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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籌備狀況 

一、隊員招募 

2015年 8月 27日開始進行第三十三屆圖書館服務隊的隊員招募，報名期限到 10

月 7日，並於報名結束後 10月 8日召開圖書館服務隊教育訓練說明會。總計 59人報

名。 

豐年國小出隊成員依據出隊經驗、教育訓練課程表現以及交通來往便利性等綜合

考量，篩選出 14名學生出隊服務。 

二、教育訓練 

(一) 訓練目的 

1. 秉持全人發展之理念，以系統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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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培養參加隊員的正確服務態度，以及自主學習與問題解決的能力，並增進溝

通合作與團隊領導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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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訓練內容 

1. 2015/11/19：圖書抄編與原編技術教學。 

介紹書目資料與館藏資料、OPAC介面、作者號取法、MARC21抄編與原編教學、MARC21書

目紀錄欄位說明。  

2. 2015/11/24：圖書分類法。 

介紹索書號意義、中文圖書分類法、杜威十進位分類法、四角號碼與克特號。 

3. 2015/11/25：Koha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操作。 

講述服務隊志工精神理念、介紹 koha系統、讀者介面、借閱預約、更改與設定。 

4. 2015/12/03：圖書編目實作練習。 

使用 Z39.50匯入書目資料、MARC21原編複習、複習編目各欄位功能、實作。 

 

(三) 訓練成果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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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講座主要邀請吳禹禾同學、張鐘同學、吳佳穎同學、曹瀚文同學的經驗分享與

實務教學介紹，透過具有實務經驗的工作者分享，讓同學們能夠充實志工服務人

員的知識能力，並提升往後志工服務人員素質，以及理解所需注意的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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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後進行四次問卷調查； 

第一場：(46人參與，40人填答問卷，填答率 87%) 

對與本次活動得滿意度：95% 

第二場：(42人參與，42人填答問卷，填答率 100%) 

對與本次活動得滿意度：100%  

第三場：(44人參與，44人填答問卷，填答率 100%) 

對與本次活動得滿意度：97%  

第四場：(38人參與，38人填答問卷，填答率 100%) 

對與本次活動得滿意度：97% 

貳、辦理情形 

一、服務對象 

新北市新莊區豐年國小圖書館。 

地址：新北市新莊區瓊泰路 116號。 

起源：豐年國小因為去年圖書館重新建置，原本館藏量 3萬多本，而今只能存放 1萬 

   多本，需要重新建置設立櫃位架號。 

二、服務時間與項目 

(一)服務時間 

2016/1/17(日)至 2016/1/24(日) 

1月 17日早上 8:45於輔大正門公車站集合，並於盲人重建院下車，步行前往豐

年國小。1月 18日至 1月 24日期間皆由隊員各自前往，早上 9:00於豐年國小大

門口集合並一同進入圖書館。 

(二)服務項目 

1. 圖書館藏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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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類繪本與一般圖書。 

3. 淘汰多餘複本。 

4. 書目建檔。 

5. 排架清點館藏。 

6. 建立書架號碼。 

7. 更新書標。 

8. 教育訓練。 

9. 技術服務。 

10. 清潔館內環境。 

 

三、實施方式 

(一)需求評估 

1. 了解圖書館環境與現有設備。 

2. 調查圖書館實際需求。 

3. 評估與分配工作項目與先後順序。 

(二)現有館藏整理 

1. 館內的圖書下架。 

2. 進行圖書與繪本分類。 

3. 淘汰多餘複本。 

4. 書目資料建檔。 

5. 書目檔更新、修正與維護。 

6. 館藏書目上架及清點。 

7. 建立書架號碼。 

8. 更新書標。 

(三)服務單位館員之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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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該服務單位負責人能夠自行完成館藏編目、館藏資料修改、新增書架號碼。

使負責人更了解圖書館的運作，並且學會基本編目與書架號碼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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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練項目： 

