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圖書館閱讀推廣活動實施計畫
一、主

旨：為提高校園閱讀風氣，培養學生閱讀興趣，有效整合校內外各種資源
並增進圖書教學軟體資源使用率，而籌辦一系列之相關活動。

二、主辦單位：資圖中心圖書組
三、協辦單位：各行政處室及教學單位
四、活動項目：
（一）圖書館閱讀推廣活動系列 1－「讀樂樂！－書香班級競賽」活動
1.活動日期：105 年 9 月 26 日 -105 年 1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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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活動目的：提高校內閱讀風氣，營造班級向心力，兼顧學生學習與發展需求，
並鼓勵學生善用獎補助款資源，發揮圖書館教育功能。
3.活動對象：全校各班。
4.活動說明：凡於活動期間至圖書館流通櫃檯辦理借書，借閱累積冊數於活動
期間的借閱排行榜中，名列借閱累積冊數前 5 名(班級為單位)，
得獎班級全班依名次可獲得嘉獎或「書香獎牌」等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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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獎勵方式：累計冊數排名前 5 名班級，分別依名次獎勵如下:第 1 名，全班可
獲得嘉獎 2 次並贈送「書香獎牌一只」
；第 2 名-第 3 名，全班可
獲得嘉獎 1 次並贈送「書香獎牌一只」
；第 4 名-第 5 名可獲得「書
香獎牌一只」。
6.名單公佈：得獎名單於 105 年 12 月 20 日公佈於圖書館網頁與佈告欄。得獎
班級請於 105 年 12 月 22 日-105 年 12 月 30 日派員憑學生證，至
圖書館流通櫃檯領取獎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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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圖書館閱讀推廣活動系列 2－「知識無國界，閱讀莘世界」活動
1.活動日期：105 年 9 月 26 日 -105 年 12 月 16 日
2.活動目的：培養學生對中、外語書籍閱讀興趣，增進閱讀學習的動機，同時
鼓勵學生善用圖書館之圖書資源，進而強化學生對中、外文書籍
閱讀能力。
3.活動對象：全校學生。
4.活動說明：（1）請先至德蘭圖書館 2F(或宜蘭校區圖書室 1F)流通櫃檯領取
「中、英文閱讀護照」，或至圖書館網頁自行下載「中、英
文閱讀護照」。（請參見：附件一、二）

（2）護照類型分別有:英文護照(10 格)；中文護照(15 格)。讀者
只要至圖書館指定專區(詳見系列活動六)借閱中、英文圖書（不
含英文小書、英文童書與頁數 50 以下之英文書）
，圖書借出
時即可蓋章 1 格（注意：借出圖書需超過 2 日以上，不可當
日及隔日歸還、借出相同書籍需超過 2 週以上，2 週內不可
重複借閱，若經抽驗發現未符合規定者，則該張護照喪失抽
獎資格；中、英文閱讀護照遺失或圖書歸還時恕不補蓋
章。）
，蓋滿格數即完成 1 本「閱讀護照(中文或英文)」依
此類推，惟不可中、英文護照合併累計點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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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獎勵方式：將集滿之護照投入圖書館流通櫃檯的摸彩箱中（新店 2F，宜蘭 1F；
宜蘭校區之閱讀護照，於活動結束後，統一回擲投入德蘭圖書館
摸彩箱中），就有機會獲得獎勵商品卡 3,000 元(1 名)、商品卡
2,500 元(1 名)、商品卡 2,000 元(1 名) 、商品卡 1,500 元(1 名)、
商品卡 1,000 元(1 名)。
6.名單公佈：比賽抽獎活動將於 105 年 12 月 20 日下午 2:20，於新店校區圖書
館 2F 櫃台區公開抽獎，得獎名單於 105 年 12 月 20 日公佈於圖書
館網頁與佈告欄，並個別通知獲獎學生。得獎者請於 105 年 12 月
22 日-105 年 12 月 30 日憑學生證，至圖書館流通櫃檯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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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圖書館閱讀推廣活動系列 3－「書香傳遞」跨館借書活動
1.活動日期：105 年 9 月 26 日 -105 年 12 月 16 日
2.活動目的：提倡各學校圖書館之圖書等資源的流通，及以達到資源分享之目
的。
3.活動對象：全校學生。
4.活動網址：http://ctlelib.org.tw/ctlehyint/home.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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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活動說明：本校自 100 學年度起加入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心圖資源共享
聯盟，凡與它校圖書館跨館借書，享有免運費服務，各校每位讀者
最多可借 5 冊，借期 21 天(含書到申請館後保留 7 天) ，不得續借
或預約。詳細借書規則請上「北區圖書資源共享聯盟服務平台」。
6.獎勵方式：凡於活動期間利用上述方式跨館借書，1 本書即為 1 次抽獎機會，
借閱成功並取書者，皆可參加抽獎，就有機會獲得精美小禮包乙
份。
7.名單公佈：比賽得獎名單將於 105 年 12 月 20 日公佈於圖書館網頁與佈告欄，
得獎者請於 105 年 12 月 22 日-105 年 12 月 30 日憑學生證，至圖
書館流通櫃檯領獎。

