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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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101-

2018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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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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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101-

20181130
本館開館時間 兒童

大肚分館 數位資源推廣創意活動-E博士信箱
20181101-

20181130
一般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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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里分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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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101-

2018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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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里

大新分館

大里

德芳分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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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甲分館

我是E化博士通
20181101-

20181130

週二~週六

08:30~21:00

週日

08: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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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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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雅分館 數位資源宣導-櫃檯APP下載
20181101-

20181130
開館時間 一般對象 市圖APP~年度最佳APP下載使用好方便!

數位E學習
2F

故事屋
20181125 09:4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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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E學習-大墩行動圖書車 行動圖書車 2018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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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103 一般對象

20181110 一般對象

20181117 一般對象

20181103

20181117

校園行動圖書車數位資源推廣 龍興社區
20181101-

20181130

10:00-11:00

14:00-15:00
樂齡/銀髮

社區行動圖書車數位資源推廣 龍興社區 20181101 10:00-11:00 樂齡/銀髮

11月數位資源推廣-圓夢繪本
1F

兒童閱覽區
20181103 09:40-10:00 一般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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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數位資源小博士信箱
1F

服務櫃台

20181101-

20181130
08:30-21:00 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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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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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岡分館

后里分館

大墩分館

大墩兒童館 數位資源推廣活動 10:20-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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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臺中市立圖書館的電子書資源進行教

學及推廣
青少年兒童室e起來閱讀(桌遊)中區分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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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火車卡爾的數位列車-e起搜集勇氣徽

章吧！
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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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點點名 一般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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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101-

20181111
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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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書借閱活動-My Tea Bar 《花言巧

語》

20181120-

20181130
一般對象

秀出成功借閱2本電子書畫面(手機及平板

都可以)，並將您今日感到幸福的事情寫於

花朵小圖上，即可領取有機玫瑰花茶茶包

及小點心一份。 ※花博加碼活動：凡於活

動期間內分享本館FB粉絲專頁11月任一活

動貼文(設定公開分享)，並Tag一位好友。

出示給櫃台館員確認後，即可領取花瓣手

帳貼紙一組。

E計畫《帕特呢》
20181101-

20181130
青少年

參加對象：國高中學生。 ★一人方案： 到

本館1F服務櫃檯使用行動借閱證(須先下載

臺中市立圖書館APP)借閱5本書，或是

show出成功借閱3本電子書畫面，再到

『臺中市立圖書館北屯分館』FB粉絲專頁

按讚並分享當月活動貼文，可領取好運文

具包一組。 ★二人方案： 約好麻吉兩位以

上，一起幫『臺中市立圖書館北屯分館』

FB粉絲專頁按讚，並分享當月活動貼文，

出示給櫃檯館員確認後，每人可得文青書

籤1個。

北屯分館

20181101-

2018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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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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數位資源推廣-圓夢繪本
1F

兒童閱覽區
20181103 09:40-10:00 一般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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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數位資源小博士信箱
1F

服務櫃台

20181101-

20181130
08:30-21:00 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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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101-

20181130
08:30-21:00 一般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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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繪本】班班與狗狗+【故事萬花

筒】想讀書的熊

1F

兒童閱讀區
20181117 10:30-11:10 兒童

【數位繪本】班班與狗狗 從前有個想看世

界的小男孩－班班，渴望著能到處遊玩。

某天睡不著的班班滾下床，睜開眼發現自

己身處在外面的世界。展開了一連串的故

事……

沙鹿文昌分館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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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102-

2018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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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109 19:30-20:30

20181113 10:00-11:00

20181127 10:30-11:30

西區分館

東勢分館 數位資源推廣活動
1F

閱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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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里分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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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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時光-魚你同在&小魚兒吊飾

DIY】

3F

會議室
20181118 10:30-11:30 一般對象

"自由魚閱，暢游於浩瀚書海... 四時更替，

仍舊魚你同在… ※活動簡介：電子書資源

介紹、當月主題故事分享、有趣的飲食小

知識分享、小魚兒吊飾DIY ※報名方式：一

次借閱本館15本圖書或使用2018第二期微

笑集點卡2點即可至服務台報名參加 ※名額

限制：20組"

親子共讀樂悠遊-數位資源推廣活動
1F

兒童閱覽區
20181103 10:00-10:30 兒童

本活動將介紹和自然生態相關的電子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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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端上的圖書館：魚你共讀美好時光 20181118 開館時間 一般對象

11月迎來「臺中花博」盛會，花博宣言：

GNP，代表綠色․生產․共享/自然․生態․共生

/人文․生活․共好，南屯分館展出自然生態

相關主題電子書，歡迎大家掃QR code借

閱

南區分館 107年數位資源推廣(第49場)
2F

嬰幼兒閱讀區
20181103 兒童

烏日分館
107年11月數位資源推廣活動－E博士信

箱

1F

服務台

20181101-

2018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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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份-親子數位資源推廣
1F

兒童室

20181103-

20181124
每週六下午3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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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梧棲分館 我是『e化小博士』第5期
1F

服務台

20181101-

20181130
兒童

本館選擇與數位資源相關之題目，提供兒

童填答,於活動結束後,將會公佈參與活動者

姓名及答對題數 依答對題數多少在「快樂

學習護照」蓋上點數(如答對1題蓋1點,2題

2點...依此類推)

南屯分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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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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資源推廣--107年小博士第21期
20181026-

20181108

數位資源推廣--107年小博士第22期
20181109-

20181122

數位資源推廣--107年小博士第23期
20181123-

20181206

親子小博士信箱第971期(含數位資源推

廣)

20181031-

20181104
兒童

親子小博士信箱第972期(含數位資源推

廣)

