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時間 地點 活動名稱 對象 內容 查詢

2018.04.24-28 10:00-17:00 新華小學 好書交換週 小一至小六
同學於該週內帶一本圖書交到學校圖書室，即獲一張"

好書交換劵"，憑此劵便可換取其他圖書。
28233858

2018.04.01-05.31 8:00-9:00 新華小學 故事媽媽/故事爸爸 幼稚園

義工家長講故事，請家長扮演"故事媽媽"或"故事爸

爸"為幼稚園小朋友講故事，希望透過活動提升學生閱

讀的興趣，加強校園閱讀風氣，一起享受閱讀的樂

趣。

28233858

2018.03.24 --- 鮑思高粵華小學圖書館 親子閱讀講座 全校學生
邀請香港講者李月如女士來校為家長進行「閱讀由家

庭開始」講座。
28337927

2018.03.24 --- 鮑思高粵華小學圖書館 電影欣賞 全校學生
於親子閱讀講座當天，同時為學生進行電影欣賞活

動。
28337927

2018.04.23 --- 鮑思高粵華小學圖書館 「4･23世界閱讀日」好書推介 全校學生

4月23日，好書推介成員為全校師生介紹世界閱讀日

的由來，以及利用早禱時段作圖書的推介，藉以提升

學生的閱讀興趣。

28337927

2018.05.01-31 --- 鮑思高粵華小學圖書館 全校捐書活動 全校學生 全校捐書活動 28337927

2018.05.09-10 --- 鮑思高粵華小學圖書館 書展活動 全校學生

與書商合作，在校內舉行書展活動，讓學生接觸更多

類型的圖書，並培養學生選購圖書的自主能力﹔同時

安排書商為三及四學生進行講故事活動。

28337927

2018.06.01-30 --- 鮑思高粵華小學圖書館 親子手工書工作坊 全校學生

活動帶領人：閱讀推廣員

活動先由閱讀推廣員講故事，再帶領學生及家長動手

一起做手工書。
28337927

2018.04.17 11:05-11:50
協同特殊教育學校

方伯生紀念圖書館
讀讀樂 本校ESC2A學生

讓學生學習遵守圖書館規則；培養學生閱讀習慣；訓

練學生閱讀理解能力。
28378582

2018.04.19 10:00-10:45
協同特殊教育學校

方伯生紀念圖書館
讀讀樂 本校ESG3A(高組)學生

讓學生學習遵守圖書館規則；培養學生閱讀習慣；訓

練學生閱讀理解能力。
28378582

2018.04.20 13:50-14:35
協同特殊教育學校

方伯生紀念圖書館
圖書館之旅 本校ESC1A學生

加強學生對校內圖書館的認識，同時給予學生一個接

觸課外書籍的機會。
28378582

2018 "澳門圖書館周"— 校園活動



日期 時間 地點 活動名稱 對象 內容 查詢

2018.04.24 11:05-12:40
協同特殊教育學校

方伯生紀念圖書館
悅讀悅有趣 本校ESG2A學生

培養學生閱讀課外書的習慣，提高學生對閱讀的興趣

，從而增強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並提高學生的寫作

技巧。

28378582

2018.04.25 13:50-14:35
協同特殊教育學校

方伯生紀念圖書館
圖書館全接觸 本校ESC3A學生

認識館內需要遵守的規則，同時通過選擇圖書的過程

，加強對閱讀的興趣。
28378582

2018.04.26 10:00-10:45
協同特殊教育學校

方伯生紀念圖書館
閱讀樂 本校ESG3A(低組)學生

1. 介紹圖書館的規則。

2. 介紹閱讀圖書的資料，如：書名、作者等。

3. 自由閱讀圖書。

28378582

2018.05.04 11:05-11:55
協同特殊教育學校

方伯生紀念圖書館
拜訪圖書館 本校ESG1A學生

透過圖書館閱讀活動，激發學生閱讀的興趣，提升閱

讀的能力，建立良好的閱讀風氣。
28378582

2018.05.17 10:00-10:45
協同特殊教育學校

方伯生紀念圖書館
悅讀工作坊 本校EP5A學生

(1)提升學生對課外閱讀的興趣。

(2)引導學生根據個別的能力及興趣，尋找合適的圖

書。

28378582

2018.04-07 --- 粵華中學 家長閱讀獎勵計劃 全校師生及家長 ---

2018.04.08 14:00-15:00 粵華中學
家長會大型講座:平和面對孩子情緒與愛的

溝通
全校師生及家長 ---

2018.04.28 14:00-15:00 粵華中學 圖書角講座 (四月份)：我的劍橋兒 全校師生及家長 ---

2018.05.06 14:00-15:00 粵華中學 世遺圖書館之旅 全校師生及家長 ---

2018.03.21-22 09:00-16:00 廣大中學圖書館 校園書展 全校師生
邀請書商到校，讓學生體會選書的樂趣，營造校園閱

讀氣氛。
28367585

2018.04.09-23 13:30-14:10 廣大中學圖書館 悅讀大講台 全校師生

充份利用下午上課前或午後的時間，於校園不同的角

落設置輕鬆活潑的戶外「悅讀大講台」，每次邀請不

同的老師擔任閱讀導師，以不同的內容向學生分享個

人閱讀心得，讓學生感受不一樣的閱讀。

28367585

2018.04.18 15:40-17:00 廣大中學圖書館 名家講座：閱讀與創作分享
初二級學生(110人)及有興

趣師生

配合初二改寫故事比賽，邀請澳門知名作家與學生進

行交流互動，提高學生對寫作技巧的認識。
28367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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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26 14:15-17:20 廣大中學圖書館 下一站．圖書館 全校師生

