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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籌備狀況 

一、隊員招募 

2015年 10月初開始進行第三十三屆圖書館服務隊的隊員招募，10 月 1日至 10月

7日為期一週的報名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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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人報名。 

廣東出隊成員依據經驗、教育訓練表現、出國意願等綜合篩選出 10名學生，並與

1位元件軟體工程師及 1位指導老師一同出隊服務。 

二、教育訓練 

(一) 訓練目的 

透過四場共 12小時的教育訓練的實施與計畫，期望培養參加隊員的正確服務態度，

讓隊員可以更增進專業知識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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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015/11/24：圖書分類法 

3. 2015/11/25：Koha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操作 

4. 2015/12/3：圖書編目實作練習 

 

(三) 訓練成果評估 

本講座主要邀請吳禹禾、張鐘、曹漢文、張佳穎等學長學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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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圖書館的運作。 

會後進行四次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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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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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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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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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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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東省廣州市─廣東協和神學院圖書館 

地址：廣東省廣州市白雲區白雲大道北東平中路 9號 

(一) 起源 

廣東協和神學院圖書館的前身可以追溯到 1914年的創立的廣州協和神學院的圖書

館，當時的藏書量最多達到 20萬冊。到了文革時期被燒毀，一夜之間，煙消灰散，化

為烏有。 

(二) 重拾起鼓 

1986年廣東協和神學院得到政府的支援，重新開辦，圖書館也從零開始，通過國

內、外的主內弟兄姐們及各教會機構、出版社的熱心捐贈，還有神學院有限的購買，

逐漸的積累起來。 

(三) 近期發展 

隨著廣東協和神學院的不斷發展，圖書館的發展已是形勢在逼。學院領導也將其

作為重點專案。專人、專業管理是首要問題，從 2003年 3月份開始，由薛海安牧師全

面負責。2005年開始就著手進行正規合理的編目，並實行電腦化管理。將屬於神學專

業（宗教書籍）採用美國國會圖書分類法(Library of Congress Classification)；

屬於國內出版非神學專業的書籍採用中國圖書館分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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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務時間與項目 

(一) 服務時間 

2016/1/17到 2016/1/24 

去程：1/17(日)於桃園中正國際機場搭乘長榮航空直飛廣州。 

回程：1/24(日)於中國廣州白雲國際機場搭乘長榮航空直飛回台灣。 

(二) 服務項目 

1. 館舍整理 

2. 整理圖書館環境 

3. 圖書編目建檔 

4. 圖書改號 

5. 館藏上架、架上原有館藏整理 

6. 讀者建檔教學 

7. KOHA使用教學 

8. 館員編目教育訓練 

9. 公共服務 

10. 技術服務 

11. 電腦/網路 

 

三、實施方式 

(一)需求評估 

1. 調查圖書館實際需求。 

2. 評估與分配工作項目與先後順序。 

(二)現有館藏之整理 

1. 確定圖書館館藏流通系統可用。 

2. 進行圖書分類、期刊分類以及其餘館藏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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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書本及期刊的資料建檔。 

4. 書目檔之更新、修正與維護。 

5. 目錄維護。 

6. 館藏上架以及清點。 

7.清潔館內，標明分類。 

(三)新書流程 

1. 進行圖書分類、期刊分類以及其餘館藏分類。 

2. 檢查是否有複本。 

3. 新書分類編目工作。 

4. 書籍加工－貼條碼、索書號與磁條等。 

5. 清點及上架。 

(四)服務單位館員之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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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練項目： 

1. Koha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流通操作講解與說明。 

2. Koha圖書館自動化系統進階操作(備份、批次匯入)。 

3. 作者號之克特號取號法及對照表講解。 

4. 中、西文書抄編與原編，實作練習。 

5. 中國圖書館分類法與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講解，編目實作。 

6. OCLC聯合目錄分類號查詢講解。 

7. 主題詞表，總複習。 

(五)其他工作分配 

1. 資管/電腦、網路：游龍山(隨隊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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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系統使用之教學。 

