
大里大新分館:「我是E化博士通」活動

20181201-

20181231

週二-週六

08:30-21:00

週日 08:30-17:30

一般對象

利用數位資源電子資料製作學習單，請讀者利用本

館公用電腦查詢系統填寫數位資源學習單，完成者

即可獲贈宣導品，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大里分館:「愛在行動圖書館~數位資源推

廣」活動

行動圖書車

駐點小學

週一-週五

08:30-16:30
兒童

大里分館行動圖書車駐點國小進行數位資源利用教

育，利用電腦課推廣臺中市立圖書館網頁與APP，

說明如何進入臺中市立圖書館網頁、如何聯結

HyRead ebook等三大電子書平台、如何搜尋借

閱、如何線上閱讀或下載電子書。

大里分館:「我是E化博士通」活動

週二-週六

08:30-21:00

週日 08:30-17:30

一般對象

利用數位資源電子資料製作學習單，請讀者利用本

館公用電腦查詢系統填寫數位資源學習單，完成者

即可獲贈宣導品，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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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甲分館

大肚分館 一般對象

大里分館
20181201-

20181231



地點名稱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活動日期 活動時間
對象

分類
活動內容簡述

數位資源宣導-櫃檯APP下載
20181201-

20181231
本館開館時間 一般對象 市圖APP~年度最佳APP下載使用好方便!

故事甜甜圈-Merry Christmas
3F

多功能教室
20181215 10:00-11:00 兒童

本活動適合3~10歲幼兒及家長參加，請於活動開始

時間準時入場，因美勞材料需做預備，故每場次以

15名兒童為限。聽故事還可集點換禮物喔!

20181209

20181216

數位E學習-大墩行動圖書車 20181211 15:00-15:30 一般對象
由館員介紹臺中市立圖書館HyRead、電子書資料、

電子期刊、平板電腦APP安裝及操作使用等。

數位E學習-大墩行動圖書車 20181218 15:00-15:30 一般對象
由館員介紹臺中市立圖書館HyRead、電子書資料、

電子期刊、平板電腦APP安裝及操作使用等。

20181208 一般對象
利用親子聽故事時間推廣介紹本館及國立公共資訊

圖書館數位資料及平板電腦APP安裝及操作

20181215 一般對象
利用親子聽故事時間推廣介紹本館及國立公共資訊

圖書館數位資料及平板電腦APP安裝及操作

20181222 一般對象
利用親子聽故事時間推廣介紹本館及國立公共資訊

圖書館數位資料及平板電腦APP安裝及操作

20181229 一般對象
利用親子聽故事時間推廣介紹本館及國立公共資訊

圖書館數位資料及平板電腦APP安裝及操作

20181201

20181215
中區分館 e起來閱讀(桌遊) 本館兒童室 14:00-15:00 青少年

大雅分館

數位E學習
2F

故事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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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臺中市立圖書館的電子書資源進行教學及推

廣。

9:40-10:00 一般對象
由館員介紹臺中市立圖書館HyRead、電子書資料、

電子期刊、平板電腦APP安裝及操作使用等。

大墩分館

大墩兒童館 數位資源推廣活動 10:20-10:30



地點名稱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活動日期 活動時間
對象

分類
活動內容簡述

電腦(手機)入門免費諮詢、數位資源活動
週二 14:30-16:00

週五 14:30-16:00

電腦(手機)入門免費諮詢 對象：凡不熟悉電腦或手

機之基本操作，需館員協助者，一對一各別引導每

人約15分鐘，請事先電話報名。 坪林分館: 2392-

0510。太平分館:2279-7786 服務台。

107年E學博士12月號 本館開館時間

電腦(手機)入門免費諮詢、數位資源活動
週二 14:30-16:00

週五 14:30-16:00

電腦(手機)入門免費諮詢 對象：凡不熟悉電腦或手

機之基本操作，需館員協助者，一對一各別引導每

人約15分鐘，請事先電話報名。 坪林分館: 2392-

0510。太平分館:2279-7786 服務台。

107年E學博士12月號 本館開館時間

電子書借閱活動-舞動聖誕
20181211-

20181225
本館開館時間

任選以下借閱方案，挑選一本指定的聖誕書本，書

中最喜歡的詞句抄錄在小卡上，可領取好禮一份。

(1)借閱20本書(其中5本為2F兒童西文書) (2)秀出成

功借閱2本電子書畫面(手機平板皆可) 2.聖誕加碼活

動：〈我是聖誕大明星〉：公開分享本館FB聖誕節

活動貼文，並Tag一位朋友，將分享畫面秀給館員看

，可選自己喜歡的人物面具(蜘蛛人等)或配件(公主)

