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仁大學圖書館服務隊 

輔仁大學圖書館服務隊 二ＯＯ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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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屆圖書館服務隊企劃書第十二屆圖書館服務隊企劃書第十二屆圖書館服務隊企劃書第十二屆圖書館服務隊企劃書    

 

一、活動名稱：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會第十二屆圖書館服務隊 

 

二、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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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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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我們是那顆種子，讓大家可以加入志工

的行列，使服務隊不再有存在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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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目的： 

(一) 協助圖書館提昇基本功能，以提供使用者更多的服務。 

(二) 縮小偏遠地區與都市取得資訊之差異。 

(三) 促進學校以及地區資源的相互結合。 

(四) 協助國中小之教師、學生更加認識圖書館及使用方式。 

(五) 舉辦讀書會及其他活動，使圖書館功能發揮到最大。 

(六) 培養隊員服務精神及體驗圖書館實務。 

 

五、活動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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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此次活動的對象皆為圖資系學生，所以本活動最大的特色即將我們本身

擁有的專業知識和服務理念相結合，在活動期間將平常所學實際運用，幫助許多

偏僻地區資源不足的圖書館，能得到健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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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活動預期成效： 

第十二屆圖書館服務隊此次將至 

南投縣信義鄉豐丘國小、台南市安南區海東國小 

以上學校出隊協助，因此我們期望在這次服務過程裡，所有隊員能夠做到，圖書

館之書目資料能完整建檔，書目資料自動化，，讓圖書館使用率提高，發揮其最

大價值。 

 

七、服務時間： 

民國 94 年 06 月 21 日至民國 94 年 06月 27日，共計七天。  

 

八、指導單位：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輔仁大學課外活動組、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九、承辦單位：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會。 

 

十、協辦單位： 

南投縣文化局。 

 

十一、指導老師：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曾元顯教授、毛慶禎副教授。 

 

十二、服務內容： 

依各館情形而異，大致可分為下列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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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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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流通計畫 

配合當地國小的”班級書庫”設計一套循環系統，讓校園內更多師生能

親近館藏資源。 



輔仁大學圖書館服務隊 

輔仁大學圖書館服務隊 二ＯＯ五／三 

十三、服務方式： 

(一)採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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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服務對象、預計受服務人數： 

  各所屬圖書館學校之師生、及各單位所轄當地民眾， 

南投縣－ 豐丘國小   63人 

台南市－ 海東國小   2361人 

 

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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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人。 

 

十六、營隊組織表： 

 

 

十七、職權分配： 

 

服務隊隊長 郭元興 

經歷 輔大圖資系二年級學生 曾參加過三次服務 

職責 對外代表本服務隊，負責籌備期間之接洽事宜及接待外賓。 

為本服務隊之決策最後決定者。 

督導本服務隊整體運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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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勘查並評估活動場地及資源。 

控制本服務隊之收入及支出，並核發管理經費。 

指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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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總企劃書，擬定各籌備會議召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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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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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招開說明會。 

召開總檢討會。 

顧問 何佳真   

資格 前屆服務隊長。 

職責 協助隊務之進展並提供諮詢服務。 

協助行前探勘等若干相關事宜。 

負責隊員之心理調適。 

執行長 洪承理 

資格 輔大圖資系二年級學生 曾參加過三次服務 

職責 協助隊長籌備招募說明會，負責召開籌備會議、行前會議。 

隊長因故無法行使其職權時，暫代行其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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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勘查並評估活動場地及資源。 

協助隊長擬定總企劃書。 

輔助隊員並協助其解決問題。 

行政各組 

文書組組長 紀宜均 

組長一名 

組員數名 

職責 負責各項會議記錄及資料建檔（電子檔、紙本）。 

製作隊員通訊錄、各類海報。 

負責寄送感謝函予相關單位。 

負責製作服務隊之成果展。 

總務組組長 張鳴燕 

組長一名 

組員數名 

職責 協助編列服務隊經費。 

經費收支之管理及紀錄。 

活動相關費用之收取。 

建立財務報表（電子檔、紙本）。 

辦理隊員保險事宜。 

列席預、決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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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管組組長 執行長兼任 洪承理  

組長一名 

組員數名 

職責 負責隊員之食、衣、住、行事宜。 

負責醫療保險事宜及醫藥箱保管。 

各館營本部之規劃、管理及清潔工作之分配。 

製作隊員行前通知單及家長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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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組組長 陳俊翰  

