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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3日上午，厦门市政协张健主席、黄学惠副主席等一行6人莅临学校慰问教

师和指导工作。学校董事会魏刚董事长、陈媛秘书长及校领导热情接待和陪同。

    张健主席一行参观了学校的教育部—中兴通讯ICT产教融合创新基地、检验科

学与技术系实验室、社区康复专业实验室等。同时，还向校图书馆捐赠了个人藏书

77种102册，吴洁常务副馆长代表图书馆接收了赠书。图书内容涉及政治、经济、

历史、统计年鉴等方面。尤其是其中一套《厦门文史丛书》，是由厦门政协文史委

牵头，市文化局、市图书馆等多家单位及多位厦门文史专家全力配合编撰而成的，

展现了老厦门的风貌习俗。张健主席的这批赠书，不仅补全了该丛书系列的学校馆

藏，同时也为师生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精神食粮，开拓更广阔的视野。

华厦学院图书馆概况

    厦门华厦学院图书馆始建于1993年，2010年迁入现址。现有建筑面积1.7万平

方米，阅览座位1600席，设有图书阅览区、期刊阅览区、数字化阅览专区、密集书

库、外文书库、特藏室、阳光讨论区、温馨阅读区、参考咨询室、专业研讨区、

珍贵文献陈列室、学生作品展示区、休闲区、影音播放厅、图书漂流架等多种功能

服务区，并与厦门市图书馆合作开设了富有特色的“厦门市图书馆华厦学院分

馆”。2016年底，馆藏各类图书总计141万册，其中纸质图书70万册，电子图书折

合约71万册，订购报刊杂志约800种，在用各类数据库资源一百多个。

    图书馆使用ILASⅡ自动化集成管理系统，文献的采编、流通和检索等工作全面

实现了自动化管理，并配置有现代化的图书检测系统及安全监控系统。现实行藏、

借、阅一体化的大流通模式，文献全开架浏览和借阅。开放时间每周91小时。

    图书馆设馆长办公室、采编部、流通部、信息技术部四个职能部门，建立了完

善的管理制度。现有工作人员16人，专业结构涵盖图书馆情报学、国际贸易、工商

管理、汉语言文学、英语、会计、计算机技术、信息管理等，具有较高的信息服务

能力，在日常工作中与学校教学部门紧密衔接，提供了较完善的教学文献信息服务

保障。2007年12月，图书馆荣获厦门市“巾帼文明岗”荣誉称号；2017年3月，图

书馆荣获福建省“巾帼文明岗”称号。

    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建设与学校的学科设置、教学及科研方向紧密联系，坚持“

调结构、保增长、炼特色”的馆藏政策，建设学科门类齐全、高质量、高品位、专

业特色化的馆藏资源。馆藏结构以学科文献为核心，以工科类文献为主，以经济

类、管理类文献为辅，同时辐射其它类文献，形成了各专业文献协调发展的格局。

目前馆藏专业文献覆盖食品药品、环保、电子、机械、航运物流、金融商务、旅游

会展、软件与信息服务业等产业领域多种学科专业。并建立了台版图书、标准图

书、知名学者及本土作家作品、知名人士赠书、学位论文、华厦毕业生优秀论文、

厦门文献、校史资料等特色图书专架，推出了学者风采、华厦学术、华厦学科、馆

史简介等多姿多彩的文化和学术展区。

    图书馆提供了形式多样的服务项目，除传统的文献借阅、电子阅览等服务外，另

提供文献推荐、文献代查、数据拷贝、读者培训等多项服务，加入了CALIS、CASHL

等全国文献保障系统，开展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服务，建立了重点专业信息导航平

台。此外还有研讨室读书沙龙，经典纪录片滚动播放、休闲咖啡屋等特色服务，满

足读者综合需求。

    在完善馆藏建设、服务教学工作的同时，图书馆还始终以推进校园文化建设为

己任，每年举办读书周活动，开展了“真人图书馆”、“知识检索大赛”、“创意

书签大赛”、“阅读征文比赛”、“读书沙龙”、“图书漂流”等精彩纷呈、讲究

实效的读书活动，让读者们感受文字之美、体验读书之乐，提高人文素养；全力营

造学习氛围，推进学校学风建设。

 厦门市政协张健主席向我馆捐赠图书 

项目名称 地点 服务内容

文献借阅 全馆 提供书刊阅览与外借服务

电子阅览 电子阅览区 提供电子阅览服务

推荐阅读 一楼楼道入口 专题文献、热点文献推荐阅读

文献检索 全馆 书目查询、架位查询

馆际互借 104室 提供外馆返还式文献

文献传递 104室 提供外馆非返还式文献