1. 中文圖書編目。 

2. 館藏資料書架號碼新增與修改。 

3. 書架櫃位增加與刪除。 

4. 輸出書標文件列印。 

(四)其他工作分配 

1. 資管/電腦、網路：蕭妙晴、吳建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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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總務/經費管理：蕭妙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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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管理服務隊財產。 

3. 文書/記錄：吳建鋒。 

(1)負責各項會議記錄及資料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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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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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製作家長同意書及服務心得表單。 

4. 生管/生活管理：余幸娟。 

(1)負責隊員之食、衣、住、行事宜。 

(2)負責醫藥箱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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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請隊長裁事。 

(5)撰寫活動日誌、活動照片拍攝及沖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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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動流程 

日期 時間 行程 

1月 17 日(日) 08:45 輔仁大學公車站集合。 

08:45-08:55 搭乘公車，並於盲人重建院下車。 

09:00 步行抵達豐年國小。 

09:00-09:15 由主任帶領前往圖書館，並介紹圖書館 

09:15-09:45 至地下室搬桌椅。 

09:45-10:00 測試館方提供的無線網路分享器。 

10:00-12:00 館藏書目下架整理。 

12:00-13:30 午餐及休息時間。 

13:30-18:00 館藏書目下架整理，將繪本獨立擺放，淘汰多

餘複本。 

1月 18 日(一) 09:00 豐年國小正門口集合。 

09:10-11:30 館藏書目整理分類。 

11:45-13:30 午餐及休息時間。 

13:00-18:00 書目分類、上架整理。 

1月 19 日(二) 09:00 豐年國小正門口集合。 

09:10-12:00 圖書編目、新增書架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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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13:00 午餐及休息時間 

13:00-18:00 圖書編目、新增書架號。 

1月 20 日(三) 09:00 豐年國小正門口集合。 

09:00-12:00 圖書編目、新增書架號、列印書標並貼上。 

12:00-13:30 午餐及休息時間。 

13:30-18:00 圖書編目、新增書架號、列印書標並貼上。 

1月 21 日(四) 09:00 豐年國小正門口集合。 

09:10-12:00 圖書編目、新增書架號、列印書標並貼上。 

12:00-13:30 午餐及休息時間 

13:30-18:00 圖書編目、新增書架號、列印書標並貼上。 

1月 22 日(五) 09:00 豐年國小正門口集合。 

09:10-11:30 繪本編目、新增書架號、列印書標並貼上。 

11:30-12:30 贈送禮物給校方，接受校長勉勵與感謝狀。 

12:30-14:00 午餐及休息時間。 

14:00-18:00 繪本編目、新增書架號、列印書標並貼上。 

1月 23 日(六) 09:00 豐年國小正門口集合。 

09:10-12:00 繪本編目、新增書架號、列印書標並貼上。 

12:00-13:30 午餐及休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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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5:00 繪本編目、新增書架號、列印書標並貼上。 

15:00-15:30 技術指引館員編目操作與書架號新增，並輸出

表格列印。 

15:30-18:00 繪本編目、新增書架號、列印書標並貼上。 

1月 24 日(日) 09:00 豐年國小正門口集合。 

09:10-12:00 列印書標並貼上。 

12:00-13:30 午餐及休息時間。 

13:30-18:00 貼上書標並整理圖書館環境。 

18:00 結束為期八天的服務，各自返家。 

五、出隊成員名單 

 

姓名 性別 單位職稱 

吳建鋒 男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蕭妙晴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余幸娟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郭知晴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蔡子尼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古怡巧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黃彥潔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陳品瑜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黃秉鈞 男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董冠麟 男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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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吳沛軒 男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林語安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劉虹吟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黃敬婷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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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活動照片 

大合照 

 

整理館藏，下架並分類期刊與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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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標列印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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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與人員對此次活動的看法 

