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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動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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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當時受到 921 大地

震的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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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地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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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青樹基金會贊助大陸數十所學校的圖書館, 為便於管理, 邀請輔仁大

學圖書館服務隊, 以自由軟體管理其贊助的學校圖書館。2009 年 2 月 2 日

至 13 日, 在山西省長治市沁縣圖書館服務, 拆箱、安裝 19 部桌面電腦一部

伺服器， 

 
成立於 2000 年元月的輔仁大學圖書館服務隊, 首次到臺灣以外的地區服

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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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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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活動目的： 

(一) 提供資訊給學生、家長及社區 

(Provide information access to the students, parents and the community) 

(二) 增進學生的閱讀技能，養成閱讀習慣 



(Improve reading skills and habits of students) 

(三) 發展社區的資訊素養 

(Help develop information literacy for the community) 

四、 活動特色： 

接受美國青樹基金會邀請至山西沁縣圖書館，使用 Ubuntu 自由軟體，建

立 KAHO 系統，並與當地圖書館員及他縣學校老師、教授等做資訊交流以及

學術上的討論，大陸志願者包含北大學生以及太原理工大學學生，與我方人

員交流甚歡，行程包含參訪當地古蹟及拜訪當地學生家庭，深入了解當地的

真實生活面貌。 

五、 主要服務內容： 

(一)館舍整理 

1.整理圖書館環境 

2.規畫動線 

3.安裝設定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4.書目建檔, 及上架清點館藏 

5.設定管理參數 

(二)教育訓練 

1.公共服務 

2.技術服務 

3.電腦/網路 

六、 服務對象與人數：  

沁縣縣民 17 萬餘人 

七、 當地情況： 

1. 官網, http://www.qx.changzhi.gov.cn/ 
2. 沁县宣传新闻网, http://www.qinxian.gov.cn/  

 
無法探路時, 以官方的網路資訊為主; 並向連絡人洽詢。 



八、 參與者： 

共 52 人;  輔仁大學圖書館服務隊 12 人、青樹老師 8 人、青樹志願者 11 人、在

地人員 21 人 

 

輔仁大學圖書館服務隊 12 人：  
 

1. 毛慶禎(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副教授)男  
2. 呂明珠(玄奘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副講師)  
3. 邱淑蘋(中央警察大學講師)  
4. 黃榆媗(長庚技術學院護理學系二年級)  
5. 劉威廷(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二年級)男  
6. 郭家寧(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二年級)  
7. 黃千榕(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二年級)  
8. 黃紹軒(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三年級)男  
9. 楊竣翔(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二年級)男  
10. 李律廷(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二年級)男  
11. 謝宇昇(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二年級)男  
12. 黃瀚慧(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二年級)  

 
青樹老師 8 人:   
 

1. 張昱(青樹基金會中國代表)  
2. 潘月(青海湟中二中老師計算機老師)  
3. 孔尚花(青海省李家山中學計算機老師)男 
4. 哈一平 (甘肅省天祝一中計算機老師)男  
5. 种和興(甘肅省通渭一中計算機老師)男 
6. 何春辉 (甘肃省会宁四中计算机老师 )男 
7. 雷永宏 (陕西省丹凤中学教务主任) 男 
8. 刘金侠(江苏省淮安一中计算机老师)  

 
青樹志願者 11 人：   
 

1. 于廣雷(商务部国际贸易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生)男  
2. 贾君枝 (山西大学信息管理系教授 )  
3. 邰杨芳(山西医科大学图书馆館員)  
4. 高文静(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一年级 )  
5. 胡小菁 (华师大图书馆数字化部主任 )  



6. 周吉（华东师范大学情报系碩士班二年级 )  
7. 邱奉捷（北京大学信息管理系碩士班研究生 )  
8. 孙冰 (北京大学信息管理系碩士班研究生 )  
9. 王秀粉 (北京大学信息管理系碩士班研究生 )  
10. 王佳 (太原理工大学软件工程系四年級 )男  
11. 庄亚 (太原理工大学计算机系二年級 )男 
12. 朱德荣 (青树山西区域协调人，山西科协部长 )男  

 
在地人員 21 人: 
 

