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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籌備狀況 

一、隊員招募 

2016年 10月初開始進行第三十五屆圖書館服務隊隊員招募，10月 1日至 10月 7

日為期一週的報名時間，於結束後 10月 8日召開圖書館服務隊教育訓練說明會，總

計 54人報名。 

溪山國小出隊成員依據出隊經驗、教育訓練課程表現以及交通來往便利性等綜合

考量，篩選出 11名學生出隊服務。 

二、教育訓練 

(一) 訓練目的 

1. 秉持全人發展之理念，以系統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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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培養參加隊員的正確服務態度，以及自主學習與問題解決的能力，並增進溝

通合作與團隊領導才能。 

3. 透過教育訓練的實施與計畫，讓隊員可以增進專業知識能力，在服務期間得

以運用所學。 

(二) 訓練內容 

1. 105年 10月 07日(五)12:30-13:30  認識圖書館 

2. 105年 10月 11日(二)12:30-13:30  圖書館編目與分類-1 

3. 105年 10月 12日(三)12:30-13:30  圖書館編目與分類-2 

4. 105年 10月 19日(三)18:30-20:30  Koha系統說明與操作簡介 

5. 105年 11月 23日(三)18:30-20:30  神學通識 

6. 105年 11月 29日(二)18:30-20:00  志願服務精神推廣 

7. 105年 12月 13日(二)12:30-13:30  威力導演教學-初階 

8. 105年 12月 14日(三)12:30-13:30  威力導演教學-進階 

(三) 訓練成果評估 

本講座邀請吳佳穎、林玟慧、張鐘、楊平等系上學長姊的經驗分享，與相關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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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專業人士如陳素娟、何基蘭、董珍鑾等人的實務教學介紹，透過具有實務經驗

的工作者分享，讓同學們更能充實志工服務人員之知能，並提昇志工服務人員品

質，以及所需注意的事項講師，同時也和同學們一進行實作的練習，讓同學們除

了對於系統操作上有更進一步認識外也能利用自身在課程中所學帶到實用中，使

本系學生能夠以致且更瞭解圖書館運作。 

會後進行九次問卷調查； 

1.第一場：(28 人參與，28 人填答問卷，填答率 100%) 

對與本次活動得滿意度：92.3% 

2.第二場：(29 人參與，29 人填答問卷，填答率 100%) 

對與本次活動得滿意度：100% 

3.第三場：(26 人參與，26 人填答問卷，填答率 100%) 

對與本次活動得滿意度：97% 

4.第四場：(25 人參與，25 人填答問卷，填答率 100%) 

對與本次活動得滿意度：92% 

5.第五場：(18 人參與，18 人填答問卷，填答率 100%) 

對與本次活動得滿意度：98% 

6.第六場：(6 人參與，6 人填答問卷，填答率 100%) 

對與本次活動得滿意度：75% 

7.第七場：(19 人參與，19 人填答問卷，填答率 100%) 

對與本次活動得滿意度：83.3% 

8.第八場：(15 人參與，15 人填答問卷，填答率 100%) 

對與本次活動得滿意度：97% 

9.第九場：(14 人參與，14 人填答問卷，填答率 100%) 

對與本次活動得滿意度：100% 

貳、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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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務對象 

台北市士林區溪山國小圖書館。 

地址：臺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三段 199號 

起源：溪山國小因為去年圖書館重新裝潢，原本館藏量 1萬多本，需要重新建置設立

櫃位架號。 

二、服務時間與項目 

(一)服務時間 

2017/1/15(日)至 2016/1/22(日) 

1月 15日下午 1:30於捷運劍潭站集合，搭乘小 18路線公車，並於溪山國小站

下車，前往溪山國小。1月 15日至 1月 21日期間 8:30~16:30進行圖書館服務

項目，於 1月 22日下午搭乘公車回程。 

(二)服務項目 

1. 圖書館藏整理。 

2. 分類繪本與一般圖書。 

3. 淘汰多餘複本。 

4. 書目建檔。 

5. 排架清點館藏。 

6. 建立書架號碼。 

7. 更新書標。 

8. 教育訓練。 

9. 技術服務。 

10. 清潔館內環境。 

 

三、實施方式 

(一)需求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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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了解圖書館環境與現有設備。 

2. 調查圖書館實際需求。 

3. 評估與分配工作項目與先後順序。 

(二)現有館藏整理 

1. 館內的圖書下架。 

2. 進行圖書與繪本分類。 

3. 淘汰多餘複本。 

4. 書目資料建檔。 

5. 書目檔更新、修正與維護。 

6. 館藏書目上架及清點。 

7. 建立書架號碼。 

8. 更新書標。 

(三)服務單位館員之教育訓練 

訓練該服務單位負責人能夠自行完成館藏編目、館藏資料修改、新增書架號碼。

使負責人更了解圖書館的運作，並且學會基本編目與書架號碼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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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練項目： 

