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系學會 

第三十二屆圖書館服務隊 

活動成果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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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律賓   菲律濱聖經神學院圖書館 

                  南投縣信義鄉望鄉部落圖書館 

服務時間： 2015 年 6 月 28 日至 7月 5日 

贊助單位: 輔仁大學服務學習中心   

財團法人全聯佩樺圓夢社會福利基金會 

 

  



 

1 

 

目錄 

壹、總收支結算表--------------------------2 

貳、菲律濱聖經神學院圖書館----------------4 

參、南投縣信義鄉望鄉部落圖書館-----------23 

  



 

2 

壹、總收支結算表（單位：新臺幣） 

收入 

財團法人全聯佩樺圓夢社會福利基金會 5000元 

輔仁大學服務學習中心 18000元 

自籌款 122832元 

總計 145832 元 

 

項目 內容 單價(元) 數量 小計(元) 備註 

支出－菲律賓 Biblical Seminary of the Philippines 

一、交通費 機票 

（含稅） 

10591 12 127092  

二、保險費 保險 251 12 3012  

三、印刷費 影印 - - 391 行前通知單$41 

海報$350 

四、材料費 卡片 - 3 256 6/29:400.75(菲國比索) 

=400.75*0.6373=255.4 

五、餐費 6/29晚餐 - 12 955 6/29:1497(菲國比索) 

=1497*0.6373=954.0381 

總計(元) 131706  

支出－南投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望鄉教會 

一、交通費 火車 

+客運 

- 17 12621 依照不同搭乘方式，

其價格有所不同：去

程台北出發；回程至

台北 13 人，10556 元 

去程鶯歌出發；回程

至台北 1 人，808 元 

去程彰化出發；回程

至太原 1 人，30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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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程社頭出發；回程

至社頭 1 人，208 元 

去程新竹出發；回程

至新竹 1 人，746 元 

二、保險費 保險 78 17 1326  

三、材料費 卡片 - 2 179 90 元+89 元 

總計（元） 14126  

總計 14583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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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活動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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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接受菲律濱聖經神學院（Biblical Seminary of The Philippines）之邀請，

第 32 屆圖書館服務隊將秉持文化推廣之精神，並協助該單位建立圖書館資訊

系統，希望將圖書資訊專業所學技術，推廣至社會，以期讓學生體驗服務精神

之外，並能學以致用。 

 

貳、 活動目標 

一、 活動目的與宗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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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使圖書館館藏電子化，讓資源利用更為完善便利。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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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把技術傳承下去，讓當地人員能夠正確使用圖書館，並維持功能運作。 

(五) 促進組織以及地區資源的相互結合。 

(六) 培養參加隊員的正確服務態度。 

(七) 使參加隊員具有圖書館實務經驗及服務社會經驗。 

(八) 藉擴大服務隊服務範圍使服務多元化。 
 

二、 志工學習目標 

(一) 提升服務經驗。 

(二) 讓本系學生有機會與當地接觸，並教導當地館員相關圖書館知識 

(三) 以親身實踐強化情、意及態度面的培養與鍛鍊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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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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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志工的專業知識以及提升服務經驗。 

(七) 讓本系的學生能夠學以致用且更了解圖書館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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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服務內容： 

一、服務項目 

     全館之整理： 

(一) 館內的新書上架。 

(二) 建立圖書館館藏流通系統。 

(三) 進行圖書分類、期刊分類以及其餘館藏分類。 

(四) 書本及期刊的資料建檔。 

(五) 書目檔之更新、修正與維護。 

(六) 目錄維護。 

(七) 館藏上架以及清點。 

(八) 建立良好動線規劃。 

(九) 清潔館內，標明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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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負責人更瞭解圖書館的運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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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系學會圖書館服務隊 

指導單位：輔仁大學、天主教輔仁大學服務學習中心、 

          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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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濱聖經神學院（Biblical Seminary of The Philippines） 

連絡電話：+63 2 292-6795 or 292-6798；傳真：+63 2 292-6675 

地址：77-B Karuhatan Road 

Valenzuela City, Metro Manila 

 

伍、 服務對象 

菲律濱聖經神學院（Biblical Seminary of The Philippines） 

菲律濱聖經神學院是由牧師組織和教會所創辦的基督教學校，菲律濱聖

經神學院圖書館提供了各式各樣不同宗教類型的相關書籍，學院以教育學生

成為神職人員，並提供教育環境，以協助當地教堂為主要目標。菲律濱聖經

神學院宗旨在於提供一個專業的全人基督教培訓，以發展學生的三大領域，

其中包含心靈成長、聖經方面的相關知識和聖職人員的相關技能，期望可以

幫助每位學生發展上帝賜予他/她的天賦和能力，使他們能夠投身服務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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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全世界。 

 

陸、 服務志工名單 

 

  

姓  名 
現  職 

（含本職及兼職） 

經  歷 

（含曾任職務具有何種專業造詣， 

及曾獲榮譽或獎項等） 

毛慶禎 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副教授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副教授 

游龍山 軟體工程師 

服務經驗： 

擔任 15.16.17.18屆服務隊顧問 

圖書館自由軟體 koha 專家 

楊文智 軟體工程師 第 31屆廣東圖書館服務隊顧問 

陳宜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葉庭均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韓怡臻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吳沂芸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章家瑜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許哲睿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陳俊逸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江宜蓁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張鐘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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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活動規劃： 

一、 與申請服務單位溝通 

活動規劃時必須與申請服務單位達到充份的溝通與共識，以確保我們提

供的服務為對方所需。 

 

二、 召募隊員溝通 

舉辦服務隊招生說明會，明確傳達服務的目的與地點，提供有意願參與

同學詳細的資訊，以鼓勵同學參加。 

 

三、 規劃提供之服務 

1. 安裝設定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2. 書目建檔, 及上架清點館藏 

3. 讀者建檔 

4. 設定管理參數 

5. 教育訓練 

6. 公共服務 

7. 技術服務 

8. 電腦/網路 

 

四、 工作分配 

除隊長外，另設幹部如下，針對服務所需之工作進行分配並訓練    

 1. 資管/電腦、網路  張鐘 

a. 系統使用之教學。 

b. 當地編目系統之管理。 

c. 製作服務隊之成果展。 

d. 管理、更新服務隊網站。 

 2. 總務/經費管理    葉庭均 

a. 協助編列服務隊經費。 

b. 列席預、決算。  

c. 經費收支之管理及紀錄。 

d. 活動相關費用之收取。 

e. 建立財務報表。 

f. 管理服務隊財產。 

 3. 文書/記錄       章家瑜、吳沂芸 

a. 負責各項會議記錄及資料建檔。 

b. 製作隊員通訊錄及各類海報。 

c. 負責發送感謝函予相關單位。 

d. 製作家長同意書及服務心得表單。 

 4. 公關/聯繫       許哲睿 

a. 協助向外推廣本服務隊宗旨。 

b. 負責與贊助對象進行聯絡、寄送相關資料等事宜。 

c. 協助隊長、執行長接待外濱。 

d. 負責活動照片拍攝及沖洗。 

 5. 生管/生活管理    陳宜琳、韓怡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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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負責隊員之食、衣、住、行事宜。 

b. 負責辦理醫療保險事宜及醫藥箱保管。 

c. 出隊期間營本部之規劃、管理及清潔工作之分配。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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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製作隊員行前通知單。 

 

五、 教育訓練 
時間時間 內容內容 

10/26(10/26(六

六)~10/31()~10/31(四四)) 

與相關單位聯絡與相關單位聯絡 

11/28(05/0428(一四)) 18: 18:00-

21:00-21:0000 

教育訓練教育訓練—Koha介面操作了解  

               KOHA 圖書自動化系統操

作 

05/11(一三)) 12: 18:00-

20:0012:30-15:30-15:3030 

教育訓練教育訓練——中文圖書分類法介

紹 

並了解中國圖書分類法使用 

05/18(一三)) 12: 18:00-

21:0012:30-15:30-15:3030 

教育訓練教育訓練—實際編目 

05/2513(一)) 18: 18:00-21:00-

20:0000 

教育訓練—實際編目教育訓練 

05/29(五三)) 12: 18:00-

20:0012:30-15:30-15:3030 

教育訓練—圖書建檔工作 

04/121(一)~12/20()~05/3020(六)) 確認出隊名單確認出隊名單 

06/04(四) 幹部籌備會 

1/6(06/186(四五)) 行前說明會行前說明會 

1/19(06/289(日

日)~1/26()~07/056(日日)) 

出隊服務出隊服務 

 

六、 活動實施步驟 
(一)服務日期：104/06/28~104/07/05 

(二)服務項目 

全館之整理： 

1. 館內的圖書下架。 

2. 建立圖書館館藏流通系統。 

3. 進行圖書分類、期刊分類以及其餘館藏分類。 

4. 書本及期刊的資料建檔。 

5. 書目檔之更新、修正與維護。 

6. 目錄維護。 

7. 館藏上架以及清點。 

8. 清潔館內，標明分類。 

(三)當地人員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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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式化表格

格式化表格

格式化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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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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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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活動行程 
出隊日期：從 6/28(日)~7/5(日)，為期 8天。 

服務對象：菲律濱聖經神學院圖書館。 

去程：6/28(日)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長榮航空直飛菲律賓馬尼拉。 

回程：7/5(日)於馬尼拉尼諾伊國際機場搭乘長榮航空直飛回台灣。 

日期 時間 行程 

6月 28 日(日) 7:00 桃園國際機場第 2 航廈長榮航空櫃台集合 

7:15~9:20 辦理搭機手續 

9:30~11:40 搭乘長榮航空直飛菲律賓馬尼拉 

11:40~12:00 出關，由 Jean Uayan 館長帶領前往當地購物中

心用餐 

12:00~13:30 午餐 

13:30~16:00 自由活動 

16:00~18:00 離開購物中心，前往菲律濱聖經神學院 

18:00 晚餐、休息 

6月 29 日(一) 07:00~8:00 早餐時間 

08:00~12:00 將書排序上架並進行中文書讀架工作 

12:00~13:30 午餐及休息時間 

13:30~15:30 繼續完成讀架工作 

15:30~17:00 編目中文圖書 

17:00~18:00 晚餐 

18:00~20:30 自由活動 

6月 30 日(二) 07:00~08:00 早餐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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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12:00 編目中文神學圖書 

12:00~13:30 午餐及休息時間 

13:30~17:30 編目中文神學圖書 

17:30~18:00 開會：問題討論與訂定明天的目標 

18:00~19:00 晚餐時間 

7月 1日(三) 

 