1. 劉麗莉(沁縣圖書館館長)  
2. 张怀香（沁縣圖書館館員） 
3. 李晓英（沁縣圖書館館員） 
4. 丁爱琴（沁縣圖書館館員） 
5. 刘美英（沁縣圖書館館員） 
6. 张英（沁縣圖書館館員） 
7. 王玉芬（沁縣圖書館館員） 
8. 杨灵娥（沁縣圖書館館員） 
9. 王苗 （沁縣圖書館館員）  
10. 劉耀宇 (山西省沁县实验中学计算机老师 )男  
11. 苏月莲(沁县实验中学) 
12. 卫如芳(沁县实验中学)  
13. 赵艳玲(沁县实验中学) 
14. 曹瑞(沁县实验中学)男 
15. 崔红伟(沁县实验中学)男  
16. 赵雪（武乡图书馆） 
17. 成雪平（武乡图书馆）  
18. 程维明 (山西武乡一中副校长 )男  
19. 段跃武 (山西武乡一中图书馆管理员 )    
20. 李小梅（武乡一中图书馆) 

 

 

九、  籌備狀況   

(一)招募人員 

 九月份開始招募團員 

 十月份學生陸續加入，確立山西圖書館服務隊成行 

 十一月份部分人員因私人因素退出團隊，再次緊急招募團員 



 十二月份確立人員名單，由十五名人員確立為十三名團隊 

 二月出發前一週，團員 游龍山學生因病不能前往山西，確立最後山西圖書

館服務隊總人數為十二人。 

(二)教育訓練: (教育訓練講義，見後之附件) 

 11/19(三) 12:10-12:50 志願服務的倫理(毛慶禎教授、蕭淑媛研究生) 

 12/03(三)12:10-12:50 圖書館的公共服務(毛慶禎教授、蕭淑媛研究生) 

 12/17(三)12:10-12:50 圖書館的技術標準(毛慶禎教授、蕭淑媛研究生) 

 12/24(三)12:10-12:50 Koha 介紹 KOHA 系統，使用 KOHA 編目 

 12/31(三)12:10-12:50 Koha 利用 KOHA 新增讀者、流通 

 1/16~2/1 由團員各自練習熟練 KOHA 系統 

(三)前往山西服務隊的行前會 

 1/7 行前會 

 2/1 學生團行前會議 

 

十、說明活動行程： 

本次山西圖書館服務隊為 2/2 日 2/13 日，共計 12 天 

服務對象為中國山西省長治市沁縣圖書館 

首日 2/2 於桃園中正國際機場搭乘長榮航空飛往香港，再從香港轉乘中國東方航

空直達山西省太原。 

回程 2/13 搭乘中國東方航空前往香港，轉乘長榮航空客機回國 

以下為活動詳細辦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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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0 桃園中正機場團體櫃台集合 

0815 搭上長榮航空飛往香港機場轉機太原 

1030 抵達香港機場,自行解決午餐 

1310 搭乘東方航空飛往太原,誤點至三點起飛  

1730 抵達太原機場,會面青樹基金會志工于廣雷專車前往沁縣 

因天候不佳,路面積雪,導致車程延誤,約晚間十點半才抵達沁縣賓館 

 

2/3 

0830 徒步前往沁縣圖書館開始動工 

0900 由館長劉麗莉帶領參觀圖書館內部,並了解其現況  

1000 組裝 Server 電腦,建立 ssh 並完成網路連線  

1200 返回沁縣賓館用餐 

1430 回圖書館組裝 16 台新電腦 

1500 製作網路線接頭 3 條,server 完成安裝 Ubuntu 系統 



1530 發送 E-mail 至國內國家高速網路中心，由蔡育欽學長協助安裝 koha 系統 

1830 沁縣賓館用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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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0 前往沁縣圖書館繼續製作網路接頭工作 

1100 部份人員返回賓館整理致贈貴賓的禮物 

1100 開始進行 koha 遠端安裝工作（大陸新成員：周吉） 

1200 完成整理禮物及網路接頭工作 

1230 沁縣賓館午餐 

1430 確認 Sever 端 koha 安裝完成（客戶端尚無法連結） 

1500 徒步前往參觀南涅水石刻,電腦負責人員留下安裝 Ubuntu 系統 

1830 沁縣賓館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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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0 沁縣賓館早餐  

