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系學會第二十七屆圖書館服務隊 

參與志願服務活動成果報告書 

 中華民國102 年2 月24 日 

 

一、 主辦單位：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系學會 

二、 執行團隊：第二十七屆圖書館服務隊 

三、 指導老師：毛慶禎老師 

四、出隊地點：新榮富幼稚園 

五、服務時間：2013 年01 月21 日至01 月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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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學長姐把輔大圖書館服務隊

的口碑打響，新榮富幼稚園主動找我們聯絡，該校幼稚園人數應少子

化，而有多餘的空間建立圖書室，讓孩子可以進行閱讀，但考慮借、還

書的問題以及館藏電子化這方面沒有專才，而想到了輔大的圖書館服務

隊，讓我們進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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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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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使圖書館館藏電子化，讓資源利用更為完善便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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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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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促進學校以及地區資源的相互結合 



6. 培養隊員正確之服務態度 

7. 累積隊員圖書館實務與服務社會之經驗 

8. 將書目紀錄電子化以提升圖書館之使用與便利性 

9. 達到貴校圖書館建立目的─館藏管理、讀者服務 

 

八、活動特色： 

     運用在系所學習的專業知識，把新榮富幼稚園的圖書資源電子

化，能讓幼稚園的幼兒讀者方便借閱及增進學齡前的知識，能讓幼稚園

的老師有多方面的教材可借閱或在職進修，以及學生家長可協助幼兒借

閱書本，了解幼兒目前的學習狀況。 

     藉由服務隊指導當地圖書館館員上，了解圖書館整個管理與運行

方式，促使新榮富地區的學齡兒童有一個書香之地作為此特色，來招收

學生增加幼稚園收入達到雙贏，既讓兒童能廣泛吸收知識與獲得利潤。 

 

九、  主要服務內容： 

全館之整理： 

1. 館內的圖書下架。 

2. 淘汰過舊書本，整理多餘複本。 

3. 建立圖書館館藏流通系統。 

4. 進行圖書分類、期刊分類以及其餘館藏分類。 

5. 書本及期刊的資料建檔。 

6. 書目檔之更新、修正與維護。 

7. 目錄維護。 

8. 館藏上架以及清點。 

9. 建立良好動線規劃。 

10. 清潔館內，標明分類。 

 

十、 服務對象：新榮富幼稚園學師生約400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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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營隊組織表： 

十三、 隊員及幹部分配： 

   新榮富幼稚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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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思羽   文書 sally190782@gmail.com 

吳禹禾   公關 jackwu830524@gmail.com 

謝慶瑛   資管 oww765@gmail.com 

蘇哲儀   生管 turedark11@gmail.com 

王書庭   生管 surting54321@gmail.com 

周均霖   生管 choulily26@gmail.com 

吳俐慧   生管 lilith.crystal.z@gmail.com 

許芳瑀   生管 kufufu1869@gmail.com 

鄭又文   suninrain0218@gmail.com 

李正輝   markpocke4t9monster3@gmail.com 

吳紹銘            simon19940507@gmail.com 

鍾欣陵    執行長  h350372@gmail.com 

 

 

mailto:oww76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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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思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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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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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哲儀、王書庭、周均霖、吳俐慧、許芳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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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慶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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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禹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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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9.27(四) 12:00-13:30 LE205 場勘說明會 毛慶禎老師 

101.11.06(二) 12:20-13:20 LE205 服務隊一籌 毛慶禎老師 

101.11.19(一) 12:40-13:10 LE305 志工服務理念 

(志工服務心得

見附件一) 

趙慶華老師 

101.11.23(五) 17:00-18:30 LE5A KOHA隨身碟 

安裝(一) 

葉柏亨學長 

101.11.26(一) 18:00-19:30 LE5A KOHA隨身碟 

安裝(二) 

葉柏亨學長 

101.11.30(五) 17:00-18:30 LE5A 分類編目(一) 楊舜閔學長 

101.12.03(一) 18:00-19:30 LE501 系館編目實作 楊舜閔學長 



 

 

 

 

 

 

 

 

 

 