配合世界閱讀日活動，組織學生參與。於出發前分組

安排參與者搜集澳門各大圖書館資料，讓學生有更深

的體會。利用課餘時間，乘車遊經澳門各大圖書館，

沿途分組作介紹，最終站為澳門大學伍宜孫圖書館，

將安排參與者進館參觀。

28367585

2018.04-05 --- 旅遊學院圖書館 圖書館電子書推廣活動 旅遊學院學生及教職員 藉推廣有關活動，喚起讀者對電子書的興趣 85983071

2018.04-05 --- 旅遊學院圖書館 資料庫線上遊戲 旅遊學院學生及教職員 以遊戲方式讓讀者了解資料庫的利用 85983071

2018.04-05 --- 旅遊學院圖書館 圖書館電子資源應用講座 旅遊學院學生及教職員 提升讀者對本圖書館電子資源的了解 85983071

2018.04.12、19 13:15-13:55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故事媽媽 初小學生
邀請學生家長到校與初小學生說故事，提問題，一同

進入精彩的繪本世界。
28841242

2018.04.26、05.31 13:15-13:55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故事小天地 初小學生
組織學生自行改編繪本故事，並於圖書館表演給低年

級的學生觀看，共同享愛閱讀的樂趣。
28841242

2018.04.02-13 ---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我是編劇家 全校學生
將經典故事的片段撰取下來，並制作成故事工作紙，

讓同學改寫經典故事的情節，開拓學生的想像力。
28841242

2018.04.02-20 ---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說了些甚麼 全校學生

圖書館提供工作紙，內容有關於甲骨文的詞語和句子

，讓師生猜想題目的內容是甚麼，提高他們對歷史的

認識和翻閱圖書的機會。

28841242

2018.04.25-27 10:00-17:45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校園書展 全校師生
邀請宏達圖書中心到校舉辦書展，展出各類圖書，學

生可購買適合自己的圖書。
28841242

2018.04.20 ---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閱讀壁報 全校師生
把4月精彩閱讀月和4.23世界閱讀日的內容製作成壁

報，供學生了解和認識世界閱讀日。
28841242

2018.04.20 13:15-13:55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寄書語」名信片設計 中學學生
讓學生在圖書館內自選一本書，為書設計一張名信片

，並寫上感想、評語及寄件者是誰。
28841242

2018.4.23、5.14 08:30-09:10 澳門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閱讀講座 一至五年級
邀請楊穎虹小姐及由氹仔教育中心安排講者到校進行

閱讀講座
28361279

2018.4.26、5.3、10、17 --- 澳門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閱讀樂讀書會 三至五年級學生
為配合423世界閱讀日，與學生共同閱讀一些不同主

題的圖書(相關主題：待定)
28361279

2018.4.27  19:00-20:30 澳門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親子閱讀講座 一至三年級學生的家長
由氹仔教育中心安排蔡姨姨到校進行親子閱讀(家長)

講座
28361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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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16、17 09:00-11:30 培正中學圖書館(禮堂H8)
真人圖書館"有故事的人-梁永棠 X 培正樂

悠園
小五至高三學生

每位師生都尊稱他為"梁Sir"，集球員，教練及德育訓

輔於一身的梁永棠主任，在人生不同崗位中，都有深

切的體會。他細味過去三十年在培正中學的工作，在

分享會上一點一滴把培正核心價值，經驗和知識，傳

承給新一代…

28529333

2018.04.17、20 13:15-14:00
培正中學圖書館(圖書館

H4)
有禮小劇場 全校師生及家長

透過品德短劇提倡有禮生活，為學生建立良好的價值

觀，營造友愛校園。
28529333

2018.04.16~28 ---
培正中學圖書館(圖書館

H4)
主題新書推介 x 國學專題講座 全校師生及家長

與師生分享精選好書，讓大家認識中華文化之美，豐

富校園文化氣息
28529333

2018.04.18 13:00-14:00 培正中學圖書館(B座地下) THINK BEFORE U SHARE 攤位遊戲 全校師生及家長
利用急口令遊戲向學生灌輸正確使用網絡的訊息，共

建關愛校園。
28529333

2018.04.27 17:00-19:00
培正中學圖書館(圖書館

H4)

2018閱讀大講堂（一）

閱讀推手圖書館管理專業講座

閱讀推廣員及相關工作人

士
28529333

2018.04.16~20 ---
培正中學圖書館(圖書館

H4)
書香處處飄 全校學生

為推動學生閱讀，圖書館週期間以先到先得的方式，

贈送圖書給本校學生，希望把書香送給讀者們，同享

閱讀樂趣。

285293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