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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9 屆 圖 書 館 服 務 隊 出 隊 工 作 日 誌 總 整 理 

一、 北京橄欖圖書館 

2014/01/19 紀錄者：劉醇郁 

    今天是前往北京的第一天，我們在下午 1 點 25分左右集合，辦完手續

之後，離登機還有一段時間，所以我們還在免稅商店逛了一下，然後在大約

2點 55分左右登機。 

    飛行的過程還算順利，只不過抵達的時間和預定的晚了 10分鐘，所以

我們在 6點 40左右到達北京，之後於七點左右與當地接機人員會合。 

 
之後他們帶我們去吃當地的天外天北京烤鴨，以表示歡迎，吃飽了晚飯之後，

我們終於到達了住宿的地方，並順便在鄰近的超市採買了生活用品，結束了

第一天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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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1/20 紀錄者：劉醇郁 

    今天一行人約在七點左右就起床了，並和當地帶領我們的老師以步行的

方式到附近的早餐店用餐，於九點左右抵達我們的工作地點－－北京橄欖圖

書館。 

    北京橄欖圖書館位於天通大廈的十六樓，一行人抵達後，老師先了解一

下目前圖書館的館藏，並贈送台灣的公路圖、輔仁大學的簡介、之前出遊製

作的袋子和巧克力，歡迎他們到輔大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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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我們在工作的地點吃便當，方便進行編書的工作，北京橄欖圖書館

的藏書大多與宗教有關，此外，有九成左右的圖書都需要原編，所以我們需

要花更多時間編書。 

    下午，我們成功地和溫州和大連的同伴取得聯繫，也在發生條碼號重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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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錯誤之前，及時修正。 

    從今天早上九點左右到下午五點半，我們約完成了 190本書籍的編目。 

(僅計算已匯入書籍) 

 

2014/01/21 紀錄：黃彥潔 

  今天我們大約八點出門,在麥當勞,咖啡杯裡裝的居然是豆漿!!!還有炸得

酥酥脆脆的油條!!!吃過早餐之後,九點開始工作,十二點的時候一起去麵館

吃中餐,飯後散步回去,之後又繼續工作到下午五點 。 

 

        五點的時候毛老師帶我們搭公車去北京四環,我們一起去逛了隔壁

的百貨公司,裡面的超市賣了很多北京當地的特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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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晚餐買了一些東西,大約九點時再回到住宿的地方,玩了一下三國殺就

準備睡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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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1/22 紀錄：劉醇郁 

今天早上我們去附近的包子店買早餐,配上超香超濃醇的現磨豆漿,開啟了

一天的序幕 

中午我們做了公交車到附近著名的慶豐包子鋪享用午餐,不但吃到了北京特

色的炸醬麵和打滷麵,還有著名的主席套餐,每個人也都嘗試了專屬北京人

的豆汁,並沒有想像中難喝 

 
下午,毛老師和龍山學長到附近的超市採買冷凍水餃和火鍋料,晚餐就在工

作的地方料理,配上酸奶和白玉醪糟,吃完晚餐後我們繼續進行編書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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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宿舍的路上,我們經過了一個小餐車,賣的是新韁道地的烤肉串,香氣逼

人,成為我們的宵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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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1/23 紀錄：劉醇郁 

今天一早就開始工作，索書號分類、編目、貼條碼書標、書籍上架等，由於

離原本期望的進度有落差，所以大家幾乎都沒有休息，下午則是工作收尾交

接時間，我們製作了講義和 PPT以協助該館館員編目之技巧。 

下午正式收工，我們一行人到老師所住的宿舍去體驗北京文化--包餃子，從

擀麵糰到和內餡都由我們一手包辦，學長還煮了豐盛的湯，一邊享受我們所

做的道地美食，一邊欣賞電視節目。 

 

2014/01/24 紀錄：劉醇郁 

05:30 北京參訪，乘坐公交車及地鐵 

07:20 輔大舊址(現北京師範大學) 

07:35 路經恭王府、郭沫若故居 

08:00 品嘗北京傳統早餐 

10:00 中國國家圖書館 

11:30 北京大學 

13:00 中餐－北大餐廳，與北大教授交流 

14:00 踩冰體驗－北大未明湖 

15:30 參觀太廟、明成祖手植柏 

16:40 天安門廣場 

18:00 南鑼鼓巷，自由活動 

20:40 返回宿舍 

 

這是我們到北京第一次結束工作自己規劃行程，雖然集合時大家睡眼惺忪，

但依然難掩大家的興奮之情 

搭了公車和地鐵，到達我們的目的地，是我們很多人第一次的經驗，我們在

此刻體會北京當地人的生活， 

除了飲食，文化古蹟以及兩岸交流的午餐約會和歷史課本中曾出現的一花一

木近在眼前，覺得難忘有趣 

 

二、 大連回聲圖書館 

2014/01/19 紀錄：吳禹禾 

今天 16:45大連團的各位隊員提著大包小包到桃園機場集合， 

在入出關手續上都延遲了不少時間， 

入關因為要秤行李排了不少人， 

而出關有一位隊員弄丟了她的台胞證， 

於是請助教陪同她尋找，但最後遍尋不著便在機場重辦， 

花了不少時間，幸好最後大家都成功出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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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一直穿著厚重大衣在機場徘徊， 