(三)教育訓練志工服務理念心得感想： 

1. 陳俊逸:這次是我參加第二次的圖書館服務隊，而這次參加的身分

已跟今年暑假的身分有所不同，暑假出國的美國團為該團最小的成

員又是大一生，在年齡和對服務隊的專業部分的編目不熟悉，因為

有學長姊的幫助下，才算真正幫到學長姐的忙和積極參與志工服務

這一塊。而過了服務的三個月後擔任圖書館服務隊隊長的重任，必

須當請學長和隊長該有的責任，無庸置疑的是─更要加強我的分類

編目的能力，才能幫助我的隊員們順利服務欲服務的單位。 

2. 鍾欣凌:服務的理念是為了「為己利他」、「在別人的需要裡，看見

自己的責任」，是（Being）志工，而不只是做（Doing or Becoming）

志工。這是我第三次參加圖書館服務隊，參與服務隊，可以把上

課所學到的知識，用於服務隊中，上課所不懂的地方，在參加服

務隊之後，也漸漸能夠理解。要以同理心探究別人的需要，衡量

自己的能力，擔負相當的責任，才是志工倫理的起點。 

3. 陳思羽:藉由這一次的教育訓練，我深刻體會到能為他人付出是一

件幸福的事。志工服務所講求的是提供被服務團體，機關適當地且

需要的服務。如果無法全心全意為服務付出，那麼將失去志工服務

的用意，也達不到行動所能達成的成效。如果下了決定願意付出，

就要盡力去做，讓結果是最理想的，也要享受過程中的一切。很開

心能夠參與這一次的服務，期許自己在過程中成長並學會如何為他

人付出。 

4. 江宜蓁: 我們是「志願」去服務的，不要以為我們自己很強、什麼

都懂，覺得服務的地方「太落後」，就自作聰明的改變我們認為不

好的地方，如：變動路線、改善現有的環境或是更改電腦的相關系

統與程式。我們在做改變前，應先與服務機構裡的相關工作人員進

行溝通討論，達成共識後，再進行調整。去服務時，一定要有扎實

的「資訊組織」知識，知道如何編目一本書，否則不但幫不上人家，

甚至會成為團隊裡的負擔與包袱。 

101.12.10(一) 18:00-19:30 LE5A 視聽資料原編

及標點符號 

禹華茹學姊 

101.12.14(五) 18:00-19:30 LE501 系館編目 

實作(二) 

楊舜閔學長 

101.12.19(三) 12:00-13:00 LE501 系館編目 

實作(三) 

楊舜閔學長 

101.12.28(五) 13:40-15:30 LE403 新榮富幼稚園

與隊員行前 

說明會 

毛慶禎老師 



5. 吳禹禾:大學以前常常和朋友們去參與一些活動的志工服務，雖然活動只

有幾天，但也付出了許多心力和體力。這次聽完有關志工服務倫理的演

講，其實又對志工服務的瞭解又有新的概念及體會。今天聽助教演講，

助教提到我們是(Being)志工，不是做(Do or Becoming)志工，我們作志

工是支援而不是指揮，我們所扮演的角色是必須要順從環境，去給予該

環境所需要的協助，且盡心盡力地去為他人奉獻，且不求回報。這是最

使我印象深刻的地方，希望我也能秉持如此的精神去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6. 吳俐慧:當志工最重要的是一顆熱忱的心，別人有需要的時候，不求回報

的伸出手幫忙他們。雖然志工主要是熱心服務，但是培養好自己的能力

及態度才可以當一名多方面的志工，在服務的過程中，透過經驗的吸收

更可以促進自身的成長。因此我覺得當一名好志工也是一種學問呢！！ 

7. 周均霖:志工服務其實並沒有想像中的簡單，要服務別人之前必須要有一

定的能力。我之前教高中學妹數學時，有些問題回答不出來我都覺得很

羞愧，因為這代表我的能力並沒有到能夠教導人的程度。所以在服務別

人之前，一定要先把能力培養好，這樣才不會造成幫不上忙的尷尬局面。

另外就是心態是志工服務中很重要的環節。"是（Being）志工，而不只

是做（Doing or Becoming）志工"。夠服務別人是一種很難得的機會，

必須要以認真、熱忱的心去服務，並且要小心不可淪為高高在上的態度，

這是服務時一定要注意的事情。希望這次的志工服務能夠順利，並期望

自己能快速地進入狀況中，在這次的服務中學習到課堂上學不到的事情。 

8. 許芳瑜: 我覺得啊,我們能夠有多餘的時間和心力去服務別人,是一件很

棒的事,並且能夠發揮課堂上所學習的,讓自己的能力發揮到最大值,那

便是讓人更加開心的一件事。 

9. 王書庭: 志工服務，最重要的是我們的態度，我們是為了服務他人而服

務，要在別人的需要中，看見自己的責任，作為志工不能把自己想成只

是來幫忙的，而是一份神聖的工作，幫助別人自己也會有所收穫! 當然，

想當志工其實不簡單，有想幫助他人的心固然重要，但還得擁有"能力"，

不然誰需要我們的幫助呢?所以事前的訓練就很重要了，學習專業知識而

後幫助他人，看到他人因為自己的幫助而感到歡愉，我認為這就是當志

工的最大價值! 