0900 沁縣實驗中學開幕典禮（大陸新成員:太原理工大學二年級莊亞,四年級王佳）  

1030 輔仁團隊楊竣翔報告輔仁大學服務隊歷史  

1100 邱淑蘋老師演說圖書館安全議題  

1200 沁縣賓館午餐  

1430 沁縣圖書館,毛慶禎老師講解 koha 系統  

1730 沁縣賓館晚餐 

1900 圖書館組裝三台新電腦,網路線全部完成  

（陪同者：青樹基金會中國代表,張昱長治市科學技術協會朱德榮會長及其女兒）  

2030 網路連線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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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 沁縣賓館早餐 

0830 呂明珠老師介紹台灣國家圖書館網站,毛老師與北京大學師生開小組會 

1100 發送 E-mail 給學長請教有關 koha 主機與區域網路 IP 位址 

1145 購買新網路卡安裝至 Server 主機 

1200 賓沁縣館午餐 

1400 沁縣圖書館交流會 北大研究生 

1630 koha 區域網路 IP 設定完成,可連上 Server 主機 

1730 沁縣賓館晚餐 

2100 檢討會議 

 

2/7 

當地文化參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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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 koha 新增讀者教學 

1430 毛慶禎教授講解 ISBD 意義,內容,八大項及其細目 

1530 koha 編目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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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 元宵節街頭文藝展演 

1430 koha 編目教學（192 暫時故障,以 107 教學） 

1700 koha 修復完成,可以中文編目,儲存,查閱 

1930 檢討會議 

2000 元宵節煙火,戲曲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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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 編目有標籤的書籍,193 本 

1430 編目無標籤的書籍（貼索書號,登錄號）,290 本 

1630 架上書籍編目完成,共 483 本 

1700-1930 至當地學生家庭作客 

2000-2230 兩岸文化交流會（志工與沁縣實驗中學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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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 書籍上架 

1000 電腦裝箱,移交各單位 

1100 書籍上架完成 

1430 圖書館整理,館內電腦五台設置完成 

1600 與當地小朋友互動(棉花糖製作)、宣導圖書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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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 搭車前往太原 

1130 抵達太原金廣飯店 

1200 午餐.五一廣場參訪 

1500 參觀山西省立圖書館 

2200 總檢討會議 

 

2/13 

回台 

 

 



十一、 工作細節 

2/2  

17:30 抵達太原武宿國際機場, 香港機場起飛時, 即延誤兩小時; 青樹基

金會志工于廣雷及沁縣圖書館丁爱琴女士接機, 專車前往沁縣賓館, 當地

最高檔的住宿, 約相當於臺灣的救國團山莊等級。  
 
天候不佳, 路面積雪, 車速極慢, 車程延誤, 2 小時的車程, 花了三個多小

時才到達, 晚間十點半才抵達沁縣賓館, 吃了康師傅泡麵, 入睡。  
 
2/3  

沁縣圖書館為長方形三層樓建物, 每層約 14 公尺乘 7 公尺, 約 30 坪大小。

一樓為書庫及借還書區, 以及一間沒有進去的儲藏室; 二樓為閱讀區, 即

主要的工作區; 三樓是館長室及一個電腦間, 另有二間供一戶員工居住。  
 
到達沁縣圖書館時, 19 部桌面系統為 Dell Optiplex 360, 1 部伺服器為 
Dell Powerdege T100, 全部裝在紙箱內, 由我們拆箱、安裝。  
 
依沁縣圖書館館長的要求, 將桌椅佈置妥當。  
 
事先已在左手邊安裝電源線, 供四部電熱器使用。後來的發展, 幾乎沒有用

到該電熱器, 因為工作太忙了, 人又多, 沒有使用的需要。後來, 使用普通

的延長線, 再 接一部電熱器, 反而把該延長線燒掉, 驚嚇一場。  
 
沁縣圖書館電工在右方另接一條電源線, 分為三組接入, 分別供 8 部、7 部

及 4 部等三排電腦使用。  
 
既有的網路線材祗夠做兩三條線, 必須等到隔日, 取得足夠的線材及網路

接頭, 才開始正式壓線。由於準備工作不確實, 初始的失敗率頗高, 損失不

少接頭。  
 
光纖網路的接點在三樓館長室, 將樓地板鑽洞, 接線進入。到達時, 因接線

錯誤, 無法連通, 調整後, 可從二樓單機上網, 早上開始安裝伺服器, 並請

臺灣的 Thomas 遠端安裝 Ko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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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 完成所有網路線的製作, 必須先做最遠端最長的線, 再逐次做近端