所以覺得很悶熱，大家決定出機場門口透透氣， 

不知道是不是悶了太久， 

所以出去外頭覺得其實沒想像中的冷， 

感覺是格外的涼爽。 

之後依照館員的指示， 

我們兩兩一組搭乘計程車到了館方為我們安排的酒店， 

到了酒店時間已經是晚上 11點多， 

路上不如台北，空無一人，相當空曠。 

之後大家到小隊長的房間開會， 

說明明天的工作時程及注意事項， 

並且決定隔天大家要去吃對面的灌湯包當早餐。 

希望明天的工作能順順利利。 

 

2014/01/20 紀錄：吳禹禾 

今天大家約一起床到對面的灌湯包小吃店吃早餐， 

灌湯包剛出爐蠻燙的，不過很多汁。 

 

吃完飯，我們跟隨館員乘坐公交車到了回聲圖書館， 

回聲圖書館出乎意料的美麗， 

 

隊員們一到現場紛紛拿起手機及相機拍照留念。 

親切的館長及館員也請我們喝飲料帶我們參觀環境， 

早上大約講述工作內容等等，剩餘時間再進行貼條碼的工作。 

到了中午，午餐也幫我們訂好了豐盛的便當。 

 

享用後，大家繼續將書籍貼上條碼， 

原本預計貼條碼過程順便有人要進行編目作業， 

但當地的網路不佳，館方跟隊長、助教研究了許久， 

希望能排除網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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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條碼號的問題，用 skype向毛老師求助後也大致上有順利解決了。 

今天為了能讓工作能好好運行，加班加到了 7 點半， 

大家也希望明天能真正正式地讓工作更加地有效率。 

 

2014/01/21 紀錄：吳禹禾 

 

來到大連第二天的工作， 

今天繼續進行編目的工作， 

大家辛苦地進行編書， 

當地館員也付出許多心力支援我們， 

向我們學習如何使用 koha， 

多了一些人一起工作，使編書的過程更加地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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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過程中又碰到了一大困境， 

那就是 Z39.50似乎出現故障狀況，使我們無法進行抄編， 

原本預計使用抄錄編目，我們的編目過程一定能較為順利且快速， 

但是現在卻只能進行原編， 

對我們是一大衝擊，開會後也決議要擬定新的工作策略。 

可能之後幾天大家就得辛苦些，要加班編書了， 

但這個決定也是希望能讓我們達到工作的目標。 

 

晚上我們乘坐大連的電車去晃晃，是開在馬路上的電車。 

相當新鮮，乘坐過程也很難得能看到很多年輕人， 

因為很多同學覺得我們住的地方附近，好像幾乎都是蠻年長的人。 

 
我們搭乘電車到較為熱鬧的地方， 

這裡蠻多百貨公司跟商場的，我們也逛了中國版的 UNIQ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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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深刻的就是電車開門後，我們竟然是在馬路的中間下車， 

真的是嚇了一大跳，開門後要下車，但又有很多汽車在前面駛過，大家都很

怕被撞到。 

 
當然逛完後，我們回程當然也要在電車來的時候到馬路的中間搭車， 

又是要有如青蛙過街地搭電車， 

不過也算是體驗到當地的文化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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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天氣真的還是很冷，大家裹很多衣服感覺似乎還是不太夠。 

 
 

2014/01/22 紀錄：楊尚捷 

第三天的工作 

由於 Z39.50壞掉的緣故，所以我們決定改以抄編方式編目 

在開始編目時便訂定了要編目的內容，以最精簡的方式編目圖書館的書 

以達成他們期望能夠在過年後開放借閱使用 

在簡單的開完會之後，大家便回各自位置繼續進行編目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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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今日午餐，一如既往地超多分量白飯 

 

在吃完好吃的午餐後 

下午大家仍舊辛勤的工作 

今天特別工作到比較晚，希望能多編點書好讓進度完成 

 

夜晚的回聲街道，充滿濃厚的過年氣氛 

 

之後我們便搭乘公交車前往館員說的好吃燒肉 

不知為何，大家一直都期盼著吃燒肉，但遺憾的是，燒肉竟然沒有開店!!! 

無奈之餘只好找間店家果腹，不過這餐是小童助教請客，吃起來感覺特別好

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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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小童助教!! 