 吳建鋒 

  這是接下第三十三屆服務隊隊長以來，第一次的出隊服務。學期初的第一次見面

討論就被指導老師否認，認為沒有能力也尚未準備好能夠承擔隊長的職責，當下聽到

其實自己並不反對，反而相當認同老師的說法，的確我本身對於圖書資訊系的熱忱不

足，毫無心理準備學長姐會決定將隊長交接給我。雖然大一曾經擔任隊員一同出隊服

務，但對於服務隊內部實際的運作及行政事務可說是完全的生手，而且自己並不熱衷

於資訊網路相關的課程，對於這方面的事務更是一知半解，還好有妙晴和軒廷兩位幹

部協助我，還有系上秘書小童以及多位學長姐的經驗指導，讓我能夠慢慢步上軌道。 

此次前往豐年國小服務，在寒假服務前與幹部多次前往國小先一步與館方溝通並達成

共識，瞭解需求與服務並認識當地環境與設施。由於豐年國小圖書館多為志工媽媽負

責圖書館館藏的排架整理，所以本次館方的需求希望能夠替他們新增書架號碼，讓志

工媽媽們能夠更簡單快速的找尋到館藏所放置的位置，但長遠來說，往後若欲增添書

籍則排放位置必定會更動，此時就必須重新分類書架號碼以及更新書標，造成更多不

便。另外比較特別的是，豐年國小圖書館所應用的系統並不是我們平常在系上所使用

的 koha系統，而是新北市教育局的全誼圖書編目系統，需要隊員事先熟悉系統相關操

作。非常感謝本次出隊服務期間賴美容主任所提供的協助，不僅親自跟著我們一起進

行工作，也時常關心隊員們的身體狀況，也謝謝每一位隊員及幹部的配合與協助，雖

然時逢寒流來襲，早上仍忍耐著低溫寒風各自趕來。這次除了讓我對圖書館服務隊的

精神意義更加瞭解，也更清楚明白服務隊的內部行政運作模式，當然也算是更加理解

圖書資訊學系未來的實際應用區塊。 

 蕭妙晴 

  在出隊之前，有事先拜訪過豐年國小圖書館，認識環境、瞭解圖書館需求、試用

硬體設備…，好處在於身為幹部的我能進入狀況，先與館方溝通，讓彼此達成共識，

不像我第一次出隊時，只是當小隊員，完全聽從學長姐指揮，這次能憑藉自身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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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所學的圖資專業去幫助豐年國小圖書館，讓我在整個過程中對每件事都能有自己的

想法，也同時訓練如何與館方溝通的能力，尤其是這次因為豐年國小圖書館已經事先

才用了新北市教育局的全誼圖書編目系統，而非一般服務隊出隊使用的 koha系統，且

系統難免有錯誤或不符合人性的彈性需求，這些都是本次出隊需要克服的！舉例來說，

由於館方主要需求是要將櫃架編號，並且印在書標上，館方的想法是期望年紀較大的

志工媽媽們可以更直覺的知道圖書擺放的位置，但從圖資專業的角度來看，其實不妥，

原因在於圖書會持續增加，擺放的位置一定會有所變動，只要有一櫃滿格必須挪移，

後面的書也要跟著移動，這樣會造成書標必須重新印製、黏貼，十分麻煩，但我們再

跟館方告知了之後可能會面臨的問題後，館方仍然希望維持這個需求，那我們也盡所

能的將麻煩降到最低，在整理櫃架時不要將櫃架擺滿、預留空間等等，因此在實際編

目前花了不少時間整理書目。 在這次出隊除了對圖書資訊更有了解，也學習了許多人

際相處之道，感謝豐年國小圖書館主任對我們的熱情，總是全力協助服務隊軟硬體所

需，也常關心大家的身體狀況，替我們加油打氣，也感謝小隊員們的配合，在超級寒

流來的時候仍然努力工作著！ 

 

 余幸娟 

  這次服務對象是豐年國小，他的圖書室看起來相當的有設計感，似乎是近幾年建

成的。隔壁的繪本故事屋，裡面也設計的相當有特色，真是讓我覺得耳目一新。在工

作方面，我們挑出了相當數量的複本書以及繪本。複本書是用來以後可能放在某個角

落供學生自由取用的；繪本則是為了要集中在比較低的書櫃，而特別挑出來的。而編

目方面，這次使用的系統跟過去使用的 KOHA很不一樣。這個系統比較比較親切，需要

填寫的欄位比較不多也比較集中，很適合中小型圖書館使用。 

 

