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系學會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系學會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系學會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系學會  

辦理辦理辦理辦理 94年年年年「「「「教育優先區中小學生營隊活動教育優先區中小學生營隊活動教育優先區中小學生營隊活動教育優先區中小學生營隊活動」」」」經費支出明細表經費支出明細表經費支出明細表經費支出明細表 

活動日期  94 年 1 月 24~30 日 活動地點 
南投縣國姓鄉港源國民小

學 

活動總經費 新台幣  33,000  元整 本專案補助 新台幣   15,000   元整 

 

本  專  案   補   助   金   額   支   出   明   細 

支出日期 項  目  名  稱 金      額 用      途 備    註 

1/8 郵資 320 郵資  

1/8 公關感謝卡 524 公關感謝卡  

1/24 保險費 1,020 學生平安保險  

1/24 車資 8,610 去程車資  

1/30 車票 1,770 回程車票  

1/30 檢討會餐費 2,756 檢討會餐費(肯

德基) 

單據為 2,836元 

     

     

     

     

學校(含社團名稱)或團體單位（簽章）：          經手人（簽章）：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系系學會輔仁大學圖書資訊系系學會輔仁大學圖書資訊系系學會輔仁大學圖書資訊系系學會 

辦理辦理辦理辦理 94年年年年「「「「教育優先區中小學生營隊活動教育優先區中小學生營隊活動教育優先區中小學生營隊活動教育優先區中小學生營隊活動」」」」 

第十一屆圖書館服務隊第十一屆圖書館服務隊第十一屆圖書館服務隊第十一屆圖書館服務隊────南投縣國姓南投縣國姓南投縣國姓南投縣國姓鄉鄉鄉鄉港源國港源國港源國港源國民民民民小小小小學學學學隊員名冊隊員名冊隊員名冊隊員名冊 

 姓 名 年齡 就讀學校科系年級 

林郁嬊 20 圖書資訊系二年級 

陳勇汀 19 圖書資訊系二年級 

董昀璇 19 圖書資訊系二年級 

吳秋蓉 19 圖書資訊系二年級 

莊雅帆 19 圖書資訊系二年級 

邱姿雅 21 圖書資訊系二年級 

陳美燕 18 圖書資訊系一年級 

洪敏珊 19 圖書資訊系一年級 

莊易儒 19 圖書資訊系一年級 

劉福任 20 圖書資訊系一年級 

陳立軒 19 圖書資訊系一年級 

張詩浩 18 圖書資訊系一年級 

                                       合   計：   12    人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系學會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系學會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系學會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系學會 

辦理辦理辦理辦理 94年年年年「「「「教育優先區中小學生營隊活動教育優先區中小學生營隊活動教育優先區中小學生營隊活動教育優先區中小學生營隊活動」」」」成果報告表成果報告表成果報告表成果報告表 

製表時間： 94 年 2 月 2 日 

單 位 名 稱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系學會 

活 動 名 稱 第十一屆圖書館服務隊─南投縣國姓鄉港源國民小學 

活 動 時 間 計畫時間 94年 1月 24~30日 實際執行時間 94年 1月 24~30日 

活 動 地 點 南投縣國姓鄉港源國民小學 

青年志工  人  數 計畫人數     12     人 
實際參與人數      12     人            

男    4   人，女    8     人 

接受服務對象分析 
 

兒童 

 

 

青少

年 
老人 

原住

民 
殘障 

社區

居民 

低收

入戶 

高關懷

(中輟、更

生保護

---) 

其

它 

男（人） 5         

女（人）   2         

合計（人） 7         

評估 

1. 計畫過程評估：計畫目標如何訂定與進行？有那些人參與？ 

2. 計畫實行成效評估：學生的學習目標為何？學生如何協助計畫進

行？如何使學生在活動結束後，都能持續獲得正面影響？ 

3. 反思過程評估：如何透過反思活動達到學習與服務目標。 

 

活動照片集錦 檢附照片 6張 

負責人 林郁嬊 填表人 林郁嬊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系學會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系學會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系學會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系學會    

