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第 30屆圖書館服務隊教育訓練成果書 

一、 志工團隊名稱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圖書館服務隊 

二、 教育訓練目標 

1. 訓練目的 

(1) 秉持全人發展之理念，以結構化與系統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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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養參加隊員的正確服務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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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志工學習目標 

(1) 志工的專業知識以及提升服務經驗。 

(2) 讓本系的學生能夠學以致用且更了解圖書館的運作。 

(3) 將人本關懷之服務精神融入專業陶冶中，創造深刻學習經驗，引發學習反省。 

(4) 以親身實踐強化情、意及態度面的培養與鍛鍊。 

(5) 服務與學習並重，並以反省增強做中學的效果，培養健全之價值觀及完善的社

會關懷與公民意識。 

三、 課程參與人數 

第一場教育訓練人數：34 

 

第二場教育訓練人數：36 

 

第三場教育訓練人數：35 

 

第四場教育訓練人數：31 

 

第五場教育訓練人數:24 

 



四、 教育訓練實施步驟 

編號 課程名稱 說明 時間 地點 

1 
Koha圖書館自動化

系統介面 

一、Koha提供的讀者介面   

1. Koha是什麼  

2. Koha提供了什麼樣的讀者介面  

3.實際運用 Koha讀者介面  

  4. 借閱、預約、還書 

二、圖書分類、貼書標、貼條碼、護貝、 

上架 

4/29(二) 

18:00-21:00 

圖資系系

館+ LE5A

教室 

2 

koha 圖書館自動化

系統編目實務(一) 

一、西文抄編(道明外僑學校的主要訴  

    求) 

二、使用 Z39.50匯入書目資料 

三、西文原編 

四、取作者號 

五、了解 008段的定長資料之內容 

六、實作 

5/06(二) 

18:00-20:30 
LE5A教室 

3 

Marc21 書目紀錄欄

位說明 

一、MARC21原編、抄編 

二、實作 

三、中文書編目 

四、MARC21指標功能 

五、著錄套書 

六、koha概觀與用途 

5/13(二) 

18:00-20:00 
LE5A教室 

4 

圖書館建檔工作流

程實際演練 

一、西文書編目 

二、抄錄編目流程 

三、 熟悉編目各欄位功能 

四、中文書及翻譯書編目 

5/20(二) 

18:00-21:00 
LE5A教室 

5 DDC分類法 

一、索書號意義 

二、DDC分類步驟 

三、附分表 

四、複習編目圖書 

5/27(二) 

18:00-20:00 
LE5A教室 

總   計                   12           小時 

五、 活動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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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活動效益 

(1) 透過志工教育訓練之舉辦，使參與服務隊的成員培養自主學習與問題解決的能力及 

增進溝通合作與團隊領導才能。 

(2) 透過志工教育訓練，充實志工服務人員之知能，並提昇志工服務人員品質。 

 

七、 活動成果 

(1)本講座主要邀請陳俊逸學長、林靜辰學姊、朱凱纓學姊、吳禹禾學長的經驗分享與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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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進行

實作的練習，讓同學們除了對於系統操作上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外，也讓自身上課所學

的進一步的帶到實用中，使本系的學生能夠學以致用且更了解圖書館的運作。 

(2)會後進行四次問卷調查； 

第一場：(34人參與，30人填答問卷，填答率 88%) 

對與本次活動得滿意度：100 ％   

第二場：(36人參與，33人填答問卷，填答率 91%) 

對與本次活動得滿意度：100 ％   

第三場：(35人參與，34人填答問卷，填答率 97%) 

對與本次活動得滿意度：100 ％      

第四場：(31人參與，28人填答問卷，填答率 90%) 

對與本次活動得滿意度：100 ％   

第五場：(24人參與，28人填答問卷，填答率 100%) 

對與本次活動得滿意度：100 ％   

 