07:00~08:00 早餐時間 

08:00~12:00 編目中文神學圖書 

12:00~13:30 午餐及休息時間 

13:30~14:30 院長分享菲律賓的歷史 

14:30~18:00 編目中文神學圖書 

18:00~19:00 晚餐 

19:00~20:00 編目中文神學圖書 

7月 2日(四) 07:00~08:00 早餐時間 

08:00~12:00 編目中文神學圖書 

12:00~13:30 午餐及休息時間 

13:30~18:00 編目中文神學圖書 

18:00~19:00 晚餐及休息時間 

19:00~21:00 編目中文神學圖書 

7月 3日(五) 07:00~08:00 早餐時間 

08:00~9:00 搭 Jean Uayan 館長的車前往 AYALA MUSEUM 

09:00~11:30 與菲律賓人士互動─參訪：AYALA MUSEUM 中

的 FILIPINAS HERITAGE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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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12:30 午餐 

12:30~14:00 自由活動 

14:00~16:00 與菲律賓人士互動─參訪：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Library 

16:00~18:00 與菲律賓人士互動─參訪：Rizal Library 

18:00~19:00 搭車回到菲律濱聖經神學院 

19:00~20:00 晚餐時間 

7月 4日(六) 07:00~08:00 早餐時間 

08:00~12:00 編目中文神學圖書 

12:00~13:30 午餐及休息時間 

13:30~17:30 編目中文神學圖書 

17:30~18:00 將最後的工作收尾:將未編目的書整理封箱 

18:00~19:00 晚餐時間 

7月 5日(日) 07:00~07:30 早餐時間 

07:30~8:00 整理行李 

8:00~10:30 開車前往馬尼拉尼諾伊國際機場 

10:30~12:30 辦理出境手續 

12:45~14:55 搭乘長榮航空直飛桃園國際機場回國 

15:00~16:00 出關，原地解散，結束八天的服務隊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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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活動剪影 
圖書館環境 

書架上滿滿都是館藏 整齊的書庫區 

  

整齊的工作區準備好了 櫃台堆滿了新書 

  

上工 

書車上滿滿的書等著我們上架 大家分工合作 

   

 穿梭在書架間整架、讀架 和館員一起進行排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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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目的事前準備 毛老師和館員討論圖書館用的 Koha 的架構 

   

小隊長叮嚀編目時的注意事項 館藏上一定要有的三個館藏章 

   

編目工作中 編目工作中 

   

編目工作中 編目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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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環境 

宿舍窗外的景色 環境靠大家來維護 

   

飲食 

在菲律賓享用的第一餐 學院提供的新鮮的餐點讓大家都吃得很開心 

   

新鮮的椰子汁 休息時間享用椰子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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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的餐廳每天都提供不一樣的菜色 享用當地炸雞品牌 Jollibee 

   

馬尼拉參訪 

搭乘當地的特色交通工具 一台吉普車坐了我們 12 個人還能再多擠 4 個人 

  

買了好多芒果乾和香蕉乾當伴手禮 逛逛當地的書店 

   

馬尼拉圖書館參訪 

參觀第一間圖書館—Filipinas Heritage Library 參觀第二間圖書館—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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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第二間圖書館的參訪 參觀第三間圖書館—Rizal Library 

   

 

壹拾、 心得回饋 
 

章家瑜 

這次到菲律賓出隊真的是難忘的經驗，可以實際運用在教育訓練時學到

的知識與技巧，也可以練習英文口說跟訓練英文聽力，能夠參與這次的服務

隊真的很開心也很榮幸。在菲律濱聖經神學院遇到的人們，院長、館長、老

師還有那裏的學生們都對我們很好，在那裡雖然只和他們相處短短的六天，

但能有這樣的緣分真的很開心。 

這段長達八天的服務也讓我更加的認識和我一起出隊的同學們，儘管服

務的過程中有點小摩擦，但只讓整個服務隊能有更好成果。很感謝學校、系

上還有菲律濱聖經神學院給我們這次服務的機會，獲益良多。 

 

吳沂芸 

很高興有這次的機會可以到菲律賓出服務隊，把在學校學到的專業知識

來實際運用，學以致用，在這次圖書館服務的過程，也讓我學到更多的編目

技巧，還帶我們參觀三間菲律賓的圖書館，使我對於國外圖書館有了更多的

了解，也很謝謝菲律濱聖經神學院對我們的照顧，每天為我們提供很好吃的

早午晚餐和很舒適的宿舍讓我們休息，在菲律賓的七天我過得很充實。 

 

許哲睿 

國外的一切對於鮮少出國的我來說顯得新奇與特別，不同的景色與文化

風景。那關於菲律賓的圖書館呢?菲律賓與台灣的差別又在哪裡?仔細比較後

才發覺，對於圖書館對於讀者來說其實在功能上並沒有太大的差別的，圖書

館提供了讀者需要的資訊，不管在哪裡都一樣，不同的語言與文化或是氣候

都沒有改變這個最原始的目的。 

這次出國真的讓我大開眼界，收穫匪淺，當然要努力的還是得努力，這

次服務上不熟悉的地方也要花時間研究(諸如編目欄位上的問題，RDA 的規

則等等)。最後要感謝大家，在我最後一次當任大隊長的出隊讓一切圓滿結束。

感謝所有在這次出隊中協助我們的人，還要謝謝菲聖熱情的招待，謝謝庭均

幫我擔任小隊長，謝謝龍山與張鐘學長讓系統順暢…等，啊！要感謝的太多

了，不如就謝天吧，讓我有這一次難忘的菲律賓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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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宜琳 

第一次去菲律賓就這樣貢獻給了圖服隊，一次難忘的經驗。菲律濱聖經

神學院用的分類法是美國國會圖書分類法(LCC)，這還是第一次用 LCC 的實

作編目，分類號、作者號、欄位都不太習慣，編目的速度超級慢的，有好多

大陸出版的書，沒有 ISBN，也沒有可以抄編的，只能原編。另外在排架時，

也格外感到不適應，BSOP 的索書號太長了，在排的時候常常會看走眼。 

就整體而言，這次的出隊實在是收穫良多，不管是在編目，還是見聞上，

睡覺睡得好，吃飯也吃得飽，很感謝 BSOP 這次提供這樣的機會讓我們服務，

也謝謝他們的照顧。 

 

陳俊逸 

菲律賓是我大學服務生涯中最後一次服務，這一次的服務非常特別有毛

老師和電腦程式工程師龍山學長和 MIS 系統網管文智學長，雖然沒有很多時

間在學長底下學習，但在聊天中還是跟學長們交流與成長不少，最重要的是

我依稀看到了 2 年前還是懵懂的我在毛老師底下學習的樣子，老師的微笑與

問答讓我的問題一化而解，或者是舉一反三反拋問題讓我積極思考，真的很

感謝學弟妹給我這一個機會甚至是圓夢，讓我再次在毛老師身邊學習也拍下

我期待已久與老師合影的畢業照，我想發生在身邊的任何事物絕非偶然，慢

慢回想從懵懂的大隊長到現在經驗老到的大學長，輔助學弟妹穩住服務隊的

陣腳；更還有小童助教沒日沒夜協助我服務隊的大小事，能讓服務隊舉行的

更順利溝通上更圓滑，助教無疑的扮演貼心的小助理，讓我感到安心與放下

那不安的心寧。 

只無奈時光飛逝在腦海中仍無法忘懷在服務隊的每一段日子，那股滿腔

熱血協助服務單位圓夢、甚至讓偏鄉小朋友能識字能閱讀能更認識圖書館，

小朋友、部落原住民、神學院牧師、偏鄉老師在他們眼中那股渴望急需服務

隊的扶助，而我與學長姊、同學、學弟妹一天一天努力並不持辛苦完成好幾

千冊的書目，很高興能有這個機緣與他們合作與學習，我想我也該為自己的

服務隊旅途畫下尾聲，而這時螢幕漸漸模糊了視線，眼淚也不聽話地滑了下

來，聲音也漸漸哽咽，不知道是沙啞還是潸潸淚下，但我只知道這 2 年的服

務隊生活改變了我對圖資的世界、拓展我的人脈更充實了自己的能力與學業，

跟其他同學相比我感到無比自豪，謝謝你毛老師、小童助教和各位學長姊、

同學與學弟妹，這段時光與記憶將在腦海留存，永遠知道有一群默默的輔大

同學協助著台灣和世界的小角落，縱使不是明日之星或榮耀，而我將以你們

為榮而更加肯定與難忘。 

 

壹拾壹、 與菲律賓互動的人士 
 菲律濱聖經神學院圖書館館長－Dr. Jean Uayan 

館長相當的親切，由於菲律賓是天主教國家，週日讓我們休息不上工。

而我們到菲律賓的第一天館長就帶著我們在馬尼拉進行半日遊，請我

們享用道地的菲律賓菜色。也安排了一天帶我們去參訪三間馬尼拉的

圖書館，當我們聽不懂介紹時貼心的為我們翻譯跟解釋。最後一天前往

機場的路上甚至為我們買了 24個漢堡讓我們不會在路上餓著。 

 

 菲律濱聖經神學院圖書館館員－Mrs. Raquel Cruz, Mr. Ad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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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ganan, Mrs. Rebecca Danganan, Mrs. Norabel V. Bagotsay 和

Johann Jeuz Xie (IT負責人) 

第一天在進行讀架時由於我們還不太習慣菲律賓的英文，館員們總是

會耐心地跟我們說明圖書館的排架方式，並且幫助我們。進行編目時，太

陽很大的時候也會貼心地幫我們將窗簾拉上。雖然說我們不太常用英語進

行溝通，但內心對他們的感謝是無法用言語形容的。 

 

 菲律濱聖經神學院的老師 

    老師們都很親切，關心我們習不習慣，有沒有吃飽。在餐廳同桌吃飯

時我們會聊起菲律賓和台灣的異同處，像是香蕉的口感、水果的產期還有

天氣等等。 

 

 菲律濱聖經神學院的學生 

第一天我們剛到學院時由於是學院的暑假時間，只有一、兩個學生留

在學院中，他們會和我們分享在菲律賓生活時可能會不習慣的地方還有有

趣的故事。後來陸陸續續來了很多新生，學院也逐漸變得熱鬧，這幾天大

家相處得非常愉快融洽，男生們還會互相約去打球培養感情。 

 

 菲律濱聖經神學院院長－Rev. Dr. Joseph Shao 

院長總是相當熱情的招待我們還請我們去吃 buffet，雖然說他的年

紀已經六十好幾了但是仍然熱中運動和隊上的男生們一起打籃球揮灑汗

水。院長聽毛老師說我們喜歡帶芒果乾當做伴手禮，大方地送我們一人

四包芒果乾帶回台灣。 

 

 菲律濱聖經神學院保全人員 

由兩位保全人員輪班，讓我們能夠安心地在菲律濱聖經神學院度過

平靜的六天。 

 