第十一屆圖書館服務隊第十一屆圖書館服務隊第十一屆圖書館服務隊第十一屆圖書館服務隊────南投縣國姓鄉港源國小成果報告南投縣國姓鄉港源國小成果報告南投縣國姓鄉港源國小成果報告南投縣國姓鄉港源國小成果報告    

一一一一、、、、計畫過程評估計畫過程評估計畫過程評估計畫過程評估：：：：    

源起： 

創隊人陳致榮學長從參與本校同舟社的服務經驗中得到啟發，希望能將

我們在課堂上習得的「專業」和服務理念相結合，給予圖資系學生一個為社

會服務的機會。921 大地震是全台的大災難，於是我們投入了重建的行列，

就形成了我們這個服務隊最原始的雛形，持續發展至今便成為常態性服務

隊。 

在圖書館服務隊的成立之初，其主要目的是在於幫助 921 大地震後， 

有許多偏遠地區的鄉鎮圖書館因地震而倒塌，喪失圖書館之基本功能。因此

我們以協助這些地區的圖書館能重新恢復其功能為主要目標。 

一開始，圖書館服務隊的服務內容主要是以館內的清潔整理、館藏的設

計與規劃、館內新舊圖書與期刊之分類編目(建檔)、書本及期刊之加工與上

架、館藏之整架與清點、書目檔之更新與維護、目錄維護為主。漸漸地，我

們服務的對象不只限於鄉鎮圖書館，偏遠地區或沒有完備圖書館設備的中小

學校也成了我們的服務對象，所以，我們的服務內容不只限於編目、館設……

等，加入了與當地學生有互動的一些活動，例如：讀書會、種子隊，期許除

了能讓他們的圖書館有完善的規劃外，也能培養學生們的課外閱讀風氣，以

及讓學生們能延續維護圖書館的基本功能。 

 

出隊前：    

1.探路與當地學校聯繫：10 月底時先由大二兩名幹部（小隊長及資管）至

當地探路，認識學校周遭環境、評估圖書室的館藏以及校方希望我們協助

的目標為何，之後由小隊長負責與校方聯繫後續的工作。 

2.小隊會議：小隊長向小隊員說明探路報告，瞭解出隊的主要工作及注意事 

項，以及說明成立「讀書會」和「種子隊」的目標─讓學校圖書室(館)

能永續利用，即使我們不在當地，師生仍會利用及整理圖書室(館)的資源。 

3.參與人員：系上的毛慶禎老師和曾元顯老師、南投文化局的陳楝學長、新

竹文化局的郭玉旋課長和張月英學姊、港源國小的全體師生、以及系上學

生 12 人。 

 

出隊期間： 

1.訂定流程：根據教育訓練所教的內容，再配合當地館藏及每天實際工作情 

況而定。 



 