20181107-

20181111
兒童

花現悅讀趣(含數位資源推廣)
1F

服務台

20181101-

20181130
08:30~21:00 一般對象

一次借閱本館館藏25冊（含2本「花現悅讀

趣」書展書籍，即可獲得好禮一份，數量

有限，送完為止！)

數位閱讀的利用-學校篇-1 20181102

數位閱讀的利用-學校篇-2 20181106

行動圖書車數位閱讀推廣/潭陽國小 20181126 13:30-15:50

行動圖書車數位閱讀推廣/上楓國小 20181119 09:30-11:20

行動圖書車數位閱讀推廣/豐原國小 20181122 10:30-11:10

行動圖書車數位閱讀推廣/合作國小 20181108 08:00-08:40

行動圖書車數位閱讀推廣/合作國小 20181108 08:40-09:20

行動圖書車數位閱讀推廣/潭陽國小 20181126 13:30-15:50

葫蘆墩分館 兒童

參加資格：已辦理中市圖或國資圖個人借

閱證之國小學童。 題目卷：每周三公布三

則題目(含數位資源推廣題) 答案卷：請於

當週之周日前，投入服務台旁的小博士信

箱，答案可在兒童室國語週刊找到，或上

網查詢。答案與答對者名單將於下周三公

佈！ 本期答對者請於下周日前簽蓋獎勵章

，逾期恕不補蓋！

08:30~21:00
1F

服務台

清水分館

10:00-11:00 兒童

新社國小學童電腦課,利用上課時間讓小朋

友認識圖書館的網站及各項數位資源的利

用.

新社分館 電腦教室

1F

服務台
08: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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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梧棲親子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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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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荳荳故事屋-我沒有要把你吃掉 20181124

希歐多爾住在山洞裡，那是一個安靜的山

洞，也是希歐多爾會喜歡那裡的原因。陸

陸續續，小鳥、野狼、老虎都經過了希歐

多爾的山洞，希歐多爾把他們都當成了可

能的食物，只是還好他都不餓，只想要安

靜……直到有一個小男孩闖入了這個安靜的

地方，偏偏希歐多爾剛好開始餓了起來……

他會成為希歐多爾可口的點心嗎？還是…

…。

荳荳故事屋-The Secret in the Clock

Tower
20181117

It was past ten at night, but there was

not even a single ring ，from the clock

tower. The Hare family was curious

about the strange， ilence. They

decided to go up to the clock tower to

check what was，happening.......(They

found that Mr. Herb the Mouse had got

stuck in the，gear wheels and saved

him. Finally, they helped to get the old

clock，wheels to move again.)。

荳荳故事屋-掉出書裡的大野狼 20181103

大野狼全身烏溜溜、滿嘴利牙，尤其喜歡

吃小羊。有一天，這本書突然從書櫃上掉

到了地上，故事裡的一隻大野狼就這麼從

書裡摔了出來。在書 裡，大野狼作威作福

，很可怕。不過，對從書裡掉出來的這隻

大野狼來說，這書房是個又大又陌生的地

方，使牠不禁害怕起來。糟糕！有一隻貓

正虎視眈眈的盯著牠。沒一會兒，一場貓

追狼的追逐大戰就這麼展開了……。

荳荳故事屋-神奇的毛線 20181110

小小的毛線隱藏大大的魔力用神奇的毛線

編織出奇幻奧祕的旅程樂觀又善良的安娜

，以一雙小手改變了世界，她將神奇的毛

線編織成一道道彩虹，為冷冷的小鎮驅走

寒意、帶來溫暖與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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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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107 07:15~07:30 樂齡/銀髮
利用本分館親子共讀陶藝班上課前推廣數

位資源

09:0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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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5~07:30 兒童
利用本分館親子共讀陶藝班上課前推廣數

位資源

1F

兒童區
2018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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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習教室 20181115 09:0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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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館 E博士信箱-107年第11期
20181101-

20181130
開館時間 兒童

一、宗旨： 學習利用圖書館資源的方法，

培養查尋資料及解答問題的能力。 二、參

加對象：本市各公私立小學學生。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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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獎勵辦法： 1參加

者每答對1題，可集戳章1枚，參加者可於

集點卡上累計戳章。 2集滿一定點數即可

兌換獎勵品。

霧峰以文分館-數位加油站

霧峰以文分館-E博士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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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11月份各分館數位資源推廣活動一覽表

霧峰

以文分館

20181101-

20181130
一般對象

龍井分館
107年第六十二場數位資源推廣活動-龍

井分館

20181108

研習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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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104

20181125

20181111

20181118

11月份E遊知識寶庫
兒少館3F

魔法故事屋

20181101-

20181130

週四

10:30-11:10
兒童

電子資料庫及電子書服務平台介紹(咕嚕熊

共讀網電子書)

11月份樂齡新E族-數位資源宣導 20181109 14:00-15:30 樂齡/銀髮 社區數位資源推廣

20181107

20181114

20181121

20181128

11月份數位資源介紹 20181103 13:20-15:00 兒童

11月份樂齡新E族-數位資源宣導 20181116 樂齡/銀髮 社區數位資源推廣

十一月份-E電網博士 豐原南嵩分館
20181101-

20181130
開館時間

每月由台中市立圖書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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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104

20181111

20181125

 107年11月份各分館數位資源推廣活動一覽表

魔法E世界

豐原南嵩分館

數位資源介紹數位資源介紹
1F

南嵩故事屋
15:30-16:00

數位資源介紹

兒少館1F

幸福家庭專區

14:00-15:00 一般對象
數位資源介紹

0-3歲幼兒專區

豐原分館

11月份數位資源介紹 14:30-15:00 兒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