 Filipinas Heritage Library 

圖書館位於 Ayala Museum 的六樓，該圖書館是閉架式的，只收錄菲

律賓作者撰寫的書或和菲律賓有關的書，主要支援博物館館員的研究且

鮮少對外開放。圖書館的設計讓小小的空間有良好的利用，不會顯得擁

擠雜亂。有將館藏進行數位化並放上圖書館的網站供有需求的使用者取

用，資料的下載採使用者付費原則。 

(www.filipinaslibrary.org.ph)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Library 

此圖書館的主要工作是將聖經翻譯成菲律賓當地各種不同語言，並

數位化。收藏、保存並數位化各種菲律賓當地語言的珍貴書籍，且將珍

貴的文獻收藏在有監控溫度和濕度的房間中。圖書館也保存有各式舊儀

器來讀取以被淘汰形式存取的文獻資料，確保數位化的進行。 

 

 Rizal Library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裡的圖書館，空間寬敞明亮，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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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設計的巧思。館員特地帶我們參觀圖書館的每個樓層，介紹圖書館的

運作方式還有各個特點，並請各部門的負責人為我們進行專業的解說讓

我們學習。特別的是圖書館的某些區域或角落會有有趣的民間故事和鼓

勵閱讀的話語，還有一「韓國之角」，專門擺放和韓國文化有關的書籍；

還有少量桌遊是他們館藏的一部份。 

  

壹拾貳、 辦理期間所遭遇的問題 
1、馬尼拉市巴倫蘇埃拉─菲律濱聖經神學院圖書館 

1) 如何為菲律濱聖經神學院圖書館進行編目。 

解決方法：我們主要進行中文新書的編目，索書號依照圖書館原有的

方式，分類號使用 LCC。索書號的取得利用上一次出隊時得到的資

源：港書網以及美國國會圖書館的線上分類網站來查找分類號，以抄

編為主而舊的分類號優先於抄編的分類號，找不到的先擱置或再到館

藏中查找相似主題的分類號。 

 

2) 不熟悉 LCC，影響編目進度。 

解決方法：大家互相勉勵且加班趕工，之後越來越上手提升編目速

度。 

 

3) 隊員會想要完成當筆資料後再休息，拖到用餐時間及館員下班時間。 

解決方法：小隊長三催四請，隨時注意時間避免大家來不及完成或收

拾東西。 

 

4) 安裝編目軟體進行抄編，造成編目速度減緩。 

解決方法：大家在熟悉之後回復編目的速度，且更加地專注。 

 

5) 條碼重複。 

解決方法：先將打錯條碼的書籍資料記錄起來再進行刪除條碼，並將

條碼記錄在正確的書籍紀錄上，而條碼錯誤的書籍的紀錄交給館員日

後修改。 

 

6) 當地天氣悶熱蚊蟲叮咬，造成部分隊員不適。 

解決方法：請同學適時噴防蚊液及塗抹藥膏。 

 

7) 完成的書籍數量未達原先預期數量。 

解決方法：進行評估後，重新訂立目標並確實達到並完成，將尚未進行

編目的書籍進行整理及裝箱，方便館員日後的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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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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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了菲律賓的菲律濱聖

經神學院圖書館，服務隊幫助其圖書館建立新的圖書館自動化系統，藉由

出隊同學對當地館員進行圖書館系統操作的教學，可以使其更了解圖書館

的管理基本方式，神學院圖書館的館員們今後也能自行運用系統來運作整

個圖書館，為日後建立教會圖書館做個啟蒙。 

此次編目數量我們大約共編了 1500多本，由於大部分的書籍基本上都

是手工原編，還有些書沒有 ISBN，連 LCC的分類號也找不到，所以編目完

成一本書所花費的時間必然比較長，不過後來隊員們有互相教導如何使用

運用一種程式去抄錄 NBINet聯合目錄中書籍的書目紀錄，使隊員們的編目

工作速度提升、也更加順利一些。 

經過這次服務，透過我們編目了很多中文的神學類圖書，服務該學院

的老師及學生們能有更多的書可以閱讀，在未來該學院的師生可以找到更

多自己所喜歡的圖書，能更常來運用圖書館的資源。 

對於出隊服務同學而言，藉由此次服務的機會，讓出隊服務同學在此

次編目結束後，專業能力上提升了很多，也更瞭解 koha的操作，使用 LCC

美國國會圖書分類法及克特作者號分類上更加熟能生巧。在這服務的八天

內，出隊服務同學們都能更熟悉系上專業課程並實際操作與應用，秉持著

服務學習的熱忱，將所學知識實際運用在服務人群之上，並能協助到當地

圖書館，相信每個人都是獲益匪淺。  

 

壹拾肆、 對未來政策或活動的相關建議 

服務隊出隊前，希望能夠掌握對方圖書館的所有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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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每位隊員都能充分

學習到不同分類法的編目原則，能具備足夠的編目能力，並能夠更加熟悉

分類法各個欄位的內容。 

期望在以後的服務隊中要能更具體的瞭解工作內容的繁重程度，針對

具體工作進行合理的安排，並且預設在工作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問題，提前

想出對應的解決方法，才不會一有問題就麻煩其他隊員來回奔波，導致編

目效率降低。在工作計畫中不僅列出每日工作目標的內容，同時可以進行

人員的分配，使整個圖書館服務工作能達到最高的效率。 

服務隊的工作不僅是每位隊員熟練自己專業能力的過程，更重要的是

增強與人溝通交流的能力，像是此次服務隊前往的菲律賓，其通用語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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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所以同時也考驗著隊員們的外語能力，加強專業術語和日常生活用

語的外語能力也是很重要的一環，同樣要注意與對方館員溝通的能力，能

夠很清楚地表達自己的意圖、接受對方的要求與建議，給予對方在系統熟

悉等方面的説明，使自動化的系統能在服務結束後繼續很好的運作。 

在未來的出隊過程中，如果涉及到不同文化環境的情況，可以先針對

不同文化的用語、習慣進行調查，出隊服務的隊員應對當地的文化環境有

一定程度的瞭解，有利於雙方的溝通與服務過程的順利進行。 

 

壹拾伍、 活動收支表（單位：新臺幣）： 

 

收入 

輔仁大學服務學習中心 10000元 

財團法人全聯佩樺圓夢社會福利基金會 5000元 

自籌款 116706元 

總計 131706 元 

項目 內容 單價(元) 數量 小計(元) 備註 

支出－菲律賓 Biblical Seminary of the Philippines 

一、交通

費 

機票（含

稅） 

10591 12 127092  

二、保險

費 

保險 251 12 3012  

三、印刷

費 

影印 - - 391 行前通知單$41 

海報$350 

四、材料

費 

卡片 - 3 256 6/29:400.75(菲國比索) 

=400.75*0.6373=255.4 

五、餐費 6/29晚餐 - 12 955 6/29:1497(菲國比索) 

=1497*0.6373=954.0381 

總計(元) 131706  

總計 131706 元 



 

24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系學會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系學會 

第第三二十十二一九屆圖書館服務隊屆圖書館服務隊 

活動成果報告書活動成果報告書 -南投望鄉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天主教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毛慶禎毛慶禎副教授副教授 

出隊地點：出隊地點：  中國中廣東協和神學院圖書館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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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時間：服務時間：  22010154年年116月月12189日至日至2257月56日日 

贊助單位贊助單位::  輔仁大學服務學習中心輔仁大學服務學習

中心   

財團法人全聯佩樺圓夢社會福利基金會 

壹、 壹、活動緣起活動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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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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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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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隊時台灣許多受到 9219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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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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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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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寺廟廟、、部落部落、及、及剛起步的圖書館等剛起步的圖書館等〉，

使圖書資源電子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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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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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變動的時代，服務隊正朝著這個目標邁進。 

      因著因著服務隊多年來在各界的服務，有了學長姊把輔大圖書館服

務隊的口碑打響，服務隊多年來在各界的服務，有了學長姊把輔大圖書館

服務隊的口碑打響，南投縣信義鄉望鄉部落圖書館，因上次服務單位—新

樹幼兒圖書館介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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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文化推廣之精

神，並協助該單位建立圖書館資訊系統，希望將圖書資訊專業所學技術，

以期讓學生體驗服務精神之外，並能學以致用;幫助望鄉部落的小朋友學

習，並成立圖書館讓小朋友增加閱讀的興趣，的小朋友學習，讓小朋友增

加閱讀的興趣，我們同學可以發揮系上學習的專業課程，再加上創隊人陳

致榮學長的社團服務的精神，去做服務。我們同學可以發揮系上學習的專

業課程，再加上創隊人陳致榮學長的社團服務的精神去做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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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北京橄欖圖書館主動找我們聯絡，該圖書館考慮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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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活動目的與宗旨活動目的與宗旨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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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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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將圖書館作適當的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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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於讀者使用。 

(三)使圖書館館藏電子化，讓資源利用更為完善便利。使圖書館館藏

電子化，讓資源利用更為完善便利。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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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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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把技術傳承下去，讓當地人員能夠正確使用圖書館，並維持功能

運作。把技術傳承下去，讓當地人員能夠正確使用圖書館，並維

持功能運作。 

(六)增加資訊不足地區取得資訊之管道。 

(八)(七) 培養參加隊員的正確服務態度。培養參

加隊員的正確服務態度。 

(九)(八) 使參加隊員具有圖書館實務經驗及服務

社會經驗。使參加隊員具有圖書館實務經驗及服務社會經驗。 

(十)(九) 藉擴大服務隊服務範圍使服務多元化。

藉擴大服務隊服務範圍使服務多元化。 

二、 志工學習目標志工學習目標 

(一)提升服務經驗提升服務經驗 

(二)以親身實踐強化情、意及態度面的培養與鍛鍊以親身實踐強化

情、意及態度面的培養與鍛鍊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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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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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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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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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志工的專業知識以及提升服務經驗。志工的專業知識以及提升服

務經驗。 

(六)讓本系的學生能夠學以致用且更了解圖書館的運作。讓本系的學

生能夠學以致用且更瞭解圖書館的運作。 

參、 參、服務內容服務內容： 

一、一、服務項目服務項目 



 

27 

1. 全館之整理：全館之整理 

2. 建立圖書館館藏流通系統。建立圖書館館藏流通系統。 

3. 進行圖書分類、期刊分類以及其餘館藏分類。進行圖書分類、

期刊分類以及其餘館藏分類。 

4. 書本及期刊的資料建檔。書本及期刊的資料建檔。 

5. 書目檔之更新、修正與維護。書目檔之更新、修正與維護。 

6. 目錄維護。目錄維護。 

7. 館藏上架以及清點。館藏上架以及清點。 

8. 建立良好動線規劃。建立良好動線規劃。 

9. 清潔館內，標明分類。清潔館內，標明分類。 

10. 淘汰圖書，並移至儲藏室 

11. 進行撤標及貼上新標 

教育訓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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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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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負責人更瞭解圖書館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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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活動參與單位活動參與單位 