較短的線。  
 
由於事先連繫不夠精準, 11 時, 才開始遠端安裝。  
 
明日在沁縣實驗中學舉辦捐贈電腦、系統等儀式, 部份隊員回賓館整理致

贈來賓的禮物; 除了本校致贈的紀念品外, 碩陽數位科技有限公司捐贈一

百份禮品。 
 
下午時分, Koha 安裝完畢, 但網路設定仍待繼做, 此時, 祗能伺服器單機

上網, 若桌面電腦上網, 則失去伺服器的固定 IP。2/6 下午, 找到方法, 維

持伺服器的固定 IP, 同時讓其他桌面電腦以 DHCP 方式上網。  
 
1500 徒步前往參觀南涅水石刻, 一千五百年前的佛像石刻, 散落一地; 若

有機緣, 當由臺灣的資源投入, 做更好的展示及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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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 在心縣實驗中學舉行。  
 
沁縣副縣長、書記、武鄉縣圖書館、武鄉一中、長治市圖書館、山西省圖

書館等單位, 均派員參加。並參與研習至傍晚散去。  
 
典禮後, 楊竣翔(二年級)報告輔仁大學服務隊歷史, 邱淑蘋老師(警察大學)
演講圖書館安全議題。  
 
下午, 在沁縣圖書館, 毛慶禎老師講解 koha 系統。長治市圖書館、山西省

圖書館等單位同仁, 交流甚多。  
 
晚餐後, 再回圖書館工作。所有電腦組裝完畢, 網路線全部接好; 至 2030, 
DHCP 及固定 IP 同時開通。  

 
2/6  

0830 呂明珠老師(玄奘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在二樓, 介紹台灣的國家圖書

館網站。  
 



毛慶禎老師與北京大學研究生、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師生、山西大學師生在

三樓開會; 青樹基金會請求四校師生共同參與學術研究, 為中國的學校圖

書館及公共圖書館奠定基礎。  
 
伺服器本身的網址, 仍未確定; 決定加裝獨立網卡, 重新設定; 至下午完

成。後來的發展, 完全不同, 從臺灣端設定 Router 後, 伺服器使用固定 
IP, 其他桌面電腦, 使用 DHCP 上網, 新增的網卡顯得多餘, 但忘了把它

設定回來。2009.2.13 的現況是, 使用新增的網卡, 沒有用到伺服器本身的

網卡。 
 
1400 沁縣圖書館交流會, 由北京大学信息管理系碩士班研究生邱奉捷、孙

冰、王秀粉, 华东师范大学情报系碩士班二年级周吉分別匯報中國的圖書

館現況。  
 
次網路設定完成, 所有電腦運作正常。 

 
2/7  

平遙一日遊(休假)。 
 
    0600 出發, 08:00 到達, 使用一票到底的通票, 散為三四群,各取所需,中                 
    午分別用餐, 1630 回程, 1900 到達賓館。 

