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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老師： 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毛慶禎副教授 

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館採編組館員  趙慶華助教 

出隊地點： 美國洛杉磯華美閱讀協會 

服務時間： 2012 年 6 月 18 日至 24 日, 共計 7 天 

贊助單位: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僑務委員會、輔仁大學服務學習

中心、輔仁大學圖書館  (依筆劃順序排列)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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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受服務單位「華美閱讀協會」從 2009 年開始便與各地的中文學校合作

推動”Take Home Books Program” (帶書回家中文閱讀公益推廣計劃)，廣受師生

家長肯定。去年與「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展開雙邊合作，且在今年 2 月 20 日

順利在南加州設立海外第一座「愛的書庫」。華美閱讀協會有感於南加州地區中

文閱讀資源的貧乏與不均，再接再厲繼續籌備南加州第一座「中文兒童圖書館」。 

由當地蔣麗娟老師擔任圖書館的館員(也是義工), 辦理借還書者為輪值的義工。

非營利組織之經費來源有限，有鑑於該單位對文化圖書推廣之用心，第 26 屆圖

書館服務隊將秉持服務學習之精神，協助該單位整理圖書館並建立圖書館資訊系

統，希望將圖書資訊專業所學技術，推廣至國際，以期讓學生體驗服務精神之外，

並能學以致用。 

二、 活動宗旨 

協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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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杉磯「華美閱讀協會」為美國地區立案之非營利性教育團體，成立主旨在推

廣兒童及青少年的中文閱讀。此一圖書館現有圖書約 3000 冊,預定的開幕啟用日

期為 2012 年 4 月 22 日 (世界閱讀日的前一天)。圖書館目前所有工作人員均為義

工；第 26 屆圖書館服務隊將秉持文化推廣之精神，並協助該單位建立圖書館資

訊系統。 



三、 活動目的 

(一) 秉持全人發展之理念，以結構化與系統化知校內外資源整合概念，推展

及深耕服務學習，豐富學習與反思體驗，拓展關懷視野與落實服務精神，

培養自主學習與問題解決的能力，增進溝通合作與團隊領導才能，使能持

續學習服務，亦能於過程中，蓄積未來改變世界的能量。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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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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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使圖書館館藏電子化，讓資源利用更為完善便利。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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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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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增加資訊不足地區取得資訊之管道。 

(八) 促進組織以及地區資源的相互結合。 

(九) 培養參加隊員的正確服務態度。 

(十) 使參加隊員具有圖書館實務經驗及服務社會經驗。 

(十一) 藉擴大服務隊服務範圍使服務多元化。 

四、 主要服務內容 

(一)全館之整理： 

1 館內的圖書下架。 

2 建立圖書館館藏流通系統。 

3 進行圖書分類、期刊分類以及其餘館藏分類。 

4 書本及期刊的資料建檔。 

5 書目檔之更新、修正與維護。 

6 目錄維護。 

7 館藏上架以及清點。 

8 建立良好動線規劃。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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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服務對象與人數 

美國 華美閱讀協會(Chinese American Reading Association) 

連絡電話：002-1-714-313-6067 

地址：18927 Daisetta St. Rowland Heights CA 91748 

電子信箱：director@chinese4kids.org 

 

說明：羅蘭崗 (Rowland Heights) 是美國 加州 洛杉磯縣的一 個未建制社區 

（unincorporated community）。佔地約 30 平方公里（11.4 平方英里）。2000 年

統計人口為 48,553。其中亞裔佔 50.32%, 白人佔 29.26%, 非裔佔 2.61%, 美國

原住民佔 0.46%, 太平洋島民佔 0.31% , 其他族裔為 12.83%, 擁有 2 種族裔血

統的為 4.22%。 西語裔或拉丁裔占人口的 28.32%。 

 

六、 參與者 

共 12 人; 輔仁大學圖書館服務隊 11 人、帶隊老師 1 人 

 

1. 趙慶華(輔仁大學圖書館採編組館員)  

2. 廖梅伶(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四年級)  

3. 楊婕(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三年級)  

4. 金子楊(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三年級)  

5. 葉柏亨(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二年級) 

6. 嵇春翔(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二年級)  

7. 吳愷笛(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二年級)  

8. 陳俊毅(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一年級) 

9. 林靜辰(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二年級)  

10. 鍾欣陵(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二年級) 

11. 黃韻玲(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二年級) 

12. 林蔚婷(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二年級) 

 

七、 青年志工訓練過程與影響 

(一) 04/18(三) 12:10-12:50 教育訓練一 隨身碟開機(邱柏崴學長) 

藉由隨身碟開機課程的教學，隊員們除了對於自由軟體有進一步的認識

mailto:director@chinese4kids.org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4%9B%E6%9D%89%E7%9F%B6%E5%8E%BF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C%AA%E5%BB%BA%E5%88%B6%E7%A4%BE%E5%8C%BA&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9A%E8%A3%94%E7%BE%8E%E5%9B%BD%E4%BA%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9%BD%E4%BA%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D%9E%E8%A3%94%E7%BE%8E%E5%9B%BD%E4%BA%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E5%8E%9F%E4%BD%8F%E6%B0%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E5%8E%9F%E4%BD%8F%E6%B0%9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4%AA%E5%B9%B3%E6%B4%8B%E5%B2%9B%E6%B0%9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8%AF%AD%E8%A3%9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B%89%E4%B8%81%E8%A3%94