一、一、活動辦理單位活動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主辦單位：天主教輔仁大學天主教輔仁大學  

*指導單位：指導單位：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天主教輔仁大學

圖書資訊學系、輔仁大學服務學習中心、輔仁大學服務學習中心 

*承辦單位：承辦單位：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天主教輔仁大學

圖書資訊學系系學會系學會圖書館服務隊圖書館服務隊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毛慶禎副教授毛慶禎副教授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輔仁大學圖書資

訊學系  黃元鶴主任 

                                      輔仁大學圖書館採編組館員 

二、服務單位二、服務單位 

單位名稱單位名稱 連絡電話連絡電

話 

地址地址 

北京橄欖圖書館 010-84959357 中國北京市朝陽區北苑家園蓮葩園

2-2001 

溫州華夏圖書館 0577-86476351 中國浙江省溫州市新橋街新橋街道

新橋住宅區三組團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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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望鄉部落圖書館 049-2701-242 

089-760037 

南投縣信義鄉望美村望和鄉 35號台

東縣達仁鄉土坂村 4 鄰 58 號 

伍、 伍、服務對象服務對象   

0. (說明：大連市位於中國遼東半島南端，東瀕黃海，西臨渤海。總人口

590.3 萬人，人口密度 468.4 人/平方千米，是中國的 5 個計劃單列市

之一、15個副省級城市之一，也是全國 14個沿海開放城市之一，因此

成為中國東北對外開放的窗口，也是東北亞國際航運中心、物流中心

以及區域性金融中心。擁有面積 13,237平方千米。回聲圖書館位於大

連市甘井子區燕南街 20號，附近有四所大學，估計老師人數約有 4－5

千人，大學生約有 5 萬人。) 

②北京市—橄欖圖書館 

     (說明：北京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直轄市和國家中心城市，中國

政治、文化、交通和國際交流中心，經濟、金融的決策和管理中心，中華人民

共和國中央政府所在地。為中國「四大古都」之一，且具有重要的國際影響

力，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擁有面積 16,411 km²（第 30位），佔全國

0.174%。 

③浙江省溫州市－溫州華夏圖書館 

(說明：溫州總人口 912.21萬，是浙江省人口最多的市。市轄 3區的總人

口 303.95萬，是浙江第三大城市。擁有面積 11786 平方千米，轄海域

11000 平方千米。) 

④台東方舟教室        此機構是由財團法人台東縣南迴健康促進關懷服

務協會於民國日前在基督徒李佩珍夫婦邀集親友齊心奔走下，位於南投縣

信義鄉的中布中會望鄉教會一圓設立「部落圖書館」夢想，全台唯一、一

年四季開窗可遠眺玉山的地理位置，成為圖書館最大特色。 

部落圖書館耗資 120萬，利用望鄉教會教育館 2樓主日學及青少團契

教室近 40 坪的空間改建而成。圖書館的圓夢推手李佩珍是東海大學兼任教

師，3 年來因邀請明道中學等校師生寒、暑期到望鄉教會帶營會，深受部

落人情和美景吸引。她回憶自己在彰化鄉下的成長經驗，因爸媽捨得花錢

買書給她，心靈和知識的富足緩解了孤單，深覺兒童教育影響一個人一

生，因而懷抱為偏鄉兒童蓋圖書館的夢想，並為此禱告。 

「其實不是我選擇望鄉，而是神早已預備好，透過我成為管道。」李

佩珍說，一次聽望鄉教會教育牧師乎乎姆‧哪海抒嵐提到騰出教會空間設

立圖書館的想法，令她驚喜雙方想法不謀而合。今年 6月她開始在網路及

親友間發起募款，「圖書館對於原民部落，不該只是遙不可及的奢侈品，您

的參與，將讓圖書館落實為望鄉部落的生活必需品。」 

格式化: 編號 + 階層: 1 + 編號樣式: 壹, 貳, 參 … + 起始號
碼: 1 + 對齊方式: 左 + 對齊:  0 公分 + 縮排:  0.85 公分

格式化: 靠左, 縮排: 左 1.77 字元, 第一行:  0 字元, 格線被
設定時，自動調整右側縮排, 行距:  單行間距, 貼齊格線

格式化: 內文, 縮排: 左 1.77 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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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因神木國小封校，捐贈給望鄉教會大量書籍，為了整理這些書，教

會全體包括兒青少總動員，中、彰、甚至台北都有學生志工趕來協助。圖

書館除了有原民風木製桌椅，還在新書櫃之間保存了舊書櫃，邊框有老中

青三代一同彩繪的塗鴉，具有濃厚的傳承意味。 

100 年 3月成立，來幫助台東縣的大武鄉和達仁鄉偏遠部落的原住民小朋友學

習。 

陸、 陸 、服務志工服務志工名單名單：：   

姓  

名姓  

名 

性性  

別別 

現  職現  職 

（含本職及兼職）（含本職及兼

職） 

經  歷經  歷 

（（含曾任職務具有何種專含曾任職

務具有何種專業造詣，業造詣， 

及曾獲榮譽或獎項等）及曾獲榮譽

或獎項等） 

周曉敏 女 輔大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輔大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蕭妙晴 女 輔大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輔大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朱軒廷 男 輔大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輔大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羅文萱 女 輔大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輔大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吳禹禾 男 輔大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輔大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吳茹茜 女 輔大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輔大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李昱瑩 女 輔大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輔大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沈芯宇 女 輔大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輔大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余偉 男 輔大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輔大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吳采玲 女 輔大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輔大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林佳璇 女 輔大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圖書資訊同學-生管 

林正和 男 輔大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輔大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吳知穎 女 輔大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輔大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吳佳穎 女 輔大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輔大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吳奇軒 男 輔大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輔大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黃國哲 男 輔大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輔大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余幸娟 女 輔大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輔大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林家璇 女 輔大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輔大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柒、 柒、籌備狀況籌備狀況—教育訓練      

時間時間 內容內容 

10/26(10/26(六

六)~10/31()~10/31(四四)) 

與相關單位聯絡與相關單位聯絡 

11/28(05/0428(一四)) 18: 18:00-

21:00-21:0000 

教育訓練教育訓練—Koha介面操作了解  

               KOHA 圖書自動化系統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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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05/11(一三)) 12: 18:00-

20:0012:30-15:30-15:3030 

教育訓練教育訓練——中文圖書分類法介

紹 

並了解中國圖書分類法使用 

05/18(一三)) 12: 18:00-

21:0012:30-15:30-15:3030 

教育訓練教育訓練—實際編目 

05/2513(一)) 18: 18:00-21:00-

20:0000 

教育訓練—實際編目教育訓練 

05/29(五三)) 12: 18:00-

20:0012:30-15:30-15:3030 

教育訓練—圖書建檔工作 

04/121(一)~12/20()~05/3020(六)) 確認出隊名單確認出隊名單 

06/04(四) 幹部籌備會 

1/6(06/186(四五)) 行前說明會行前說明會 

1/19(06/289(日

日)~1/26()~07/056(日日)) 

出隊服務出隊服務 

 

捌、 捌、活動行程活動行程  

南投縣——信義鄉望鄉部落圖書館 

 

出對日期：出隊日期：2014/1/19-2014/1/252014/06/289(日

日)~1/26()~07/056(日日))，共計，共計 778 天。天。 

服務對象：服務對象：中國山北京市橄欖圖書館。中國山北京市橄欖圖書

館台灣南投縣—信義鄉望鄉部落圖書館。 

去程：去程：1/1906/28 於桃園中正國際機場搭乘長榮航空直接飛往於台

北西站 B 棟彰化月台前往望鄉部落圖書館桃園中正國際機場搭乘長榮航空

直接飛往北京。北京。 

回程回程：：1/2507/05 搭乘長榮航空客機回國。於國光客運及彰化火車

上解散各自回家搭乘長榮航空客機回國。 

 

以下為活動詳細辦理情形以下為活動詳細辦理情形:: 

日期日期 時間時間 行程行程 

日期 時間 行程 

 

6月 28日(日) 

08:30 於國光客運彰化月台集合 

09:00 搭客運至彰化 

11:40 抵達彰化火車站 

12:07 搭往二水的區間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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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0 抵達二水火車站 

13:20 搭往集集線的火車 

14:15 抵達水里火車站 

14:35 搭往和社的公車 

15:38 抵達公車站『呷到飽』 

16:10 抵達望鄉圖書館 

16:40 圖書館環境介紹及參觀望鄉部落 

18:40 吃晚餐 

17:10 開會 

17:40 休息時間 

 

6月 29日(一) 

07:30 吃早餐 

08:30 整理圖書 

11:30 吃午餐 

12:30 開檢討會 

13:30 整理圖書 

16:40 開檢討會 

17:00 工作結束 

18:00 參加民宿開幕儀式+吃晚餐 

20:00 休息時間 

6月 30日(二) 

07:30 吃早餐 

08:30 整理圖書 

12:00 吃午餐 

13:30 整理圖書 

15:30 將淘汰的書搬去影印室 

16:00 貼條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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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 吃晚餐 

19:30 加班 

20:40 開檢討會 

20:45 工作結束 

7月 1日(三) 

07:30 吃早餐 

08:30 開始編目工作 

12:00 午餐 

13:30 編目 

18:00 吃晚餐 

19:00 貼條碼 

20:30 工作結束 

7月 2日(四) 

07:30 吃早餐 

08:30 編目 

11:30 午餐 

13:00 編目 

18:00 吃晚餐 

19:15 編目 

21:15 工作結束 

7月 3日(五) 

07:30 吃早餐 

08:30 開始編目工作 

12:00 午餐 

13:15 編目 

17:30 吃晚餐 

19:00 開始編目工作 

22:15 工作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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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4日(六) 

07:30 吃早餐 

08:30 整理圖書館: 書標加工+撤舊標 

12:00 吃午餐 

12:45 整理圖書館: 書標加工+打掃 

16:50 前往烤肉區 

19:00 看原住民表演 

21:00 休息時間 

7月 5日(日) 

07:30 吃早餐 

10:00 做禮拜+送館方感謝卡片、大合照 

11:00 午餐 

11:50 聽圖書館館媽介紹望鄉圖書館成立始末 

12:30 回房整理行李 

13:00 圖書館工作人員開車載我們到水里 

14:00 抵達水里 

14:25 搭往二水的火車 

15:09 抵達二水火車站，搭往彰化的火車 

16:45 搭往台北的客運 

19:30 抵達台北，各自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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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玖、活動剪影活動剪影 

 