 

吃完晚餐後，我們便趕緊搭乘公交車回到酒店開會休息。 

 

2014/01/23 紀錄：吳禹禾 

由於前幾天的編目冊數與預計的書量有些差距， 

所以這天大家真的卯足了全力，希望從 2800多本可以編到目標的 4800本。 

這天除了隊員們努力的編目以外， 

下午，我們也安排了 koha的教育訓練課程給當地館員， 

希望當地館員也能了解 koha系統的使用方式，在之後能得心應手的操作。 

在此也相當感謝館員們的細心聆聽。 

 

因為希望在這天能完成較多冊數， 

我們加班到晚上的 10點半， 

聽起來固然辛苦，但更辛苦的是陪伴我們的館員們。 

實在是非常感謝他們給我們的照料， 

時時刻刻問我們是否要喝水、咖啡或牛奶，有時候還烤麵包給我們吃。 

也勞煩他們陪我們待到 10點多了。 

 

最後回到酒店，從隊長那裏得知了今天的進度， 

我們仍有 1300本書還需要編目， 

大家也希望在明天，也就是最後一天，能達到我們的目標。 

 

2014/01/24 紀錄：吳禹禾 

今天是編目工作的最後一天了， 

不過在白天，館方替我們安排了參訪的行程。 

首先來到的是大連圖書館， 

大家看到了這裡有自動的借書機， 

比較印象深刻的是這裡的青少年似乎不像台灣， 

反而是放長假的時候充滿了看書的青少年， 

幾乎沒有一個位子是空著的。 

 

之後中午館員招待了我們燒烤/海鮮大餐， 

真的很感謝館方的慷慨，讓我們有榮幸享用到美味的中餐。 

 

下午我們到了回聲圖書館的發跡地-回聲書房， 

書房所散發的氣息讓人能頓時先沉靜下來， 

書房也提供了如咖啡廳般的座位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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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戶外是港口，可以坐在這邊欣賞著海景，是一番與眾不同的享受。 

 

大約傍晚我們回到了圖書館， 

大家繼續為了目標而努力編書， 

有的人也必須抽時間為明天的表演進行彩排。 

到了 10點半，很高興的我們達成目標了。 

大家辛苦了這麼久，終於完成了。 

最後就剩下明天的講座和表演了，大家加油吧! 

 

2014/01/25 紀錄：楊尚捷 

(交流活動) 

終於到了交流表演日了 

不過那是下午的活動，所以我們早上先將書籍進行排架整理的工作 

也盡量讓書本排列起來整齊有規律 

這是不同種的疲憊，是種體力的消耗 

不過在大家努力下，很快地就完成了工作 

也將椅子排列好，準備器材，等待下午的交流表演 

 

在我們吃完午餐後，也開始了交流活動 

來賓相當的多，而學姊們則在外面發放輔大圖資的小禮品 

首先是小童助教的演講 

再來是學姊的交流分享 

除了做公共圖書館的交流，我們也有做文化方面的交流 

跟他們說說台灣有甚麼好的旅遊地點 

 

再來就是同學們的表演了 

經過了事前這麼多的練習與準備 

大家也都表現出相當好的成果 

最後在合照下完美的結束這個交流活動 

 

結束後的我們進行了圖書館的整理 

將物品收拾，桌椅歸位回原本的地方 

且接受他們的招待，吃了 2樓吧台的食物和飲料 

真的是相當好吃! 

小隊長、大隊長及小童助教跟管員們交流互動 

而其他人則是在圖書館享受最後悠閒的午後 

最後要離開時，我們與館員們照了合照 

雖然只有短暫的一周相處，但卻讓人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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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著夜晚的回聲，不禁有股離愁湧現 

明天就要離開大連了，這些天雖然辛苦卻仍令人懷念 

三、 溫州華夏圖書館 

2014/01/19 紀錄：林志偉 

天氣：晴 

第一天，機場集合順利，旅行社學長已辦妥所有事物。一位隊員遺失了手機，

但是不影響出隊。行李檢查時隊員不小心攜帶違禁品，但是丟棄後順利通

關。 

 
機場前往華夏圖書館的路上，駕駛開車非常的「快速」，建議有雲霄飛車恐

懼症的人勿坐前座。 

 

  第一餐，館方非常熱情的提供餐點，每碗飯都滿成像山一樣。雖然餐點

有些油膩，但依然吃得非常飽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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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為教會宿舍，館方已整理好下鋪供我們使用，但是由於空調較不足，

上鋪會比較溫暖。熱水方面亦稍有不足，館方承諾會進行改善。中國插座及

電壓雖與台灣不同，但華夏圖書館的插頭多為三斜結合二直的插座，一般台

灣電器可直接使用，需特別注意電壓。 

 

2014/01/20 紀錄：林志偉 

天氣：晴有薄霧 

第二天，早上７：３０集合，８：３０開工。 

 

▲早晨教會向外之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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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馬教堂 

 

早晨的太陽及早點帶來不少溫暖，對於我們即將開始的工作有正向的幫

助。 

  工作開始，經過了解後得知館方人員並未接受過專業完整的圖書館學教

育 

，希望透過我們學習相關知識，但是華夏圖書館已運行兩三個年頭，我們希

望能先熟悉該館運作再進行交流。 

  第一項工作，編目新進書籍，華夏圖書館的編目為抄編信義宗神學院圖

書館之編目紀錄，而信義宗神學院圖書館使用美國國會圖書分類法，故我們

將使用美國國會圖書分類法並透過 koha系統進行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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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休息時間，隊員們到後方的公園進行運動。 

 