 郭知晴 

  一年級時加入圖服時因為有事沒跟著出隊，在這個寒假成功出隊，上了那麼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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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訓練終於能親自操作，覺得非常期待。 這次的出隊地點是在學校附近的豐年國

小，交通上很方便，在最開始的前兩天我們依豐年國小圖書館主任的要求將過多複本

挑出來，並將各類號的繪本集中一處編列，方便小朋友找繪本，另外也依學校要求額

外編了櫃號，因為這對幫忙將書上架的志工媽媽比較方便。我覺得這次的編目經驗滿

特別的，除了要額外編櫃號，這次使用的編目系統也不是我們熟悉的 koha而是全誼編

目系統，不過因為是中文介面且要編項目比較簡單，所以很快就能上手。這次編目的

問題大概是分類號及作者號幾乎都有誤，需要一一修正，另外，每個人編目的標準不

太一樣，同一本書編的索書號會有差異，這是我們要檢討的地方，雖然想做到最好，

但時間和人力還是最大的限制。 在編目的時候圖書館的老師及志工媽媽都很熱情的請

我們吃零食、水果等等，在這次寒流期間讓我們的編目工作增添溫暖，這次出隊是一

個有趣的經驗。 

 

 蔡子尼 

  第一次圖服出隊，地點在新莊的豐年國小，地點離輔仁大學還蠻近的。主要是整

理 800 跟 900 的書籍，還要把繪本分出來歸一類。前兩天主要是在整理書，把一套的

書籍分作一堆，書上都是灰塵，還有一些書有一堆複本不知道有沒有人看。整理完以

後，將書本排架，有些書分錯架號有點困擾不過還是放回去了。最後幾天是做編目的

工作，把書本的基本資料輸入進去，然後把書標貼上去。這個部分做得比較久，比想

像中還要難一點，有的書本上資訊少少有點難編。每天早上八點做到中午吃午餐，下

午繼續做其實還蠻規律。經過這一次出隊好像比較了解圖服隊在做什麼，也稍微知道

編目的內容，感覺蠻不錯的。 

 

 古怡巧 

  這是我第二次出隊，第一次是國外，這次是國內。每一次的經驗都讓我受益良多，

體會到不同圖書館有不同的處理方式。當然比起國外，國內的全誼系統使用簡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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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也是我們熟悉的中文，操作上也比較沒有難度。但因各館都會有不同需求，因此視

每一個的使用方式再去調整，可訓練我們編目的整合能力。另外，館方非常好相處，

也願意給予我們額外的輔導服務，這點讓我真的覺得很感恩！還有在服務的過程中，

也可以認識新的學弟妹，培養感情與互相合作，這也是我喜歡出隊的其中原因。 

 

 黃彥潔 

  這次去豐年國小是我第二次出隊，上次出隊是在我還是大一的時候，因為當時才

剛念圖資系沒多久，感覺很多地方都不是很懂，幫不上太大的忙，這次出隊就比較好，

很多之前學的東西都能用上，像是主題分類、分類編目等等。然後像是四角號碼取作

者號，雖然上課時學過，但沒練習太多，導致取作者號時遇上一些困難，尤其是外國

作者的部分，花了我比較長的時間，但經過這麼多天的實作，現在也能很順利的取作

者號，在加上這次能如期完成目標，讓我覺得很有成就感。 

 