(3) 參與者對於活動的其他建議： 

a. 第一場 

i. 可以用廣播 

b. 第二場 

i. 細項能說明意義 

ii. 實際操作的機會能增加 

iii. 把重點另外寫上白板 



iv. 編目教學時可切螢幕 

v. 課程可以放慢速度 

c. 第三場 

i. 舉例詳細一點 

d. 第四場 

i. 講者可以適時放慢速度 

ii. 多一點中文編目 

e. 第五場 

i. 可以增加和同學互動的機會 

(4)與會人員心得 

(a) 圖服隊的教育訓練讓我更清楚的了解編目，可以實際運用在資訊組織上課時所

學到的東西，學長姐都很認真的教導我們，讓我對編目更加熟悉。 

(b)上完了這學期的圖書館服務隊教育訓練課程之後，收穫真的很多，除了對編目方

面有更加深入的了解，也認識了有關主題的知識，之前出隊時比較著重在於中文書

籍的編目，這次因為服務單位的需求所以學到了西文的編目覺得很新鮮，課程的時

間也不會太長，很期待之後的出隊服務 

(c)我認為參加教育訓練不但可以學習有關於分類編目相關的知識、koha軟體的應

用，還可以增加資訊處理能力，這些都是對自己、對未來非常實用也相當有幫助的

知識，這樣的經驗是十分珍貴且難得的~ 

(d)雖然已經是第二次參與圖服隊的教育訓練了，但還是得到很大的收穫。原本不懂

的編目、MARC結構、Koha系統等教育訓練時所教的內容，也隨著平常課業中的學習

漸漸瞭解明白。 

(e)經過教育訓練五堂課，學習到了一些新知識，學長姐講解得很好、很清楚，所以

也更容易吸收了這些關於編目的知識，透過這這五堂課的學習，相信在進行實際編

目時，能更容易上手。 

(f)這次的圖書館服務隊教育訓練，因為需求所以學到了西文的編目，害我有種驚喜

又錯愕的感覺，總之又是一種一言難盡，其實這次的講義數量也讓我印象深刻，真

的是非常厚又非常實用的一本，我覺得那本介紹機讀編目指標的超級多頁的講義超

好用的!!後來在下一次那本複習的重點講義也很喜歡，尤其是那個抽籤，超級好玩

的，總之這次服務隊上兩個小時，負擔比較輕，而且不會容易睡著，喜歡這次一系

列的教育訓練。 

 

 

八、 收支結算表 

具服務-學習內涵青年志工特殊訓練課程收支結算表 



志工團隊名稱：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圖書館服務隊   

各項費用概算  
 

科目名稱及用途別  單 位  數 量  單 價  預算數  說 明 

課程講義印刷費        1886  講義、教材 （五堂課總和）  

學員與講師餐費  人  17  70  1190  5/20餐費  

 

總計        3076    
 

 
   

 

九、 參加學員 

具服務-學習內涵青年志工特殊訓練課程參加學員名冊 
 

編號 系級 學號 姓名 參加場

次 

是否出

隊 

1 圖書資訊一 402040189 王藝璇 12345 是 

2 圖書資訊一 402040464 陳書敏 12345 是 

3 圖書資訊一 402040361 吳采玲 12345 是 

4 圖書資訊一 402040505 林佳璇 12345 是 

5 圖書資訊一 402040074 吳佳穎 12345 是 

6 圖書資訊一 402040488 林聖文 12345 是 

7 圖書資訊一 402040141 葉庭均 12345 是 

8 圖書資訊一 402040531 許哲睿 12345 是 

9 圖書資訊一 402040440 曹瀚文 12345 是 

10 圖書資訊一 402040347 張志泓 12345 是 

11 圖書資訊一 402040490 章家瑜 12345 是 

12 圖書資訊一 402040220 吳沂芸 12345 是 

13 圖書資訊二 401040120 吳禹禾 12345 是 

14 圖書資訊二 401040041 張  鐘 12345 是 

15 圖書資訊三 400040616 陳俊逸 1234 是 

16 圖書資訊三 400040197 江宜蓁 12345 是 

17 圖書資訊一 402040048 陳宜琳 12345 否 

18 圖書資訊一 402040062 施若華 12345 否 



19 圖書資訊一 402040115 韓怡臻 12345 否 

20 圖書資訊一 402040127 林宛錚 12345 否 

21 圖書資訊一 402040282 黃彥潔 123 否 

22 圖書資訊一 402040309 陳綺萱 234 否 

23 圖書資訊一 402040311 連詠涵 12345 否 

24 圖書資訊一 402040385 林文心 12345 否 

25 圖書資訊一 402040543 陽佳芳 12345 否 

26 圖書資訊一 402040593 陳品瑜 12345 否 

27 圖書資訊二 401040182 游裕民 234 否 

28 圖書資訊二 401040596 廖宜珊 12345 否 

29 圖書資訊三 400040068 陳思羽 12345 否 

30 圖書資訊三 400040367 張青玉 123 否 

31 圖書資訊三 400040563 石璐琳 123 否 

32 圖書資訊一 402040103 林正和 2345 否 

33 圖書資訊三 400040276 辜莉婷 123 否 

34 圖書資訊一 402040012 曹境窈 12345 否 

35 圖書資訊二 401040039 邱鈺庭 12345 否 

36 圖書資訊一 402040581 黃宇弘 124 否 

 

 

 

十、 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