(2)當地編目系統之管理、Koha作業系統升級。 

(3)網路翻牆之技術提供。 

(4)無線網路品質維護。 

(5)伺服器維護、硬體更新。 

2. 總務/經費管理/文書：林正和（廣東隊長） 

(1)協助編列服務隊經費。 

(2)經費收支之管理及紀錄。  

(3)活動相關費用之收取。 

(4)建立財務報表。 

(5)管理服務隊財產。 

(6)醫藥箱保管。 

(7)製作隊員通訊錄。 

(8)感謝函製作及發送。 

(9)會議記錄 

4. 生管/生活管理：陳政威  

(1)撰寫活動日誌。 

(2)活動照片拍攝及整理 

(3)工作進度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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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動流程 

日期 時間 行程 

1月 17 日(日) 6:30 桃園國際機場第 2航廈長榮航空櫃台集合 

6:45~8:00 辦理搭機手續 

8:10~10:15 搭乘長榮航空直飛廣州 

11:00~12:00 出關前往廣東協和神學院 

12:00~11:30 午餐 

11:30~18:00 參觀廣東協和神學院圖書館 

本次圖書館需求瞭解 

設備及無線網路之架設 

隊員實際編目測試 

18:00 晚餐及休息 

1月 18 日(一) 07:00~7:30 早餐 

07:30~11:30 上次出隊工作進度瞭解 

本次出隊圖書編目規則議定 

11:30~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7:30 圖書編目 

編目問題收集、上次出隊錯誤收集 

17:30~20:00 晚餐時間 

神學院周邊環境熟悉之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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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9 日(二) 

目標:900本 

08:00~08:30 早餐 

08:30~11:30 圖書編目 

編目問題回饋、確立編目工作守則 

11:30~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7:30 圖書編目 

17:30~18:00 晚餐時間 

18:00~20:00 圖書編目 

20:00~20:30 休息 

1月 20 日(三) 

目標:1200本 

08:00~08:30 早餐時間 

08:30~11:30 圖書編目 

11:30~12:00 午餐及休息 

12:00~17:30 圖書編目 

17:30~18:00 晚餐時間 

18:00~20:00 開會:目標訂定、目前進度告知、注意事項(整

潔清理部分)再次提醒、感謝函製作之告知，

問題回饋及討論。 

1月 21 日(四) 

目標:1800本 

08:00~08:30 早餐時間 

08:30~11:30 圖書編目 

館員教學：Koha進階操作及其他編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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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12:00 午餐及休息 

12:30~17:30 圖書編目 

館員教學：Koha進階操作及其他編目問題 

17:30~18:00 晚餐及休息 

18:00~20:00 圖書編目 

20:00~20:30 休息 

1月 22 日(五) 

目標:2300本 

08:00~08:30 早餐時間 

08:30~11:30 圖書編目 

館員教學：Koha進階操作及其他編目問題 

11:30~12:00 午餐時間 

12:00~17:30 圖書編目 

技術服務：Koha檔案備份程式 

17:30~18:00 晚餐時間 

18:00~20:00 編目收尾 

圖書上架前的預備分類 

1月 23 日(六) 08:00~08:30 早餐時間 

08:30~12:00 圖書上架 

12:00~13:00 午餐及休息 

14:00~17:00 與大陸人士互動─參訪：上下九路(了解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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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情) 

17:00~20:00 與大陸人士互動─參訪：北京路(了解當地民

情) 

20:00~21:00 搭車回到廣東協和神學院 

21:00~22:00 環境整潔及行李收拾 

22:00~23:00 休息 

1月 24 日(日) 07:00~07:30 集合時間、最終整理 

07:30~8:00 搭車前往廣州白雲機場 

8:00~11:00 辦理登機手續 

11:00~13:00 班機延誤 

13:00~14:30 搭乘長榮航空直飛桃園中正機場回國 

14:30~16:00 出關，原地解散 

結束八天的服務隊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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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出隊成員名單 

 

姓名 性別 單位職稱 

何懷綸 男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助教 

游龍山 男 軟體工程師 

林正和 男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陳政威 男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周曉敏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張佳穎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吳修賢  男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藍心汝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蔣可倩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周芷涵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曾鈺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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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環境 