 
    在臺灣, 50 年以上算是歷史, 100 年的東西, 就是古蹟; 在平遙, 

腳邊的泥土,   還留著千年以前的足跡。 
 

2/8 

開始講解 Koha 的操作。新增讀者，ISBD 意義、內容、八大項及其細目; 接著

原始編目。 
 
請沁縣圖書館同仁排架, 將 483 本上級發下的新書上架; 很明顯, 他們不曾做過

此事, 很熱心也很願意學習, 結果是心有餘而力不足。 
 
感想: 心太大, 腳步太快。 
 
專長不是圖書資訊學的時候, 還是專心在借書、與讀者交心, 比較合宜。當前圖

書館系統的內容, 是為了北京國家圖書館、北京大學圖書館等學術圖書館而設, 
沁縣實驗中學圖書館與沁縣圖書館之類的單位, 把衛生間搞好, 減少借書的門檻, 



以吸引讀者為第一目標, 就很不錯了。全世界的圖書館, 也是朝此方向努力。 
 

 
2/9 

早上, 元宵節街頭文藝展演(休假), 天氣放暖, 人多起來了; 封街遊行一個早上, 
在圖書館二樓觀看, 很有特權感。 
 
下午, 次網路故障, 連至 140.136.152.107, 編目教學。結束前, 修復次網路, 可

以編目及查閱。 
 
晚間, 元宵節煙火, 相隔不到 500 公尺, 很震撼。 
 
感想: 準備工作不夠充份, 屢屢在出包邊緣, 總是被學生救回來, 感謝他們。 
 
2/10 
 
將書目資料編入沁縣的伺服器內,193 本。下午, 續編 290 本, 並貼索書號, 寫登

錄號。共完成 483 本。 
 
傍晚, 輔仁大學學生與外地來的學生, 分散至沁縣實驗中學的學生家裡, 做客人, 
與他們分別用餐。2000 至沁縣實驗中學二樓的教室, 辦理聯誼會, 小美哥的嘴巴

手指及台客舞, 風靡全場。 
 
2/11 
整理書架, 電腦裝箱, 移交各單位。 

• 伺服器及 Router 移到三樓館長室,重新配線。 
• 五部桌面電腦, Switch 置於沁縣圖書館二樓,重新配線 
• 五部桌面電腦,交給沁縣實驗中學圖書館 
• 五部桌面電腦, 交給武鄉一中 
• 四部桌面電腦, 發給四個青樹學校, 測試其遠端使用 Koha 的功能 
• 一部桌面電腦, 置在上海測試  

 
下午, 在一樓的借書處, 將借來的兩個鍋子, 置於以取暖的火爐,  贈送棉花糖裹

巧克力給路過的居民, 每個笑容都很可愛及滿足。 
 
 



2/12 

0830, 類似臺汽的客運車, 到賓館接我們；不是包車, 而是班車, 回到總站, 再

接其他旅客, 等到 0900 才出發。第二天在太原往香港的飛機上, 看到當天的山

西晚报刊登新聞: 2/12 早上十点左右从沁线出发的车, 在十一点多又发生车祸。

我们搭同家公司的车, 在九点多出发 , 差一个小时就是这台车了... 

「出事客车为山西汽运集团长治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一辆从沁县开往太原的长途

客车，车号为晋 D30506。客车上午 10 时左右载着 31 人从沁县发车，11 时许

行至祁县北关路段时发生车祸。」   
 
原文连结: 大客车冲下山沟致 4 人死亡 27 人受伤 
http://wbnews.daynews.com.cn/news/706915.html  
剪報, 
http://groups.google.com/group/evergreen-koha-study/browse_thread/thread/
426402329bd52089  
 
1130 抵達太原金廣快捷酒店。1500 參訪山西省立圖書館, 李達秀副館長接待 
 
2200 總檢討會議 
 
2/13 
 
10:00 從太原武宿機場經香港, 返台北。大家平安 
 
 

十二、對方期望 

青樹基金會為在地圖書館員提出的期望: 

1. 測試報告  
2. Bug Tracking  
3. KOHA 編目後檢索問題（請保證讀者界面和館員界面的高級檢索正常工

作）  
4. KOHA 借還功能修復  
5. 華夏數據遷移到 KOHA，山西省圖編目數據導入到 KOHA  
6. 用戶和子庫權限綁定: 指的是某館員用戶只能編目某子庫。目前沁縣服務

器上有 production 子庫（如沁縣圖書館），也有測試子庫（如青樹上海

測試），需要限制某些 館員（比如張昱）只能在測試子庫裡編目，否則



production 子庫就亂了。這個對於 production 運行其實是很重要的。這

只是編目，其餘館員 feature 的權限管理也要有類似考慮。  
7. 登錄號打印成條碼: 請把條碼打印程序和 KOHA 系統在流程上連上，就

是力求有一個簡單明了的流程，當地館員可以把 KOHA 登錄號和借書證

號批量打印為條碼。  
8. KOHA 服務器數據(包含書目數據、讀者數據、流通數據等)備份功能和管

理機制  
9. KOHA3.0 安裝手冊（安裝步驟盡量如 2.2 般自動化，對使用者最簡）青

樹 KOHA 小組希望盡快裝上 KOHA 以便幫助測試 KOHA 功能。能否請

蔡先生釋出最新的安裝手冊，和青樹志願者一起把安裝過程理順。  
10. KOHA 其他功能確認：統計報告（青樹給出具體要求的統計報告）  
11. KOHA 用戶手冊（需要有對創建讀者，編目，借還，預約，逾期處理，

