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系學會第二十五屆圖書館服務隊 

參與志願服務活動成果報告書 

 

一、 主辦單位：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系學會 

二、 執行團隊：第二十五屆圖書館服務隊 

三、 指導老師：毛慶禎老師 

 

四、出隊地點： 

 正道福音神學院 

 

五、服務時間： 

2012 年02 月06 日至02 月10 日，共計五天。 

 

六、活動緣起 

服務隊創隊人陳致榮學長以他在學校社團習得的服務經驗，將此發揮在圖書

館服務隊，結合我們的專業與服務，開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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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可以從服務中學

習成長，也讓圖書資源能有更完善的利用。 

創隊時台灣許多受到 921 地震影響的地區正在重建，不少受災的學校與地區

正需要相關的援助，因此服務隊的存在性更是顯然。然而至今我們依然保持這項

優良傳統，不再只為了幫忙重建 921 地震的受災地區，進而擴大到所有學校或有

藏書的各單位〈如寺廟或部落等〉，使圖書資源電子化。不只能促進學習，增加

資源利用，並且更進一步達到教育及資源完善的目的。在變動的時代，服務隊正

朝著這個目標邁進。 

 

七、活動宗旨： 

(一)協助圖書館設置不完善的學校或單位，使圖書館資源能被有效利用。 

(二)將館藏電子化以提升圖書館的使用品質和便利性。 

(三) 訓練本系學生運用專業知識了解圖書館的實務運作並增加服務經驗。 

 

八、 活動目的： 

(一) 協助圖書館組織完善，使館藏管理、讀者服務等達到圖書館建立目的。 

(二)將圖書館作適當的規劃，使其擁有良好的動線便於讀者使用。 

(三)使圖書館館藏電子化，讓資源利用更為完善便利。 

(四)提供圖書館服務，讓圖書館的使用者對各項資源做有效的利用。 

(五)把技術傳承下去，讓當地人員能夠正確使用圖書館，並維持功能運作。 

(六)增加資訊不足地區取得資訊之管道。 

(七)促進學校以及地區資源的相互結合。 



(八)培養參加隊員的正確服務態度。 

(九)使參加隊員具有圖書館實務經驗及服務社會經驗。 

(十) 藉擴大服務隊服務範圍使服務多元化。 

 

九、 活動特色： 

    運用在系所學習的專業知識，幫助偏遠地區的中小學或藏書單位建立完善的

圖書館系統，促使資訊不易取得或設備不完善的圖書館自動化，達到更高的資源

使用率。 

    活動完成後不僅使圖書館資源能有效的被利用，使知識傳播更為迅速，同時

促進地區與學校的交流。另一方面，出隊的學生在出隊期間除了促成圖書館與讀

者的互動，也學習到各種不同的實務經驗，創造服務學習的雙贏局面。 

 

十、 主要服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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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圖書館館藏流通系統。 

4 進行圖書分類、期刊分類以及其餘館藏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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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練該服務單位負責人能夠自行完成簡單編目、新增圖書之技能。

使負責人更了解圖書館的運作，並且學會初步編目技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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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傳播

知識與教育的中心。 

 

十一、 服務對象及受服務人數： 

 

學校所有師生約 50 餘人 

 

 

 



十二、 志願服務參加對象及人數：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人數預計 30 人。 

總共培訓 24 位同學，最後選出最適當的 12 位同學，代表學校出去服務。 

十三、營隊組織表：  

 

 

十四、工作職掌暨工作人員分配： 

 

隊長─徐維志 

 

工作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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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召開說明會。 

11 召開總檢討會。 

指導老師 

毛慶禎 副教授 

顧問 

童心怡 

公關組 

簡與文 

資管組 

葉柏亨 

總務組 

鍾欣陵 

生管組 

辛雨恩 

文書組 

陳源勳 

副隊長 

林靜辰 

隊長 

徐維志 



 文書─陳源勳 

工作職掌 

1 負責各項會議記錄及資料（電子檔、紙本）建檔。(ex.簽到表、財物清單) 

2 製作隊員通訊錄及各類海報。 

3 負責發送感謝函予相關單位。(ex.學校長官) 

4 製作家長同意書及服務心得表單。 

 

 總務─郭珮涵 

工作職掌 

1 協助編列服務隊經費。 

2 列席預、決算。  

3 經費收支之管理及紀錄。 

4 活動相關費用之收取。 

5 建立財務報表（電子檔、紙本）。 

6 管理服務隊財產。(ex.睡袋、護貝機……) 

 

 生管─李怡璇 

工作職掌 

1 負責隊員之食、衣、住、行事宜。 

2 負責辦理醫療保險事宜及醫藥箱保管。 

3 出隊期間營本部之規劃、管理及清潔工作之分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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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製作隊員行前通知單。 

 

 資管─蔡淳安 

工作職掌 

1 系統使用之教學。 

2 當地編目系統之管理。 

3 製作服務隊之成果展。 

4 管理、更新服務隊網站。 

 

公關─吳薏如 

工作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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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教育訓練: 

    訓練該服務單位負責人能夠自行完成簡單編目、新增圖書之技能。使負責人

更了解圖書館的運作，並且學會初步編目技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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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傳播知識與教育的中心。 

 

教育訓練行事曆: 

 

十六、 小隊成員及小幹部分配： 

正道福音神學院(關渡基督書院)  

職稱 姓名(大幹部) 姓名(小幹部) 

