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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老師： 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毛慶禎副教授 

出隊地點：  大直道明外僑學校 

服務時間： 2014年 6月 22日至 28日 

贊助單位：輔仁大學服務學習中心 



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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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及剛起步的圖書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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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時代的發展科技的進步，圖書館的管理也面臨著必要的變遷，而對

於書目資料系統的管理，為了更方便的使用和製作，所以朝著自動化的方向

前進。這一屆是由道明外僑學校提出申請服務，因為之前該校是採用卡片目

錄格式，讀者在書目檢索、預約、借閱、瀏覽等功能上傳統圖書館的速度與

便利性，皆無法跟現代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相比，所以該校聽聞輔大圖資系擁

有歷史悠久的圖書館服務隊，希望藉由我們的協助來完成圖書館的自動化系

統，並重新整理編目不合宜的書籍與雜亂無章的分類號。所以我們這一次是

為了圖書館達成自動化的目標外，更完成圖書館的初步自動化設定雛形與基

本的館藏資源電子化，使之能進行基本書目的流通及管理業務，使讀者借

閱、檢索、預約書籍等功能更加便利，也讓圖書館員在管理上減輕業務方面

的負擔，就由此次服務的機會，能讓系上同學熟悉系上專業課程並實際操作

與應用，再加上創隊人陳致榮學長的發揮社團服務熱心、熱忱與團隊精神，

達成對對方圖書館系統自動化的神聖使命。 

  

  

  

貳、 活動目標： 

一、 活動目的與宗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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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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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使圖書館館藏電子化，讓資源利用更為完善便利。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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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促進組織以及地區資源的相互結合。 

6. 培養參加隊員的正確服務態度。 

7. 使參加隊員具有圖書館實務經驗及服務社會經驗。 

8. 藉擴大服務隊服務範圍使服務多元化。 

二、 志工學習目標 

1. 提升服務經驗 

2. 以親身實踐強化情意及態度面的培養與鍛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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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將人本關懷之服務精神融入於專業之陶冶中，創造更深刻之學習經

驗，引發更多學習反省。 

5. 志工的專業知識以及提升服務經驗。 

6. 讓本系的學生能夠學以致用且更了解圖書館的運作。 

參、 服務內容： 

一、服務項目： 

1. 全館之整理。 

2. 協助館內的圖書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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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訓練： 

    訓練該服務單位負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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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 活動參與單位 

一、活動辦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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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服務學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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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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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名稱 連絡電話 地址 

道明外橋學

校圖書館 

25338451 台北市中山區大直街７６號 

 

伍、 服務對象  

The Dominican International School (DIS) is formerly a U.S. Government 

Contract School or a D.O.D. 

(Department of Defense) School.  DIS is a catholic, private school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sisters 

of the Congregation of the Religious Missionaries of St Dominic which is of 

Spanish origin and with the 

Motherhouse located in Rome, Italy. 

 

In the later parts of 1956, permission from Mother General was obtained to 

start a school to give 

Catholicinstructions and a good education to American dependents. The first 

school was organized for 

Pre-Kindergarten, Kindergarten and Grades 1 and 2, and a small house in 

Chang An east road was rented. 

 

In January 1957, the school was blessed by His Excellency, Most Revered 

Anthony Riberi, D.D., Apostolic 

Internuncio to China. Three Filipino Sisters started to teach the 16 children 

enrolled and from that day 

the enrollment increased steadily. By June 1957 there were a total of 76 

students and with two more 

Filipino Sisters joining the Faculty. 

 

A larger house was rented in Liung Chung Street the following school year to 

accommodate the increasing enrollees. In August 1958 a team of American 



educators (Superintendents of Schools) from Washington D.C. arrived. They 

examined the teaching qualifications of the Sisters, the curriculum, methods of 

teaching and the textbooks used by the students. After examining all of these, 

the American educators all agreed in giving recognition to the efforts of the 

Sisters to give an excellent education to the American dependents. It was then 

that Dominican School became a U.S. Government contract school: D.O.D. 

(Department of Defense) school. And on that same year, third grade was 

added. 

 

In 1959, a larger building was rented. Three more grades were added and 

more Sisters arrived from the Philippines. The first P.T.A. was organized with 

volunteer officers. A big lot was purchased at the present site of Dominican 

International School, including strips of land to make the road leading to the lot. 

This was finished before materials could be brought i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uilding. 

