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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動名稱：輔仁大學圖書資訊系第九屆圖書館服務隊 

 

二、緣起： 

創隊人陳致榮從參與社團服務隊的經驗中得到靈感，希望能將我們本

身擁有的「專業」和服務理念相結合。恰巧遇上了 921大地震，給予了圖

資系學生一個為社會服務的機會，於是融合圖書資訊專業與團隊服務形式

的想法，再與服務理念相結合，就形成了這個服務隊最原始的雛形，而服

務隊到此發展成為常態性服務隊。 

圖書館服務隊的最終目的為「消滅圖書館服務隊」――因為圖書館界

一直有人員不足、專業能力不足的問題存在著，而圖書館服務隊會一直存

在，提供服務，直到圖書館們不再需要我們。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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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發揮隊員服務精神。 

 

四、服務時間：民國 93 年 01 月 14 日至民國 93 年 01 月 20 日，共計七天。 

 

五、活動目的： 

(一) 協助圖書館提昇基本功能，以便利讀者。 

(二) 藉此活動縮小偏遠地區和都市取得資訊差異。 

(三) 藉此活動培養隊員服務精神及體驗圖書館實務。 

 

六、活動內容： 

1.全館之整理： 

(1) 館內的清潔整理與館藏的設計與規劃。 

(2) 館內新舊圖書、期刊之分類編目(建檔)，以利流通。 

(3) 書本及期刊之加工、上架。 

(4) 館藏之整架、清點。 

(5) 書目檔之更新、修正與維護。 

(6) 目錄維護。 

2.教育訓練： 

(1) 訓練當地人員，使對圖書之分類編目、典藏方式、管理及使用辦法 

等有所了解，使得當地圖書館有自行編目的技能，同時落實提升全

民圖書使用率之目的，並也達到圖書館教化人心的目的。 

(2)(2)(2)(2)    並做圖書館利用及整理的教學讓學子及地方人士能正確使用圖書 2

館，也可以再搜尋所需資源時能更精確。 

 



七、服務方式： 

（一）採各小隊在各個館同時進行服務。 

（二）活動期間借住在活動地點所安排的住宿場所。 

（三）活動期間除重大情節外一律不得離營，參加活動之學員由主辨單位頒

發活動證書。 

 

八、服務地點： 

台北縣雙溪鄉牡丹國民小學、新竹縣竹東鎮陸豐國民小學、新竹縣新埔

鎮枋寮國民小學、南投縣魚池鄉頭社國民小學、南投縣仁愛鄉立圖書館。 

 

九、參加對象、參加人數： 

圖書資訊學系學生及其他對圖書館服務有興趣有熱誠的學生、地方人

士。 

人數預計 60 人。 

 

十、職權分配： 

服務隊隊長 葉怡懇 

資格 大二以上學生擔任 曾參加過一次服務以上者 

職責 1. 對外代表本服務隊，負責籌備期間之接洽事宜及接待外賓。 

2. 為本服務隊之決策最後決定者。 

3. 督導本服務隊整體運作方向。 

4. 幹部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得由服務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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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本服務隊之收入及支出，並核發管理經費。 

7. 擬定總企劃書，擬定各籌備會議召開時間。 

8. 建立臨時會議機制，將以電話方式或網路通知各組人員以臨

時會方式召開會議，由職權上下之區隔，相互通知，避免缺

漏。 

9. 在行前以及每個活動結束的當天，召開臨時會議，檢討當日

行程，以杜絕錯誤一再發生。 

10. 負責招開說明會。 

11. 召開總檢討會。 

顧問  

資格 擔任過歷屆服務隊長及經驗豐富者。 

職責 1. 協助隊務之進展並提供諮詢服務。 

2. 協助行前探勘等若干相關事宜。 

3. 負責隊員之心理調適。 



執行長 洪凱真 劉逸文 

資格 大二以上學生擔任 曾參加過一次服務以上者 

職責 1. 協助隊長籌備招募說明會，負責召開籌備會議、行前會。 

2. 隊長因故無法行使其職權時，暫代行其職。 

3. 監督各行政組事務之進度，對內定出時程表，以控制各組進

度是否延滯。 

4. 協助勘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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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各組 

             文書組組長 蔡孟倩 

組長一名 

組員數名 

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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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負責寄送感謝函予相關單位。 

             總務組組長 呂淑芹 

組長一名 

組員數名 

職責 1. 協助編列服務隊經費。 

2. 經費收支之管理及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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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管組組長 王舒蕾 

組長一名 

組員數名 

職責 1. 負責隊員之食、衣、住、行事宜。 

2. 負責醫療保險事宜及醫藥箱保管。 

3. 各館營本部之規劃、管理及清潔工作之分配。 

4. 製作隊員行前通知單及家長同意書。 

5. 訂定隊員生活公約、工作分配表、規劃公用物品，敦請隊長

裁事。 

              資管組組長 陳柏鍠 

組長一名 

組員數名 

職責 1. 負責當地編目系統之管理，及系統之教學。 



2. 負責製作服務隊之成果展。 

              公關組組長 康韶芸 

組長一名 

組員數名 

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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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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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長接待外賓。 

5. 負責活動照片拍攝及沖洗。 

各執行小隊隊長 

各小隊隊長一名   共五名 

職責 1. 就各分隊實際狀況執行督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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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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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經費預算表： 

細項說明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項目 

項目 費用 人數 說明 小計   

人員每日 指導老師 $300 1 人 

餐費 學生 $200 60 人 
7 天 $86,100 

餐飲費 

探路餐費 $100 10 人 2 次 $2,000 

$88,100 

車資 $400 60 人 1 次(往返) $48,000 
交通費 

探路車資 $500 10 人 2 次(往返) $20,000 
$68,000 

行政費 
卡片、海報、攝影、影 

印費等、電話卡…. 
$7,000  5 館  $7,000 

生管費用 

垃圾袋、衛生紙、蚊香 

洗衣精、醫藥箱等各項

雜物… 

$3,600  5 館  $3,600 

探路保險費 $200 10 人 2 次  $4,000 $4,000 

保險費用 
保險費 $200 60 人  $12,000 $12,000 

總計        $182,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