系統參數設置，統計報告等各項使用的說明）  
12. KOHA3.0 漢化：漢化指的主要是館員界面和讀者界面的漢化。目前在把

漢化成繁體中文作完整。然後自動繁體轉簡體，再由胡小菁老師幫忙把

一些錯譯和圖書館術語的特定繁簡對照糾正過來。  
13. 逾期處理  
14. 預約，館際互借 

 

 
力求 3 月 15 前，將前 10 項完成。 9 和 10 一定需要組織志願者人手。前 8 項

希望台灣團隊完成，其中： 
1）第 5 項，青樹志願者正在嘗試條碼打印程序，可以配合進行； 
2）第 7 項，青樹志願者配合測試安裝手冊。第一步安裝過程只要正確就行，簡

化的工作可以放到後面做。 
 
Koha Taiwan 的回應: 

1. 撰寫中  
2. 已有系統運作中, http://trac.koha-tw.org/koha/  
3. 已調整  
4. 已調整  
5. 已匯出, 對方未依照 CNMARC 規格輸出, 無法順利匯入;匯出後, 先用

MarcEdit 之類的軟體確認, 
http://oregonstate.edu/~reeset/marcedit/html/index.php  

6. 詢問中  
7. 應該可以, 需要時間測試; 完成之前, 請用離線作業  



8. 書目資料可直接備份出來, staff intreface -> 工具 -> 匯出書目和館藏記

錄  
9. 參閱 Installation & migration, 

http://wiki.koha.org/doku.php#installation_migration, 中文手冊待釋出  
10. 統計報告可直接匯出, 首頁 › 報表  
11. Koha 3.01.X Manual, 

https://sites.google.com/a/liblime.com/koha-manual/Home; Koha 
3.01.X 文件, http://sites.google.com/site/kohataiwan  

12. 已完成, 待測試, 接著回報  
13. 處理中  
14. 處理中 

 

 

十三、心得感想與總結 

沁縣圖書館 Koha 伺服器, 已指定專人逐週監看, 確定該伺服器正常運作; 
後續的維護及新增工作, 正積極尋找經費, 希望能在短期內, 納入常軌, 進入商

業運作模式, 在此之前, 已有一位志工願意遠端維護既有的功能。  

 

十四、活動剪影 

 

拿著大堆的行李終抵達中國太原機場，隨後即轉巴士前往沁縣，結束一天奔波。 



   

2/3，參訪沁縣圖書館，紙卡的目錄以及成排的書架。  

 

同學們開始組裝 Server 電腦,建立 ssh 並完成網路連線。 



 

大家盯著堆上天花板的未安裝電腦，感到是一個忙碌的下午開始。 

 

當地館員開箱確認。 



大夥把電腦搬到適當的位置安放，準備拆箱工作。 

由老師一馬當先的開始拆箱，把全新的電腦拿出來。 



    

大家分配電腦拆箱作業。 

 

連老師都很努力的進行，忙的不亦樂乎。  



  

拆箱完成的電腦開始接線，不管是同學還是當地館員，甚至連青樹基金會的人員

都投身幫忙。 

 

2/4，繼續未完的工作，每個人都專注的檢查電腦的連線。 



同學們碰上最大的難題，令人眼花撩亂的網路線接頭工作。(中國稱之為水晶頭) 

   

白澄澄白綠藍白藍綠白棕棕，一個早晨大夥都忙著練眼力搞定水晶頭。 



  

互相幫忙的同學們，最後終於完成每台電腦的網路連線，開始進行 koha 遠端安

裝工作。 

大家滿足的在已經完成網路街頭開始進行遠端建立 KAHO 的電腦前來張大合照。 



  

霧濛濛的早晨前往沁縣實驗中學參加開幕典禮。 

 

典禮上，青樹基金會由中國代表-張昱女士頒予我們及沁縣圖書館館長獎牌。 



 

看到歡迎我們的布條，全體人員開心合照一張以示留念。 

  

