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仁大學輔仁大學輔仁大學輔仁大學 

                     圖書資訊學系系學會圖書資訊學系系學會圖書資訊學系系學會圖書資訊學系系學會 

                    第十第十第十第十六六六六屆圖書館服務隊屆圖書館服務隊屆圖書館服務隊屆圖書館服務隊 

                        企劃書企劃書企劃書企劃書  

1、、、、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第 16 屆圖書館服務隊-南投縣郡坑國小 

 

2、、、、緣起緣起緣起緣起：：：： 

    當初的創隊人陳致榮學長以他在校學習社團的服務經驗，將此發揮在圖書館服務隊，結合我

們的專業與服務，創立了圖書資訊系最優良的傳統，除了給予系上學生應用專業知識的機會，更

發揮了服務社會的精神，不但可以從中學習成長，也讓圖書資源能有更完善的利用，而且當時台

灣剛好面臨 921，許多受災的學校需要如此的資源，因此服務隊的存在性更是顯然。然而至今我

們依然保持這樣的優良傳統，不再只為了 921，進而擴大所有學校，使圖書資源資訊化，更能促

進學習，增加資源利用，並且更近一步達到教育以及資源完善的目的，而服務隊目前正朝著這個

目標邁進。 

 

3、、、、活動宗旨活動宗旨活動宗旨活動宗旨：：：： 

     協助學校組織不完善的圖書館使能有效利用並且資訊化，提升圖書館的使用品質以及便利

性，並且訓練隊員的專業知識以及提升服務經驗；讓使用者能夠完善的利用圖書館的資源以及服

務，也能讓本系的學生能夠學以致用且更了解圖書館的運作。 

 

4、、、、活動目的活動目的活動目的活動目的：：：： 

一、協助圖書館組織完善，使資源以及圖書有規劃。 

二、使圖書館資訊化，讓資源利用更為完善便利快速。 

三、提供完善的圖書館服務，讓圖書館的使用者做有效的利用。                            

四、減少資訊不足地區與都市取得資訊之差異。                                         

五、促進學校以及地區資源的相互結合。 

六、讓學生與教師們能夠正確使用圖書館，並且維持功能運作。 

七、舉辦種子隊及其他活動，讓該校學生及教師們把其技術傳承下去，並且了解其如何運作。 

八、培養參加隊員的圖書館經驗以及服務態度和經驗。 

九、藉以增加服務隊的需求性，擴大服務範圍以及服務多元化。 

 

5、、、、活動特色活動特色活動特色活動特色：：：： 

    除了幫助 921 大地震之後受災的國中小學，建立完善的資源，此外促進其他資訊不易取得



以及設備不完善的學校所有圖書館自動化、資訊化，運用本系所學習的專業知識，使一廢棄或是

久而不用的圖書館能活起來，得到更完善的利用，這樣不僅藉此促進圖書館與讀者的運作，也達

到教育的目的。此外也可促進地區與學校的交流，使館藏更能有效的被利用，使知識傳播更為迅

速，此外增加圖書館的品質，將圖書館作適當的規劃，擁有良好的動線，以及優質的服務內容。 

 

6、、、、活動預期成效活動預期成效活動預期成效活動預期成效：：：： 

    第十六屆圖書館服務隊到郡坑國小出隊，在有限的時間以內，我們希望達到我們所期望的目

標，將我們最大的努力，使當地的圖書館能夠健全化，能夠將大部分的書目資料建檔，館藏資料

資訊化，所有的館藏都能有效利用，並且能夠教學當地教師以及學生，正確的使用圖書館資源，

以及將來新書的書目資料建檔，使圖書使用效率提高，增強知識的傳播，強化圖書館的功能。 

 

7、、、、指導單位指導單位指導單位指導單位：：：： 

教育部、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8、、、、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 

天主教輔仁大學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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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 

中華民國 96 年 06 月 18 日至 24 日，共計七天。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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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慶禎副教授 

 

12、、、、服務內容服務內容服務內容服務內容：：：： 

依各館情形而異，大致可分為下列幾點： 

一、全館之整理： 

1.館內的圖書下架。 

2.淘汰過舊書本，整理多餘複本。 

3.建立圖書館館藏流動系統。 

4.將圖書分類，期刊分類，其餘館藏分類。 

5.書本及期刊的資料建檔。 

6.書目檔之更新、修正與維護。 

7.目錄維護。 

8.館藏上架以及清點。 

9.建立良好動線規劃。 



10.清潔館內，標明分類。 

二、教育訓練：                                                        

    訓練該校學生教師，能夠自行做簡單編目，新增圖書之技能，能夠使學生教師更了解圖書館

的運作，並且了解學會初步編目技能，能夠自行組織圖書館館藏以及動線規劃，使圖書館除了是

知識所在地，也是傳撥知識與教育的中心。 

三、種子隊： 

    在服務完的最後一天，種子隊會把最基本的編目、館藏的運作以及線上操作的技術傳授給當

地的學生和老師或是技術人員，我們也不用定期往返，也能讓圖書館繼續運作。 

13、、、、服務方式服務方式服務方式服務方式： 

一、各小隊在各館同時進行圖書館服務。 

二、活動期間借住在活動地點所安排的住宿場所。 

三、固定工作時間，以書目資料建檔為主。 

 