  

學校準備的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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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內 

 

編目示範及問題確認 

 

編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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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目工作 

 

編目工作 

 

圖書改號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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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員 Koha進階操作教學 

 

編目且加工好，待上架的書籍 

 

圖書上架前分類工作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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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上架與排架 

 

 

晚上開會，問題討論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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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當地民情參訪－北京路 

 
感謝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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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山學長與薛牧師 

 

來圖書館幫忙我們的大陸學生們 

 

和神學院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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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與人員對此次活動的看法 

 陳政威 

之前雖然從大一開始就參加了很多次的圖服教育訓練，但這次是第一次出隊，所

以在一開始我有點緊張，剛到廣州飛機降落時還有點暈機，這次住的房間好像是圖服

隊中蠻高級的一次，當我們看到房間都十分的驚喜，除了倒數第二天有到廣州較熱鬧

的上下久街及北京路之外，我們都是在神學院附近逛，尤其是神學院旁新開的百貨公

司，更是幾乎天天學弟妹都跑去那裡面的超市買宵夜；在這次的廣州團中大多數都是

沒有出隊經驗的隊員，有過出隊經驗的只有正和跟小敏學妹兩個人，而且協和神學院

需要的編書方式又和教育訓練所敎的有不同，這次學到了滿多的經驗，對於美國國會

分類法、中國圖書分類法及 KOHA系統的編目跟搜尋有更深的了解，這次的出隊讓我印

象深刻。 

 周曉敏 

這次服務的圖書館所採用的分類法是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一個對於大二而言

稍微接觸過但不清楚詳細情況的分類法，加上本次出隊人員中大部分都是大一，而且

圖書館内的許多館藏都需要原編，所以在剛開始編目時進度較爲緩慢，但熟悉後速度

就會加快。同時我也對於國會分類法，尤其是裏面的 B宗教類熟悉不少。 

 較爲幸運的是，有該學院的學生特地留下來幫我們貼標及解答我們在分類上的問

題。透過多次的詢問，我也深深瞭解到 manager-based跟 user-based的不同之處，比

如說，以往我們的做法是把同一個系列的叢書編在一起，方便管理，但本次神學院的

學生們卻告訴我們說他們比較希望按照學科分類。 

 我在圖書館工作的一周中也有發現一些該圖書館的小問題，比如(複本)編目不一

致、書籍擺放嚴重錯誤、條碼重複等等管理上的問題，有時候編完一本之後學弟妹去

“逛個街”又會順手幫我拿出幾本相同系列的或者是複本，但是先前的編法完全不一

樣的書籍，這時候對我而言又是一個新的考驗了。幫助圖書館修正他們的一些編目問

題是我們的責任，但由於書籍數量龐大，而我們礙于人數與時間，所以衹能在自己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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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能及的範圍内做事情。 