毛慶禎老師講解 koha 系統，同學們認真的在一旁研習講義。 



晚上大家回到圖書館趕工，確認所有電腦的網路接通，並召開檢討會。 

呂明珠老師介紹台灣國家圖書館網站後，毛老師與北京大學師生開小組會 



下午則是再沁縣圖書館的交流會，我方學生與北大研究生交流中。 

  

接下來的幾天，早上和下午都由毛慶禎教授講解課程，分別是 ISBD 意義、內容、

八大項及其細目、koha 編目教學，參予的中國教師都熱情的回應。 



  

當地的人民開心的使用我們安裝好的自由軟體，連小朋友都忍不住敲敲鍵盤。 

 

大家努力的使用 KAHO 系統編目，整齊的書堆讓人很有成就感。 



 

編目有標籤和沒標籤的書籍後，至當地學生家庭作客，晚上是兩岸文化的交流會。 

 

大家都很期待這次的交流會（志工與沁縣實驗中學學生）。 



 

在沁縣的最後一天，我們必須重新把電腦裝箱。 

 

依照青樹基金會所捐贈的地點進行清點配送。 



  

成功的用巧克力棉花糖把人潮吸引至圖書館，並置五台沁縣圖書館專用的電腦。 

 

完成所有工作，也多虧了當地館員的幫忙，全體來張大合照。 



 

我們與青樹基金會中國志願者合照於沁縣圖書館門口。 

2/12 參訪太原的公共圖書館。 



2/13 踏上歸國的旅途，大合照於太原機場。 

 

 

十五、 兩岸人士對交流主題看法 

    雙方都相當肯定這次的服務內容以及過程，對於(圖書館)自動化的幫助有著

相當大的幫助，對岸較為落後的地方對於自動化的概念並沒有如此的深，這次的

服務經過也讓我們了解到內地圖書館的現況，雙方也都說到應在那些不論是公共

圖書館、學校圖書館…等的圖書館都應該盡大家最大的努力來使圖書館發展更加

的完善，這將是我們兩岸一同要努力的地方，將圖書館能夠自動化以及讓更多的

讀者能夠使用，內地許多地方的圖書館借閱率甚至一年不到十本，我們也對於吸

引讀者這點做了努力，就在這點雙方也取得了相當大的共識，因為沒有讀者來借

閱或是使用圖書館，那圖書館的設立也就沒有用處了。 

 

 

十六、 所接觸之具影響力的大陸人士分析  

這次服務中，中國對我們有關設軟體方面幫助最大的是一位太原理工學院二

年級生-莊亞，從第三天開始接手網路設定的問題，在 UBUNTU 系統方面他比我

們熟悉且深入許多，所以系統有使用上的問題時，也提供很大的幫助。 



    雖然 KOHA 最後是透過遠端安裝設定，但是如果沒有他的幫忙，進度將會

落後許多，並且之後的維護與設定將有賴於他。 

 

    我們也把 KOHA 的安裝說明書等相關資料交給他，藉由他熟悉的 UBUNTU

平台，可以將 KOHA 更加推廣教導更多人安裝，除了 KOHA 之外，他也透過

UBUNTU 的網路社群宣傳自由軟體，這是未來很有發展性的方向。 

 

十七、 對兩岸的觀察  

這次的山西服務隊，讓我們見識到許多兩岸之間的差異。跟以往服務隊所進

行的服務有些微的不同，往常我們的圖書館服務隊，所提供的服務是編目、上架

這些可以方便讀者更容易使用圖書館的事物。但這次的山西之行，除了編目以及

上架之外，最重要的是培訓計畫，讓更多的人懂得使圖書館資訊化，教他們使用，

這樣傳出去可以有更多的人受益。 

傳播媒體部分，我們在當地住了十來天，看了許多當地的電視台，大部分也

跟台灣相似，有整天報導美國的職籃新聞，或是購物頻道將產品形容的天花亂

墜，還有各種類型的電視台。 

至於學生方面，我們到當地高三的學生家中作客，在閒聊之餘，發現他們的

上課時間真的是非常的緊湊，在台灣最晚五、六點也就下課了，但是當地的學生

往往要上課到八、九點，也沒有所謂的周休二日，一個月只有兩三天的假，讓我

們見識到對岸的進競爭力真的很可怕，所以我們也應當努力來使我們台灣在國際

上的競爭力提升。以至於與我們同行的青樹基金會志願者，他們都是大學生或是

研究生，但是在自我介紹以及演講報告時所展現出的自信以及震撼力，是我們所

需要學習的。 

 