外，更能動手操作相關的安裝與設定，以利到達服務機構時能隨時應變

不同的問題。 

 

(二) 04/23(一)12:10-12:50 教育訓練二 進階隨身碟開機(邱柏崴學長) 

延續先前的基本課程，對於 KOHA 的相關安裝進行教育訓練，在訓練課

程後，隊員們更進一步了解相關參數設定以及介面環境設定，以利到達

服務機構時，能對於相關的使用者介面進行設定。 

 

(三) 05/07(一)12:10-12:50 教育訓練三 KOHA 編目(陳怡靜學姊) 

實際運用 KOHA 系統來操作編目，主要以認識系統欄位及與書籍對應欄

位的實際操作、編目過程可能遭遇的困難進行研究與設計解決方案。 

 

(四) 05/24(四)12:10-12:50 教育訓練四 KOHA 原始編目(趙慶華助教) 

在前一節課認識基本系統運作後，進行難度較高的原始編目學習，主要

以了解原始編目的方法、如何填寫各欄位及段號、詳細標點符號運用的

介紹；以利到達服務機構遇到必須原始編目的書籍時，能夠迅速確時的

處理。 

 

(五) 05/24~06/18 由團員各自練習熟練 KOHA 系統及練習編目 

藉由訓練後剩下的時間，分配各隊員部份書籍進行基本編目的練習、以

利到達當地時能加快編目的速度。 

 

八、 計畫執行過程與成效 

(一) 計畫執行過程 

1. 計畫日期：2012/6/18~24 

2. 每日進度：(每日早上 8：30～晚上 10:00) 

 2012/6/18：於美國時間晚間八點抵達洛杉磯國際機場 

 2012/6/19  

＊工作內容：a.執行長介紹圖書館狀況 

b.了解圖書館圖書分類方法與作者號取號方法 

c.下架已有圖書側標之書籍 

d.對已下架書籍進行分類-(PICTURE、FICTION、

COMIC、NON-FICTION) 

e.進行圖書基本加工：貼條碼號、館藏標籤、書後袋 

f.分類加工後的書籍進行編目與館藏資料建置 

g.圖書館無線網路建置 

h.KOHA 基本參數設定完成 



＊今日進度：a.完成所有已有側標之書籍下架、分類與加工 

b.工作環境整理、工作空間使用規畫 

c.完成二分之一已有側標書籍之編目建檔 

＊檢討會議：a.人力分配可再斟酌；編目小組人員增加 

b.編目細節說明與調整 

 2012/6/20 ： 

＊工作內容：a.下架尚未貼有側標書籍 

b.下架後的書籍加工（條碼號、館藏標籤、書後袋） 

c.KOHA 系統調整與設定 

d.編目加工完成書籍 

e.編目後書籍基本分類 

d.給予書籍索書號、作者號 

＊今日進度：a.完成已有側標書籍編目 

b.COMIC、部分 PICTURE 類別書籍加工完成 

c.編目加工完成之尚未貼有側標書籍 

＊檢討會議：a.應先將所有剩餘館藏下架分類 

b.加快編目速度 

c.工作分配應更加詳細，以利加快編目速度 

 2012/6/21 ： 

＊工作內容：a.進行工作分配：加工書籍組、取作者號組、編目組、 

原始編目組、取類號組。 

b.下架後的書籍加工（條碼號、館藏標籤、書後袋） 

c.將館內剩餘館藏全數下架 

d.分類下架之剩餘館藏 

e.各小組取作者號、編目、原始編目、取類號 

＊今日進度：a.編目完成書籍約一千五百本 

b.作者號取號完成約兩千本 

c.書籍加工完成約兩千五百本 

＊檢討會議：a.KOHA 系統設定問題尋求協助 

b.各組加快工作速度 

 2012/6/22 ： 

＊工作內容：a. 加工書籍組、取作者號組、編目組、原始編目組、 

取類號組，依各組進度繼續作業 

b.圖書冊標製作 

c.書籍上架 

＊今日進度：a.編目完成書籍約三千本 

b.作者號取號完成約三千五百本 

c.書籍加工完成約三千七百本 



d.完成書籍側標一千本 

e.部分書籍上架 

＊檢討會議：a.KOHA 系統設定問題尋求協助 

 2012/6/23 ： 

＊工作內容：a. 加工書籍組、取作者號組、編目組、原始編目組、 

取類號組，依各組進度繼續作業 

b.圖書冊標製作 

c.書籍上架 

＊今日進度：a.編目完成書籍約四千本 

b.作者號取號完成約四千本 

c.書籍加工完成約四千本 

d.完成書籍側標三千九百本 

e.剩餘書籍上架 

＊檢討會議：a.KOHA 系統設定問題尋求協助 

b.修改系統顯示的錯誤資料 

 2012/6/24 ： 

＊工作內容：a.修改系統出現的錯誤 

b.打掃圖書館 

c.將圖書館恢復原狀 

＊今日進度：a.完成所有書籍編目、加工、側標 

b.將所有圖書上架、排架 

c.整理圖書館環境 

 