拍照留念。

數位點點名
20181201-

20181231
本館開館時間

於本館1樓櫃臺舉辦下載APP使用行動借閱證借閱館

藏的活動，由本館館員現場指導讀者下載APP，並

贈送文宣品。

數位小小兵-電子書任務
20181201-

20181231
本館開館時間

藉由本館常態性的小博士閱讀活動，引導國小學童

使用數位資源平臺，以故事出題方式，將有趣的故

事內容融入學童閱讀生活中，並讓學童能熟悉電子

書操作步驟。

小火車卡爾的數位列車-e起搜集勇氣徽章

吧！

20181201-

20181231

活動內容：參加指定活動任3場，集滿3個勇氣徽章

，並完成學習單，可領取童書1本或文具小禮品一

份。

E計畫《帕特呢》
20181201-

20181231
青少年

北區分館 英語學習電子資源小博士信箱
20181001-

20181231
本館開館時間 一般對象

於本分館觸控桌展示數位資源影片，供民眾瞭解各

種與英語學習相關之數位資源，並提供學習單供填

答後，可至櫃檯兌領宣導品。

北屯分館

一般對象

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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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分館

太平

坪林分館

1F

服務台
一般對象

20181201-

20181231



地點名稱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活動日期 活動時間
對象

分類
活動內容簡述

數位閱讀e起來 20181204

數位資源闖關遊戲 20181223 9:00-10:00

社區行動圖書車數位資源推廣 20181206 10:00-11:00

校園行動圖書車數位資源推廣 20181228
10:00-11:00

14:00-15:00

12月數位資源推廣-圓夢繪本
1F

兒童閱覽室
20181229 10:00-10:30

讓親子來館體驗數位資源的種類，並介紹(電子書如

Hyread兒童繪本及線上閱讀認證專區，認識數位資

源平臺利用的方式技巧以達廣泛運用數位資源。

12月數位資源小博士信箱
1F

服務台

20181201-

20181231
8:30-21:00

為鼓勵小學生利用數位資源，藉以提升其查詢資料

和解答問題的能力；特每月公布數位小博士問題卷

，參加者於電腦網路數位資源中查詢答案，達到數

位資源推廣。

數位資源推廣活動
1F

服務台

20181201-

20181231
8:30-21:00

加入市圖line群組及西區分館臉書點讚，送memo夾

一個，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飛來BOOK】閱讀闖關園遊會
1F

後院
20181223 9:30開始 配合聖誕節闖關園遊會，宣導市圖各項數位資源。

【數位繪本】我家在這裡+【故事萬花

筒】小伊達的花

1F

兒童閱讀區
20181229 10:30-11:10 兒童

【數位繪本】我家在這裡，你家在哪裡？ 二○一六

年入圍波隆那插畫獎的黃郁欽，以自己的成長故事

為起點，由故鄉埔里一直到台北，到整個台灣，娓

娓道出台灣特有的山、川、物產，與人物風情。 每

一個主題之後，都穿插一個跨頁漫畫作為延伸，除

了補足故事的細節之外，也隱含對於環境保護的理

念，是一本適合給我們的孩子閱讀的繪本，從小培

養孩子認識自己的家鄉、國家，並保護這塊珍貴的

土地。

沙鹿

文昌分館

12月份數位資源推廣活動(配合館內活動

宣導)