2014/01/21 紀錄：林志偉 

天氣：多雲時晴 

第三天。主要工作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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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３０～１１：３０ 

１３：３０～１７：００ 

１９：３０～２２：００ 

 

對於華夏圖書館的運作已經慢慢熟悉了，今天的工作是將部分使用中國

圖書館分類法的舊館藏改編成美國國會圖書分類法以達到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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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亦與館方進行交流，大致說明圖書館運作原理。 

 

▲早午晚餐皆由館方提供，菜色豐富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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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館方並未特別準備素食，兩位吃素食的隊員只好自行料理。 

 



24 
 

▲餐後休息時間隊員多在運動或者小憩一會兒。 

 

▲夜晚的星空。 

 
▲正在影印標籤的隊員。 

 

  2014/01/22 紀錄：林志偉 

  天氣：晴 

    所有工作都已經進入正軌了，編目及改編方面效率提升了不少，原本以為無

法在期限內完成的工作都能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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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館方對索書號有些認知錯誤，故需重新排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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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左一，華夏圖書館館長。前排右一，它館館長。前排右二，華夏圖書館館

員。 

  空閒時間除了運動之外，我們也到附近踏青了解當地風土民情 

 

▲當地電動機車暱稱為「小驢」。由於教堂離城鎮距離約腳程四十分鐘，要購買

東西需要交通工具會比較快速。 

 

▲遠方望向金馬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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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蔬菜吃起來特別甜，據說是因為蔬果結霜所造成。 

2014/01/23 紀錄：林志偉 

天氣：晴 

溫州圖書館服務隊第五天  晴天 

 

    今早起來刷牙時竟然看見室內的洗手台上的積水凍成霜了!相較於北京、大

連的暖氣全天候配送，溫州這不算北方也不全是南方的地方冬天特別讓人受凍，

即使待在室內，微弱的暖氣仍稍嫌不足。但今天教會院長安排我們下午去溫州市

區感受一下市區的繁華。 

 

    在前往市區的路上，我們從鄉下的農村出發經過黃沙滾滾的小鎮穿過髒亂的

工廠進入繁華的溫州市區，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路上有數不清的名車!從藍寶堅

尼到雙 B跑車什麼都有，奧迪在這裡感覺只有國民車的等級而已。 

 

    首先我們來到歐江，陳弟兄說這裡是溫州最高級的住宅區，溫洲真不愧是商

人之城，好多高級住宅區豎立在江畔，當地的陳牧師招待我們到歐江對岸的”江

心嶼”玩，江心嶼上有北宋就落成的古塔還有許多充滿江南風情的建築，其中還

去看了”革命紀念館”館內’講述當地的共產黨如何對抗國民政府，這些都是在

台灣看不到的歷史，可以說獲益良多。 

 

下一站我們來到溫州的步行街，裡面人山人海停車不易，而且物價水準跟台灣相

差無幾我們只有買些烤魷魚嚐嚐，不久我們就要趕往東歐大酒店的飯局 

 

 

    院長熱情的帶我們一起參加他們宣教中心的聚會，溫州菜跟台灣的口味差不

多，不過特色是海產很多，至少有三道菜有滿滿的蝦子，兩道魚，一道大螃蟹。

很多人都誤會我們同是教會的信徒還說我們未來都是教會的繼承人，溫州人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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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情，敬桌時所有人都會站起來杯碰杯的敬酒，許多人也到台上唱詩歌讚頌主的

美好，後來問陳弟兄才知道我們吃的那一桌就要價五千人民幣，大約兩萬五台幣! 

 

回到教會後我們都直接休息了，今天也是真正感受到溫州的當地風土民情，最後

還是希望可以邊完\書目回到溫暖的台灣。 

 

2014/01/24 紀錄：林志偉 

天氣：晴 

  今天早上我們繼續了編目作業，我們發現很多書都可以去中國國家圖書館抄

編，自 Z39.50故障後我們又再次加速了編目速度，光是一個早上就消化了數架

書。午餐後太陽高掛，久違的溫暖讓我們興起徒步走到鎮上看看的想法，走在無

盡頭的田間小路跟學姐們聊著聊著就到達鎮上了，鄉下的東西果然便宜許多。回

到華夏圖書館之後我們立刻回到工作崗位，助教說今天是我們工作效率最好的一

天，一方面已經徹底了解工作內容，另一方面因為中午充電休息後大大提升了工

作效率。晚上我們仍然加班趕工，也許我們真的可以達成”不可能的任務”。 

 

2014/01/25 紀錄：林志偉 

天氣：晴 

  今天算是我們待在溫州的最後第二天了，大家對台灣的思念又多了好幾層，

開始有人放台語歌解解思愁，第一次發覺台語歌真是動聽!從”風飛沙”聽到”

無人熟識”越俗越台越好聽!助教笑我們就像南部的加工出口區一樣，這句話真

很有意思，我們的工作似乎也是另一種加工出口阿!今天也帶當地的館員實際操

作 koha一次，當地管員都很積極學習，只是英文仍是學習的一大障礙。到了下

午我們大一的編目工作已經結束了，學姊和助教仍在與主題分類號搏鬥，沒想到

今天就可以進入編目尾聲了!完成這個任務真得不簡單。 

 