1. 中文圖書編目。 

2. 館藏資料書架號碼新增與修改。 

3. 書架櫃位增加與刪除。 

4. 輸出書標文件列印。 

(四)其他工作分配 

1. 資管/電腦、網路：林子勛 

(1)系統使用之教學。 

(2)當地編目系統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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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製作服務隊之成果展。 

(4)管理、更新服務隊網站。 

2. 總務/經費管理：張舒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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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嘉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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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公關/聯繫：林吳沛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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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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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動流程 

日期 時間 行程 

1月 15 日(日) 13:30 捷運劍潭站集合。 

14:00-14:30 搭乘公車，並於溪山國小下車。 

14:30 抵達溪山國小，並置放行李 

14:40-15:30 由主任帶領前往圖書館，並介紹圖書館 

16:30 晚餐及休息 

1月 16 日(一) 08:30-11:30 館藏書目整理分類。 

11:45-13:00 午餐及休息。 

13:00-16:30 館藏書目整理分類。 

17:30 晚餐及休息 

1月 17 日(二) 08:30-11:30 館藏書目整理分類。 

11:45-13:00 午餐及休息。 

13:00-16:30 館藏書目整理分類。 

17:30 晚餐及休息 

1月 18 日(三) 08:30-11:30 館藏書目整理分類，志工媽媽編目教學 

11:45-13:00 午餐及休息。 

13:00-16:30 館藏書目整理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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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0 晚餐及休息 

1月 19 日(四) 08:30-11:30 館藏書目整理分類。 

11:45-13:00 午餐及休息。 

13:00-16:30 館藏書目整理分類，列印書標 

17:30 晚餐及休息 

1月 20 日(五) 08:30-11:30 館藏書目整理分類，列印書標並貼上 

11:45-13:00 午餐及休息。 

13:00-16:30 館藏書目整理分類，列印書標並貼上 

17:30 晚餐及休息 

1月 21 日(六) 08:30-11:30 重新上架 

11:45-13:00 午餐及休息。 

13:00-16:30 重新上架 

17:30 晚餐及休息 

1月 22 日(日) 10:00-11:30 整理行李及環境 

11:30-14:00 午餐及贈送禮物給校方，接受校長勉勵。 

14:00 結束為期八天的服務，各自返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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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出隊成員名單 

 

 

  

姓名 性別 單位職稱 

林吳沛軒 男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王郁晴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吳茹茜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曾品瑄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卓洺瑱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廖怡婷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胡嘉芸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張舒惟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余幸娟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陳育霖 男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林子勛 男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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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活動照片 

大合照 

 

開會，整理館藏，下架並分類期刊與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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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校長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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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與人員對此次活動的看法 

 林吳沛軒 

  這次的出隊是一次新鮮的體驗，我們把關於上課相關的知識與技術，應用在服務

上面，尤其在接下了這次的隊長，雖然對於服務隊內部實際的運作及行政事務可說是

完全的生手，但人生總要有些不同的經驗，學著去帶領大家。從開始的接洽，到應付

不同的狀況發生，我發現許多自己能力的不足，總是會忘掉某些事情，好在周邊的所

有人，不論是學長姊、老師、助教甚至是服務學校的主任校長，都幫助我讓這次服務

隊的行程順利進行。謝謝服務隊的大家，即使在山上冷颼颼的天氣，依舊勤奮的編

目，幫助學校的圖書館有更好的環境。這一次在溪山國小也多了許多不同的經驗，無

法一一數盡，期望在之後這些經驗能夠帶領我去挑戰人生。 

 

 余幸娟 

  這次的圖書館服務隊溪山分隊的出隊，是我第四次的出隊。使用的系統是比較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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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的全誼系統，雖然說操作方便，相對的編目的速度也會比使用 koha還要來的快。

但是溪山國小圖書室的藏書量其實很多，還有好幾箱未編的新書。因此我們在這次的

出隊期間，並沒有全部編完。不過回想以前出隊的經驗，還真是沒有一次是編完全部

的書呢。 

 

 

 廖怡婷 

  這不是我第一次帶著睡袋睡在國小圖書館裡，上幾回的經驗都是準備課程，讓偏

鄉小朋友體驗玩耍，而這一次挺特別的，大家要面對的是雜亂無章的書堆，不是可愛

的小朋友們 QQ 

    第一次出服務隊，跟在學長姐身邊學習如何做編目、貼書標、上架，感覺真的很

有趣。一開始我還不太明白我們為什麼要幫忙國小圖書館修正他們的書目紀錄，全部

燒毀砍掉重練不是比較快嗎?沒錯，砍掉從新手村開始練起的確很方便，前面辛苦一

點，後面就輕鬆多了，但是 

(A)如果沒看到前人錯誤的經驗，又怎會知道何謂錯誤的書目紀錄?(蚊青背景 

(B)……時間不夠、書太多了，咱們編不完阿!!!!(內牛滿面，身後漫天書本飛舞 

(C)以上皆是 

正確答案:C(沒錯!內心就是如此矛盾) 