B1

多功能活動室

20181201-

20181229
14:00-20:30 一般對象

到圖書館才發現忘了帶借書證怎麼辦？快來參加

「點指成書」，教您下載手機App，手機變身借書

證，還能一手掌握自已的借閱狀況，再也不用擔心

借書逾期囉! 本館為推廣數位資源，讓讀者能更喜歡

閱讀及善用網路資源，將定期辦理「數位資源推廣

活動」，歡迎有興趣之民眾共同參與。

活動內容：1.電子書平台介紹  2.中市圖手機app介

紹及下載。

 ~~ 活動免費 請洽櫃檯報名 ~~

西區分館

一般對象

外埔分館
外埔農民研習中

心
一般對象

石岡分館 龍興社區

后里分館 一般對象

樂齡/銀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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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名稱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活動日期 活動時間
對象

分類
活動內容簡述

20181204 10:30-11:20

20181221 14:00-14:40

南區分館 107年數位資源推廣(第50場)
2F

嬰幼兒閱讀區
20181215 一般對象

梧棲親子館 數位資源推廣-107年小博士第23期
1F

服務台

20181123-

20181206
08:30-17:30 兒童

設置數位資源Ｅ化小博士學習單及集點卡,提供兒童

填答，每月2期，答對者每對1題蓋1點。

中區資源中心「有樣學YOUNG ‧I 閱讀」

/圖書館X校園巡迴展/多元閱讀推廣系列

活動

南投縣北港國小 20181203 08:30-17:00 一般對象

中區資源中心「有樣學YOUNG ‧I 閱讀」/圖書館X校

園巡迴展/推介公共圖書館圖書資源共享服務平台/

共享圖書資源/數位資源推廣/多元閱讀推廣活動/手

工書製作。

行動圖書車數位閱讀推廣/豐原國小 20181213

行動圖書車數位閱讀推廣/泰安國小 20181214

行動圖書車數位閱讀推廣/公明國小 08:00-09:30

行動圖書車數位閱讀推廣/岸裡國小 09:30-10:10

行動圖書車數位閱讀推廣/三和國小 10:30-12:00

荳荳故事屋-嗨!你好 20181201

荳荳故事屋-機智的阿凡提 20181208

荳荳故事屋-小蝌蚪茶茶 20181215

荳荳故事屋-一起來騎腳踏車 20181229

107年第五十二場數位資源推廣活動-龍

井山頂分館
20181201

107年第五十三場數位資源推廣活動-龍

井山頂分館
20181215

107年第六十七場數位資源推廣活動-龍

井分館
20181205 19:15-19:30 樂齡/銀髮

107年第六十九場數位資源推廣活動-龍

井分館
20181206 19:15-19:30

107年第六十八場數位資源推廣活動-龍

井分館
20181206 9:00-9:10

配合農會樂齡愛閱讀時推廣數位資源活動，教讀者

電子書平台使用步驟。

107年第七十場數位資源推廣活動-龍井

分館

1F

兒童區
20181212 14:00-14:15 樂齡/銀髮 利用本分館影片欣賞活動前推廣數位資源。

107年第七十一場數位資源推廣活動-龍

井分館
研習教室 20181213 9:00-9:10 兒童

配合農會樂齡愛閱讀時推廣數位資源活動，教讀者

電子書平台使用步驟。

研習教室

龍井分館

兒童

利用本分館親子共讀陶藝班上課前推廣數位資源。

利用說故事時間，先推廣中市圖數位資源。兒童10:00-12:00潭子分館

為了讓更多讀者認識更多數位資源入口網。利用說

故事時間將電子書介紹給大家數位資源與電子書相

關訊息。

一般對象10:00-10:15電腦網路區
龍井

山頂分館

數位資源講座~推廣數位資訊教學(手機.平板電腦及

電腦資訊學習與利用)。
一般對象

葫蘆墩分館

20181227

09:30-11:10

兒童

東勢分館 數位資源推廣活動
1F

閱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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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名稱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活動日期 活動時間
對象

