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系學會第二十八屆圖書館服務隊 

參與志願服務活動成果報告書 

 中華民國102 年7 月3 日 

一、 主辦單位：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系學會 

二、 執行團隊：第二十八屆圖書館服務隊 

三、 指導老師：毛慶禎老師 

四、出隊地點：三育基督書院 

五、服務時間：2013 年06 月24 日至06 月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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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虧服務隊多年來在各界的服務，感謝學長姐把輔大圖資系的圖書

館服務隊口碑打響，而本次服務對象「三育基督學院圖書館」，希望藉

由服務隊解決當地圖書館人手不足、專業知識不足的情形，來完成老舊

的一千餘本西文書、koha 系統的建置與 6萬餘筆的書目檔案轉換，使其

圖書館能有更加完善的機能，發揮圖書館的設立意義，提供其學生與教

師便利、舒適、優質的圖書館。 

  

七、活動宗旨與服務目的： 

(一)─活動宗旨 

讓本系學生能夠運用在校所學來增加服務經驗並了解圖書館之運作，增

加個人專業技能上，而服務隊更講求培養每一位隊員的團隊合作精神與

正確的服務態度。 

        

(二)─服務目的 

1. 使圖書館西文書館藏電子化，讓資源利用更為完善便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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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把技術傳承下去，讓當地人員正確使用圖書館，維持功能運作 

4. 促進學校以及地區資源的相互結合 

5. 培養隊員正確之服務態度 



6. 累積隊員圖書館實務與服務社會之經驗 

7. 將書目紀錄電子化以提升圖書館之使用與便利性 

8. 達到貴校圖書館建立目的─館藏管理、讀者服務 

 

八、活動特色： 

     藉由學期的這3個月的密集訓練，以及請輔大濟時樓圖書館的西文

編目人員詳細的二次教導後，讓大二同學加強編目部分，再由大二同學

對逼木不熟悉的大一同學進行一對一教學。杜威分類法方面請大肆考上

研究所的優秀學長姐教學，讓大二同學找回分類法的觀念，並讓大一們

事先預習分類法。 

     出隊期間，大一同學負責貼條碼、編目、上架、排架，大二同學

負責西文書的杜威分類法分類，最後由當地館員負責檢查書籍的狀況，

藉由這樣的分工合作，再配合當地館員每日的進度，我們服務隊完成一

千餘本西文書的編目紀錄，歷屆以來都是做中文書的編目，而這次跟以

往不同，對各位同學剛開始挫折許多，但一看到完成的景象，大家內心

感動許多。 

 

九、 主要服務內容： 

全館之整理： 

1. 館內一千餘本西文書原編。 

2. 完成六萬餘筆書目資料轉檔。 

3. 進行西文圖書分類。 

4. 館藏上架以及清點。 

5. 清潔館內，標明分類。 

 

十、 服務對象： 

     三育基督學院:神學、健康促進、英文系，師生人數約 84人 

     南投縣私立三育高級中學:國、高部，師生人數約 385人 

     台灣復臨國際學校:G7至 G12年級，師生人數約 63人 

  

十一、 志願服務參加對象及人數：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人數是14人。 

編號 隊員名稱 系級 編號 隊員名稱 系級 

1. 陳俊逸 圖書資訊學系二 8. 吳禹禾 圖書資訊學系一 

2. 江宜蓁 圖書資訊學系二 9. 洪  擘 圖書資訊學系一 

3. 張青玉 圖書資訊學系二 10. 鄭仲倫 圖書資訊學系一 

4. 張婷雅 圖書資訊學系二 11. 張靜瑜 圖書資訊學系一 

5. 蘇郁婷 圖書資訊學系二 12. 楊尚捷 圖書資訊學系一 



6. 辜莉婷 圖書資訊學系二 13. 陳佳莉 圖書資訊學系一 

7. 陳思羽 圖書資訊學系二 14. 羅文萱 圖書資訊學系一 

 

十二、 營隊組織表： 

十三、 隊員及幹部分配： 

   三育基督書院，共 14人。 

姓名  職位         信箱 

陳俊逸   隊長 jackson945@gmail.com 

江宜蓁   總務 jumptobemonkey@gmail.com 

張青玉   總務 Chyum4@yahoo.com.tw 

蘇郁婷   總務 chevaliersword@gmail.com 

楊尚捷   總務 yang821102@gmail.com 

陳思羽   公關 sally190782@gmail.com 

洪  擘   公關 Po830315@yahoo.com.tw 

陳佳莉   文書 ad83416@gmail.com 

張靜瑜   文書 s83007@gmail.com 

鄭仲倫   資管 Bobqoo119@yahoo.com.tw 

羅文萱   資管 Naomi19921211@yahoo.com.tw 

張婷雅   生管 tanya8276@gmail.com 

吳禹禾   生管 jackwu830524@gmail.com 

辜莉婷   Ting11826@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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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隊長─陳俊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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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文書─陳佳莉、張靜瑜 