2.工作時間：8:00~18:30 

3.工作方式：基本上是由大二帶領大一來做，分為兩大組「編目組」與「書 

標組」前者編書為主，後者則是將編好的書貼上書標、保護膜。兩組會定

時交換，方可學到不同的東西。 

4.檢討會：檢討當天工作進度及優缺點，訂定隔天工作流程 

5.教育訓練：由大二及資管指導當地老師圖書分類的基本原則以及編目系統

的操作方式，讓校方瞭解我們如何整理和規劃館藏。 

二二二二、、、、計畫實行成效評估計畫實行成效評估計畫實行成效評估計畫實行成效評估：：：：    

原先當地的國小已有編目系統，也做了部分的館藏登錄，但仍有一些疏

失，如分類號錯誤、沒有按類排序等。因此我們的工作是將待編的書籍完成

（編目、貼條碼與書標），糾正編錯的書籍；其次為館舍規劃，將編好的圖

書分類上架後，製作各大類的三角立架及分類法的海報供師生參考利用，讓

他們無論是在找書或是整理館藏都更為便利。此次服務隊共完成編目 4403

本書，加上圖書館的特殊館藏，並且將圖書館做館舍的規劃及美化。 

1.學生學習目標： 

透過帶領學生參與讀書會及種子隊的活動，讓學生慢慢地喜歡上閱

讀，進而因興趣來到圖書館找書，讓讀書不再只是單純的讀書，圖書館也

從輔助教學，進而轉變為教育的角色。而且，透過種子隊的活動，讓他們

學習利用圖書館，讓他們對於圖書館有更進一步的認識、更愛使用圖書館。 

2.透過下列方式協助計畫進行： 

(1)讀書會：活動前已從學校方面得到我們服務的對象為小五的學生，因

此我們開始尋找適合這個年齡層閱讀的書籍，接著開始設計

教案，訂流程，準備所需教材。活動中，則依學童的反應增

減內容。共 7 人參與讀書會活動，藉由此次活動引導學生熱

烈討論問題及分享經驗，培養學生閱讀的風氣。 

(2)種子隊：其實在小學中，多少都有固定的時間讓學童使用圖書館，因

此我們將重點放在「圖書分類」，藉由分類法口訣，讓學童有

基本概念。按照活動前所訂的大綱來訂定流程，準備海報。

共 7 人參與種子隊活動，學生們習得圖書館方面的基本概

念，使學生能有效地利用圖書館，並且將圖書館的維護工作

永續經營下去。 

3.讀書會、種子隊的詳細活動流程、檢討評估請參考（附件一、二）。 

三三三三、、、、反思過程評估反思過程評估反思過程評估反思過程評估：：：：    

                    由於這次是我們第一次在出服務隊時，與當地學生有進一步的互動，因

此仍有相當大的進步空間。 

 

主要尚須改善的地方有： 

1.行前準備不夠周全：未與校方聯繫好，到現場的學生與報名表不符，到校



 

時間比我們預期的早太多，導致活動流程相當緊湊。 

 2.對小朋友瞭解不夠：學生在活動中經常活潑過了頭，而我們不太懂得如何

將他們的注意力轉回我們這邊，浪費許多時間在管理

秩序上。 

3.實際操作項目不足：雖然主要的目標有達到即讓學生對圖書分類法有基本

認識，好讓他們對圖書館有進一步了解。但未讓他們

實際在當地圖書室內演練一次，較為不足的地方。 

 

改善方法： 

1.活動前一天要再與校方聯絡一次，通知他們時間等事項，並做最後的確認。 

2.若本身對帶學生沒有充足的經驗，在行前可向有相關性質的社團請教帶學

生的經驗。而隊員彼此之間也要培養默契，當他們有突發狀況時該如何應

對。 

3.最好的時機是我們已將圖書室規劃完畢，再帶學生進來參觀、練習，但如

果又碰到相同的情形呢？我們的工作尚未完畢，而活動又不得延後。除了

像本次一樣從圖書室搬書過來之外，也可善用其本身的班級圖書來演練分

類規則。 

 

志工的收穫： 

由於在我們未來的工作中，勢必面對各類型的讀者，這次的種子隊和服

務隊跟小朋友相處過程，剛好可作為一次實習經驗─「帶領兒童讀者進行圖

書館利用教育」。而剛好我們所服務的學校地處偏遠山區，當地學生的休閒

娛樂也都集中在學校，圖書室算是他們獲得知識的主要來源之一，希望在我

們整理規劃過後，當地師生能更加善用圖書室的資源。 

 

    

    

    

    

    

    

    



 

    

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讀書會讀書會讀書會讀書會－－－－10:00~11:5510:00~11:5510:00~11:5510:00~11:55    

一一一一、、、、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    

1.題材：甜粿飄香的時節─新年，取自《習俗的故事》李倩萍著／聯經。 

2.目的：介紹閩式過年習俗，引導小朋友分享過年經驗，及分辨客式及閩式習

俗的不同。 

3.參加成員： 

主持人－林郁嬊、邱姿雅 

小組長－莊雅帆、莊易儒 

小朋友－五年甲班學生 7 名（羅守琨、張志賓、徐立倫、李宗翰、羅印奇、

盧昱吟、徐嘉欣） 

4.流程： 

時間 活動內容 

10:00~10:20 

(1)小朋友進教室，抽籤分兩組，一組 3~4 人，各有一小組

長。 

(2)主持人及小組長介紹。 

(3)各小朋友介紹。 

10:20~10:45 

 