文献代查 104室 文献书目或全文代查服务

SCI、EI
查收查引

104室
查询SCI、EI收引信息，可出具
收录报告

数据拷贝 二楼信息部 提供电子资料拷贝服务

专业信息导航 104室 华厦重点专业信息导航服务

图书漂流 一楼大厅 读者自由交换图书

新书专架 一楼楼道入口 新书展示与借阅

读者培训 全馆 新生入馆教育、读者培训服务

专业研讨室 三、四楼研讨室 课题讨论、论文答辩、读书沙龙

影音播放 一楼影音播放厅 外语教学片、优秀纪录片欣赏

休闲咖啡屋 二楼休闲区 学习之余休息场所

市图文献借阅 一楼市图分馆 厦门市图书馆书刊借阅

图书馆服务项目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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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预告
2017-2018学年上学期图书馆活动一览表

类别 活动名称 活动内容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

阅读
与
展览

新生季：图书馆资源
知识有奖问答

加入书香华厦QQ群138895392。每日上午群文件发布4道题目（word文档）。读者下载文档答题，注明
姓名班级，将文档发送给群成员中“书香华厦管理号”。每日答题截止15点。每日抽取3位答题正确的
幸运读者发放精美礼品。活动结束后，累计全对天数前6名的读者还可获得奖状和学分。

9月20-30日 
周末除外

图书馆一楼

新生季：师生同游图
书馆

由图书馆工作人员带领学生参观，感受图书馆丰富的资源、服务及人文氛围，现场学习排架规则、检
索与定位、电子资源等。(到一楼总台登记预约TEL:6276236，十人以上或者按班级预约均可安排)

9月20日-10月
20日

图书馆1-4楼

珍贵文献展 图书馆精心搜集民国文献与当代知名学者签名著作本联展。 11月6-10日
图书馆304
珍贵文献室

第10期真人图书馆 阅读真人图书，与特邀嘉宾近距离交流。
11月7日或9日 
14:30-16:00

图书馆2楼
休闲区

竞赛
与
表彰

“最美读书人"摄影、
微电影创作比赛

围绕图书馆读书人主题进行创作，图书馆内部取景，多角度全方位体现图书馆和阅读者之美，文明阅
读之美。作品投稿邮箱：xmhxxydz@163.com。设一二三等奖。

11.30截稿 图书馆1-4楼

如何利用图书馆－知
识及技能竞赛

竞赛分为笔试、按号找书以及上机操作三个项目，赛前组织培训。以班级为单位组队参赛，每组4人，
每班限报1队。赛前指导时间为：10月17日下午

11月8日下午 
14:00–16:00

图书馆1-4楼

“芸馆传馨”
阅读推广大赛

读者自荐主题，从库中找出相关图书，列出书目，发动同学来借阅，借阅多者为胜。图书馆为荐书者
提供个人专属海报专栏，由荐书者自行设计宣传。

11月30日截止 图书馆

“吾之所学”学科知
识PPT制作大赛

创意设计PPT，知识大比拼，介绍你所学的专业。投稿邮箱：xmhxxydz@163.com。比赛设一二三等奖。 11月30日截稿 自行设计提交

“巧手扮馆”圣诞系
列手工装饰品制作

圣诞元旦之际，制作圣诞袜、平安果、礼盒等手工环保作品装扮图书馆。有兴趣的同学可加手工Q群
103799435，交流制作经验。培训时间：10月26日下午15:30-16:15

12月12日前
完成

作品交至104

相约图书馆 2017-2018学年上学期读书活动总结表彰颁奖大会
暂定12月19日
15:30–16:00

暂定明德报告厅

信息
素质
教育   

数据库推介之一 数据库使用现场指导，有奖知识问答。 11月7日下午
14:00-17:00

1楼影音播放厅

数据库推介之二 数据库使用现场指导，有奖知识问答。 1楼影音播放厅

数据库推介之三 数据库使用现场指导，有奖知识问答。 11月8日上午
9:00-12:00

1楼影音播放厅

数据库推介之四 数据库使用现场指导，有奖知识问答。 1楼影音播放厅

数据库推介之五 数据库使用现场指导，有奖知识问答。 11月9日下午
14:00-17:00

1楼影音播放厅

数据库推介之六 数据库使用现场指导，有奖知识问答。 1楼影音播放厅

知识
小讲坛

文献检索：馆藏纸质
资源详解

为您介绍各楼层馆藏布局与特色、服务项目、检索与排架规则，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等。
9月21日 
15:30-16:15