10. 李政輝:今天去教育訓練我認為志工其實就只是幫人而已，反正就如助教

說的，看幫助的人需要什麼就給他什麼，其實感覺就是理所當然的事，

是說當助教問起參加服務隊的目的時，我覺得實在很難啟齒，但說一句

實話我實在不認為在場有誰參加服務隊是沒有目的的，最後這次也是很

愉快的中午時間。 

11. 黃建棠:當志工的人一定要了解自己是一位志工，而不是今天為了參加一

天的服務才當一天的志工。並且事先了解受服務對象的需求才進行服



務，不能一味的認為自己是來犧牲奉獻的人，受服務對象就必須接受自

己所提供的服務。若無法準確的滿足受服務對象的需求便會產生服務汙

染，造成受服務對象的困擾。距離最近一次編目的時間已過了許久。今

天複習了 ISBD八大項...等，畢竟編目本來就不是我的長項，資訊系統

的運用才是我的長項。以前出過的圖資服務隊我都是負責系統建置和圖

書加工，罕少直接接觸編目服務。看來這次出對還真的得把編目的能力

拿出來用了，但願能快一點把腦海中的記憶找回。 

12. 謝慶瑛:參加服務隊，參與志工服務，也能用到學校所學的課程內

容，不但幫助別人也能考驗自己在此領域的程度，使自己能更上一

層樓。成為志工，而不是當志工，這是毛老師的名言，希望我們能

夠在老師與學長姐的代領下，成為一名優秀的志工來回饋社會。 

13. 蘇哲儀: 志工服務簡單的說就是要從心地上出發，內心想的不是希望能

夠得到回饋，而是希望因為我們所做的事可以讓別人過得更好，也希望

因為我們，能夠幫助更多的人。當看到別人因為自己的付出而露出笑容，

真誠的感謝，那麼就是最大的回報!今天學到了''是(being)志工，而不

是只是做(doing or becoming)志工，能夠服務是一種很難得的機會，能

夠以自己的能力去幫助別人，就是最棒的經驗。希望這次的服務隊出隊

順利又成功，感謝學長姐的辛勞，也期許自己在這次服務隊能夠以熱忱

的心去服務他人，以謙卑的心學習更多，最後，真的非常開心可以參加

服務隊 =) 

14. 鄭又文:志工，除了需要志願服務的熱忱，還需要一顆謙卑的心。服務他

人的時候，如果抱著高高在上的施捨心態，那對被服務者是一種侮辱，

自己也學不到東西。除此之外，志願服務的目的是增進公共利益，而非

累積個人聲望，對自己來說，志願服務最大的收穫就是學習和快樂。 

 

十五、服務活動記錄 

     1/21系統安裝、環境整理 編目 500本、參數設定 

     1/22編目 1,000本、流通作業 

     1/23編目 2,000本、移交硬體及軟體 

     1/24編目 3,000本、教育訓練(圖書館的公共服務) 

     1/25驗收、移交書目記錄及讀者記錄 

 