分類
活動內容簡述

E博士信箱-107年第12期
20181201-

20181231
本館開館時間 兒童

活動方式： 1.每月本館公佈小博士信箱問題卷，參

加者可從館內的圖書或電腦網路資源中查詢答案 。

2.參加者將填妥好的小博士信箱答案卷，送至一樓服

務台。3.每月月初公布答對名單

2018台灣閱讀節-AR繪本互動體驗 四張犁公園 20181209 11:00-17:00 一般對象
走進AR的奇幻世界，讓孩子們體驗身歷其境的故

事。

20181202

20181209

20181216

20181223

20181230

20181205

20181212

20181219

20181226

數位資源介紹-豐原幼兒園班訪活動 20181201 9:00-11:00

12月份E遊知識寶庫
兒少館3F

魔法故事屋

20181206-

20181227
週四 10:30-11:10

電子資料庫及電子書服務平台介紹(咕嚕熊共讀網電

子書)。

20181214

20181221

十二月份-E電網博士
20181201-

20181231
本館開館時間

每月由臺中市立圖書館HyRead ebook電子書平台

，出三題題目，全對者可得點數，集點換禮物。題

目答案卷繳至櫃台。

20181202

20181209

20181216

20181223

20181230

霧峰以文分館-E博士信箱
20181201-

20181231
本館開館時間

填寫E博士問題單後並投入服務台貓頭鷹信箱，每月

抽獎前5名送實用小禮物。

霧峰以文分館-數位加油站
20181201-

20181231

下午15:30-16:00

兒童

數位資源介紹

霧峰分館 一般對象

總館

豐原分館

豐原

南嵩分館

兒少館1F

幸福家庭專區

樂齡新E族-數位資源宣導

魔法E世界

數位資源介紹
1F

南嵩故事屋

12月份數位資源介紹 0-3歲幼兒專區

14:00-15:30 樂齡/銀髮 數位資源宣導

數位資源介紹

一般對象14:00-15:00

兒童

14:30-15:00 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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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名稱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活動日期 活動時間
對象

分類
活動內容簡述

閱讀在手-數位資源推廣活動(2018年12

月份)

20181215-

20181216

活動辦法：活動期間內，手機或平板下載臺中市立

圖書館HyRead電子書APP軟體，出示給館員看 即

可獲得小禮物一份。

E博士-數位資源推廣活動(2018年12月

份)

20181201-

20181231

於本館服務臺設置的E博士信箱，每月會出與數位資

源相關的題目，寫好答案後，投入信箱裏，於下個

月5日前，會抽出5位讀者，即贈送小禮物乙份。

東區分館 數位資源推廣創意活動
1F

服務台

20181201-

20181230

週二-週六

8:30~21:00

週日 8:30~17:30

一般對象

1.指導民眾利用行動裝置下載公共圖書館聯盟相關

APP.加入市圖Line官網帳號或FB粉絲專頁按讚. 2.運

用平板電腦推廣數位電子資源(含臺中市立圖書館電

子書及國資圖電子書) 3.於服務台第一線現場推廣並

指導民眾運用app行動條碼借閱書籍。

南屯分館 親子共讀樂悠遊-數位資源推廣活動
1F

兒童閱覽區
20181201 10:00-10:30 兒童

本活動將介紹和動物相關的電子繪本故事，以及分

享如何從圖書館找到紙本館藏，歡迎大家一起來認

識。

烏日分館
107年12月數位資源推廣活動－E博士信

箱

1F

服務台

20181201-

20181230
開館時間 一般對象

設置Ｅ博士信箱，選擇與數位資源相關之題目，提

供民眾填答並入信箱中，月抽取５位獲得禮物乙

份。

神岡分館 12月份-親子數位資源推廣
1F

兒童室

20181201-

20181229
週六 15:00 兒童

利用假日親子故事時間推廣數位資源活動，介紹臺

中市立圖書館 HyRead ebook電子書平台。

清水分館 收納‧So Fun(含數位資源推廣)
1F

服務台

20181201-

20181231
8:30-21:00 一般對象

借閱本館17冊(含2本「居家完全不累收納play」書

展，獲得Q點2點。

新社分館 數位小精靈-大家e起來找答
1F

服務台

20181201-

20181231
8:30-17:30 兒童

向服務台索取數位資源學習單.上網找尋答案,再繳回

服務台即可獲集點數2點。

大肚

瑞井分館

1F

服務台
開館時間 一般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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