 

The first cornerstone was blessed in a simple ceremony by a Dominican Priest 

in August 4, 1959. Materials were brought in and the construction started. By 

March 28, 1960, classes were held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new school building. 

It was solemnly blessed on April 30, 1960 by his Eminence Thomas Cardinal 

Tien, S.V.D., D.D. Grades 7 and 8 were added the following year. More Sisters 

came from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enrollment reached 600. 

 

As time went by, a modern gymnasium was added, statues erected and a wall 

placed around the compound. In late August 1960, another edifice was 

completed. The new edifice has four classrooms, a laboratory, science room, 

typing room and music room. Grade 9 was added and the enrollment reached 

800. However, with the withdrawal of the American Forces from Taipei, 

Dominican School became an international school that opens her door to all 

kinds of nationalities. But it still adapts a modified American curriculum. 

 

Even though Dominican International School has had "growing pains," it has 

always been uppermost in the minds of those connected with the school to 

give an excellent education to all students regardless or race, color and creed. 

 

陸、 服務志工名單：  

 



編號 系級 姓名 性別 住宿與否 

1 圖書資訊一 王藝璇 女 住宿 

2 圖書資訊一 陳書敏 女 住宿 

3 圖書資訊一 吳采玲 女 住宿 

4 圖書資訊一 林佳璇 女 住宿 

5 圖書資訊一 吳佳穎 女 住宿 

6 圖書資訊一 林聖文 男 住宿 

7 圖書資訊一 葉庭均 女 住宿 

8 圖書資訊一 許哲睿 男 住宿 

9 圖書資訊一 曹瀚文 男 住宿 

10 圖書資訊一 張志泓 男 住宿 

11 圖書資訊一 章家瑜 女 住宿 

12 圖書資訊一 吳沂芸 女 住宿 

13 圖書資訊二 吳禹禾 男 不住宿 

14 圖書資訊二 張  鐘 男 不住宿 

15 圖書資訊三 陳俊逸 男 住宿 

16 圖書資訊一 陳品瑜 女 住宿 

 

柒、 籌備狀況    

時間 內容 

3/5(三)~3/14(五) 招生 

3/28(五) 幹部籌備會 

3/31(一) 教育訓練內容修訂 

5/8(四) 說明會 

4/29(二) 教育訓練 1 

5/06(二) 教育訓練 2 

5/13(二) 教育訓練 3 

5/20(二) 教育訓練 4 

5/27(二) 教育訓練 5 

5/28 (三) 確認出隊名單 

6/3 (二) 行前說明會 

6/22(日)~6/28(六) 出隊服務 

 

捌、 活動行程  

出隊地點：台北市中山區大直地區道明外僑學校 



出隊日期：從 6/22(日)~6/28(六)，為期 7天。 

服務對象：道明外僑學校 

去程：6/22(日)於下午 2點在捷運大直站集合，步行 5分鐘到學校。 

回程：6/28(六)原地解散。 

 

以下為活動實際行程記錄表： 

日期 時間 行程 

6月 22日(日) 

14:10 抵達道明外僑學校 

15:00 分配工作、分組拆書套及黏貼條碼 

18:00 晚餐 

19:00 開會 

19:20 拆書套、黏貼條碼 

20:00 工作結束 

6月 23日(一) 

07:00 早餐 

08:00 黏貼條碼、測試編目及確認編目欄位 

12:00 午餐 

13:30 編目 

17:30 晚餐 

18:40 編目 

19:45 開會 

20:00 工作結束(累積編目約 673本) 

6月 24日(二) 

07:00 早餐 

08:00 編目 

12:20 午餐(累積編目約 1484本) 

13:30 編目 

17:45 晚餐 

18:30 編目 



19:40 開會 

20:00 工作結束(累積編目約 2333本) 

6月 25日(三) 

07:00 早餐 

08:00 編目 

12:00 午餐(累積編目約 3514本) 

13:30 編目 

17:00 點心 

17:15 編目 

18:00 晚餐 

18:30 編目 

19:50 開會 

20:00 工作結束(累積編目約 4230本) 

6月 25日(四) 

07:00 早餐 

08:00 編目 

12:00 午餐(累積編目約 4615本，2樓書籍編目完畢) 

13:45 貼 3樓小說條碼 

15:30 點心 

16:00 毛老師蒞臨指導 

16:30 編目 

17:45 晚餐 

18:30 編目 

20:00 工作結束 

6月 27日(五) 