 陳品瑜 

  每次參加圖書館服務隊都學習到很多，不管是事前的教育訓練或是服務的過程中。

這次是我第二次出隊，有了第一次的經驗，在出隊的過程比較不會不知所措。出隊的

過程中，一開始要先整理書架，淘汰多餘的副本和依照分類號整理擺放書籍，花費了

較久的時間，之後的編目就相較容易。豐年國小希望使用全誼系統而非 KOHA，原本擔

心使用與教育訓練所教不同的系統，會需要花費一段時間學習如何使用，幸好全誼系

統非常容易使用，而且欄位較少，在編目上變得更快速。最後一天在完成編目、貼上

書標，看到我們將書整理好擺放上架心裡覺得有成就感。參加一個星期的圖書館服務

隊，我覺得很充實愉快，能運用自己所學的知識來幫助這所學校的圖書館，也很高興

豐年國小願意給予我們機會來實際編目，磨練自己。 

 

 黃秉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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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當初會參加圖書館服務隊，是為了應付未來上課會遇到的困難，完全沒有想

到出隊這回事，雖然事前有經過學長姊的教學，但身為大一生，第一次的服務隊出隊，

還是難免會慌了手腳，在對於專業的編目部分仍不熟悉的情況下，給學長姐添了麻煩，

實在是不好意思。經過了一星期的努力，完成了文學類圖書的編目工作，過程比我想

像的更不容易，但還是對於櫃架上那整齊的書本感到非常滿意。 

 

 董冠麟 

  從前我就很想體驗圖書館員的工作在這次的志工服務之中算是親身經歷了館員工

作的一環：編目。我們所面對的書籍種類是以繪本或是一些易讀的小說為主雖然我們

這隊並不是使用 KOHA來編書但是過程中也不是那麼輕鬆。有一些書的基本資料並不齊

全在編目時可能會花一點時間此時透過 NBInet可以找到較為完整的資料。我這次最大

的收穫就是了解成套的書或繪本他們的作者號並不是來自單本的作者名而是套書名。

最後感謝服務隊的學長姐以及同學還有豐年國小的校長及圖書館主任多虧大家我才能

有這次不錯的經驗。 

 

 林吳沛軒 

  這次的出隊是一次新鮮的體驗，我們把關於上課相關的知識與技術，應用在服務

上面，而且在那之前我從來沒有做過類似或相關的服務。這一個禮拜內大多重複做相

同的事情，不停的編目、將書重新上架，雖然編目書目資料時我的速度真的偏慢，別

人都打完好幾本我才搞定一本，不過看著自己編好的書目紀錄，心裡會有莫名的成就

感。這一個禮拜也真的過得一個很像上班族的生活，每天準時起床去編書，中間午休

後，繼續編目，到最後六點結束一天，最後的最後也在台北下雪的一天結束了這一個

禮拜的服務隊生活，感謝隊長建鋒學長和妙晴學姊帶著我們這一個禮拜的服務，也謝

謝服務隊的大家，大家都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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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語安 

  平常在使用圖書館時總是覺得是理所當然，但經過這次出隊後，了解了館員在建

置館藏的辛勞。前兩天，因為國小的圖書館是新改裝的，館藏空間變得更小，所以先

把書的複本挑出來，才能多出更多空間來放新進館藏，並另外把繪本挑出來，放在同

一個地方，方便國小的學生閱讀。接下來就進入編書的階段，每本書都必須要確認基

本資料並更改架號，這個階段看似輕鬆但是常常會因為書本太老舊而沒有 ISBN、沒有

索書號，而且我們還必須將所有作者號更改為四角號碼，所以有時光編一本書就花好

一陣子。在這為期八天的出隊，雖然每天回家都又餓又累，但是看到最後的成果還是

蠻有成就感的，也是一個將平常所學化為實作的很好的經驗。 

 

 劉虹吟 

  很高興這次可以參加圖書館服務隊且能順利出隊，這次的出隊為期七天，我是豐

年分隊的一員，經過這次的出隊，我更能靈活操作編目系統，雖然不是用 koha來編目，

但我又學到了另一種編目方式。排架、編目、貼書標的工作雖然辛苦，但我也從中學

到許多，包括如何分工、如何與別人相處等，很感激能有這個機會出隊學習，覺得自

己又學到了一課。館長人也很親切，很謝謝他這幾天給予我們的幫助，這次的出隊很

充實！喜歡大家一起奮鬥的感覺，心中滿滿的感謝。 

 