十八、 辦理期間所遭遇的問題  

(一) 系統遠端操作發生問題，不如預期中順利。 

(二) 了解當地情形後，目標及行程都做了更改，有些部份便顯得準備不周。 

(三) 參與培訓的當地人員較為被動，問題大都由我們提出，是較為可惜之

處。 

(四) 不適應當地的飲食習慣。 

(五) 因為口音問題，與地方人員溝通有點困難。 

(六) 參與人員常造成許多突發且急需解決的問題。 

(七) 當地工作時間與我們習慣的工作時間不一樣，以致工作進度常需做調

整。 

(八) 自由軟體發生一些技術性問題，常需要時間才能解決。 

 



十九、 辦理效果評估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服務隊第一次造訪台灣以外地區，這次到大陸山西沁

縣協助建立圖書館系統，對於圖書館領域的素質有所提升，將偏遠地區的圖書館

塑造出一個有規劃的管理系統，另圖書館機制更加完善。雖說當地網路不普及於

全體大眾，但與圖書館的聯繫可藉由圖書館所擁有的網路位址，透過 E-MAIL 聯

繫以維護系統的運作，讓此次建立之行可有更完備的後續處理，不會產生因距離

而無法修復系統的問題。在活動之時，因雙方都是對圖書館有熱忱的人員，自然

討論熱烈，經過這些時日，相信可以促使圖書館領域有顯著的能力提升。若有機

會，是可以再去一次以加強系統的進步與維護，也可以另圖書館的腳步更加深入

到各個地區之中，但若是有其他地區應當優先考量，因為只專注在一個地區上，

並不能確切的推動專業領域(圖書館)的發展。 

 

 

二十、 對未來政策或活動的相關建議    

圖書館服務隊的成立是秉持著本系學生對圖書館本身的熱忱，以我們的專業

結合了服務大眾的精神，並從服務行動中學習成長。這一次輔仁大學第 19 屆圖

書館服務隊受到了美國青樹基金會的邀請，首次到了臺灣以外的地區展開服務，

是與以往完全不一樣的一次經驗。 

經過了此次的服務行動之中，也發現了計畫上許多有待加強改善與精進的部

分，例如：若是屬於多方合作的活動時，雙方應該確實完整的達成既定目標，也

就是說計畫目標時要先預估好自我能力所及之處，並且完全照既定行程走，讓整

個活動流程順暢，減少臨時機動性，臨時性的更改活動方針等等。 

輔仁大學圖書館服務隊至今經歷了 19 次的出隊經驗，已漸漸出現有系統未

來性規畫，例如經費上的運用與未來隊員教育訓練的籌備也即將展開，而輔仁大

學圖書館服務隊也會繼續在台灣，有機會甚至世界各地，散播我們圖書館的專業

種子與圖書館員的服務精神，為圖書館的世界而奮鬥。 

 

 

 

 

 

 

 

 

 

 



二十一、 經費支付執行情況： 

( 一 ) 請填寫辦理本次活動實際支出(總)經費： 

         本次活動實際支出總經費為：208,234 元 

 

( 二 ) 請說明各政府機關補助本活動之額度： 

         行政院青年輔導委員會：14.4% 

         中華發展基金會管理會：28.8% 

         輔仁大學服務學習中心：14.4% 

         志工自付費用：42.4%% 

 

( 三 ) 請填寫辦理本次活動各項支出明細： 

      

收支結算表 

科目 金額 說明 

旅運費 180,960 12 人*14800+機場接送 3360 

文具費 19,285 
輔大提袋、鋼珠筆 200 支、彩色鉛筆 200 份、圓木

鉛筆 500 支、名牌製作、海報製作、名片製作 

雜費 4,622 泡麵、棉花糖和巧克力 300 人份、膠帶 

影印費 367 教育訓練講義 

演講費 3,000 三場教育訓練講師費 

總支出 208,234   

      

行政院青年輔導

委員會補助 
30,000  

中華發展基金管

理委員會補助 
60,000  

輔仁大學服務學

習中心補助 
30,000   

志工自付費用 88,234   

總收入 208,2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