07:00 早餐 

08:00 編目 

12:00 午餐 



13:30 編目 

14:30 點心 

15:00 編目 

17:30 晚餐 

18:30 編目 

21:00 工作結束(3樓小說編目完畢) 

6月 28日(六) 

07:00 早餐 

08:00 編目 

11:30 午餐(道明頒發證書) 

13:30 編目 

15:00 點心(我方贈與感謝卡) 

16:00 編目 

17:45 晚餐 

18:45 編目 

20:00 工作結束 

 

 



玖、 活動剪影 

一、 道明外僑學校 

 

 

道明外僑學校的圖書館全景。 



 

道明外僑學校的全景。  

 

我們終於到了道明外僑學校的圖書館門口。 



 

這是他們的兒童圖書館，是我們首要編目的區域。 

 

館方提供我們住宿的地方。 



 

認真的編目工作中。 

 

大家認真貼條碼的模樣。 



 

神奇的條碼翹起來技術。 



 

學長督促大家努力工作。 

 

辛勤地把書搬來貼條碼。 



 

大家開始吃飯囉! 

 

認真的同學，YA！ 



 

吃完早餐準備上工編目囉！ 

 

女孩們的午休時間。 



 

男孩們的休息時間。 



 

下班之後的休閒活動—迷你保齡球。 

 

休息時刻抱著電腦的孩子們。 



 

 

男生們的睡顏。 

 

編目充滿灰塵的陳舊書籍時之全副武裝。 



 

專業又孤單的哥。 

 

毛老師來探班了！！紀念大合影~~ 



 

毛老師的叮嚀~~~ 

 

毛老師與修女和館長。 



 

男生睡一排。 



 

午餐時間，好吃的披薩。 

 

禹禾隊長和 Iris館長的感謝卡片合影。 



 

下班之後不忘做運動。 

 

 

領到館方準備的服務證書好開心！ 



 

道明外僑學校之前使用的卡片式目錄。 

 

Iris館長和修女的合照 



 

工作之餘也要兼顧飲食攝取均衡唷！！ 

 

努力工作的男子漢！ 



 

圍城式睡法。 

 

與道明外僑學校的大合影。 



 

可愛的人在幫可愛的書貼條碼。 

 

哭哭我要原編了。 



 

快樂的下午茶時間！ 

 

我們走健康路線~午餐之後的籃球運動~ 



 

要收拾行李準備回家了。 

 

 

壹拾、 心得回饋 

圖資三 陳俊逸 

 

第 30屆服務隊總共 7天的日子稍縱即逝， 

昨日的那一幕...中午修女請我們同學與館員們一起吃飯，下午修女與

教職員為我們的同學慶生。而晚上總是來得特別快，離別也總是在我

們身後，不斷的追趕著，編完書後的一個小時，我默默的回憶著這七

天下來的服務，從系統問題到我們全隊編目 7000餘本，想像著那份感

動，開學有小朋友開始使用我們所建置的 koha 系統做流通，把書借回

家，若有不清楚書目的部分，還可以在我們的系統目錄查詢，那一份

辛苦期待著小朋友拿著書蹦蹦跳跳到櫃檯前借閱，也因為館長努力推

行圖書館的自動化，問我許多問題，而我也把我在系上所學的課程一

股腦兒毫不隱藏的，一步一步把系上專業課程授予館長與館員們，很

高興看到他們這麼積極在學習著，我很少看到會有服務單位這麼肯學

習肯發問，我深深地被他們所感動，而他們也很感謝我們幫他們達成

50年來圖書館自動化的夢想，我想所享受的成果不只是我們與圖書

館，而是將來這所有學校的教職員工生，或許依稀記得我們服務的片

段，但是我想之後我還會再次踏上這一片土地，看看這一次服務的成



果，當然不是為了炫耀，而是完完全全詮釋我們這幾天寶貴的服務，

在回憶那時光那相處與解決的情境，令人動容，謝謝道明外橋學校給

我美好的服務環境，而服務隊也賦予我身邊一群默默努力的學弟妹，

我們的服務就此畫下句點，而留下了驚嘆與讚賞至學校中蕩漾。 

圖資二 吳禹禾 

 