望鄉部落獵人古道向下眺望的山景。 

 

牧師介紹當地圖書館環境。 



 

35 

 

火車上的大合照，大家都大包小包的。 

 

很受小朋友歡迎的隊員。 



 

36 

 

小朋友的創作。 

 

來幫忙的志工。 



 

37 

 

圖書加工中，貼書標！！ 

謹慎的印書標前做確認。 



 

38 

 

隊員指導當地圖書館人員編目。 

 

學長認真貼書標的模樣。 



 

39 

 

系上羽球隊員在南投的合影 

 

大一隊員合照 



 

40 

 

大二隊員合照。 

 

大三隊員合照。 



 

41 

 

隊員與牧師一家人的合照。 

 

在南投永遠豐盛的三餐。 



 

42 

隊長致贈卡片、輔仁圖資系旗給望鄉教會 

 

全體隊員於主日禮拜獻詩「奉獻」。 



 

43 

與文化藝術團團員兼合作社理事、都構密斯民宿主人田金城合影。 

撒伊牧師「掌廚」，館媽兒子玠謀當副手。 



 

44 

 

學姊烤肉給大家吃，歡樂的烤肉晚餐！ 

 

大家用心完成的繪本區。 



 

45 

大家努力貼書標中！！ 

 

新任圖資系系主任黃元鶴教授特地來探班，與撒伊牧師、禹禾隊長、

館媽合影。 



 

46 

館媽來探班。 

不外借限館內閱讀的入口參考書籍！ 



 

47 

 

呼呼姆牧師為我們介紹圖書館。 

 

認真工作的身影。 



 

48 

 

一邊貼書標，一邊印書標。 

 

好多好多的套書！ 



 

49 

 

大家都是盤腿工作的少女~~~~ 

 

學弟妹們努力的進行圖書分類。 



 

50 

 

我們帶回來的當地名產—甜滋滋的葡萄。 

當地美味的石板烤肉！！ 



 

51 

玉山山脈、中央山脈、阿里山山脈三山的美景！ 

早起的人才看得到的美麗景色！ 

 

當地的標示石牌—望鄉！ 



 

52 

 

美麗的望鄉教會！ 

 

道地的山豬肉！ 

快比人高的書堆。 



 

53 

 

有幸剛好參與當地的民宿開幕！ 

 

大家辛苦地用接力方式將淘汰的書運出。 



 

54 

有口福的我們，慶祝開幕的大餐！ 

 

淘汰過多的複本及破舊不堪的書。 



 

55 

 

要等著移架的書。 

 

大家辛勤的搬書中！ 



 

56 

吃點心的時間到囉！ 

 

當地原住民精湛又熱血的表演！ 
 ③浙江省溫州市－浙江省溫州市－溫州華夏圖書館溫州華夏圖書館 

貳拾肆、  

貳拾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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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台東方舟教室台東方舟教室 

壹拾、 十、心得心得回饋回饋 

圖資四圖資

二四   

黃瓔珞黃瓔

珞吳采玲 

 

        參加了很多次的服務隊，這次令我印象深刻，第一天牧

師帶我們參觀部落，居民們都熱情的歡迎我們，來服務的這八

天，四周都是山，遠離都市，心靈也受到沉澱，和幾次不同的是

需先淘汰書，是很新鮮的體驗，很多書都過於破損而無法閱讀，

第三天才開始編目，已經參加過很多次的服務隊，每次都有不一

樣得收穫，感謝學長姐及同學，解答我許多的問題， 這次沒有

達成編目所有館藏，只編完主要的繪本區及成人區，希望能讓圖

書館運作更輕鬆  

圖資四圖資

二 四  戴

鈺珍戴鈺珍 

吳知穎 

       這次是我第二次參與服務隊，能去望鄉服務真的很開

心，在這麼好山好水好風景的地方服務真的是很難得的事，一邊

欣賞南投美景一邊工作讓這次出隊得到了心靈上的充實。雖然這

次編目只編了 3000多本的書，距離編完全部還差 15000 本(不含

淘汰的書)，但是我覺得這次比起上次來說比較沒有那麼慌亂

了，更多知道一些編目的細節，雖然有些地方還是不太清楚該怎

麼取捨，常常拿問題去煩學長姊，希望下次出隊能更好。 這次

前往大連的回聲圖書館進行服務，不得不說，是一件非常榮幸的

事。這次前往大連的回聲圖書館進行服務，不得不說，是一件非

常榮幸的事。回聲圖書館是非常棒的地方！回聲圖書館是非常棒

的地方！它由書店轉型，將圖書館結合音樂、咖啡，塑造成一美

麗的人文風情。它由書店轉型，將圖書館結合音樂、咖啡，塑造

成一美麗的人文風情。 

        館長琳琳說過館長琳琳說過::「我一年「我一年 365365

天都在工作，我也一年天都在工作，我也一年 365365 天都不在

工作。天都不在工作。」」 

        也許，只有像這樣的人，才能經營起這樣無私的的夢想

吧！也許，只有像這樣的人，才能經營起這樣無私的的夢想吧！

而圖書館的館員們對我們也都超好而圖書館的館員們對我們也都

超好!!在我們編書的時候，只要渴了便添水、餓了便烤小麵包，

也很願意、而且主動認真的來學習在我們編書的時候，只要渴了

便添水、餓了便烤小麵包，也很願意、而且主動認真的來學習

kohakoha 的圖書系統。的圖書系統。真的真的真的很感動！真的

很感動！ 

                大學四年只出過兩次服務隊，兩次都遇到了很

棒的人、很棒的大學四年只出過兩次服務隊，兩次都遇到了很棒

的人、很棒的的地方，真的是非常幸運也非常榮幸！地方，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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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常幸運也非常榮幸！我以後一定會非常想念回聲。我以後一

定會非常想念回聲。 

圖資四圖資

二  

吳佳穎四  

呂明瑾呂明

瑾 

 

       這一次的出隊經驗也是非常難忘，除了當地美麗的自然

景色之外，還有熱情純樸的原住民，在望鄉的時間雖然只有短短

的幾天，但是已經被那個地方深深吸引，很高興這次有機會能夠

為望鄉服務，聽著他們說著圖書館的源由，真的很榮幸我也能成

為協助這一間充滿很多愛的圖書館的一員，在那裏我真的感受到

非常多的愛，也透過了這次服務對於編目及加工更加熟悉，這次

出隊也非常感謝學長姐們的照顧，還有一起努力的同學們。這是

我第一次參加系上服務隊，雖然也是大學生涯最後一次，但我想

比起往年各隊經驗，大連這團是最最幸福的一隊。這是我第一次

參加系上服務隊，雖然也是大學生涯最後一次，但我想比起往年

各隊經驗，大連這團是最最幸福的一隊。有溫暖的工作環境、有

吃到撐的食物、有暖氣的飯店、有真正的床。有溫暖的工作環

境、有吃到撐的食物、有暖氣的飯店、有真正的床。我相信做每

件事情要收穫何等價值都取決自己，因此當我們努力的在一星期

內讓回聲變得更好、變得更接近館長心中的夢想，每個人也在不

同角落、在處理不同事情、在體驗不同感受時獲得我相信做每件

事情要收穫何等價值都取決自己，因此當我們努力的在一星期內

讓回聲變得更好、變得更接近館長心中的夢想，每個人也在不同

角落、在處理不同事情、在體驗不同感受時獲得了對自己最棒的

禮物。了對自己最棒的禮物。回聲真的很棒，希望你們可以不畏

艱難的越來越成長茁壯。回聲真的很棒，希望你們可以不畏艱難

的越來越成長茁壯。謝謝回聲帶給我們美好的一切。謝謝回聲帶

給我們美好的一切。 

圖資四圖資

二 

四 邱方昱

林佳璇邱方

昱 

 

    這次是我第二次出隊，但是是第一次到這麼遠的地方，雖然

已經有過出隊的經驗，但距離第一次出隊已經相隔一年，有許多

事情都需要從頭複習一遍。 

很高興能到望鄉為他們服務，開門見玉山的地理環境、熱情招呼

我們的當地人和活潑好動的小孩們，讓我一直對望鄉念念不忘。

這次出隊的任務多了要幫他們淘汰書籍、排架、上架等，很多都

是之前沒有做過的，雖然也為此很苦惱過，但讓我學到很多不一

樣的東西。 我認為參加服務隊最可貴的地方在於「在服務中學

習」，當書本上的知識搬到了實務上，就是自我能力提升、自身

實力檢視的最佳時機。我認為參加服務隊最可貴的地方在於「在

服務中學習」，當書本上的知識搬到了實務上，就是自我能力提

升、自身實力檢視的最佳時機。這次回聲圖書館很不一樣的地方

在於，他是從書店的想法轉型為圖書館的型式，分類方法要跳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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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圖書館的編目方式，如何擬訂出一個最完善且最適合這間圖

書館的編目規則，是這次交給自己及館方最重要的課題。這次回

聲圖書館很不一樣的地方在於，他是從書店的想法轉型為圖書館

的型式，分類方法要跳脫普通圖書館的編目方式，如何擬訂出一

個最完善且最適合這間圖書館的編目規則，是這次交給自己及館

方最重要的課題。除了編目之外，在與回聲工作人員交流的過程

當中，看到他們懷抱著自己的興趣及除了編目之外，在與回聲工

作人員交流的過程當中，看到他們懷抱著自己的興趣及夢想，不

斷地努力朝著目標前進，對大四畢業即將面臨人生分岔路的我一

個很大的啟發－人生最幸福的不就是能做自己喜歡的工作嗎夢

想，不斷地努力朝著目標前進，對大四畢業即將面臨人生分岔路

的我一個很大的啟發－人生最幸福的不就是能做自己喜歡的工作

嗎?? 