图书馆303室

文献检索：图书分类
排架知识。

了解志愿者/勤工岗位培训知识及工作内容和强度。课后有意向的，请登记报名，再安排后继面试实训
及考核，最终确定合格人员。

9月28日 
15:30-16:15

图书馆303室

文献检索：馆藏电子
资源详解

为您介绍文献检索技术与馆藏电子文献。
10月12日 
15:30-16:15

图书馆303室

学习辅助：如何利用
图书馆－新生专场

每班可派14名代表参加培训讲座。为了帮助新生读者全面了解图书馆，特安排专场培训，向读者介绍
图书馆馆藏布局、图书分类排架方法、资源类型及数字资源的检索方法等。培训结束后，可到图书馆
进行实地练习

10月17日 
14:30-16:00

俊秀报告厅

文化视角：环保手工
布艺作品制作教程

教你利用废旧布料创意DIY，制作圣诞袜、平安果、礼盒等手工环保作品，装扮图书馆。
10月26日 
15:30-16:15

图书馆303室

学习辅助：考试类数
据库介绍

介绍各种在线模拟考试类数据库平台，计算机等级、会计证、英语四六级、AB级、资格证书等考试题
型，助你成为考试达人。

11月2日 
15:30-16:15

图书馆303室

学习辅助：阅读推广
活动简介

为您介绍图书馆各类精彩纷呈的阅读推广活动。
11月9日 
15:30-16:15

图书馆303室

学习辅助：阅读学分
制度详解

深度剖析阅读学分制度，助你顺利获取学分。
11月16日 
15:30-16:15

图书馆303室

文献检索：开放存取
资源综述

如何获得校图书馆无馆藏的文献？为您介绍互联网上海量免费开放资源。
11月23日 
15:30-16:15

图书馆303室

文献检索：参考文献
的检索与获取

论文写作过程中，学术参考文献的检索、查重与获取技巧，以及常用学术搜索引擎简介。
11月30日 
15:30-16:15

图书馆303室

读者
协会
·
读书
分享会

第一期：走进民国、
谈书会情

通过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开展，并介绍民国书籍文化和成就，还有传奇人物。
9月28日 
19:00-21:00

图书馆303室

第二期：我说我喜，
那书那人

邀请新生来作为第二期小主持人，分享自己喜爱的书籍及时代。
10月12日 
19:00-21:00

图书馆303室

第三期：心有书，方
远方

对所有人开放，有书有话有心者皆可。
10月26日 
19:00-21:00

图书馆303室

第四期：有缘千里来
会书

谈谈书的情缘，书的作者，人物传记等
11月9日 
19:00-21:00

图书馆303室

读者
协会
·
周末
电影

第一期：战狼2 为了我的国，年轻的我们，开始战斗吧！
9月24日 
19:00-21:00

图书馆303室

第二期：摔跤吧，爸
爸

父爱如山，他从未离去，一直是我们隐形的翅膀，让我们成为他的骄傲吧
10月8日 
19:00-21:00

图书馆303室

第三期：蜘蛛侠-英雄
归来

激动热血的电影，让我们轻松一刻
10月22日 
19:00-21:00

图书馆303室

第四期：星空 年少的星空，那么亮，曾经的我们，那么快乐
11月5日 
19:00-21:00

图书馆303室

第五期:剪刀手爱德华 二十多年的经典，不知你是否看过？
11月19日 
19:00-21:00

图书馆303室

第六期：萤火之森 童年的快乐，与我们一起长大
12月3日 
19:00-21:00

图书馆303研
讨室

读者
协会 
·
其它
活动

新生茶话会
读协的骨干们将为您介绍协会及图书馆的历史、学校文化等，玩游戏、互动，还有小礼品哦。 
请有意了解加入读者协会大家庭的同学自带花露水、小台灯到操场集合。读协Q群459642088。

9月19日 
19:00-21:00

学校操场

新村小学义教
为期三周的小学义教，向小学生传播知识，开拓视野。还能得能力锻炼华厦学子的学识，还为小朋友
们传授丰富知识，开拓视野

11月
每周五下午

新村小学

图书馆、读者协会携手推出各类精彩纷呈的阅读活动，欢迎广大读者踊跃参加，收获阅读学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