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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第五屆圖書館服務隊總企劃書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第五屆圖書館服務隊總企劃書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第五屆圖書館服務隊總企劃書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第五屆圖書館服務隊總企劃書    

一一一一、、、、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第五屆圖書館服務隊 

二二二二、、、、活動宗旨活動宗旨活動宗旨活動宗旨：：：：協助健全圖書館基本功能以加強圖書館服務品質﹔規

劃電腦教學以提升資訊水平，並發揮隊員服務精神。 

三三三三、、、、活動目的活動目的活動目的活動目的：：：：(一)協助圖書館提昇基本功能，以便利讀者。 

(二)藉由提供電腦教學，提升服務地區資訊水平。 

(三)藉此活動縮小偏遠的地區和都市取得資訊差異。 

(四)藉由活動培養隊員服務精神及體驗圖書館實務。 

四四四四、、、、活動時間活動時間活動時間活動時間：：：：民國 91 年 1 月 20 日至 1 月 26 日共計 7 天。 

五五五五、、、、活動地點活動地點活動地點活動地點：：：：新竹縣立文化中心、新竹縣教育網路中心、新竹縣立

竹北鎮新港國民小學、新竹縣立尖石鄉立圖書館、南

投縣立埔里鎮埔里國民小學、花蓮縣卓溪鄉、南投縣

中寮鄉和興村。 

六六六六、、、、指導單位指導單位指導單位指導單位：：：：天主教輔仁大學、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七七七七、、、、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天主教輔仁大學。 

八八八八、、、、協辦單位協辦單位協辦單位協辦單位：：：：新竹縣立文化中心、新竹縣教育網路中心、新竹縣新

港國小、新竹縣立尖石鄉圖書館、南投縣立埔里鎮埔

里國民小學、布農族文化觀光產業發展協會、南投縣

中寮鄉有機文化協會。 

九九九九、、、、承辦單位承辦單位承辦單位承辦單位：：：：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系學會。 

十十十十、、、、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吳政叡副教授、高錦雪教授、

林麗娟教授、毛慶禎副教授、張淳淳副教授、蘇諼副

教授、曾元顯副教授、鄭恒雄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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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營隊組織表營隊組織表營隊組織表營隊組織表：：：：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職權分配職權分配職權分配職權分配：：：：        

((((一一一一) ) ) ) 隊長隊長隊長隊長：：：：    

1.   對外代表本營隊，負責籌備期間之接洽事宜及接待外賓。  

2.   為本營隊之決策最後決定者。  

3.   督導本營隊整體運作方向。  

4.   幹部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得由隊長臨時任命其他人員代理。  

5.   勘查並評估活動場地及資源。  

6.   控制本營隊之收入及支出，並核發管理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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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列席預、決算會。  

8.   擬定總企劃書。  

9.  負責招開說明會。 

10.  召開總檢討會。 

((((二二二二))))    顧問顧問顧問顧問：：：：     

1.   以其經驗協助隊務之進展並提供諮詢服務。  

2.   負責隊員之心理調適。  

((((三三三三) ) ) ) 行政長行政長行政長行政長：：：：  

1.   協助隊長籌備招募說明會，負責召開籌備會議、行前會。  

2.   隊長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暫代行其職。  

3.   負責各行政組事務。  

4.   協助勘察並評估活動場地及資源。  

5.   協助隊長擬定總企劃書。 

6.   輔助隊員並協助其解決問題。  

((((四四四四) ) ) ) 電腦及圖書組長電腦及圖書組長電腦及圖書組長電腦及圖書組長：：：：    

1.   負責活動及人員之監督、協調、控制。 

2.   負責召開執行會議。 

3.   負責各執行組服務規劃事項。 

4.   協助勘察並評估活動場地及資源。  

5. 輔助隊員並協助其解決問題。    

6.   隊員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得由電腦及圖書組長臨時任命其他人

代理或親自兼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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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 ) ) )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1.1.1.1.            文書組文書組文書組文書組    ((((長長長長))))：：：：    

(1) 負責各項會議記錄及資料建檔(電子檔、紙本)。  

(2) 製作隊員通訊錄、各類海報。  

2.2.2.2.            總務組總務組總務組總務組    ((((長長長長))))：：：：    

(1) 協助編列服務隊經費。  

(2) 經費收支之管理及記錄。  

(3) 活動相關費用之收取。  

(4) 建立財務報表。(電子檔、紙本)  