 

2014/01/26 紀錄：林志偉 

    今天是教會聚會的日子，也是我們離開溫州的日子。早上我們額外處理一些

新購買的新書，中午吃完飯後當地管員送我們每人一袋他精選的溫州名產，頓時

心中大受感動!這一回台灣，下次相見不知是何時。交換 e-mail之後他們也說想

找機會來看看台灣的民主和自由，如果他們真的有機會來台灣一定要好好招待他

們。之後我們開始收拾行李與打掃房間，本來預計四點出發，但是教會熱情的大

廚希望可以留我們吃晚餐，所以特地提早晚飯時間好讓我們吃飽回台灣，再前往

機場的路上有個小插曲就是我搭的那輛車因為快沒油了所以多繞了一段去加油，

好在都有趕上飛機，回到台灣之後我們的溫州之旅也就結束了。 

 

  這次的服務隊讓我學到很多感到很驕傲!我學到更多相關的圖書館專業更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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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寶貴的實務經驗。讓我驕傲的是:同樣身為大學生，別人只是返鄉陪山上小孩

玩遊戲做團康，我卻因為服務隊而有能力為有需要的人提供技術支援。我想往後

的大學人生我會繼續參予圖書館服務隊的。 

四、 台東方舟教室 

2014/01/20 紀錄：張婷雅 

    早上九點我們從捷運市府站集合後，出發前往羅東，約 10點半抵達再

轉火車，歷經千辛萬苦、跋山涉水的 8小時車程，我們風塵僕僕地抵達了台

東。 

 

  我們所服務的機構是叫「方舟教室」，這裡是台東土坂的一個排灣族部

落，部落的位址離台東的瀧溪火車站有一段山路的距離，而我們未來六天都

會在這裡度過。 

 

    機構裡的老師們人都很好，之後我們的晚餐都是由教室的廚房所提供，

而部落裡有也有早餐及小吃店。 

 

  我們約 5000本圖書需要整理，而第一晚上開會我們決定先將圖書分為

國小國中及高中以上程度的書，由於教室的孩子都是兒童讀者，所以會淘汰

高程度的書籍。 

 

    我們有 15個人，屋子裡有三個房間總共有四個通鋪，而且房間就在書

室旁，十分之方便。 

 

  希望接下來的編目工程能夠順利完成！ 

 

2014/01/21 紀錄：林聖文、張志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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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個大家都還在賴床的清晨，一股漸漸由遠而近的垃圾車「轟」的炸

醒了我們，這兒的垃圾車早的令人驚訝，簡直比鬧鐘還好用。大家被吵得心

不甘情不願的陸續起床，慢悠悠的閒晃到附近的早餐店去買超好吃的早餐，

那兒的老闆娘人超級親切的，賣的食物又超級超級好吃，讓吃早餐成為我們

最期待的事情之一，買完之後還帶著早餐順道在附近晃晃，順便尋訪我們的

秘密基地，連帶熟悉這裡的環境。走著吃著，我們來到了土坂國小的後院，

映入眼簾的廣闊世界令我們不禁為之驚嘆，遠處是一道深深的乾固河流貫穿

整座峽谷，腳下踩的是輕柔廣闊的草坪，整個開闊的世界令我們的心完全釋

放了開來，在忙碌的工作中，不異是個放鬆自己的好地方。 

 

    之後，吃飽飯足順帶欣賞完美景的我們，慢悠悠的在８點的時候，各自

去到分配好的位子上，開始努力工作去了。四個大一學弟負責在髒兮兮滿是

灰塵又亂七八糟的５０００本的書堆中翻來覆去，整理成一套套同類的書籍。

大一的學妹和大二、三的學長姊則負責進行圖書的編目，這是一個枯燥乏味

但是可以從中有所學習的工作，算是憂喜參半吧。 

 

    到了中午１２點，進入午飯時間，大家開開心心的扔下手邊的工作，去

到附近僅存的一家賣午餐的店 

，那家店賣的食物真的也只能用便宜又好吃來形容，超過度操勞之後簡直就

是遲來的幸福，這讓吃午餐成為我們最期待的事情之二。飯後，我們繼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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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上工，搬書的繼續埋沒在煙塵裡，編目的繼續和螢幕乾瞪眼。 

 
    不知不覺，到了６點，進入了晚餐時間，晚餐就是由當地我們協助進行

編書工作的人提供晚餐給我們吃，那兒的晚餐真的是超級好吃又吃的超級飽

的，整個超級幸福，這讓吃晚餐成為我們最期待的事情之三，然後去洗洗去

睡覺。         

 

2014/01/22 紀錄：林聖文 

這是我們一大早去看日出拍的太陽，還會跟我們微笑喔！↓↓ 

 