    這次出隊擔任隊長的任務，從與被服務單位聯絡一直到出隊，其

實自己一顆心都一直懸著，擔心自己可能沒辦法把系統狀況處理好，

或是無法顧好每一位隊員的工作狀況，但其實很多事情都多虧所有的

隊員協助，從俊逸學長憑藉系統的專業能夠進一步地去解決館方的問

題，也與館方積極的去討論，也謝謝其他隊員們於編目如此盡心盡力，

讓我們的進度不斷超前，讓我的壓力也不至於太大。隊上彼此之間也

形成一股歡愉的氣氛，即使工作量不小，但依舊能夠感受到那份一同

並肩作戰的情感。也謝謝館方對隊員們如此的細心照料，常常擔心我

們的安危及生活作息等，讓我們能專注於工作。7天下來也和許多過去

未接觸的隊員更佳的認識，出隊過程的氣氛也非常的好，很感謝無論

是已有出隊經驗或是無出隊經驗的隊員認真投入的精神，讓這次的出

隊劃下很好的句點。 

圖資二 張鐘 

 

經過這次的服務我學很多寶貴的經驗，也發現自己還有很多不足

的地方，我對編目更有心得了，直接實作果然進步的最快，而且當他

們等了 50年的自動化系統完成時，看到他們高興的表情，其實滿有成

就感的，但我也發現我對 KOHA系統還沒有很熟悉，這是我要加強的地

方，如果對方問得太細我也有可能答不出來，或許大三修那門課來加

強自己，希望下次再出隊不會再遇到同樣的問題。 

圖資一 許哲睿 

 

   這是我第二次出隊，揮別第一次出隊編書的青澀，這次編書比較熟

練和果決，即使這次的書因為大部分都是英文和老書。這次最大的收

穫是在於沒有 ISBN和無法抄編時的處裡吧，對著錄欄位指標和標點符

號有更深的使用經驗，還有對於 KOHA的使用者權限的設置編目， 清

單 ，流通 ，的使用。相信下次我會編的更完整和有速度的。其實也

見識到了館員和學長的博學和處理不同的書的技巧和應變能力(不可

能每本書都資料齊全)，要走的路還很長，但我相信，日復一日在每一

個層面我會愈來愈進步，下一次我就是學長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但我會克服的。這次其實還有很多需要改進，下次編目時播放的音樂

真的要多一點，老是撥同一首歌真的太惱人了，另外編目時真的需要

專注又神遊於外，才不會不耐煩和情緒差，掌握自己，掌握標明書目

資料的地方，善用周邊資源，編目其實是一個不難但是高強度的工作，

不要太鬆懈了。很感謝有這次服務的機會，學到很多，也非常感謝館

方的照顧，真的非常周全和貼心，冷氣，吃飯都是，遙祝他們圖書館

營運順利，也希望小朋友多去看我編的書，我編的地方是參考書區喔!!

還有三樓 A開頭作者的地方!!!也很感謝出隊大家，因為有你們編書才



這麼有趣，貼標也是，在不能說話的圖書館很高興有你們的陪伴，住

宿生活也是喔。 

圖資一 王藝璇 

 

    編目一開始的新鮮感、興奮感，會慢慢地被一本又一本書消磨殆

盡。 

    其實編目是一項考驗細心和耐心的活動。 編到最後雖然會覺得很

不耐煩，一開始原編既辛苦又麻煩，但試過所有方法後，還是得一步

一步地把資料填上去，完成原編時的感覺是加倍有成就感的。 

 

    和同學一同睡大通鋪的感覺很特別，可以看到有人怕蟲，有人很

勇敢的打蟲。 

    互相幫助，互相體諒，還可以看到大家不為人知的一面。一生一

次的大學暑假，和這些同學一起做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我感到開心。 

圖資一 吳佳穎 

 

    這次去道明服務真的非常開心，接觸到之前服務沒有接觸過的西

文編目，也學習到許多之前沒有注意到的事情，這次是第二次出隊了，

心情依然很開心也有很多的收穫，在這短短的期間成長了不少，館方

的工作人員都十分親切，工作的環境也非常好，我們這七天過得很充

實也很開心，大家能一起住、一起工作也是非常有趣和難忘的回憶，

相信經過了這次出隊的經驗，我對於圖書編目和西文編目會更加熟悉

且有經驗，更能深刻感受以自己所長來學習，也能服務他人的這種精

神，希望以後還有機會回去看看我們編目的書，也有機會再回去服務。 

圖資一 葉庭均 

 