    之前學阿滴ㄟ不了解每個章節後的舉例總是落落長，現在才了解它和毛老師的用

心良苦，ABC出版社的書有 abc種不同的資料，而 D出版社也有 defghi…種不同資

料，連同系列的書都大小不一致，這時阿滴ㄟ就能發……呃不對，是召喚學姊卡，學

會解決這些流氓問題，正是所謂的，一卡在手，希望無窮~~ 

    這次出隊很有趣，也很幸運遇上一群好夥伴，很感謝學姊們常常分享食物、和我

們一起玩桌遊，學長們總是先等女生洗完澡才去洗、每天幫忙處理垃圾廚餘，晚上和

品瑄、洺瑱逛全聯吃晚餐也很有意思。最後一天早上去聖人瀑布玩，拍各種推銷照和

搞笑影片，觀賞鴨兔同籠的火爆場面，是這幾天我最開心的部分 XD 

雖然出隊這幾天真的很冷，但能和大家一起努力工作，這麼冷的天也變得溫暖起來惹

~ 

 

 王郁晴 

  這次到溪山國小出隊，雖然是在台北市，但山上的環境清幽，除了下山吃飯

以外的時間都覺得自己在外縣市。溪山國小的環境很棒，這次幫他們做整理以及編目

資料的處理，自然遇到很多「大自然的朋友」。 

出隊最大的收穫，是再次體認到每間圖書館的需求都不同這件事，每次老師們來

看情況，都說「小朋友不會看的書就都不要弄了」，有點衝擊。此外，他們的編目紀

錄讓我覺得很可愛，什麼都要加上部冊號，明明只是單本結束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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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出隊很開心，跟學弟妹們相處起來很舒服，感謝各位包容我這個很吵的學

姊。 

 

 

 吳茹茜 

  這次是我第四次出隊，明明是在台北市的國小，我們還是在學校過夜而且是睡在

圖書館，第一天還不小心觸動了保全，隔天才知道有些地方沒有解掉，受到了不少驚

嚇，這裡的小朋友都很熱情，在路上都會跟大家打招呼。 

圖書館只有一間教室的大小，按溪山兩個字做了特別的設計，很繽紛很可愛但是

大本書的排架讓我們煩惱了好久，圖書館沒有擺放什麼桌子，所以這次大部分的人都

是坐在地上進行編目作業，休息空檔可以看可愛的 Apple(鸚鵡)和阿嘟(貓咪)，書比

想像中的還要多沒辦法全部處理完，之後要辛苦老師跟志工媽媽們了。 

最後一天想著都來了，就跟學妹們一起去了聖人瀑布，他離我們好遙遠啊，很意

外我們堅持了每天都下山吃飯，希望之後還有機會到溪山國小走走。 

 

 陳育霖 

 溪山國小的環境真的非常好，放眼望去都是綠色的山，旁邊還有一條溪，唯一的缺

點是最近的便利商店要到山下才有；小朋友們都很有活力、熱情，他們居然可以記住

我的名字，真是榮幸；很可惜這次的編目工作沒有做完，不過也學到了很多，對未來

一定會有幫助的。 

 

 曾品瑄 

  這是我第一次出服務隊。編書、貼標、排序，幾乎整個禮拜都重複著這些動作，

雖然有時候會編到很煩躁，不過出去玩玩 Apple、阿嘟，跟小朋友聊天，一下子就恢

復活力可以繼續面對書堆。 這個禮拜真的過得很快很充實很開心，像是跟怡婷、洺

瑱吃晚餐，睡前和學姊們玩玩桌遊，最後一天還一起去看聖人瀑布。好像也變得更了

解大家了，像是知道怡婷酷愛打蟲蟲，洺瑱熱愛吃茄子，還聽學姊說了很多學長們的

事。 這星期以來學到最多的，大概就是把原本雜亂無章的書整理好、修正了原先的

書目資料、還有和大家一起工作的經驗吧，很開心這次遇到的都是好夥伴，感覺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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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8天就過去了。 

 

 卓洺瑱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服務隊，很開心也有了很棒的體驗，學長姐和溪山國小的老師

們都很好相處。雖然溪山國小環境清幽，但在這一個禮拜我發現雖然他們的校園小小

的但是師生之間相處融洽，氣氛溫馨。 

  這次出隊最大的收穫就是讓我更加了解到一本書是如何上架，也有實際動手操作

編目、貼書標、排架，對我來說是很特別的體驗，很感謝學長姊每次在我有問題時都

非常有耐心的指導。 

 