(二) 計畫執行成效 

1. 完成所有圖書編目、排架 

2. KOHA 系統設定完成 

3. 圖書基本加工完成 

4. 分類順架以利找尋書籍 

5. 圖書館可開放外借圖書 

 

九、 活動檢討、評估與反思 

（一）可加強團隊間工作分配以利有效完成工作事項 

*未來可改進方向：工作分配明確、分小組進行工作分配 

 

（二）可再加快個人編目速度以達到目標 

*未來可改進方向：教育訓練時，加強個人編目練習，並於教育訓練後持

續以作業方是督促隊員們熟悉編目方法，以利出隊時能有效的編目書籍。 



（三）隊員可開放式提供建議做為參考改進方向 

*未來可改進方向：出隊期間，每日檢討會議開放所有隊員提出意見與想

法或加速圖書館整理的有效途徑，亦可採用不記名方式提出建議，以達到

調整團隊運作，使工作更加順利。 

 

（四）完全落實分工所獲得之工作項目 

*未來可改進方向：可採行責任制分工法，每人分配到相同份量的工作內

容，於工作時間可自行調配工作方式，以每日皆須達到一定工作量為目標，

逐一能完成所有工作。 

 

（五）可在找尋迅速確實完成工作的方法 

*未來可改進方向：集思廣益，讓隊員們都有機會提出自己認為能迅速確

實完成工作的方法。 

十、相關新聞報導 

（一）新聞報導連結 

1.國際衛視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EHUwJ7mHps&feature=youtu.be 

2.大紀元報導 

http://www.epochtimes.com/b5/12/6/27/n3622012.htm%E4%B8%AD%E6%96

%87%E5%85%92%E7%AB%A5%E5%9C%96%E6%9B%B8%E9%A4%A8%E5%85%

A8%E9%9D%A2%E8%87%AA%E5%8B%95%E5%8C%96%E6%9C%8D%E5%8B%9

9 

3.台灣時報新聞

http://www.chinesedaily.com/home_detail.asp?lanmu=T06&readdate=6-26-20

12&no=c1093474.txt 

4.世界日報新聞

http://la.worldjournal.com/view/full_la/19108038/article-%E7%BE%85%E8%9

8%AD%E5%B2%A1%E4%B8%AD%E6%96%87%E5%85%92%E7%AB%A5%E5%9C

%96%E6%9B%B8%E9%A4%A8%E8%87%AA%E5%8B%95%E5%8C%96%E6%9C%

8D%E5%8B%99?instance=la_bull_left1 

5.環球通訊社 http://www.chinesedailyusa.com/article/article-c160519.aspx 

6.輔大公共事務室 http://www.pro.fju.edu.tw/press_show.asp?press_id=1393 

7.中旺電視新聞 

8.星島日報 

 

（二）新聞報導剪報 

*大紀元報導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EHUwJ7mHps&feature=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EHUwJ7mHps&feature=youtu.be
http://www.epochtimes.com/b5/12/6/27/n3622012.htm%E4%B8%AD%E6%96%87%E5%85%92%E7%AB%A5%E5%9C%96%E6%9B%B8%E9%A4%A8%E5%85%A8%E9%9D%A2%E8%87%AA%E5%8B%95%E5%8C%96%E6%9C%8D%E5%8B%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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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大公共事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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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照片集錦 

 
6/19 一早抵達服務機構：華美閱讀協會 



 

↑執行長向大家介紹圖書館環境&麗娟學姊向大家介紹編目方法 

 

↑下架圖書分類＆環境設定 

←基本系統設定 



↑圖書加工（條碼、書後袋、館藏標籤）   

↑圖書編目 

 



 

↑圖書編目 

↑上架 

 

 



 

 

 

 

 

 

 

 

 

 

 

 

 

 

 

 

 

 

 

 

 

 

 

↑排架後的圖書館 

 

 

 

 

 

 

 

 

 

 

 

 

↑全體大合照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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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7,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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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僑務委員會：6% 

         輔仁大學服務學習中心：2% 

輔仁大學圖書館：12% 

         志工自付費用：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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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票費 418,000  10 人*38000，2 人*19000  

食宿費 75,281 
(1)學生住宿費 11 人*4800 

(2)帶隊老師食宿費 1 人*22481 

郵運費 80   

印刷費 4,430  名片製作、服務隊海報 

總支出 497,791    

      

行政院青年輔導

委員會補助 
10,000   

僑務委員會 30,000   

輔仁大學服務學

習中心補助 
10,000    

輔仁大學圖書館 60,481  

志工自付費用 387,310    

總收入 497,7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