圖資三圖資

二三   

陳思羽黃國

哲 

 

    說來慚愧，雖然已經是大二了，但其實這是我第一次出隊，

有點期待又害怕受傷害，但到了部落後見識到了原住民的熱情，

還有大自然的曼妙，心裡想著這次出隊決定是對的。 

到了圖書館後我們首先做的是館藏的淘汰，由於望鄉教會圖書館

主要的館藏都是贈書，因此有破舊不堪和複本過多的情形，我們

將破舊不堪和過多的複本綑綁收藏，但由於館藏量太大，我們比

預期多花了一天的時間。 

後面編目的工作，在大家同心協力趕工，終於完成了較常被借閱

的繪本區和大人閱讀區，總共完成了四千多本書籍。最後幾天牧

師也招待我們一起烤肉，我們也到附近的獵人古道踏青，享受一

下部落美麗的風情。這次出隊很感謝學長姐的照料，也謝謝學弟

妹的配合，還有同儕間的勉勵。這一次去大連服務是我第三次參

加圖書館服務隊，而也是我收穫最多、學這一次去大連服務是我

第三次參加圖書館服務隊，而也是我收穫最多、學到最多、最懷

念的一次服務經驗。到最多、最懷念的一次服務經驗。從一開始

與服務單位透過信件接洽、為隊員們處理機票及證件的細節、開

設教育訓練課程增進隊員對專業知識的認知以及安排出隊期間所

有活動等；從一開始與服務單位透過信件接洽、為隊員們處理機

票及證件的細節、開設教育訓練課程增進隊員對專業知識的認知

以及安排出隊期間所有活動等；一直到出隊當時我們為回聲圖書

館建立適宜它們的借閱規則及索書號，也一一排除在編目中所遇

到的困難，將回聲圖書館從無到有建立出一套能提供讀者借閱的

流程。一直到出隊當時我們為回聲圖書館建立適宜它們的借閱規

則及索書號，也一一排除在編目中所遇到的困難，將回聲圖書館

從無到有建立出一套能提供讀者借閱的流程。大家團結起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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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件事情的感覺很棒，雖然這一次出隊成員當中只有我是大三

的同學，但在這過程中與學姊及學弟妹的相處我學到了很多東西

也留下許多回憶。大家團結起來一起做一件事情的感覺很棒，雖

然這一次出隊成員當中只有我是大三的同學，但在這過程中與學

姊及學弟妹的相處我學到了很多東西也留下許多回憶。 

圖資二圖資

二   

吳禹禾吳禹

禾林正和 

 

       這次的出隊和之前有著很大的不同，我們以前出隊時，

第一天就把工作分一分，區域劃分，討論一下方向。第二天開始

貼條碼，速度快的話，最快第二天貼完條碼就可以開始編書了。

但是這次出隊的服務目標圖書館，卻有多達一萬八千本的書，雖

然這個數量在公立、學校圖書館來說不算甚麼，但我們只是學

生，而且又沒多少天數來服務(還不到一個禮拜)。所以這次除了

第一天抵達後開會外，還花了兩天來淘汰館藏，是從來沒碰過的

經驗。 此次遠赴中國出隊，經驗相當特別，除了當地天氣的嚴

寒令人彷彿受了「震撼教育」以外，這次也遇到很多突發狀況，

原本認為能順利的將書目紀錄迅速建置，但遇到了網路不穩及抄

編機構斷線的狀況，使得整個工作過程變得更加困難，大家也花

了一些時間加班，不過最終經過各位的此次遠赴中國出隊，經驗

相當特別，除了當地天氣的嚴寒令人彷彿受了「震撼教育」以

外，這次也遇到很多突發狀況，原本認為能順利的將書目紀錄迅

速建置，但遇到了網路不穩及抄編機構斷線的狀況，使得整個工

作過程變得更加困難，大家也花了一些時間加班，不過最終經過

各位的努力，我們也完成了工作，更謝謝回聲圖書館的親切館員

們給予我們諸多的協助。努力，我們也完成了工作，更謝謝回聲

圖書館的親切館員們給予我們諸多的協助。 

圖資二圖資

三 

 楊尚捷楊

尚捷吳奇軒 

 

  這次圖書館服務隊到南投望鄉部落，7 天下來過得非常開心。

每位部落的原住民相當熱情，總是詢問我們是否有需要幫助的地

方，每一餐也非常豐盛，特別是當地種植的水果吃起來特別香

甜、水份飽滿，真的非常好吃。 

圖書館部分，這次一開始進行館藏淘汰，講複本及過於老舊的書

籍移至倉庫存放，重新分類並分配書架。原先預定一天就能完

成，但多一天在部分，導致進度有些延遲，後續印製條碼時機器

設定也遇到一點小問題，幸好能順利解決。最後在時間所剩不多

的情況下，大力齊心努力趕工編目，將借閱頻率較高的童書及大

人閱讀書籍編目完成，一共編目了 4000本書，多虧大家一起努

力才有這樣的成果！很開心這次能夠參加服務隊和學弟學妹一起

到南投望鄉部落服務，期許下次有機會再參加圖書館服務隊一同

努力！ 圖書館服務隊，中國大連市，回聲圖書館，真的是一次

難得的經驗；圖書館服務隊，中國大連市，回聲圖書館，真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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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難得的經驗；從一開始出大連機場那種零下氣溫的體驗，到

後來的貼從一開始出大連機場那種零下氣溫的體驗，到後來的貼

BarcodeBarcode、編書、排架，雖然中間遇到了網路無法連線，

抄編無法使用的挫折，但我們還是努力克服了一切難關，、編

書、排架，雖然中間遇到了網路無法連線，抄編無法使用的挫

折，但我們還是努力克服了一切難關，  最後的兩岸交流更讓我

印象深刻，回聲圖書館的館長，有自己的理念及夢想想要完成，

而我們能藉由這個機會，去學習建構一間圖書館，使其能夠營

運，很感謝回聲給我們的機會，這次得出隊真的使我受益良多，

也是一次最後的兩岸交流更讓我印象深刻，回聲圖書館的館長，

有自己的理念及夢想想要完成，而我們能藉由這個機會，去學習

建構一間圖書館，使其能夠營運，很感謝回聲給我們的機會，這

次得出隊真的使我受益良多，也是一次非常難忘美好的回憶。非

常難忘美好的回憶。 

圖資二圖資

三二      

張鐘吳禹禾 

 

    這次出隊很感謝所有隊員的支持與配合。說真的，一開

始最擔心的莫過於沒有豐富出隊經驗的學弟妹們，擔心一次帶好

多新隊員，進度是不是沒辦法順利往下走。但是從大家做出隊準

備時，訂車票跟設備添購報價等部分、收各項費用的積極程度，

真的很感謝各位的盡心盡力，或許自己在剛入隊懞懂的時候都沒

辦法自己做的這麽好，甚至是已經是第五次出隊的現在，交代事

情給你們真的很放心。真的要為出隊同學們所付出的勞力與心力

給予鼓勵與支持。 

這次出隊到結束實際上除了歷時兩天的重新分類及館藏篩選

外，是編目了兩區數量的書籍共 4000餘本，約整座圖書館館藏

量 1/4再多一點左右，離能完全能讓圖書館自動化還需多努力。

當然我知道我們都盡力了，或許只是時間的限制因素，但從今天

早上跟隨教會一起做禮拜的時候更是深深體悟到我們還不夠偉

大。 

透過教會的活動公告了解到，其實有很多的青年與成人都將

在暑期像我們一樣進入望鄉發揮所長做服務。原本天真的我認

為，大概我們是難得到這裏服務的學生族群了吧？教會才可以全

心灌注，希望能盡力供給我們吃住，無條件配合我們。但發現在

之後也會有科大的學生深入當地修理家電等等的服務項目，真的

讓我頓時領悟自我還能為他們做什麼，我們還能拿什麼奉獻給這

些需要被幫助的人？ 

望鄉擁有一個令人感動的團結氛圍，讓整個村落能多元的發

展，使望鄉能發展的這麼好以外，又能保留布農文化的特色。也

更是因為居民們積極的參與與推動，並非是原地不動，等著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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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的，因此更讓我覺得這次的服務做起來是有價值的。你們才

是最偉大，值得我們奉獻的一群人。 

謝謝望鄉的你們給的笑容，謝謝望鄉你們親切的招呼，謝謝望鄉

的你們溫暖的主動握手及擊掌示意，這幾天的服務真的是非常值

得且寶貴的經驗。無論隊員或是望鄉，謝謝你們每個人。 我第

一次參加圖書館服務隊就能有機會出國，真的是很幸運，這也是

很難得的經驗，都二年級了，這才是我第一次實際編目，做起來

感覺真不容易，一度做到很煩躁，可是當達到預定的目標時，卻

感覺非常的充實，在這過程中我學會如何專心做好一件事，培養

自己的耐性，這趟旅程讓我又更加成長，大連真的的是個好地

方，這裡的人事物都和我熟悉的台北不盡相同，但這我第一次參

加圖書館服務隊就能有機會出國，真的是很幸運，這也是很難得

的經驗，都二年級了，這才是我第一次實際編目，做起來感覺真

不容易，一度做到很煩躁，可是當達到預定的目標時，卻感覺非

常的充實，在這過程中我學會如何專心做好一件事，培養自己的

耐性，這趟旅程讓我又更加成長，大連真的的是個好地方，這裡

的人事物都和我熟悉的臺北不盡相同，但這 88 天我卻過得很快

樂，留下美好的回憶。天我卻過得很快樂，留下美好的回憶。 

圖資二圖資

三 

羅文萱許志

雍許志雍 

 

    雖然這次不是第一次出隊，但距離上次服務已經是一年

多前了，從一開始的教育訓練到實際下去服務的種種一切，看似

熟悉卻也有些陌生，很多編目規則與技巧，逐漸一一被喚醒，那

種曾經的熟悉感，逐漸被找回，知道那個曾經想加入服務隊的

心，回憶起來仍相當甜美。 

    本次服務裡，最讓我期待和覺得特別的是館藏淘汰，這是之

前出過的服務經驗裡沒有過的，最為感到好奇，不過當真正實行

時，卻發現其實是相當辛苦的，要學會事先的規劃，勞力的付

出，學會與各隊員間互相配合協調，合作間我看到的不是學長姐

與學弟妹的關係，而是看到的是大家同心協力地去討論和互相幫

忙來完成館藏的淘汰，讓這個圖書館更加美好。 

   這次望鄉部落的每一位成員，對我們的好，都讓只有短短待

在那裏一周的我覺得很承受不起，我們僅是將我們所學會的一點

點付出給他們，他們卻待我們以數倍回饋，讓我相當感謝和不好

意思，希望望鄉部落所有的人因著他們真善美，持續受到上帝的

眷顧，永遠幸福快樂下去，謝謝你們了。第一次出隊，就是去極

冷的大連，真的是一次非常印象深刻的經驗，將整個第一次出

隊，就是去極冷的大連，真的是一次非常印象深刻的經驗，將整

個圖書館所有的書都編好排架，還辦了提供大連民眾來參加的講

座，這都是大家一同合作完成的，真的很有成就感，雖然網路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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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和圖書館所有的書都編好排架，還辦了提供大連民眾來參加的

講座，這都是大家一同合作完成的，真的很有成就感，雖然網路

問題和 z39.50z39.50的狀況讓大家加班了，大家也都毫無怨言

的加班努力，感覺真的很棒，實際參與編書真的很值得，這次有

參與出隊真的太好了的狀況讓大家加班了，大家也都毫無怨言的

加班努力，感覺真的很棒，實際參與編書真的很值得，這次有參

與出隊真的太好了!! 