    道明學校的圖書館服務，在短短七天就告了個段落。第二次出隊

服務，心境是不一樣，但同樣都有很大的收穫，我們所接觸到的書都

是英文，幾天的磨練下，西文書編目對我不再是個困擾而且得心應手。

很感謝道明給予我們那麼好的工作環境，及吃飽飽的餐點。 

圖資一 吳采玲 這一個禮拜的服務過得很充實,每天的餐點都很豐盛,透過這次的

服務顯現分工合作的重要,先貼條碼完再一起編書發現進度便很快,很

有成就感,但在編書也有遇到一些問題,如 ISBN找不到書目資料,就只

好用原編了,發現大家都很認真在編書,館員也和我們一起努力,有大

家一起奮鬥的感覺 

圖資一 張志泓 30屆服務隊的這七天，看似漫長，然而一回過神來，已經結束了

一切坐在家中打著這份心得了。回想起來，過程中有不少時候，真的

時常感到疲憊和辛苦，不論是龐大的書量還是積滿灰塵的舊書都讓我

一度感到無力。然而，和大家一起努力所帶來的力量還是支持著讓我

把它給完美完成了！這已經是我第二次的出隊了，在擺脫身為新手的

生澀之後，這次編目無疑順暢很多，也對 Koha系統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然而也發現了更多的問題有待學習。不過，我們還有很多時間，希望