    早晨的陽光，從窗戶透射進我們的房間，哲睿的打呼聲彷彿還在耳中繚

繞。起身之後，才發現，唯一的枕頭在旁邊。把棉被掀開，隔壁的瀚文怎麼

沒有穿，於是我們起床去買早餐，發現大亨堡沒有賣，好難過。於是只好吃

翡翠抓餅，但還是很好吃。之後，我們經過一如往常的工作，搬書的搬書，

編目的編目，我繼續做我的貼標，然後到了午餐時間，我們去吃好吃的午餐

──泡麵，然後拖著憔悴的身體繼續回去工作。到了晚餐時間，去吃非常好

吃的晚餐。之後，工作結束後，我們大家分兩批一起去土坂國小看星星，那

兒的星星燦爛的彷彿翡翠抓餅。那兒看見了獵戶座、天狼星、木星、雙子座、

金牛座、大熊座……等。之後，我們在充滿日式風格的馬路上拍照，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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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獵戶座喔，有腰帶↓ 

 

    不久之後，大家回去休息洗澡，我們和「隊長」一起開始打小朋友齊打

交、橋牌來打發時間。哲睿開場先往右走，躲到角落之後，開始放冷箭，然

後他就被圍毆死了，就這樣我們不知不覺就打到半夜 2點，然後去睡覺。 

 

    雖然看起來今天我們好像沒有做多少工作，但其實我們編了「６００」

多本書，完全壓過其他隊！ 

2014/01/23 紀錄：林聖文、張志泓 

    即使昨天很晚睡了，但熱血的我們 6點就起床直奔土坂國小的後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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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睹這兒的日出。清晨的氣溫真的很冷，約有 10度左右吧。 

    到了那裡，我們等一段時間後才發現，日出的方位被山頭擋住著了，所

以大家就失望地慢步走到房間睡回籠覺去。 

    吃完了早餐之後，大家又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崗位，繼續做著未完成的工

作。每個人都很認真地在編書、貼標籤與條碼，即使到了用餐時間，仍然堅

持把手邊的事告一段落後才肯休息。 

 
 

2014/01/24 紀錄：張志泓 

    今天早上的天氣冷冰冰令人直打顫，所以我們去邊吃早餐邊去曬太陽取

暖，令人難過的是，今天依然沒有大亨堡，不過我們還是吃得很開心。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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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回去洗衣服、吃早餐，然後九點準時上工。但是好景不常，做沒多久，

一群當地熱情活潑的小孩子（根本就是小惡魔）嘩的衝進我們工作的場所，

頓時，我們工作的環境變的極為惡劣、難熬、艱辛、難過。他們很積極地跟

我們借手機玩，聖文遭架不住小孩的攻勢，交出他的手機，令他充了兩次電。

之後，那群小孩還很熱情地幫我們取綽號，他們幫哲睿取了自戀狂、不喜歡

吃香蕉反而好色的大猩猩、融合櫻木花道與大猩猩的人、大胖子、投球有進

的娘娘腔、ㄎ一當ㄎ一當的智障；而我被取了瞇瞇眼的流川風（眼鏡拿掉）、

自大狂、適合睡廁所的人；瀚文被取了寂寞狂、皮包骨；隊長被取了自傲狂、

籃球最強的人；聖文被取了抄截王、寂寞狂、暮暮、這兒最正的人的男朋友；

佳穎被取了松鼠狂；玟慧被取了嘔吐狂。然後還一直打我們、用千年殺戳哲

睿的屁股、監視我們有沒有開ＬＩＮＥ和ＦＢ，真的好難過，就這樣艱辛的

結束了這一回合，然後我們去吃午餐。 

 

    吃完午餐之後，我們想去土坂國小活動一下筋骨，為了讓下午的編書更

加順利，也擺脫早上的陰霾。然後，我們到籃球場沒兩分鐘，那群活潑熱情

天真有活力不怕生的小朋友們，開始對我們發動下一波猛烈攻勢，首先，不

跟他們玩籃球，我們的手機就會被威脅，還被強制讀秒，最後，我們無奈地

跟他們打４打４，隊長無恥的跳槽了（其實是去擺爛），首先，我們在瀚文

和哲睿的帶領下，率先奪得兩分，更有小Ｃｈｒｉｓ Ｐｕｌｌ之稱的聖文，

兇猛的抄截小朋友的球，還有志泓溫柔有禮貌的蓋火鍋。但是好景不常，原

先領先的我們被慘電了，小朋友發現局勢不對，馬上使用千年殺狙擊了我們

的瀚文和哲睿，我們頓時失去了最有力攻擊手，原本發燒的手感瞬間冰冷，

小Ｃｈｒｉｓ Ｐｕｌｌ之稱的聖文更被小朋友們用人海攻勢壓倒，接下來，

我們一路被窮追猛打，小朋友的攻勢變得銳不可擋，雖然中間有瀚文帥氣的

三分球力挽狂瀾，但還是以５：６的一分之差，飲恨落敗，隊長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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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拖著疲憊的身軀趕回去完成我們的工作，一路上哲睿、聖