圖資一圖資

一 

李昱瑩吳采

玲吳采玲 

這次的南投出隊，與之前參加的不太一樣，多了淘汰與移架的工

作。本來以為淘汰書籍是一件能夠快速完成的工作，沒想到也花

費了不少時間。在編目的時候，更是感受到了藏書多、複本也多

的情況。而最難過的是，辛辛苦苦的原編後才發現原來是複本。

面對那麼大量的藏書，而我們只有十六個人，能夠做的一定有

限，只能盡我們最大的力量，為我們服務的單位做努力。這次很

開心能參加北京的圖書館服務隊活動，短短七天的行程卻讓我見

識到很多不一樣的事情。這次很開心能參加北京的圖書館服務隊

活動，短短七天的行程卻讓我見識到很多不一樣的事情。原以為

會從第一天到最後一天都在編書的，但是出乎意料的安排了很多

其他好玩的行程在裡面，像是逛本地的超市，也去了麥當勞和肯

德基，很幸運的也原以為會從第一天到最後一天都在編書的，但

是出乎意料的安排了很多其他好玩的行程在裡面，像是逛本地的

超市，也去了麥當勞和肯德基，很幸運的也有機會體驗包北京餃

子。有機會體驗包北京餃子。雖然而外的活動很多但是我們也是

有很認真的在工作，也協助了當地館員編目的技巧，這次的活動

真的很充實圓滿。雖然而外的活動很多但是我們也是有很認真的

在工作，也協助了當地館員編目的技巧，這次的活動真的很充實

圓滿。 

圖資一圖資

一  吳知穎

吳知穎 

周曉敏 

八天，從撤書、整理到編目、貼書標，明明都是重複的動作，可

我卻覺得異常充實。編書，一本一本編。對著講義慢慢確認

但以我的個性還是抱著許多不確定，雖說抄錄編目我就很放

心好像也不太好，還是覺得自己應該弄錯很多吧，可是發現

有時候我們一味追求完美，卻不是一蹴可及。編了一些後慢

慢發現前面哪邊有編錯，有些可以不斷按上一頁回去修改，

有些可能要等學長發現再去修，有些可能先不管更重要的是

手上以及後面接下來的書。錯的是可以修正的，一直以來我

都太急了。 

    很感激這次能有這樣的機會來到南投望鄉服務，謝謝這

次帶來的感動，謝謝圖資圖服跟大家。成為北京服務隊的一員

成為北京服務隊的一員，，是非常開心的一件事，幫他們編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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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是非常開心的一件事，幫他們編目書籍，，雖然沒有酬勞雖然

沒有酬勞，，但所累積的經驗就是我們最大的收穫了，看到每一

本書從分類、但所累積的經驗就是我們最大的收穫了，看到每一

本書從分類、  編目、貼書標、護貝編目、貼書標、護貝，，每

一個人做著不同的工作每一個人做著不同的工作，，分工合作分

工合作，，做最有效率的利用做最有效率的利用;;可惜的是，我

們沒有編到預定量可惜的是，我們沒有編到預定量，，要把我們

的工作都交給當地的館員，因此，講解的技巧也是很重要的，他

們在我們不在時也可以繼續營運下去要把我們的工作都交給當地

的館員，因此，講解的技巧也是很重要的，他們在我們不在時也

可以繼續營運下去，，要讓別人聽懂必須自己很熟悉要讓別人聽

懂必須自己很熟悉。。 

圖資四圖資

一 

朱軒廷林蔚

婷 

 

初到南投望鄉部落，便被山巒美景給吸引，還有當地原住民的熱

情招待也令我印象深刻，雖然我們只是彼此生命中的過客，但部

落的族人卻竭盡所能招待各種山珍海味，也幫我們處理各種生活

所需，好似我們是相識已久的老友，面對這些熱情，我一方面很

不好意思，一方面也深深感受到他們的真心與用心。 

 另外，在望鄉也可感受到當地原住民們致力於凝結部落向心

力、推廣部落文化，除了舉辦超級熱鬧且有趣的原住民表演活動

晚會，當地建置的圖書館也可看出他們對下一代知識發展的重

視。這個圖書館擁有良好的環境、高級的木頭桌椅、豐富的館藏

量，但是，我覺得它嚴重缺乏管理，這也是讓我覺得服務隊到此

能回饋給當地人的。首先，雖然館藏量多，但其來源是來自四面

八方的捐書，缺乏管理的圖書館一昧接收捐贈，卻沒考慮到圖書

館的空間以及大部分民眾購買的書籍相似度極高，導致圖書館空

間不足、複本過多，例如同一叢書就有3套，還集數不全，當然

不是說捐書不好，只是必須要有謹慎管理，因此我們花了兩天時

間都在忙著挑出複本、大略分類和將下架的書籍搬至倉庫。接

著，進入編目工作，也因為被捐贈的書籍通常年代久遠，遠至民

國70年代都有，當時並沒有ISBN或CIP等，導致許多書籍必須原

編，增加編目難度，也拉長編目時間，雖然編目的過程讓我絞盡

腦汁，但也因此增強編目的實作經驗。 

 短短七天出隊，我學會許多，無論是待人處世、團結合作，

或圖書館實作、圖書館管理等，讓我時時刻刻反省著自己的不

足，以及珍惜自己所有，期望發揮自己所能去幫助更多需要幫助

的人。 

參加這次的圖書館服務隊很幸運，一路上，學長姊都很照顧我

們，也因為這次負責了公關的工作，需要和廠商接洽機器的事，



 

65 

其中很謝謝圖書館吳敏萱主任的幫忙，讓我們可以很順利地找到

廠商，並且從圖書館提供了不少資源讓我們帶去，省去了不少的

麻煩，也謝謝佳穎學姊耐心的帶我做這項工作，慢慢地學習和別

人溝通的方式。 

    出隊後，先前教育訓練及老師所教的編目方式，又再一次的

應用，也就更了解了，編目是需要有所調整的，看當地所需而非

完全地按照規則所著錄，謝謝一起出隊的禹禾學長、奇軒學長、

文萱學姊、知穎學姊、采玲學姊、國哲學長、正和學長，總是不

厭其煩的回答我們的問題，也從中慢慢地看學長如何使用koha的

架設及後台功能。 

    也謝謝一起出隊的同學，余偉、妙晴、幸娟、茹茜、昱瑩、

曉敏，一路上的陪伴，一起的工作，彼此似乎也更熟悉了，晚上

一起玩桌遊、談天，還有一起4點半起床登山，就為了看日出，

雖然還是沒能看清，這是一次很難忘的回憶。 

    最後，要謝謝望鄉教會給我們這一次的機會，能夠去山上做

服務，幾天下來，受到很多人的照顧與協助，其實雖說是服務，

真正受益的，應該是我們，原來在台灣，一直有人在默默耕耘

著，不管是對文化還是教育，施比受更有福，又再一次領受到

了，八天的時間很短，但讓自己有了種快速成長的感覺，這喜

悅，很難形容。 

圖資一圖資

一  葉庭均

葉庭均 

吳茹茜 

這次是我第二次跟圖服隊出隊，跟上一次頗爲不同的是，我這次

要面對之前沒有過的館藏淘汰。雖然事前對此項任務沒有什麽概

念，但工作第一天時經過隊長講解就明白了是怎麽一回事。儘管

只是很簡單的淘汰複本、老舊、過於專業等等的書，也花了大家

兩天的時間，但因爲後來圖書館方面的要求，被淘汰的書籍有部

分又從影印室重新回到書架上。後來的三天編書，原本我是很盼

望可以儘快進入編目程序的，但真正進入到時，卻為書本的原編

而感到痛苦，這大概是人類懶惰的劣根性吧。最後雖然只完成了

成人閲讀及繪本書籍的編目，但已是圖書館藏書的四分之一，希

望未來還會有機會前往望鄉圖書館把剩餘的部分全數完成。 

圖資一 

余幸娟 

很高興這次能有機會到南投的望鄉服務，讓我們能有實作的經

驗，雖然到那裡的路途遙遠，但所有的疲憊都在看到山上的風景

及感受到當地人們的熱情後消逝了，圖書館大部分都採用木頭來

裝飾，給人一種十分溫馨的感覺，待在裡面一整天都不是問題，

看似小小的圖書館卻擁有一萬八千本書籍，代表著我們工作量的

不可預測，選書整架編目貼標，從一開始的不熟悉到漸漸上手，

第一次出隊還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希望下次自己能夠變的更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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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資四圖資四  鍾欣陵鍾欣陵 

貳拾貳、 圖

資

四

圖

資

四  

林

靜

辰

林

靜

辰 

貳拾貳、  

貳拾貳、       這次服務的地點位於溫州的西邊山區，是一

間位於稻田旁的教會，四周的環境十分自然清幽，附近

只有田跟牛，最這次服務的地點位於溫州的西邊山區，

是一間位於稻田旁的教會，四周的環境十分自然清幽，

附近只有田跟牛，最近的商店要走半個小時才會到。近

的商店要走半個小時才會到。服務的這八天都住在教會

裡面，圖書館位於教會的四樓，空間雖然不大但書籍很

多，收藏許多宗教、哲學等的相關書籍，分類法是用服

務的這八天都住在教會裡面，圖書館位於教會的四樓，

空間雖然不大但書籍很多，收藏許多宗教、哲學等的相

關書籍，分類法是用 LCCLCC做分類，但仍有許多類號

無法找到，這裡的人都對我們很好，雖然天氣很冷，但

每天都為我們準備熱騰騰的飯菜。做分類，但仍有許多

類號無法找到，這裡的人都對我們很好，雖然天氣很

冷，但每天都為我們準備熱騰騰的飯菜。 

        但服務的八天一下子就過去了，認識了許多

人，雖然天氣太冷不適應，但每到中午就會有溫暖的太

陽出現，趁著中午走到鎮上晃晃再回來編書，效率增加

許多，每天過的十分充實且忙碌，也看到與想像中的不

一樣的中國。但服務的八天一下子就過去了，認識了許

多人，雖然天氣太冷不適應，但每到中午就會有溫暖的

太陽出現，趁著中午走到鎮上晃晃再回來編書，效率增

加許多，每天過的十分充實且忙碌，也看到與想像中的

不一樣的中國。 

貳拾貳、 圖

資

四

圖

資

四  

温

宜

琳

溫

宜

貳拾貳、   臺灣到溫州的距離，是一個小時的飛  臺灣

到溫州的距離，是一個小時的飛行期間，但我們從臺灣

帶到溫州的絕不僅止是專業知識，而是一顆服務的心；

行期間，但我們從臺灣帶到溫州的絕不僅止是專業知

識，而是一顆服務的心；第三次參與系上的圖書館服務

隊，從基隆的深美國小，美國的華美閱讀協會，到今年

寒假的溫州華夏圖書館；第三次參與系上的圖書館服務

隊，從基隆的深美國小，美國的華美閱讀協會，到今年

寒假的溫州華夏圖書館；每一次的出隊都像是一種蛻

變，從沒有圖書館服務經驗到能夠了解出隊的意義，很

感謝系上給予我們大學生活中這難能可貴的機會。每一

格式化: 縮排: 凸出:  9.6 字元, 編號 + 階層: 1 + 編號樣式:
壹, 貳, 參 … + 起始號碼: 6 + 對齊方式: 左 + 對齊:  0.85 公
分 + 縮排:  1.69 公分