(四）圖書館閱讀推廣活動系列 4－每週好書介紹「莘書報報-好讀臉書粉絲團」
1. 活動日期：每週固定辦理。
2.活動目的：引發讀者主動閱讀動機，並鼓勵師生善用獎補款資源，營造校園
閱讀文化。
3.活動對象：全校教職員工生。
4.活動網址: http://www.facebook.com/ctcnlib
5.活動說明：圖書館首頁連結「莘書報報-好讀臉書粉絲團」中，介紹 105 年度
獎補助款所購置之圖書，並歡迎全校教職員工生踴躍借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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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圖書館閱讀推廣活動系列 6－設置「好書大閱兵」、「生命素養」與「高齡及
長照資源」等策展專區。
1.活動目的：引發同學主動閱讀動機，並鼓勵教職師生善用獎補助款資源及各
科薦購中、英文圖書專區，營造校園閱讀文化。
2.活動對象：全校教職員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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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活動地點：
Ａ.新店校區：德蘭圖書館 1F 好書大閱兵專區(105 年度獎補助
款、104 學年度學校經費)之中、英文圖書專區及 3F 各科薦購
英文圖書專區。
B. 新店校區：德蘭圖書館 2F 圖書館策展專區圖書(生命素養專
區、 高齡及長照資源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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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宜蘭校區：圖書室 1F 好書大閱兵專區(105 年度獎補助款、104
學年度學校經費)之中、英文圖書專區及各科薦購英文圖書專
區。
D. 宜蘭校區：圖書館 1F 圖書館策展專區圖書(生命素養專區、 高
齡及長照資源專區)。
4.活動說明：
1.新店校區：德蘭圖書館 1F 標示「好書大閱兵」專區，陳列 105
年度獎補助款、104 學年度學校經費之中、 英文圖
書；3F 為各科薦購英文圖書；2F 為「生命素養」、
「高齡及長照資源」等策展專區，歡迎全校教職員工
生踴躍借用。
2.宜蘭校區：宜蘭圖書室 1F 標示「好書大閱兵」專區，陳列 105

年度獎補助款、104 學年度學校經費之中、 英文圖
書，亦設置「生命素養」、「高齡及長照資源」等策
展專區，歡迎全校教職員工生踴躍借用。
五、各單位配合及協助事項：
(一)、資圖中心：圖書組負責活動擬定、執行及相關網頁製作活動之訊息公告。
(二)、學務處：協助辦理活動敘功與頒獎相關作業。
(三)、各 科：請班導協助宣導並鼓勵學生踴躍參加。
六、本計畫陳 校長核准後實施公佈，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英文閱讀護照」--藍色
附件二：「中文閱讀護照」--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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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藍色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圖書館「英文閱讀護照」
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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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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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姓名：
電話:
登錄號

學號：

認證簽章

※「閱讀護照」不敷使用可自行影印！！或至圖書館網頁 http://lib.ctcn.edu.tw/ 自行下載。
※「閱讀護照」請於 105.12.18 日閉館前，投入各校區圖書館流通櫃檯的摸彩箱！！

附件二：黃色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圖書館「中文閱讀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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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護照」不敷使用可自行影印！！或至圖書館網頁 http://lib.ctcn.edu.tw/ 自行下載。
※「閱讀護照」請於 105.12.18 日閉館前，投入各校區圖書館流通櫃檯的摸彩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