文熱情的背著小胖丁們回家，所以我們遲到了，進度嚴重延遲。可是，小孩

子沒有因此放過我們，他們發動了極為猛烈的第三波攻勢，他們拿起了充過

水的塑膠娃娃蹂躪我們頭和背，哲睿更因此濕掉了上半身以及志泓的頭髮。

下午就這樣結束了。 

    晚上大家吃過飯，開始辛勤的工作，今天把進度編了１０００餘本，共

完成３２４４本，完全壓倒其他隊！ 

 
2014/01/25 紀錄：林聖文、張志泓 

    今天大家一如往常的起床刷牙吃早餐，休息完後開始全力投入我們在台

東工作的最後一天。今天的工作量非常龐大，除了編書以外，還要寫標、貼

標、上架、裝箱等。 

 

    我們兢兢業業的工作到中午休息時間，隊長讓我們多休息到２點，也讓

我們有機會去尋訪台東達仁鄉不為人知的美景，也順帶削減這六天以外累積

的工作壓力和疲憊。 

 

  據當地人說，當地有一處他們開挖到的溫泉可以泡，因此我們興高采烈

地開始我們的溫泉之旅。我們一路從土坂教室穿越整個村落，跑過學校，走

下山坡，直到最底下裸露的河床地，眼前的壯麗風景令我們驚嘆不已。雖然

現在是乾季，但還是有少許的河流穿梭過峽谷，我們就沿著溪流下游往溫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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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走，沿途嬉戲打鬧打水漂。不久，我們終於來到傳說中的溫泉，那時一處

鳥語花香、旁邊還有潺潺的溪水緩緩流過的世外桃源，往溫泉池裡看去，不

時會有蝌蚪從苔癬中穿梭而過。我們便就地脫下鞋子把我們的腳浸入池中，

頓時，一股暖流從腳底直竄到心頭，不僅暖化我們凍僵的手腳，也融化了我

們內心的壓力。 

 

  經過充沛的休息之後，每個人的能量都充得滿滿，於是，我們開心地回

去工作了。我們今天編書只編到下午三點，之後所有人都要去幫忙上架和貼

標，因為這六天累積的書量太大了，再編下去除了編不完以外，還會連善後

收拾都弄不完，因此我們開始了這段時間以來最風風火火的一段時光。從我

們泡完溫泉回來開始，大家幾乎都沒有甚麼休息，連晚餐都只簡單的用泡麵

快速解決。每個人都各司其職的投入於最後的工作當中，即使我們這麼努力，

但我們依然忙碌到半夜１２點半才大功告成。 

 

期間，我們還要教導當地土坂教室的老師們學習編目和整理圖書，讓時間更

顯得緊湊，好在我們還是順利完成了。於是，大家開心地去睡覺迎接明天期

待已久的台東之美探訪之旅。 

    2014/01/26~27 紀錄：林聖文、張志泓 

  今天清晨，我們在迷濛的日光中緩緩甦醒，在褪去工作壓力的枷鎖之後，

每個人都顯得輕鬆又自在。緩緩地再度踏上達仁鄉的街道，我們去買了在這

兒最後一次的早餐，老闆娘依舊是那麼的親切，早餐依舊是那麼的好吃，但

總有一股淡淡的失落感隱隱在心底發酵。告別了幫我們準備了六天早餐的老

闆娘（可是還是沒有大亨堡），我們慢慢的走回去準備收拾行李，大家一直

顯得非常的悠閒，哪怕時間明明已經顯得有些緊湊了。這六天一直照顧我們

的凱雁督導願意載我們到金崙火車站，因為車不夠，所以我們分兩批次前往，

而我剛好就是第一批次的人。 

 

沿途，我們行經東部海岸，遼闊的海平線與層層曙光交錯相印的天空牢牢的

吸引住我們的目光，也使我們的車速有些慢了下來以便拍照，這看似很正常

的小小行為，卻產生了如蝴蝶效應般大大的後果。 

 

我們第一批次先到了金崙車站，順便在附近的觀海平台四處走走看看，也在

那兒等著下一批次的到來。等著等著，看著時間慢慢流逝，我們內心開始有

些緊張焦慮，想說他們怎麼還沒有來，好不容易等到了第二台車，這時候，

火車卻提早來了，我們快嚇死了，因為第三台車還在路上，哪怕他們已經飆

到時速１３０公里。但我們也沒辦法，只好先讓到的人上車再說，所幸，火

車好像在等我們似的停了頗長一段時間，第三台車的人才有機會趕上我們，

終於結束了這一段有驚無險地糊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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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我們順利地搭乘火車到了台東火車站。在這兒，大二的一位學姊

和學長以及一位大一的學妹即將告別我們，先回去了，有些難過也有些不捨，

但我們還是得繼續走下去。於是，我們先搭乘接駁車到我們的民宿放行李，

也順便在那個高消費的地方解決我們的午餐，也討論今天下午和晚上的行程，

我們最後決定去參訪糖廠台東的森林公園，晚上再去鐵花村和附近的夜市。 

 

  決定好之後，我們買了台東一日遊的接駁車票券，開始了今天的台東之

旅。我們先搭乘接駁車到糖廠，為了趕時間，我們必須在下一班車來之前看

完糖廠，因此，時間顯得十分緊湊，大概只有１６分鐘的時間，我們趕緊跑

去看了一下糖廠的外面和逛逛附近的店家，就急急忙忙地跑回去搭車，前往

下一個目的地──台東森林公園，這也是我們今天下午最主要的行程。 

 