格式化: 字型: 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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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 次的出隊都像是一種蛻變，從沒有圖書館服務經驗到能

夠瞭解出隊的意義，很感謝系上給予我們大學生活中這

難能可貴的機會。 

貳拾肆、 這一次的服務過程中，我們很榮幸能與大連回聲

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創始人這一次的服務過程中，我

們很榮幸能與大連回聲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創始人—

—韓琳琳女士做一些互動。韓琳琳女士做一些互

動。韓女士旗下有回聲書店及回聲圖書館等，她是

一位書籍愛好者、文化活動組織者、閱讀生活模式

的傳播者。韓女士旗下有回聲書店及回聲圖書館

等，她是一位書籍愛好者、文化活動組織者、閱讀

生活模式的傳播者。   

(一) 如何為回聲圖書館規劃適宜的分類方法並建立索書號。如何為南投

縣望鄉部落圖書館回聲圖書館規劃適宜的分類方法並建立索書號。 

解決方法：：分類號可參考全國書目資訊網，作者號以四角號碼取

號，可參考輔大四角號碼查詢系統。 

六、 解決方法初入回聲圖書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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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一般書店式的分類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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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所有的類別並依漢語拼音法設立各類別之特藏號，再以各特藏號加上

依中國圖書分類法規定之類號組成我們的索書號，初入回聲圖書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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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而是使用一般書店式的分類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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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拼音法設立各類別之特藏號，再以各特

藏號加上依中國圖書分類法規定之類號組成我們的索書號，特藏號特藏

號可以顧及館方可以顧及館方在牌架上的在牌架上的需求，未來如該館

需與其他大連圖書需求，未來如該館需與其他大連圖書館合作，也有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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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的中國圖書分類法可以進行館合作，也有共通的中國圖書分類法可以進行書目資料的交流與分享書目資料的交流與分享。。以便於後續之編目工作。回聲圖書館自行印製之條碼號並未加上館藏號，系統上無法區別與其回聲圖書館自行印製之條碼號並未加上館藏號，系統上無法區別與其他溫州、北京二館之館藏，產生館藏彼此覆蓋的問題。他溫州、北京二館之館藏，產生館藏彼此覆蓋的問題。 

(二) 未完成當初協議之 18000本書 

解決方法：協助該館館員編目之技巧 

 

(三) 書籍灰塵過多，造成部分隊員不適。 

解決方法：請同學配戴口罩 

(四) KOHA系統有些功能無法使用，無法刪除紀錄、無法使用抄錄編目等 

解決方法：向老師求助，並更改一些權限的設定。以及使用原始編

目。 

 

 

 

解決方法:利用流通管理模組，輸打入條碼號把書籍借給讀者就可以

查詢到該書籍。 

(零)、 無法進行抄編，造成編目速度緩慢。無法進行抄編，造成編

目速度緩慢。 

(二)(五) 書籍分類困難 

解決方法：討論哪一區要放哪一類書，我們盡量把適合幼童的書放

在易取易拿的地方，而其他不常用書則盡量放在較不易拿到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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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但實際整理書時才發現哪類較多哪類較少，還調整幾次書架類

別位置，每個人對書籍的歸類不一也造成分類困難，有一套書包羅

萬象有語言有自然科學有地理但是 ISBN一樣，有些人把有注音每頁

都有插圖卻是小說的書放來繪本類，諸如此類分類認知的不同也是

難關之一。  

 

(三)(六) 圖書館要求增加成人的書籍 

解決方法：從儲藏室中找出農業、健康等適合成人閱讀的書籍，搬

去把成人書籍再入架，即從其他書架上找出符合相關主題的書籍 

 

(四)(七) 貼書標時有些書找不到書標 

解決方法：將為貼書標的書蒐集，共同印製書標解決之道解決之

道::利用利用流通管理模組，打入條碼號把書籍借給讀者就可以查

詢到流通管理模組，打入條碼號把書籍借給讀者就可以查詢到該書

籍。該書籍。 

貳拾肆、 當當 22 本書或本書或 22本書籍以上，有同樣的

索書號本書籍以上，有同樣的索書號((分類號加作

者號分類號加作者號))該如何區分該如何區分??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圖書館服務隊此次出隊共分為四隊，其

一來到的是位於中國遼這次去南投望鄉部落圖書館服務，出隊完成之編

目館藏約達 4000本，有別於以往的出隊服務內容，此次增加了館藏淘汰

整理的工作。淘汰的範圍是將罕用、不堪使用、複本的館予以轉移他處

儲存藏，且因應當地社區居民之特性以及圖書館性質將館藏進行分類，

分成參考書、成人、科學類、期刊、傳記、歷史、藝術、禁區(較兒童不

宜的漫畫)、繪本、文學、英文書、語言類、青少年文學等，13個分

類，將留下的館藏先進行分類後再編目。 

前四天都在討論整理圖書館的方法、進行館藏淘汰以及分類書的工

作，之後的工作天才開始編目，因此這次編目只將繪本區及成人圖書區

編目完畢，並將編目好的書撕掉舊書標，貼上新條碼和新書標後上架。

此次④台東方舟教室    達成了南投望鄉部落圖書館重新分類館藏、淘

汰、編目並依序上架整架的目標外，也藉由此次服務的機會，讓系上同

學熟悉系上專業課程並實際操作與應用。  我們組共編入我們組共編入

34223422本書，書籍大都是繪本書、勵志文學、知識小品文、本書，書

籍大都是繪本書、勵志文學、知識小品文、適合國中小小朋友閱讀各學

科領域的讀本，因為土坂方舟教室的圖書室這邊都是以國中、小朋友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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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為主，高中生少之又少，而我們最主要就是要協助土坂教室這邊的國中小朋友，我們雖然未能編目完土坂教室約兩萬冊的書籍，與其他四間教室的總共約兩千本的書籍，我們在最後一天服務的晚上，請兩位比較會編書的同學教會當地的服務單位人員，可以讓他們在我們服務完之後，可以陸續完成土坂教室與其他四間圖書室的書籍，完成徐超斌醫師所創立的關懷協會，來幫助台灣這邊偏遠地區的小朋友，增加閱讀的興趣與充實自己的知識，因為我們在一邊編書的同時，不時會有小適合國中小小朋友閱讀各學科領域的讀本，因為土阪方舟教室的圖書室這邊都是以國中、小朋友閱讀為主，高中生少之又少，而我們最主要就是要協助土阪教室這邊的國中小朋友，我們雖然未能編目完土阪教室約兩萬冊的書籍，與其他四間教室的總共約兩千本的書籍，我們在最後一天服務的晚上，請兩位比較會編書的同學教會當地的服務單位人員，可以讓他們在我們服務完之後，可以陸續完成土阪教室與其他四間圖書室的書籍，完成徐超斌醫師所創立的關懷協會，來幫助台灣這邊偏遠地區的小朋友，增加閱讀的興趣與充實自己的知識，因為我們在一邊編書的同時，不時會有小朋友好奇地看著我們或者隨手拿起書籍安靜地在一旁閱讀與閱覽，享受吸收知識的時光，若協會可以繼續把書籍編目完讓小朋友可以快速的把書借回家看，就達到我們服務的目的了朋友好奇地看著我們或者隨手拿起書籍安靜地在一旁閱讀與閱覽，享受吸收知識的時光，若協會可以繼續把書籍編目完讓小朋友可以快速的把書借回家看，就達到我們服務的目的了!!我們整體服務也算順利，沒有遇到太複雜或太困難的情形，而且我們時不時就與大陸的服務隊與老師聯絡，很高興我們服務滿落幕。我們整體服務也算順利，沒有遇到太複雜或太困難的情形，而且我們時不時就與大陸的服務隊與老師聯絡，很高興我們服務滿落幕。 

壹拾參、 拾陸、 對未來政策或活動的相關建議對未來政策或活動的相關建議    

   一、教育訓練開設時間安排教育訓練開設時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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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教育訓練

後確定出隊的隊員也可再加開一場教育訓練，針對服務單位的需求所需

之專業知識做特別加強，時計服務時也才能更加得心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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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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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淘汰標準不一 

雖然訂定出將破損、複本、外語先行淘汰以及將不是該類的圖書挑

出，但是每人的評斷標準不一，有些不是該淘汰的書就可能因此被移至

另外的地方儲存。 

(五) 作者號統一性沒有很清楚- 

使用四角號碼取號在取外國作者時，有英文姓名就取英文的四角號

碼沒有英文時取中文翻譯姓名的四角號碼，但是相同作者出的書並不是

每本都會附上英文原名，這樣會導致作者號不一，或是因為翻譯問題中

文翻譯的姓名也會使作者號碼不一。且除此之外也無說明遇到相同作者

號時解決方法，導致不同作者但是卻擁有相同作者號。 

(六) 與館員沒有達成編目共識- 

在最後一天教導上館員如何編目時，館員只希望輸入 245的正題名

就好，如果我們能更早與館員討論出需要的編目的款目的話或許能編更

多的書。服務隊出隊前，希望能夠掌握對方的所有資訊。服務隊出隊

前，希望能夠掌握對方的所有資訊。確切了解對方需求後，能夠確切瞭

解對方需求後，能夠在教育訓練上進行較在教育訓練上進行較適當的事

前準備工作。適當的事前準備工作。每每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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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員都需具備足夠的編目能力，並能

夠熟悉分類法與主題。 

 ④台東方舟教室台東方舟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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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肆、 活動收支結算表 

收入 

輔仁大學服務學習中心－南投 8000元 

自籌款 6126元 

總計 14126元 

項目 內容 單價(元) 數量 小計(元) 備註 

支出－南投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望鄉教會 

一、交通

費 

火車+客運 - 17 12621 依照不同搭乘方式，

其價格有所不同： 

去程台北出發；回程

至台北 13 人，10556

元 

去程鶯歌出發；回程

至台北 1 人，808 元 

去程彰化出發；回程

至太原 1 人，303 元 

去程社頭出發；回程

至社頭 1 人，208 元 

去程新竹出發；回程

至新竹 1 人，746 元 

二、保險

費 

保險 78 17 1326  

三、材料

費 

卡片 - 2 179 90 元+89 元 

總計

（元） 

14126  

總計 14126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