 黃敬婷 

  這次出隊帶給我許多收穫，充實了我的心靈與實作經驗。雖然天氣寒冷，夥伴們

還是努力地整架、編目，想要為團隊盡一份心力，大家的凝聚力讓我覺得很窩心，也

因著大家的分工合作，總算是順利完成任務。雖然在過程中有人可能因為經驗不足而

導致編目出錯，但大家還是以著包容的心，想辦法解決問題，而不是一味的責怪，讓

我覺得很貼心。在服務學習的過程中，讓我對館藏建立更有實體感，從整理書目、編

目到貼標，也藉此機會實際地利用各種編目資源。很感謝隊友們這幾天的陪伴與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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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下次的出隊。 

 

 

肆、辦理期間所遭遇的問題 

一、因全誼系統列印書標格式固定，無法選取列印排架號。 

解決方法：與館方溝通討論過後，決定將排架號輸入在特藏號欄位，再選取輸出特藏

號之格式即可將排架號列印在書標上。  

二、網路無法順利使用。 

解決方法：第一天使用時雖然能夠接受到訊號，但是都顯示為連線受限，經過賴主任

與資訊組長討論，更換網路線並更改插座即可順利使用。 

三、圖書館內的桌椅不足。 

解決方法：由賴主任帶領四位男隊員至豐年國小地下室搬桌椅即解決。 

四、列表機卡紙頻繁。 

解決方法：更換列表機即解決  

 

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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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分為三隊，其一來到的是位於新

北市新莊區的豐年國小圖書館，服務隊藉由欣北市教育局的全誼圖書編目系統，讓圖

書館能有效的管理館藏書目，隊員們利用數天將原有館藏下架整理，新增排架號並更

新書標後重新上架。服務隊也向館員進行系統相關操作教學，教導館員們如何新增排

架號，以及如何將排架號列印至書標上，使豐年國小圖書館的館員們今後也能自行使

用操作，我方也提供聯繫的方式，若在操作上有何問題，能夠互相交流。 

經過這次服務透過我們的協助與指導分享，館方可以更順利的管理圖書館，並且更有

效率的服務該國小的師生。我們也提供聯絡方式，方便往後討論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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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活動來說，由於指導老師與系秘的行前指導以及隊員們的配合，在這次的服務中

並無出現太多困難，有突發狀況同學們都能當機立斷處理各種事務，相信最大的收穫

就是每位隊員都成長了許多，盡力的做好自己的工作，也讓自己受益良多。 

經過這次我們的服務，將館藏重新編目分類，並把一般圖書與繪本分開擺放，貼上印

有排架號的新書標，希望在之後能夠讓豐年國小圖書館更順利運作。 

 

陸、對未來政策或活動的相關建議 

一、教育訓練之內容安排和規劃 

    教育訓練因為人數多，講師而無法仔細照顧到所有隊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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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隊同學篩選及經驗或年級之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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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才不會碰到問題就得麻煩學長姐來回奔波，導致編目效率降低。

在未來的出隊過程中，如果涉及到不同文化環境的情況，可以對不同文化的用語、習

慣先進行一定的瞭解，有利於雙方的溝通與服務過程的順利進行。服務隊出隊前，希

望能夠掌握對方的所有資訊。確切瞭解對方需求後，能夠在教育訓練上進行較適當的

事前準備工作。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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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工作環境之網路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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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服務隊在工作時都需要用到網路，而這一次出隊因為網路的不穩定降低了工

作的效率，若之後服務隊的經費允許下建議可以準備備用的網卡，在必要時就能使用

之。 

 

柒、活動支出明細（單位：新臺幣） 

項目 內容 單價(元) 數量 小計(元) 備註 

餐費 伙食 平均 67 14*7 6,555 服務共八天，最後一天由

主任出資。 

業務費 保險 161 14 2,254  

海報 270 

 

 

1 270 A1大小海報。 

總計(元) 116,6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