  到了森林公園，我們只能玩到下午四點半就要趕接駁車回到市區的鐵花

村，然後，我們在地租了腳踏車開始環繞著森林公園騎了一圈，更分成兩批

人馬，因為有學姊不會騎腳踏車，所以有一些學姊留在後方陪她慢慢練習，

另外一些人則組成「急速狂飆隊」（中譯速度與激情），衝進森林公園去了。 

 

    我們急速狂飆隊沿路極速奔馳，遇見了美麗的風景也會駐足留下影像來

紀念，由於急速狂飆隊的速度很快，因此趕在４點３０之前就繞行了一圈，

沿途更是經過了琵琶湖、某座橋、還有海濱之地，那兒真的非常優美更引人

入勝。 

 

    之後，急速狂飆隊急速的趕了回去，路上遇到了學姊隊的部分人馬，他

們正趕著在僅存的時間穿梭過整座公園一路衝到海濱去，他們只剩下一小時，

因此，學姊隊拿出比急速狂飆隊更猛的Ｐｏｗｅｒ衝了過去，而急速狂飆隊

看了看時間還有剩，於是開始騎了一條沒騎過的路，繼續森林公園探索之旅。

沿途的景色美麗依舊，但漸漸地，急速狂飆隊發現他們好像迷路了，頓時有

些驚慌失措，再繼續騎了一段時間之後，還是找不到路，而時限已經步步逼

近，因此隊長挺身而出去問路人入口在哪，沒想到，路人搖搖頭說不知道，

我們頓時有些緊張。這時，有人突然發現了附近的景色有些眼熟，大夥兒仔

細一看，才發現我們原來已經早在入口旁邊了，只覺得有些好笑，之後，為

了等學姊隊回來，急速狂飆隊到了入口旁邊的公園去跟小朋友搶盪鞦韆。  

  不久，學姊們也回來了，他們成功地在一小時內來往海濱，完成了這份

壯舉。於是，我們就直接搭接駁車前往鐵花村。 

 

  到了那兒，我們發現今年鐵花村提前放假，連帶旁邊的夜市也早早就過

年去了，我們頓時有些失望。沒辦法，日子還是要過，所以我們去了旁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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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頗貴的牛排館，吃飯消悶氣。飯後，我們便準備回去民宿休息了，因為車

還沒來，所以我們還順道去了ＵＮＩＱＵＬＯ打磨時間。之後，我們終於上

了車，踏上歸途。 

 

  回到民宿，大家也累了，各自進了房間就了無聲息，只有學弟和隊長這

一間房依舊熱情非凡，一夥人打牌、吃泡麵、泡熱茶、打小朋友齊打交直到

半夜三點半，中途隊長體力不支已先倒下，剩下四個學弟努力闖關打邪鬼，

不幸的是，我們失敗了，所以帶著沮喪的心情回去睡覺，也為了明天早上的

日出和遊玩做準備。 

 

 隔天清晨，我們醒來的時候已經９點了，我們還很詫異怎麼沒有人叫我們

起床，後來才知道，原來這兒還是看不到日出，所以，來台東這八天，我們

完全看不到日出，超級難過──哭哭。於是，我們一群人下海去餵魚，充分

體會到甚麼叫做混水摸魚，我們拿著當地民宿提供的飼魚麵包，捲起褲管，

走進海邊拿著麵包餵魚。 

 

我們把麵包插進水中，頓時會有一群好像八百年沒有見過麵包的魚蜂擁而至，

你會看見有一團魚拍打著水浪在你面前翻滾，還會有魚不時錯把你的手指當

作麵包輕咬了一口，在不屑地離開。 

 

  餵魚真的很好玩，大家依舊意猶未盡，但是海水已經逐漸漲潮，而且民

宿的早餐時間也快過了，大家只好依依不捨地離開魚群，上去吃早餐。那兒

的早餐真的很好吃，是一碗玉米濃湯搭配兩顆小餐包與臘腸在佐上一碗沙拉

與水果，真的很好吃，吃飽喝足之餘，我們還跟民宿養的貓咪們玩，他們一

個個吃的圓滾滾，很好摸也很愛玩，一群人圍著貓又是拍又是搔又是戳的，

十分逗趣。不久之後，因為要退房了，我們便先回去收拾行李，收拾好之後，

我們就再度回到海邊，不過這次不是去餵魚了，我們來到沙灘玩耍，更用了

當地沙灘上的石子和珊瑚礁石來排列文字──「ＬＩＮＳ」，以留做紀念。

更有不少人撿了一些珊瑚礁石和貝殼帶回家。 

 

  玩完之後，這次的旅程已經步入了尾聲，我們回去收了行李，告別了民

宿的貓咪們，搭上接駁車再次回到台東火車站，不過，這次的目的地已經變

成了台北，我們即將揮別過去八天的家，踏上回家之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