組長一名   

組員數名 

職責 負責當地編目系統之管理，及系統之教學。 

負責圖書編目流程規則教學手冊編撰。 

服務後交接手冊編撰。 

公關組組長 蔡婉婷 

組長一名 

組員數名 

職責 協助向外推廣本服務隊宗旨。 

負責尋求服務隊經費贊助對象。 

負責與贊助對象進行聯絡、寄送相關資料等事宜。 

協助隊長、執行長接待外賓。 

負責活動照片拍攝及沖洗。 

各執行分隊隊長 

各分隊隊長一名   共六名 

職責 就各分隊實際狀況執行督導、規劃工作。 

負責接待各館外賓事宜。 

對各館活動及人員進行督導、協調、控制及驗收。 

服務時執行當日檢討及隔日沙盤推演。 

輔助各館隊員並協助其解決問題。 

 

十八、工作進度： 

第一次探路 

時間：民國 93年 04月 5、6日 星期二、三   

地點：南投縣、台南市、高雄縣        

內容 1. 提出合作計畫。 

2. 初步蒐集了解當地資源。 

3. 確定相關資源資訊。 

4. 預計工作進度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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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會 

時間：民國 93年 04月 07日 星期四  中午 12：30 

地點：輔仁大學文開樓 205教室 ( LE205 )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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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前會 

時間：民國 94年 06月 20日 星期一 

地點：輔仁大學文開樓 501教室 ( LE501 ) 

內容 1. 行前通知。 

2. 提醒注意事項。 

總檢討會 

時間：民國 94年 06月 27日 星期一   

地點：台南火車站、南投市客運總站 

內容 1. 檢討活動成果。 

2. 討論總企劃書。 

3. 選舉下屆隊長。 

成立成果展小組 

時間：93學年度第二學期 開學第一週 

內容 製作紙本及數位成果展，供往後服務隊參考，並將資料放入圖書

館服務隊網站中。 

 

十九、活動流程預計表： 

日期 94.6.21(二) 

時間 
活動內容 

6:30~10:30                  台北~目的地(含轉車)  

10:30~11:20 到達國小，隊員放置行李，接洽當地人員 

11:20~12:30 勘查圖書館現況，準備各項工作事宜  

13:00~18:30 將與地方文化相關的書籍下架 

18:30 討論今日工作狀況以及規劃明日工作進度 

 

日期 94.6.22(三) 

時間 
活動內容 

08:00~09:00 討論今日工作流程及編目事宜 

09:00~12:30 按類整理與地方文化相關的書籍 

13:00~18:30 貼條碼，歸類，並決定先編目的書籍 

18:30 討論今日工作狀況以及規劃明日工作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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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94.6.23(四) 

時間 
活動內容 

08:00~09:00 討論今日工作流程及編目事宜 

09:30~12:30 開始編目，做書目建檔 

13:00~18:30 編目，做書目建檔 

18:30 討論今日工作狀況以及規劃明日工作進度 

 

日期 94.6.24(五) 

時間 
活動內容 

08:00~09:00 討論今日活動計畫 

09:00~12:30 開始編目，做書目建檔 

13:30~18:30 編目，做書目建檔，館內設計 

18:30 討論今日活動以及規劃明日工作進度 

 

日期 94.6.25(六) 

時間 
活動內容 

08:00~09:00 討論今日工作流程 

09:00~11:30 編目，做書目建檔，準備打掃圖書室 

11:30~12:30 打掃圖書室 

13:30~18:30 寫書標、貼書標 

18:30 討論今日工作狀況以及規劃明日工作進度 

 

日期 94.6.26(日) 

時間 
活動內容 

08:15~09:00 討論今日工作流程 

09:00~12:30 寫書標、貼書標 

12:30~18:30 排架、上架、館內規劃 

18:30~21:00 最後的確認以及整理 

21:00 討論今日工作狀況 

 

第十屆 南投縣西嶺國小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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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94.6.27(日) 

時間 
活動內容 

08:00~11:00 交代當地負責人後續工作事項 

11:00~12:00 打掃住處、整理、打包、準備上車 

13:00 準備開總檢討會 

13:00~15:00 開總檢討會、決定下屆隊長 

15:00~20:00 隊員陸續安全回家 

 

二十、經費預算表： 

 

支 出 項 目 名 稱 
人數

(次數) 

數 量 

(天數) 
單 價 

預 算  

金 額 
說     明 

指導 

老師 
1人 7天 $300 

人員 

每日 

餐費 學生 25人 7天 $150 

$28,350  
餐飲費 

探路餐費 7 1 天 $100 $700  

車資 25人 去回 
12人南投$800 

13人台南$1400 
$26,400  

交通費 

探路車資 7人 去回 4人南投$800 

3人台南$1500 
$7,400  

行政費    $5,000 

卡片、海報、

攝影、影印費

等、電話卡…. 

保險費 25人 
一次 

七日 
$200 $5,000  

探路保險費 7人 一次 $50 $350  

醫療保

險費 

醫療費   $500 $1,000 以二隊計算 

雜費    $2,000 

垃圾袋,衛生

紙,洗衣精,清

潔費等各項

總計    $76,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