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第 28屆圖書館服務隊企劃書 

壹、 活動名稱 

第 28屆圖書館服務隊─桃園縣新屋鄉永安國民小學 

 

貳、 活動緣由及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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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服務對象「桃園縣新屋鄉永安國民小學」，由校長何蕙齡女士親自

邀請服務隊前往，希望透過服務隊，讓該校學子能了解借還書過程，並且進

一步認識圖書館的基本分類，讓學童能擁有圖資相關的知識。圖書館乃是知

識蒐集之地，如何讓讀者迅速有效地查找資源，是圖書館一直努力的目標。

從小培養認識知識資源的種類、分類及取得方式，期望將來學童能對圖書館

有更多的利用及學習。 

參、 活動目標 

一、 活動目的 

1. 秉持全人發展之理念，以結構化與系統化知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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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化圖書館環境，讓使用者可以更加舒適並有效吸引使用者目光，



營造適合閱讀的環境。 

3. 將借閱相關資訊傳達，讓當地學童有正確的知識，並透過實際操作

使之印象深刻，藉以達到教育目的。 

4. 培養參加隊員的正確服務態度。 

5. 使參與隊員具有圖書館實務經驗及社會服務經驗。 

6. 相較於以往較專業的服務項目，此次服務性質使服務隊更加多元

化。 

二、 志工學習目標 

1. 提升服務經驗 

2. 讓本系學生有機會與學童接觸，並教導相關圖書館知識 

3. 以親身實踐強化情、意及態度面的培養與鍛鍊 

4. 服務與學習並重，並以反省增強從中學習的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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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合作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天主教輔仁大學 

指導單位：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承辦單位：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圖書館服務隊 

指導老師：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毛慶禎副教授 

二、 服務單位 

桃園縣新屋鄉永安國民小學 

連絡電話：03-486222 轉 710 

電子郵件：ys880123@yahoo.com.tw 

地址：桃園縣新屋鄉中山西路二段 1320 號 

伍、 活動參與人數 

此次前往之志工名單 

編號 系級 隊員名稱 / 職稱 聯絡電話 

1 圖書資訊學系三 鍾欣陵 / 小隊長 0937-081-620 

2 圖書資訊學系三 林欣諭 / 公關 0921-458-121 

3 圖書資訊學系一 許芳瑀 / 生管 0935-302-243 

4 圖書資訊學系一 吳俐慧 / 生管 0952-982-148 

5 圖書資訊學系一 謝慶瑛 / 生管 0935-991-630 



6 圖書資訊學系一 周均霖 / 總務 0987-993-550 

7 圖書資訊學系一 蘇哲儀 / 文書 0939-529-012 

組織表： 

 

陸、 活動期程 

一、 了解服務需求 (2013.4.2) 

1. 所需服務： 

a. 10min 教學影片 

b. 美化圖書館 

2. 前往場勘： 

a. 了解環境 

b. 交通、住宿問題 

二、 工作分配 (2013.4.23) 

1. 小隊長 / 領導 ─ 鍾欣陵 

(1) 負責接洽校方 

(2) 最高決定者 

2. 總務 / 經費管理 ─ 周均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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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文書 / 記錄 ─ 蘇哲儀 

        (1) 負責各項會議記錄及資料建檔。 

        (2) 負責製作發送感謝函予相關單位。 

        (3) 製作服務心得表單。 

4. 公關 / 聯繫 ─ 林欣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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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小隊長接待外賓。 

 (4) 負責活動照片拍攝及沖洗。 

5. 生管 / 生活管理 ─ 許芳瑀、吳俐慧、謝慶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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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製作隊員行前通知單。 

三、 素材準備 (2013.5.21) 

1. 製作拍攝影片所需器材與軟體 

2. 教導學童所需海報、文件 

3. 美化環境所需文具、工具 

四、 檢討反思 (2013.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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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6.26(三) 

二、 服務項目： 

1. 進行拍攝 

2. 製作影片 



3. 圖書分類與借還書教學 

4. 將圖書館環境美化 

捌、 活動日程表 

時間 活動內容 

6 月 24 日 1. 抵達永安國小，隊員放置行李，接洽當地人員。 

2. 進行影片拍攝。 

3. 完成影片製作。 

6 月 25 日 1. 影片欣賞─指導借還書過程 

2. 帶領小朋友認識圖書館的分類 

3. 設計圖書館美化排版 

6 月 26 日 1. 著手進行美化工作 

2. 贈與感謝卡 

3. 騎牛歸家 

玖、 預期效益及評估 

    希望透過這次前往桃園縣永安國小，實際教小朋友們學會借還書的過程，

並讓學童能了解圖書館運作的機制。美化圖書館環境，營造出溫馨、書香洋

溢的氛圍，讓小朋友能愛上這樣的圖書館，並更加喜愛閱讀。 

    此外，教導當地教師，使其有能力進行將來對學童的圖書館教育，並引

導學童正確的使用圖書館資源，使圖書使用效率提高，增強知識的傳播並強

化圖書館的功能。 

壹拾、 經費預算表 

經費項目 金額 說明 

交通費 1,722 $123(火車$57+客運$66)*7 人*2(來回) 

保險費 700 $100*7 

雜支 3,000 卡片、海報、攝影、文具 

合計 5,4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