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系學會 

三育基督學院圖書館服務隊企劃書 

壹、活動名稱：三育基督學院圖書館圖書館服務隊 

貳、活動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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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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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活動目標（含服務目的、志工學習目標…）： 

   一、服務目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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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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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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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使圖書館館藏電子化，讓三育圖書館的資源利用更為完善便利。 

5. 提供圖書館服務，讓三育圖書館的使用者各項資源做最有效的利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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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增加資訊不足地區取得資訊之管道。 

8. 促進組織以及地區資源的相互結合。 

9. 培養參加隊員的正確服務態度。 

10. 使參加隊員具有圖書館實務經驗及服務社會經驗。 

11. 藉擴大服務隊服務範圍使服務多元化。 

 

 



   二、志工學習目標： 

  1. 志工的專業知識以及提升服務經驗。 

  2. 讓本系的學生能夠學以致用且更了解圖書館的運作。 

  3. 將人本關懷之服務精神融入專業陶冶中，創造更深刻學習經驗，引發學習反省。 

      4. 以親身實踐強化情、意及態度面的培養與鍛鍊。 

  5. 服務與學習並重，並以反省增強做中學的效果，培養健全之價值觀及完善的社會關    

     懷與公民意識。 

 

肆、活動參與單位（含合作辦理單位、服務單位…）： 

   一、合作辦理單位： 

1. 主辦單位：天主教輔仁大學 

2. 指導單位：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3. 承辦單位：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系學會圖書館服務隊 

4. 指導老師：毛慶禎（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副教授） 

   二、服務單位： 

1. 單位名稱：三育基督學院圖書館 

2. 地址：555南投縣魚池鄉魚池村瓊文巷 39號 

3. 連絡電話：049-2897047#1220 陳慧芳小姐 

4. 電子郵件：library@sdatac.org.tw        

 

伍、活動參與人數（含志工、服務對象…）：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人數預計 24人。 

    參與人員如下: 

     

編號 隊員名稱 / 職稱 系級 聯絡電話 

1 陳俊逸 / 大隊長 圖書資訊學系二 0975192096 

2 江宜蓁 /  總務 圖書資訊學系二 0937299482 

3 張青玉 /  總務 圖書資訊學系二 0989397981 

4 張婷雅 圖書資訊學系二 0919950469 

5 蘇郁婷 /  總務 圖書資訊學系二 0973097055 

6 辜莉婷 圖書資訊學系二 0983530632 

7 陳思羽 / 公關 圖書資訊學系二 0972020703 

8. 王書庭 / 生管 圖書資訊學系一 0922699303 

9. 吳禹禾 / 生管 圖書資訊學系一 0937065341 

10. 李政輝 / 文書 圖書資訊學系一 0983569367 

11. 吳紹銘 / 生管 圖書資訊學系一 0928487072 

12. 鄭又文 圖書資訊學系一 0928806294 

13. 洪  擘 / 公關 圖書資訊學系一 0929555765 



14. 鄭仲倫 / 資管 圖書資訊學系一 0975113721 

15. 高珈喬 圖書資訊學系一 0960111037 

16. 張靜瑜 圖書資訊學系一 0983007648 

17. 楊尚捷 圖書資訊學系一 0928861763 

18. 李昂縣 圖書資訊學系一 0911922845 

19. 游裕民 圖書資訊學系一 0911666497 

20. 張  鐘 / 資管 圖書資訊學系一 0919463861 

21. 陳昱韋 圖書資訊學系一 0970819815 

22. 陳佳莉 / 文書 圖書資訊學系一 0988770969 

23. 羅文萱 圖書資訊學系一 0921959369 

24. 許志雍 圖書資訊學系一 0988167332 

 

陸、活動期程（含評估服務需求、教育訓練、志工招募、方案執行、檢討及反

思活動辦理實施時間）： 

   一、了解服務需求： 

  a.  編完 1000本西文舊書 

  b.  整理圖書館 

   二、訓練計畫：(至少鰾 12小時) 另補交附件二 

日期 時間 開設課程 

4/30 (二) 18:00-20:00 隨身碟開機 

5/7  (二) 18:00-19:30 抄編西文書 

5/14 (二) 18:00-19:30 抄編西文書 

5/21 (二) 18:00-19:30 杜威分類法 

5/22 (三) 13:30-15:30 原編西文書 

5/29 (二) 18:00-19:30 原編西文書 

5/30 (三) 13:30-15:30 杜威分類法 

6/4  (二) 18:00-19:30 開行前會說明 

 

三、工作分配： 

1. 隊長：陳俊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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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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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負責召開說明會。 

       (10) 召開總檢討會。 

 

2. 資管/電腦、網路：張鐘、鄭仲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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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總務/經費管理：江宜蓁、張青玉、蘇郁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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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管理服務隊財產。 

 

4. 文書/記錄： 陳佳莉、李政輝 

   (1)負責各項會議記錄及資料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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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製作家長同意書及服務心得表單。 

   (5)每天書寫日誌 

 

5. 公關/聯繫：洪擘、陳思羽 

   (1)協助向外推廣本服務隊宗旨。 

   (2)負責與贊助對象進行聯絡、寄送相關資料等事宜。 

   (3)協助隊長、執行長接待外賓。 

   (4)負責活動照片拍攝及沖洗。 

 

6. 生管/生活管理：王書庭、吳紹銘、吳禹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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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製作隊員行前通知單。 

 

四、素材準備： 

  1.  影印杜威分類法 



  2.  MARC21編目講義 

 

五、檢討與反思： 

1. 隊員分工職司方面 

2. 服務過程所遇問題 

3. 整體出隊反省及建議 

 

柒、活動實施步驟： 

一、服務日期：2013.6.24(一)-2013.6.28(五) 

二、服務項目： 

1. Koha系統建置完成。 

2. 完成 6萬餘筆的書目資料轉檔。 

3. 完成老舊英文書籍編目約 1000餘本。 

 

捌、活動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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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玖、預期效益及評估： 

經過服務隊服務，使三育基督學院的資源有更完善的利用，並且將專業知識傳遞給當地

員工，使其圖書館運作更加順暢，令該校學生感受到圖書館的便利與可用之處，藉以推廣圖

書館，使該校圖書館有更好的發展。 

 

壹拾、 其他： 

本次為住宿制，由三育基督學院提供住宿，共計 5天。 

  1.食：學校餐廳提供三餐，便利商店為 7-11 為佳軒、鑫魚池門市(步行約 15-20分鐘) 

       、魚池市區(步行約 15-20分鐘)、週二魚池夜市(步行約 10-15分鐘) 

      2.住：校男女宿舍 

  3.醫：里基督教醫院及埔里榮民醫院 

 



壹拾壹、 經費預算： 

經費項目 金額 說明 

交通費 28512 板橋火車站到台中火車站 644(來回)*24=15456 

台中火車站到日月潭 272*2(來回)*24=13056 

講師費 10400 外聘講師 1600*1=1600 

內聘講師 800*11=8800 

誤餐費 44640 1. 出隊期間：中、晚餐 24人*70元*2餐*5天=25,200 

          早餐 24人*50*1餐*5天=6000 

2. 教育訓練：24人*70元*8場=13440 

保險費 1080 45元*24個=2400 

印刷費 2400 24人*100張=2400 

文具耗材 6500 卡片、海報、攝影、文具、隨身碟 4個*350元=1440 

光碟 20元*25=500 

合計 935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