14、、、、服務對象服務對象服務對象服務對象、、、、預計受服務人數預計受服務人數預計受服務人數預計受服務人數：：：： 

國小師生，約 124 人。(教師 17 人，學生 107 人) 

 

15、、、、參加對象參加對象參加對象參加對象、、、、參加人數參加人數參加人數參加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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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預計 15 人。 

 

16、、、、工作職掌暨工作人員分配工作職掌暨工作人員分配工作職掌暨工作人員分配工作職掌暨工作人員分配：：：： 

 

服務隊隊長服務隊隊長服務隊隊長服務隊隊長-許瑞許瑞許瑞許瑞庭庭庭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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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問顧問顧問顧問-洪承理洪承理洪承理洪承理、、、、張琇婷張琇婷張琇婷張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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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召總召總召總召-陳禮澤陳禮澤陳禮澤陳禮澤 

職責 

1.協助隊長籌備招募說明會，負責召開籌備會議、行前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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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提醒各幹部及大隊長會議相關事宜。 

 

行政各組行政各組行政各組行政各組 

文書組組長文書組組長文書組組長文書組組長 黃子芸黃子芸黃子芸黃子芸 彭筱喬彭筱喬彭筱喬彭筱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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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務組組長總務組組長總務組組長總務組組長 李心榆李心榆李心榆李心榆 向郁芬向郁芬向郁芬向郁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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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管組組長生管組組長生管組組長生管組組長 鄭宗達鄭宗達鄭宗達鄭宗達 李宜珊李宜珊李宜珊李宜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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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管組組長資管組組長資管組組長資管組組長 陳怡靜陳怡靜陳怡靜陳怡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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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關組組長公關組組長公關組組長公關組組長 林書安林書安林書安林書安 王婷婷王婷婷王婷婷王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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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執行小隊隊長各執行小隊隊長各執行小隊隊長各執行小隊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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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7777、、、、營隊組織表營隊組織表營隊組織表營隊組織表：：：： 

 

18、、、、歷屆出隊地點歷屆出隊地點歷屆出隊地點歷屆出隊地點：：：：(截至第十截至第十截至第十截至第十五五五五屆屆屆屆) 

第一屆第一屆第一屆第一屆 

南投縣埔里鎮立圖書館  

南投縣名間鄉立圖書館  

南投縣鹿谷鄉立圖書館 

指導老師 

顧問 

公
關
組 

文
書
組 

資
管
組 

各
隊
隊
長 

總
務
組 

生
管
組 

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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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第二屆第二屆第二屆 

台中縣霧峰鄉立圖書館 

 

第三屆第三屆第三屆第三屆 

新竹縣五峰鄉立圖書館 

新竹縣峨眉鄉立圖書館 

新竹縣關西鎮石光國中圖書館 

 

第四屆第四屆第四屆第四屆 

新竹縣五峰鄉立圖書館  

新竹縣峨嵋鄉立圖書館  

新竹縣尖石鄉立圖書館  

新竹縣關西鎮南和國民小學  

南投縣仁愛鄉武界部落  

南投縣仁愛鄉新望洋部落  

南投縣仁愛鄉發祥國民小學 

 

第五屆第五屆第五屆第五屆 

新竹縣立文化中心  

新竹縣教育網路中心 

新竹縣竹北鎮新港國民小學  

新竹縣尖石鄉立圖書館 

南投縣埔里鎮埔里國民小學  

南投縣中寮鄉和興村（電腦教學） 

花蓮縣卓溪鄉（電腦教學） 

 

第六屆第六屆第六屆第六屆 

南投縣草屯鎮山腳社區圖書館 

南投縣南投市立圖書館 

新竹縣立文化中心 

 

第七屆第七屆第七屆第七屆 

南投縣魚池鄉東光國民小學 

南投縣埔里鎮中台禪寺普天精舍圖書館 

南投縣南投市立圖書館 

新竹縣五峰鄉桃山國民小學 

新竹縣北埔鄉大坪國民小學 



 

第八屆第八屆第八屆第八屆 

因 SARS取消 

 