隊長 徐維志 
 

文書 陳源勳 張青玉 

總務 郭珮涵 江宜蓁 

公關 陳薏如 林思辰 

生管 李怡璇 高郁雯 

資管 蔡淳安 蘇郁婷 

  
吳智琪 

日期 時間 地點 授課內容 指導老師 

10/05(三) 12:30~13:00 LE205 服務隊一籌 徐維志 

10/27(三) 12:30~13:30 LE205 服務隊二籌 徐維志 

11/17(四) 18:00~20:00 5A 編目教學 陳怡靜學姊 

11/23(三) 12:30~15:30 5A KOHA 隨身碟開機 邱柏崴學長 

11/24(四) 18:00~20:00 5A 編目教學 陳怡靜學姊 

12/14(三) 12:30~15:30 5A KOHA 隨身碟開機 邱柏崴學長 

01/05(四) 12:30~13:30 LE205 服務隊三籌 徐維志 



 

十七、具體服務成果: 

 

台灣正道福音神學院 

 

1. 編目 2552 本書，完成近八成新書之編目。 

2. 完成全館之書籍整理。 

3. 伺服器更新完成。 

4. 教導館員系統之使用方式。 

5. 並且留下圖書館系統使用手冊 

6.  

十八、檢討與建議 

◎分隊問題 

    這是在決定出隊地方的作業上有點緩慢，導致最後只獲得一所服務的地點，    

最後全體隊員決定，由對於編目和系統操作最熟悉的12位同學出隊服務。其他同

學還是必須參加完整的教育訓練，期待下次出隊時，也能貢獻自己的能力去幫助

大眾。 

 

◎分類法問題 

    這次服務單位使用的美國國會分類法，跟以往使用的中文圖書分類法有很大

的不同。依學校課程必須在大二才會學到，但是隊員大多為大一的同學，接觸時

會感到很陌生，甚至不知所措。 

    事前用多次的教育訓練補足，事前練習至熟能生巧並製作講義。感謝正道福

音神學院圖書館的蕭姐姐，在服務的當天早上，對於編目開了一次教學會，將館

內的編目流程複習一遍，並統一編目架構、格式、流程。讓編目過程中能夠很順

利，也為圖書室在往後立下了編目的規範。 

 

◎成員問題 

    服務隊每年除了需要注入新血，但也需要一些經驗的隊員回來繼續參予、傳

承經驗，這是這屆有經驗的隊員太少，導致再像新人分享經驗時，效率不高。 

    服務隊在籌備時，積極詢問有經驗隊員的意見。並且在服務隊過程中，增加

一些團體活動，增進隊員間彼此的感情、培養服務的使命感，不要只有工作占據

大部分的時間。希望能夠在隊員心中留下深刻的回憶，增加往後服務的意願。 

 

 

 

 

 



十九、心得感想與總結 

藉由服務隊，讓大一的新鮮人可以藉由這次的出隊讓他們更加深入了解服務

隊的服務內容，也對圖書資訊管理這個科系的基本學科有了更深一層的認知。 

    每年的服務隊都要接受不同的挑戰、有不同的變革。今年是服務隊第二次服

務神學院的圖書館，雖然只需要照著前一次的規則編目，但依然會在編目的過程

中發現許多自己對於專業知識的生疏與不熟悉，不同的讀者有不同的需求，如何

盡力滿足讀者的需求，是我們服務的指標，也是我們不段努力的方向。未來服務

隊會持續朝著這個目標邁進，懷抱著滿滿的服務熱忱繼續服務大眾。 

 

    能到正道福音神學院服務，首先要感謝指導教授毛教授和貴院的積極聯繫，

以及貴院提供的機會，還有系上提供這個機會，讓我們可以到這麼好的地方服

務。 

五天裡，我們感受到了每位老師和志工同仁的熱情歡迎以及無微不至的照顧，讓

我們得以在最舒適的環境下以最好的狀態服務，五天裡大家盡心盡力的服務只為

了回報所有照顧我們的人。 

 

    為期五天的出隊日子，對我們來說真的是非常新鮮的體驗。工作固然辛苦，

卻也學到了許多課堂上學不到的事。尤其是當大家一同完成所有工作的時候，那

種成就感真不是筆墨得以形容。學院裏頭的老師們也都非常的親切及熱情，讓我

即使出門在外，也能體會到「家」的溫馨感覺。部分隊員是第一次出隊，有時會

在工作上會感到一點無措，也多虧了雅鴻姐姐耐心的教導及包容。 

 

    出隊很開心、充實。課堂上學到的內容能夠應用到生活中很有成就感，神學

院的老師們與館員姐姐人都很好，遇到不會的地方時，館員姊姊熱心地為我們解

答、提供建議。學長姐及同學們相處的氣氛很愉快。 

 

    雖然編目過程有遇到一些小問題，但比起歷屆以來，此次出隊已經是工作環

境最好的一次，因為前幾屆也到過貴院服務，所以這裡的系統也最為穩定。原以

為會遇到一些小隊員溝通生活上的問題，也意外地發現完全是自己瞎操心，每個

小隊員的配合都非常的完美，工作上也很努力，這五天的出隊，會是我們永遠難

忘的經驗。 

 



二十.活動照片集錦 

 

1.神學院正門口                    2.編目工作場地 

 
 

3.五天的成果                      4.第五天的編目情形 

 

 

5.熱情的老師們                    6.大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