以後也可以再次出隊，跟大家一起編目一起學習，也是有了大家的陪

伴，才讓這個工作不那麼沉悶。 



圖資一 林聖文     這裡的一切都是那麼的令人難忘。充滿各種昆蟲的走廊、下著大

雨那夜大蟑螂的飛舞、總是吃得非常飽的午餐晚餐，以及豐盛的早餐

和點心、關心照顧我們各種事情的館員、修女一得知有人生日就立刻

買蛋糕的感動、一起合作編目完成 7000本書的成就、一起欣賞照片的

歡笑，很高興有這樣的機會，服務與學習，並享受了諸多的關愛與溫

暖，這真是一次很愉快的經驗。 

圖資一 曹瀚文     這一次第三十屆圖書館服務隊在道明外僑學校服務，這個經驗對

我來說真的十分可貴難忘。 由於先前出隊並沒有實際過編目，再加上

這次的館藏都是西文，在出發前就非常期待。 而在服務中，由於館方

都幫我們規劃好了工作內容及範圍，在過程中並不會感到茫然， 只是

一開始規目規則跟索書號的制定對我來說有些複雜，但經過一本本書

的練習，到後面也慢慢熟能生巧，對我來說還挺開心的。 當然這幾天

最難忘的是親切貼心又大方的館員們及修女啦~即使我編錯也只是親

切的講一下，我覺得造成館員們困擾真的很不好意思... 和每日的三

餐外加下午茶，這些都太豐盛太幸福!!甚至是最後一天請我們吃義大

利麵、蛋糕等，真的是能感受到滿滿的熱情~ 這次的出隊對我來說受

益良多，不但讓課堂上無趣的知識與現實有了連結，也感受到合作、

關懷和成就，希望日後的服務也能這次般如此充實開心~ 

圖資一 林佳璇 這是我第一次參與這服務活動，一切對我來說都是新的體驗，雖

然工作就是一直重複做一樣的動作，但是能將課堂中所學習到的東西

實際運用在現實生活中，並能幫助到他人，當編完書的當下，我覺得

這一個禮拜的辛苦都值得了。而且這次去服務的單位給我們的待遇非

常好，讓我留下很好的經驗。 

圖資一 陳書敏 這次很開心也很感謝這次能有機會能機會能到道明外僑學校服

務、從一開始的慌亂到最後的熟悉感覺真的是受益良多、且這次受到

了道明學校盛情溫暖的歡迎、真心覺得很感動與感謝、希望在短短的

這一禮拜中我是能有幫的上忙的！若還有機會希望能夠再到那幫忙、

下次若還有機會到其他地方服務、會懷著這樣感恩與珍惜的心去的。 

圖資一 章家瑜 在這一個禮拜的時間裡我覺得過得十分充實，每天都吃得很豐

盛，而我們的工作不是貼條碼就是編書。雖然有時很單調會稍微的恍

神片刻，但是覺得同學們和學長們都很認真的在工作，於是又打起精

神來繼續努力。覺得這次出隊的環境很好，遇到的每個人都很親切，

希望有幫上他們的忙，我能夠參與到這次的圖服並真是太幸運了。 

圖資一 吳沂芸     這是我第一次出服務隊，能到道明外橋學校服務很幸運，她們對

我們是如此無微不至的照顧，對於我們的住宿、餐點那麼用心，真的

很感動。在這七天學到了很多東西，從一開始的不熟悉，到逐漸進入

狀況，最終我們編目了 7000多本書，一想到這是大家一起互相幫忙合

作的成果，就很有成就感。第一次出隊就能擁有這麼多美好的回憶，



覺得開心。 

圖資一 陳品瑜 第一次參加圖書館服務隊，雖然只有短短一星期，但我從中我學

到非常多。一開始因為對編目還不是非常熟悉又被分配到參考書區，

參考書區的書很多沒有國際標準書號，所以大部分是原編，因此，編

目的速度緩慢又覺得很困難，但隨著編目書的數量增加，越來越熟悉，

速度也加快。在編目的時候也學到可以使用 OCLC和 Worldcat的網站

查詢書目資料和 DDC，這些在參考資源這門課都曾提到，實際去編目後

更能了解課堂上學的東西。每天看到完成的量越來越多感覺很有成就

感，這個星期過得很充實愉快。 

 

壹拾壹、 辦理期間所遭遇的問題  

一、 道明外僑學校 

(一) 如何為道明外僑學校圖書館規劃適宜的分類方法並建立索書號。 

解決方法：初入道明外僑學校圖書館，我們就發現到該圖書館在書架上的分類方

法並非依據中國圖書分類法所分類而是使用卡片目錄的分類方法，而館員們也表

示希望可以延用他們原先所較熟悉的分類方法以方便日後的管理，因此經會議討

論後，我們重新整理了所有的類別並依 DDC設立各類別之特藏號，再以各特藏號

加上著者姓氏組成我們的索書號，特藏號可以顧及館方在牌架上的需求，未來如

該館需與其他圖書館合作，以利進行書目資料的交流與分享。 

(二) 網路不穩定，影響編目上進度。 

解決方法：第一天在道明外僑學校圖書館就遇上道明的無線基地台無法提供 15

台電腦同時連線，造成部分同學無法連上網路進行編目，影響我們編目的效率。

在此困境中，很感謝道明外僑學校圖書館的館員一直盡心盡力的為我們修復網

路。 

(三) 第一天編目練習時發現無法刪除練習時匯出的書目記錄。 

解決方法：負責系統維護的學長將書目紀錄個別刪除錯誤的記錄與館藏。 

壹拾貳、  辦理效果評估 

    我們共編入 7000餘本書，書籍大都是兒童讀物、兒童繪本、研究用書、參

考用書、小說和非小說類型，因為道明外僑學校圖書館之前是採用卡片目錄格

式，讀者在書目檢索、預約、借閱、瀏覽等功能上傳統圖書館的速度與便利性，

皆無法跟現代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相比。所以這次我們協助他們完成圖書館的自動



化系統，也以全新的索書號來重新整理分類不合宜的書籍與雜亂無章的分類號。

達成了道明外僑學校圖書館自動化的目標外，更完成了圖書館的初步自動化設定

雛形與基本的館藏資源電子化，使之能進行基本書目的流通及管理業務，讓讀者

借閱、檢索、預約書籍等功能更加便利，也讓圖書館員在管理上減輕業務方面的

負擔，藉由此次服務的機會，能讓系上同學熟悉系上專業課程並實際操作與應用。 

壹拾參、 對未來政策或活動的相關建議    

一、 道明外僑學校 

(一) 教育訓練之內容安排和規劃 

    教育訓練因人數很多而無法詳細教會所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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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才不會一有問題就麻煩學長姐來回奔波，導致編目效率

降低。 

壹拾肆、 活動收支結算表 

收支結算表 

科目 金額 說明 

行前餐費 $2792 籌備會、行前說明會 

雜費 $126 卡片*3 (36+36+54) 

餐費 $5600 已扣除道明補助餐費，剩下為隊自費 

影印費 $202 
 

保險費 $1,280 保險費 (16*80) 

總支出 $10000  



 

 

輔仁大學服務學習

中心補助 
$10000  

(被服務單位補助) $17920 (餐費補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