 

 張舒惟 

  我覺得這次出隊，把大一弄得很清楚的資組，還有大二還沒有搞得很懂的主分，

和在一起，讓我實際去做，在編目的當中，把老師上課中，聽得很模糊的東西，操作

一遍。雖然只是抄編，還沒辦法自己給書本正確的分類號，但我覺得，這次的出隊，

已經讓我把在圖資系學習一年半的些許東西應用到了，而不是都是紙上談兵。也更能

瞭解到，在之前這麼多的人建立起來的分類規則，自己編目出來的書目資料，是多麼

珍貴且重要的東西，因為有了這些，才能使圖書館五律不再只是理想，而是有辦法實

現的目標。 

 

 林子勛 

經過這幾天在溪山國小的服務學習，除了在圖書館分類上有更進一步的瞭解外，與同

學間的情誼也更加濃厚。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在服務的最後一天晚上，突然沒有熱水，

讓身處於天寒地凍的我們無法洗澡。下次若還有這樣的學習活動，我還是一樣會繼續

參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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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辦理期間所遭遇的問題 

一、網路無法順利使用。 

解決方法：第一天使用時雖然能夠接受到訊號，但是都顯示為連線受限，經過與主任

與資訊組長討論，更換網路分享器即可順利使用。 

二、列表機無法正確列印格式。 

解決方法：更換列表機即解決  

三、 貼模不足 

解決方法:請校方購買 

伍、辦理效果評估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圖書館服務隊此次出隊共分為三隊，其一來到的是位於台

北市士林區的溪山國小圖書館，服務隊藉由欣北市教育局的全誼圖書編目系統，讓圖

書館能有效的管理館藏書目，隊員們利用數天將原有館藏下架整理，新增排架號並更

新書標後重新上架。服務隊也向館員進行系統相關操作教學，教導館員們如何新增排

架號，以及如何將排架號列印至書標上，使溪山國小圖書館的館員們今後也能自行使

用操作，我方也提供聯繫的方式，若在操作上有何問題，能夠互相交流。 

經過這次服務透過我們的協助與指導分享，館方可以更順利的管理圖書館，並且更有

效率的服務該國小的師生。我們也提供聯絡方式，方便往後討論溝通。 

整體活動來說，由於指導老師與系秘的行前指導以及隊員們的配合，在這次的服務中

並無出現太多困難，有突發狀況同學們都能當機立斷處理各種事務，相信最大的收穫

就是每位隊員都成長了許多，盡力的做好自己的工作，也讓自己受益良多。 

經過這次我們的服務，將館藏重新編目分類，希望在之後能夠讓溪山國小圖書館更順

利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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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對未來政策或活動的相關建議 

一、教育訓練之內容安排和規劃 

    教育訓練因為人數多，講師而無法仔細照顧到所有隊員，也很難配合服務單位的

需求特別加強所需之專業知識。建議之後的教育訓練能請有經驗的學長姐在不熟悉的

同學身旁一同協助，且針對個別同學進行實際編目的訓練，過程中有不懂的地方也能

及時向旁邊的學長姐詢問。 

二、出隊同學篩選及經驗或年級之配比 

    在出隊期間常常會遇到一些突發狀況，且事先無法預知。建議之後若有篩選出隊

同學的情況考量上，除了選擇出隊意願強、有專業知識、學習心強的同學外，有經驗

及高年級的同學要有一定的配比，在發生突發狀況時會有較多參考建議且較有執行

力。 

三、出隊前事先製作工作手冊 

    若能為每位出隊同學都準備一本工作手冊，在編目過程中能讓同學更得心應手且

執行得更有效率，也才不會碰到問題就得麻煩學長姐來回奔波，導致編目效率降低。

在未來的出隊過程中，如果涉及到不同文化環境的情況，可以對不同文化的用語、習

慣先進行一定的瞭解，有利於雙方的溝通與服務過程的順利進行。服務隊出隊前，希

望能夠掌握對方的所有資訊。確切瞭解對方需求後，能夠在教育訓練上進行較適當的

事前準備工作。每個隊員都需具備足夠的編目能力，並能夠熟悉分類法與主題。 

四、工作環境之網路品質 

    由於服務隊在工作時都需要用到網路，而這一次出隊因為網路的不穩定降低了工

作的效率，若之後服務隊的經費允許下建議可以準備備用的網卡，在必要時就能使用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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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活動支出明細（單位：新臺幣） 

項目 內容 單價(元) 數量 小計(元) 備註 

交通費 公車 15 11*2*8 2,640  

業務費 保險 74 11 814  

總計(元) 3,4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