十六、具體服務成果 

    在新榮富幼稚園服務五天，我們一共編了3000餘本圖書，幾乎有一

半以上都是原編。五天的服務過程中，幼稚園提供我們點心與中餐，怕

我們編書編累時會肚子餓。隊員主要負責是編目、貼條碼、寫書標、上

架、排架及美化圖書室等 

    第一天除了先初步整理與了解環境，並將書籍有系統的下架，因為



圖書館是依出版社做分類，這樣有助於之後排架工作。在編書時碰到沒

有中文圖書分類法的選項、全國書目資料查詢，隊長第一時間打電話聯

絡毛老師與學姐，學姐馬上回信給隊長，只要調整 koha軟體的設定就

可以正常運作了。另一個情況是隊員發現有許多書籍上的價格都沒有清

除掉，隊長知道後，告訴隊員既然要給園內的師長及小朋友借閱，還是

必須一個一個地將其封面或背面的價碼都清掉，抱持書本的整潔。 

    第二天大部分都是要原編的書籍，只有少數書籍可以進行抄錄邊

目，雖然在編目上比昨天更順利和熟悉了，但是遇到一些問題大家還是

會互相討論一下的，像是作者號:以"四角號碼法"為作者號取碼規範工

具，其作者號以取足 4碼為原則。至於作者取碼法與姓名制度有關。 

    第三天經過前兩天的混亂後，今天終於上軌道了，大家已經開始習

慣去編書了，而我們也開始做些除了編書以外的工作，像是 key書標和

貼書標。不過有一個小小的插曲:像是條碼 key 錯（「可愛的馬兒」的條

碼就不小心 key成「一個人的小火車」，找了很久終於找到了）。 

    第四天全都是在編書和 key書標，服務接近尾聲，大家對編書的熟

悉度也越來越純熟，編書的速度也越來越快，但是仍有約 800本的英文

書待編。當然也忘不了要感謝新榮富幼稚園提供給我們學習的環境，每

位隊員開始寫卡片，一一寫上對幼稚園的期許與感謝。同時，因為明天

是最後一天的服務，因此必須先將相關善後的服務流程安排妥當，以利

明日工作能順利完成。     

    第五天也就是最後一天，大家編書編到下午三點，全部放下手邊編

不完的書籍，開始把這五天辛苦編完的書籍一一上架與排架，不過很可

惜的是:有約 300本的書籍尚未編目，只好留給賴館長自己編目與上架。 

大家要離開幼稚園時，也拍了許多張與圖書館和館長的大合照，作為我

們這次辛苦與快樂的回憶，畫下服務的句點。 

    這次的出隊過程中，起初是因為網路的問題導致編目進度完全停

擺，待網路的問題解決後，又因距離上次的教育訓練有一段時間，故大

家在第一天編目時會一直參考教育訓練的講義，編目的進度非常緩慢。

後來幾天，大家漸漸地熟悉了編目，知道哪些欄位是必填欄位，即使碰

到大家最害怕的原編，也因透過無數次地練習，更加純熟，像是「親親

自然」這一套書，剛開始大家發現此套書無法抄編，立馬將之丟到一旁，

但該面對的還是得面對，所以就有隊員鼓起勇氣，開始將它進行編目。

其實也沒我們想的這麼難，因為我們發現這套書很多都有副本，意味著

只需將其中一本進行原編，而副本只要更改條碼及索書號即可完成。 

 

 

 

 



十七、被服務單位回饋(滿意度) 

      取自102年2月4號的來信： 

毛教授，您好： 

        謝謝您與貴團隊在1/21～1/25這段期間，協助敝園將圖書館的

書籍進行編目，由於我們事前準備沒那麼完善，所以服務團隊來

的時候 其實是從比較混亂的情況下開始，因而沒能在1/25的期

限內，將所有的書籍和影音資料全部編目完成，但陳俊逸隊長也

在離開之前，非常積極熱心的將書籍編目的方法傳授給我們，所

以未完成的部份，我們會試著自己把它完成。只是，未來還可能

會碰到一些問題，若是需要尋求您或服務團隊的協助，再麻煩您

屆時能不吝給我們協助和指導。 

       敬祝您新年快樂！ 平安順心！ 

 

新榮富幼兒園賴志明  敬上 

十八、檢討與建議 

◎分類法問題 

    這次服務單位使用的中文圖書分類法，依學校課程必須在大二才會

學到，但是隊員大多為大一的同學，接觸時會感到很陌生，甚至不知所

措。 

    出隊前舉辦多次的教育訓練來增加隊員對此的熟悉度，再加上事前

有安排兩次的系館實作經驗，參考學姊做的講義並練習至熟能生巧。雖

然出隊時，koha編目系統沒有圖書分類法的選項，但經過隊長詢問毛老

師與學姊後，這些問題迎刃而解。 

 

◎索書號問題 

     索書號是由分類號與作者號組成，這次在出隊的過程中，分類號

最為頭痛，因為隊員除參考全國書目資訊網，尚須判斷此書籍是否適合

幼稚園適用的分類號，提高了困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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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這屆有經驗的隊員太少，導致在新人分享經驗時，

效率不高。不過這一屆的隊員，學習力強且編書效率高，遇到編目問題

時，會積極地向學長姐詢問。 

    服務隊在籌備時，積極詢問有經驗隊員的意見。並且在服務隊過程

中，增加一些團體活動，增進隊員間彼此的感情、培養服務的使命感，

不要只有工作占據大部分的時間。希望能夠在隊員心中留下深刻的回

憶，增加往後服務的意願。 



十七、照片錦綿 

1.貼條碼 

   

 

2.編目中 

   

   

 

 



3.編好的書籍 

   

 

4.key書標 

   

 

5.編目完的書，整齊排放 

      



 

 

 

 

 

 

 

 

 

5.大合照 

 

 

 

 

 

 

 

 

 

十八、經費支出明細表 

 

收支結算表 

科目 金額 說明 

教育訓練 15,000  
餐費 10,500 

印刷費 4,500 

出隊 0 餐費、交通費自理 

保險費 882  

文具用品 134 A411孔資料簿內頁、彩漾系 4孔夾-A4 

總支出 16,016    

      

教學卓越計畫教

育學院服務學習

─koha圖書館資

訊系統課程補助 

15,000   

志工自付費用 1,016  

總收入 16,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