第九屆第九屆第九屆第九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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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屆第十屆第十屆第十屆 

新竹縣竹東鎮竹中國民小學 

新竹縣竹北市豐田國民小學 

南投縣南投市鳳鳴國民中學 

南投縣南投市西嶺國民小學 

 

第十一屆第十一屆第十一屆第十一屆 

新竹縣湖口鄉和興國民小學 

新竹縣新埔鎮照門國民中學 

南投縣信義鄉信義國民中學 

南投縣中寮鄉港源國民小學 

南投縣國姓鄉爽文國民小學 

南投縣埔里鎮普台中小學 

 

第十二屆第十二屆第十二屆第十二屆 

南投縣信義鄉豐丘國民小學 

台南市安平區海東國民小學 

 

第十三屆第十三屆第十三屆第十三屆 

南投縣普臺國民小學 

 

第十四屆第十四屆第十四屆第十四屆 

臺北縣瑞芳鎮鼻頭國民小學 

南投縣鳯凰國民小學 

南投縣南港國民小學 

南投縣草弓國民小學 

臺中縣梨山國民小學 



 

第十五屆第十五屆第十五屆第十五屆 

新竹縣新星國民小學 

花蓮縣瑞穗鄉聖覺學苑 

南投縣鹿谷鄉鳳凰國民小學 

南投縣國姓鄉南港國民小學 

南投縣鹿谷鄉鹿谷國民中學 

 

歷屆以來總計出過 55 個地點（截至第十五屆為止） 

 

新竹地區新竹地區新竹地區新竹地區 

學校圖書館 12 館   

公共圖書館 9 館 

南投地區南投地區南投地區南投地區 

學校圖書館 16 館   

公共圖書館 8 館 

部落圖書館 2 館 

電腦教學隊 2 隊 

台中地區台中地區台中地區台中地區 

學校圖書館 1 館 

公共圖書館 1 館 

花蓮地區花蓮地區花蓮地區花蓮地區 

學校圖書館 1 館 

電腦教學隊 1 隊 

台北地區台北地區台北地區台北地區 

學校圖書館 2 館 

 

歷屆統計資料歷屆統計資料歷屆統計資料歷屆統計資料（截至第十五屆為止） 

累積編書數量:十五萬五千餘冊 

累計出隊人次:5,257 人次 

 

19、、、、活動流程活動流程活動流程活動流程：：：： 

 

6 月 18-24 號 

時間 
活動內容 

6/18 
到達國小，隊員放置行李，接洽當地人員，勘查圖書館現況，討論工作

流程及編目事宜，整理圖書館，將書下架完畢，規劃如何整理。 

6/19 貼條碼，歸類，並決定先編目的書籍。 



         6/20 
開始編目，做書目建檔，編目，做書目建檔，館內設計，討論今日工作

狀況以及規劃明日工作進度 

6/21 編目，做書目建檔。 

6/22 編目，做書目建檔。 

6/23 
編目，做書目建檔，打掃圖書室，排架、上架、館內規劃，最後的確認

以及整理，討論今日工作狀況。 

6/24 
交代當地負責教師後續工作事項，打掃住處、整理、打包、準備上車；

準備開總檢討會，開總檢討會、決定下屆隊長，隊員陸續安全回家。 

 

20000、、、、經費概算表經費概算表經費概算表經費概算表：：：： 

 

一、經費來源： 

科 目 名 稱 金 額 備 註 

學 校 
 
       4000  

 

自 籌 

志工團隊 
 
       7410 

 

其他單位補助 
 
        0 

 

擬申請本專案補助 
 
      20000 

 

合 計 
 
      31410 

 

二、各項費用概算 

科 目 名 稱 及 用 途 別 單 位 數 量 單 價 預 算 數 說 明 

 人員每日餐費 人 12*7 200 16,800 
 
  7天 

 交通車資 人 12 600 7200 1次(往返) 

 探路費用 人 3 650 1950 保費+車費 

 保險費 人 12 140 1,680 
 

 醫療費    500 
 

指導老師餐費 人 1*7 300 2100  

 行政費    950 
卡片、海報、攝影、
影印費、編目必需用
品 



 雜費    230 
 
 

 合計    31410 
 

                                                     

 

21212121、、、、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種子隊：以招生的方式招攬小義工，培養種子隊，訓練重點如下： 

1.書籍分類與擺放位置，以及分類方式教學 

2.書標的填寫方式，以及貼書標的方式 

3.如何利用電腦或是編目規則查詢索書號和利用四角號碼建立作者號 

4.書籍資料建檔教學 

5.圖書館美化以及動線規劃 

6.強化服務觀念，將所學繼續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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