請小朋友將文章中有關過年的關鍵字或詞挑出，藉機讓小

朋友閱讀文章。 

10:45~11:00 主持人提問及解釋特別字的意思。 

11:00~11:20 由小組長帶領各組分別討論問題，主持人隨意到各組討論。 

11:20~11:40 

 

小朋友分享經驗及年節食物，依組別把食物寫在黑板，挑

出同樣字。 

11:40~11:55 兩人為單位，分成 5 組，玩年菜蹲。 

11:55 上午活動結束，準備吃午餐。 

5.討論問題： 

(1)平常和過年吃的食物有何不同？ 

(2)文章中和自己的實際經驗有何異同處？ 

(3)客家和閩南習俗的不同處？ 

(4)年夜飯吃什麼？有何特殊意義？ 

    

二二二二、、、、檢討檢討檢討檢討    

1.困難： 

(1)小朋友太好動，難以定心，花太多時間管秩序 

(2)有小朋友不滿抽籤分組結果，導致某組討論不融洽 

(3)小朋友之間有排擠情況 

2.缺點： 

(1)沒有前一天打電話確定名單，導致當天參與小朋友與名單不符，臨時趕

做名牌及證書。 



 

(2)小朋友沒有事先知道是來參加讀書會及種籽隊，主持人需介紹活動的內

容及時間，導致有些小朋友有怨言。 

(3)主持人準備不足，默契不夠，使流程臨時更動時不夠流暢。 

(4)不了解小朋友作息，活動時間訂得太晚，使小朋友提早到後去打球，而

活動開始時無法靜心參與。 

(5)中途沒有休息時間，導致有些小朋友坐不住。 

(6)小組長有時遷就某些小朋友，而無法確實帶領其小組。 

3.優點： 

(1)引導小朋友熱烈討論問題及分享經驗。 

(2)主持人喊「恭禧發財」請小朋友接「紅包拿來」的口號奏效，使主持人

方便把小朋友的注意力轉回主持人身上。 

(3)教材中特地把難字標出注音，方便小朋友閱讀。 

 

三三三三、、、、心得心得心得心得    

     這是首次舉辦兒童讀書會，因為沒經驗，只能看看書設計活動及依照以

往修過兒童文學的經驗來選擇題材。所幸有其他組員的協助，使得活動順利

成形。雖然平時喜歡逗弄小朋友，但在活動開始前仍然對於未知的五年甲班

感到緊張。當小朋友們到場時，看到活潑好動的他們，有種傻眼的感覺，心

想待會兒一定要花很大的力氣來管秩序。雖然有時常跑來跑去或任性的小朋

友，讓不常和小朋友相處的我們頭痛，但全體都會專心的聽講、討論及分享，

對我們來說是最欣慰的地方。和小朋友相處中，發現有不少人的襪子破了好

幾個洞，或者家境不是很好，但小朋友們個個活潑開朗，給我們很大的震憾。

另外，志賓因為晚到，所以沒有名牌，開始時只能臨時寫個名牌給他，直到

下午為他做出新名牌時，看到他喜悅的神情，才知道「和別人不一樣」對小

朋友們的心理影響有多大。最後的頒獎，看到許多小朋友拿到獎狀及糖果時

笑開懷，讓我們感受到他們的單純。然而活動結束後，小朋友們衝出教室打

球，竟有些失落，也許他們因為是山的孩子，所以更適合戶外吧。這次活動，

面對一些小朋友雖然好幾次讓我們覺得灰心，但經相處過後發現了他們的可

愛。名義上我們是來教導小朋友們，但對我們而言，從他們身上學到的，比

他們從我們身上學得還多。 

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種子隊種子隊種子隊種子隊－－－－13:30~15:3013:30~15:3013:30~15:3013:30~15:30    

一一一一、、、、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    

1.主題：介紹分類法口訣和索書號。 

2.目的：藉由分類法口訣讓小朋友對書籍分類有基本概念，學會如何利用索書

號來找書。 

3.參加成員： 

主持人－吳秋蓉、張詩浩 

小組長－莊雅帆、莊易儒 



 