工作職掌 

1.負責各項會議記錄及資料（電子檔、紙本）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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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總務─江宜蓁、張青玉、蘇郁婷、楊尚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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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生管─吳禹禾、張婷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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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請隊長裁示。 



(五)資管─鄭仲倫、羅文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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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公關─洪擘、陳思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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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教育訓練 

(一)教育訓練之目的: 

    教育訓練之目的，在於出隊之前，讓每位隊員能熟悉相關工作之技 

    能與運作，並透過志工服務理念讓隊員們了解每次參與服務工作的 

    意義所在。除此之外，亦邀請被服務單位同仁一同參與，希望藉由 

    教育訓練，在服務隊服務結束後，被服務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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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訓練內容與時間如下表: 

日期 時間 地點 內容 指導老師 

102.4.2(二) 12:20-13:30 LE5A 場勘說明會 毛慶禎老師 

102.4.30(二) 18:00-20:00 LE5A KOHA隨身碟 

安裝 

葉柏亨學長 

102.5.7(二) 18:00-19:20 LE5A 西文書抄編 禹華茹學姊 

102.5.14(二) 13:30-15:30 濟時樓圖書館 西文書原編

(一) 

濟時樓館員 

102.5.15(三) 13:00-15:30 濟時樓圖書館 西文書原編

(二) 

濟時樓館員 

102.5.17(五) 12:00-13:00 LE305 內部檢討 毛慶禎老師 

102.5.28(二) 18:00-19:30 LE504 杜威分類法 符興智學長 

陳美智學姊 

102.6.7(五) 12:20-13:20 LE305 行前說明會 毛慶禎老師 



 

 

 

 

十五、服務活動記錄 

時間 活動內容 

6月 24日 1. 抵達三育基督圖書館，隊員放置行李，接洽當地人員。 

2. 準備與西編 200本圖書。 

6月 25日 西編 200本圖書 

6月 26日 西編 200本圖書 

6月 27日 西編 200本圖書 

6月 28日 西編 200本圖書與整理圖書館 

 

十六、具體服務成果 

    經由這五來的服務，這次服務隊由七位大一和七位大二同學所組成，

大一同學負責書籍的貼條碼、編目、上架、排架，大二同學負責較難的

杜威分類法部分，藉由大一大二的分工，總共完成了一千三百五十六本

的西文書原編，再編目前間碰到了書籍的關鍵字無法檢索和書籍部分無

法預約，透過寫信給毛老師與龍山學長解決了 KOHA系統內部的問題，

經過兩天的來信，問題終至解決，在服務的最後一天，大家仍不忘努力

編目與核對書目紀錄，就怕在工作期間可能精神不佳不小心做錯。中午

休息期間，館長、館員和我們一起拍大合照，館長還送我們兩份禮物，

一個是一大盒當地日月潭著名名產─紅茶蛋捲，和兩瓶濃縮的烏梅汁，

由隊長代表服務隊接收，最後館長也代表學校製作感謝狀感謝我們，這

五天以來雖然辛苦，但館長與院方的美意我們內心非常感動。 

 

十七、被服務單位回饋(掃描感謝狀) 

       

十八、檢討與建議 

  ◎書目檢索問題 

    檢索打上書籍正提名，打在搜尋欄位與進階欄位都查詢不到館藏資

料，但一般搜尋欄位打上條碼式搜尋得到，卻可以外借。此問題由隊長

寫信寄給毛老師和龍山學長，並透過遠端連線解決系統KOHA模組內部問

題。 

  ◎預約功能無法使用 

    當地館員拿兩本書查看編目情況時，發現此問題，隊長也一樣寫信

給毛老師與龍山學長，透過遠端連線解決系統KOHA模組內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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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出隊期間，大二幾乎每一位隊員都有出隊經歷，

而大一也有一位有出隊經歷，在傳承與教學上應該是沒甚麼大問題，但

成員與成員間，大二與大一同學彼此不熟悉與認識，再加上這一次大一

招進來的隊員幾乎是第一次參加服務，有時候比較貪玩，大二負責分類

法責任重大，導致學長姊無法去叮嚀大一學弟妹的工作進度，希望在服

務隊在籌備時，增加一些團體活動和加幾堂志工理念與志工服務，培養

志工的熱忱與經驗分享，增進隊員間彼此的感情、培養服務的使命感與

熱心服務。 

十八、經費支出明細表 

 

收支結算表 

科目 金額 說明 

教育訓練講義 1000 印刷費 1000 

出隊交通費 10080 (410*2(來回)+20(手續費))*12(人) 

保險費 1092 78元(每人保額 100萬+意外醫療 10萬)*14(人) 

文具用品 158 3張感謝函卡片 

宣傳海報 30 1張 A3大小宣傳海報 

餐費 0 由學校提供三餐 

總支出 12360   

輔大青年志工補

助 
10,000   

志工自付費用 2360  

總收入 123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