(5) 辦理隊員保險事宜。  

(6) 列席預、決算會。  

3.3.3.3.            生管組生管組生管組生管組    ((((長長長長))))：：：：    

(1) 負責隊員及學員之食、衣、住、行事宜。  

(2) 負責醫療事宜及醫藥箱之保管。  

(3) 各館營本部之規畫、管理及清潔工作之分配。  

(4) 協助與各隊員之溝通及心理調適。  

(5) 製作隊員行前通知單以及家長通知書。  

(6) 訂定隊員生活公約、工作分配表、規劃公用物品。 

4.4.4.4.            公關組公關組公關組公關組    ((((長長長長))))：：：：    

(1) 協助向外推廣本服務隊宗旨。  

(2) 負責尋求服務隊經費贊助對象。  



Page 5 

(3) 負責與贊助對象進行聯絡、寄送相關資料等事宜。  

(4) 協助隊長、執行組長接待外賓。  

(5) 負責寄送感謝函予相關單位。  

(6) 負責活動照片拍攝及沖洗。 

5.5.5.5.            資管組資管組資管組資管組    ((((長長長長))))：：：：    

(1) 維持各館資訊設備之基本運作。 

6.   6.   6.   6.   各執行組長各執行組長各執行組長各執行組長：：：：        

(1) 就各分隊實際狀況執行各隊督導、規劃工作。  

(2) 負責接待各館外賓事宜。 

(3) 對各館活動及人員進行監督、協調、控制及驗收。 

(4) 服務時執行當日檢討及隔日沙盤推演。 

(5) 輔助各館隊員並協助其解決問題。 

(6) 擬定其他活動表 

    

    

    

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工作進度工作進度工作進度工作進度：：：：    

(一) 招募說明會：民國 90 年 10 月 24 日 星期三 中午 1:30 

地點：輔仁大學文開樓 5Ａ教室 

1.   說明服務對象及內容。 

2.   倡導服務隊宗旨，宣傳以及招生並行。 

(二) 第一次籌備會：民國 90 年 11 月 29 日 星期四 中午 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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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輔仁大學文開樓 402教室(LE402) 

1.  討論總企劃書內容 

2.   推選各分隊執行組長 

3.   職權分配 

4.   規劃第一次探路 

(三) 第一次探路：民國 90 年 12 月 8 日 星期六 

地點：新竹縣立文化中心、新竹縣教育網路中心、新竹縣立竹北鎮

新港國民小學、新竹縣立尖石鄉立圖書館、南投縣立埔里鎮

埔里國民小學。 

1.   提出合作計劃。 

2.   初步蒐集了解當地資源。 

(四) 第二次籌備會：民國 90年 12月 12日 星期三 中午 12:30 

地點：輔仁大學文開樓 402教室(LE402) 

1.   驗收探路所得並評估到館的工作進度。 

2.   行政工作進度報告及協調。 

(五) 第二次探路：民國 90年 12月 15日 星期六  

地點： 

1.  提出合作計劃。 

2.   初步勘查相關資源。 

(六) 第三次籌備會：民國 90年 12月 26日 星期三 晚上 6:30 

地點：輔仁大學文開樓 402教室(LE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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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驗收探路所得並評估到館的工作進度。 

2.   行政工作進度報告及協調。 

3.   規劃第三次探路 

(七) 第四次籌備會：民國 91年 1月 9日 星期三  中午 12:30 

地點：輔仁大學文開樓 402教室(LE402) 

1.   驗收探路所得並評估到館的工作進度。 

2.   行政工作進度報告及協調。 

(八) 行前會：民國 91年 1月 19日 星期六 上午 9:30 

地點： 

1.  行前通知。 

2.  提醒注意事項。  

(九) 總檢討會：民國 91年 1月 26日 星期六 中午 12:30 

地點： 

1.  檢討活動成果 

2.  討論總企畫書 

3.  選舉下屆隊長 

(十) 成立成果展小組：91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學第一週  

 

 

十四十四十四十四、、、、經費預算表經費預算表經費預算表經費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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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項說明  項目  

項目  費用  人數  說明  小計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副教授 $300 1  $2,100 人員每

日餐費 學生  $200 70  
7天  

$98,000 

餐飲費  

探路餐費  $100 15  3次  $4,500 

$104,600 

車資  $200 70 2程  $28,000 

探路車資  $200 15  2次 2程  $12,000 

汽油費  $2,000       $2,000 

交通費  

公關協尋贊助

車馬費  
$200 4     $800 

$42,800 

通訊費     $200    7館   $1,400 $1,400 

卡片 (邀請

卡、謝卡)     $15     

25張(老師、

顧問以及相

關單位)  

$375 

海報(宣傳、隊

徽製作)  
   $100    7館 $700 

攝影(底片、沖

洗費用)  
$270    

14捲(一館兩

捲)  
$3,780 

幻燈片(底片、

沖洗費用)  

$250    2捲 (成果展

翻拍用) 
$500 

文書費  

影印費  $130    7(一館一張) $910 

$6,265 

垃圾袋      $20    7(一館一包) $140 

衛生紙  $150    7(一館一條) $1,050 

生管費用 

洗衣精  $170    7 (一館一罐) $1,190 

$2,380 

醫療費用 保險費  $200 70     $14,000 

   醫療費  $2,000      (包括醫療

箱等物品一

館一份) 

$2,000 
$16,000 

雜費  各項雜物購買 $3,000       $3,000 $3,000 

總計                 $176,4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