小朋友－五年甲班學生 7 名（羅守琨、張志賓、徐立倫、李宗翰、羅印奇、

盧昱吟、徐嘉欣） 

4.流程： 

時間 活動內容 

13:30~13:40 
主持人自我介紹，和小朋友互相認識。 

    

13:40~14:10 

<分類法口訣教學>主持人先帶小朋友念一次，之後讓他們

抽籤發問，有發言者以糖果鼓勵他們。接著用抽背的方式，

看看他們吸收多少。 

14:10~15:10 

    

(1)找書大作戰：將書籍(各類皆有 4 本)混合在一起，讓小

朋友分組對抗，找出主持人要的類別，模擬在圖書館找書

的感覺。 

(2)介紹索書號：原本只是要介紹索書號的功能、位置，沒

想到小朋友對作者號、冊次號、登錄號也很好奇，主持人

也就一併介紹。 

15:10~15:20 
結業式:請當地的老師來頒發證書、獎品以及小朋友本身的

作者號作為紀念。 

 

二二二二、、、、檢討檢討檢討檢討    

1.困難： 

(1)小朋友太好動，難以定心，花太多時間管秩序。 

(2)有小朋友不滿抽籤分組結果，導致某組討論不融洽。 

(3)小朋友之間有排擠情況。 

2.缺點： 

(1)獎品沒有事先準備好，活動中臨時要求，造成小朋友不滿意獎品(如：有

裁過的貼紙，他們不喜歡) 。 

(2)趕印臨時增加的證書，導致時間延長 10 分鐘，小朋友吵著要下課。 

3.優點： 

(1)主持人的默契很好，較能帶動小朋友，也懂得適時利用一些方法集中他

們的注意力。 

    (2)小朋友對於圖書分類法確實有了基本概念，也很有興趣。 

三三三三、、、、心得心得心得心得    

由於五甲的小朋友即是港源未來的圖書小義工，將協助整理館藏，因此

活動地點應在[圖書室]會更為恰當，但為配合學校老師的時間，提早到星期

五，然我們的工作尚未完成，無法開放讓小朋友實際演練，是比較可惜的事

情。  



 

輔仁大學辦理教育優先區中小學寒假營隊活動照片翦影 
活動名稱：港源國小服務隊製作之海報                     日期： 94 年 1 月 24~30 日  

承辦社團：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系學會第十一屆圖書館服務隊                     

合作學校：南投縣港源國民小學                        服務地點：港源國小 

 

 

 

 

 

 

 

 

 

 

 

 

 

 

 

 

 
活動名稱：圖書館服務隊員與南投港源國小校方之合照       日期： 94 年 1 月 24~30 日  

承辦社團：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系學會第十一屆圖書館服務隊                                   

合作學校：南投縣港源國民小學                        服務地點：港源國小 
 

 

 

 

 

 

 

 

 

 

 

 

 

 

 

 

 
 



 

輔仁大學辦理教育優先區中小學寒假營隊活動照片翦影 
活動名稱：讀書會、種子隊活動過程                     日期： 94 年 1 月 24~30 日  

承辦社團：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系學會第十一屆圖書館服務隊                                   

合作學校：南投縣港源國民小學                        服務地點：港源國小 

 

 

 

 

 

 

 

 

 

 

 

 

 

 

 

 

 

 
活動名稱：讀書會、種子隊活動過程                     日期： 94 年 1 月 24~30 日  

承辦社團：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系學會第十一屆圖書館服務隊                                   

合作學校：南投縣港源國民小學                        服務地點：港源國小 

 

 

 

 

 

 

 

 

 

 

 

 

 

 

 

 
  



 

輔仁大學辦理教育優先區中小學寒假營隊活動照片翦影 
活動名稱：港源國小負責人之教育訓練                   日期： 94 年 1 月 24~30 日  

承辦社團：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系學會第十一屆圖書館服務隊                                   

合作學校：南投縣港源國民小學                        服務地點：港源國小 

 

 

 

 

 

 

 

 

 

 

 

 

 

 

 

 

 
活動名稱：完成編目及規劃的景象                         日期： 94 年 1 月 24~30 日  

承辦社團：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系學會第十一屆圖書館服務隊                                   

合作學校：南投縣港源國民小學                        服務地點：港源國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