 本來以爲去到廣州會吃到不同味道的粵菜，結果是吃到不同口味的中國各地菜式

（客家菜、北方菜……因爲負責做菜的有些是北方人）。但也非常感恩神學院裡的所

有人，在我們工作之外還爲我們準備了三餐，以及額外的零食，在廣州經歷 59年來最

寒冷的冬天時，爲我們準備熱茶、準備良好的休息環境（暖氣很重要！！），帶我們

到處逛逛……這些都是他們在假期裡付出自己的時間貢獻給我們，使我們能夠順利地

進行服務的工作。 

 張佳穎 

這次出隊主要任務是編目，其次是上架。能把上課所學運用於實務讓我覺得很高

興，也替自己感到驕傲，雖然我貢獻的可能不多，這也只是向前小小的一步，但我還

是以能為他人服務為榮。神學院的學長姐不斷鼓勵和稱讚我們，真讓我受寵若驚。 

    透過這次為時一個禮拜的編目我對編目作業也更熟悉了。編目過程中有遇到很多

因為對神學分類不理解而產生的問題；另外是服務隊的教育訓練與實際操作有出入，

這讓我瞭解隨機應變的能力很重要。 

    總體來說，這次出隊讓我認識到大學圖書館特別的地方，可能因為沒去過輔仁的

神學院圖書館所以比較沒有機會。神學院圖書館主要藏書就以神學相關為主，以其他

類為輔。一般圖書館有展書區，協和圖書館展示的則是與基督教相關的物品、古籍等

等。建築的設計也透露出宗教的莊嚴氣氛，要爬上樓階到閱讀區好似要淨化心靈、將

雜念拋諸於塵世，伴著古物共讀，很有接近主的感覺。 

 吳修賢 

以前我所認識的圖書館是館藏多、體積大、樓層多、有各種多媒體設備，即使是

學校的圖書館差異也不會太大。我以為國外的圖書館會比我們還要先進，但是去過才

發現不一定呢。一開始看到廣東協和神學院圖書館時候十分訝異，建築看起來雖然大，

但是館藏卻少的可憐。後來查看這間圖書館的歷史才知道是因為文化大革命導致的。

我想文革對圖書館應該是最大的傷害，圖書館保存了文化、思想、古物等抽象或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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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或實物，但卻因為某些人為了爭名鬥權，導致人類的文明付之一炬，倒退了一

大步。希望不會再有文革這種可怕的事情發生。這次出隊，讓我實際運用 Koha 系統、

編目。很多書籍都是要原編，不是抄編，所以是很需要花費腦袋。一開始做錯很多，

也很生疏，也很懊惱，也很疲累，嘴上不停地抱怨，不過實際上還是努力做到好。很

感謝跟我同桌的隊員還有學長學姊&助教，沒有他們指導我可能編目會更糟，電腦還是

不能翻牆。也很感謝廣州的同學牧師&老師，一直塞東西給我們吃、下雨還是陪我們逛

街。希望有機會還能再次出隊，讓編目的技巧更加熟練。 

 藍心汝 

這次能跟著圖書館服務隊到廣州的協和神學院服務是個非常難得的經驗。從出隊

前的教育訓練課程、準備出國的一切手續到出隊服務，這個過程是我未曾經歷過的，

也因此讓我極其期待及興奮。 

    我進入圖資系才半年，一切的專業知識及技術都是從零開始學起，平常的必修課

程已讓我學到了很多專業知識，但在服務隊的教育訓練中所學到的在實際操作方面帶

來的收穫也不小。在廣州進行編目、排架等工作時，一開始的手忙腳亂是一定的，但

隨著時間過去、經驗累積，動作變快、工作也越發流暢了，而通過此次的服務，我從

問題中學習經驗並充實了自己，感謝圖書館服務隊給了這麼好的機會讓我去應用所學

的知識、增廣見聞。 

    感謝這一周來學長、助教的幫助，這讓我成長了不少，感謝大一夥伴們這一周的

互相扶持，感謝協和神學院的老師及同學給予我們的幫助讓我們的進度加快，感謝提

供三餐的阿姨，煮好吃的飯菜給我們補充精力，也感謝牧師這一周所付出的。經過這

次，我深深覺得我來廣州真的不虛此行。 

 蔣可倩 

這是我第一次出隊，也是我第一次將上課所學的理論應用在實務上。第一天抵達

廣州白雲機場，搭車到協和神學院後，大家便直奔圖書館，沒怎麼休息就開始架設網

路線，準備開工。由於我先前沒有什麼編目的經驗，在上資訊組織時也是聽得一頭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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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所以在學習如何原始編目的時候，學得十分艱辛，經過幾天後才比較上手。學校

那邊也有學生留下來幫我們貼書標，編書編久了，我想到其實我們應該教他們如何編

目才對，畢竟他們請我們來幫忙，表示他們並沒有這些技術，但我覺得其實編目也不

大須要什麼技術，總覺得上課所教的東西並沒有怎麼用到，大部分都只是複製貼上而

已，上手應該不難。我把這個想法告訴助教，助教就說：操作上的確是沒什麼技術，

但當我們要判斷這個欄位該怎麼填上去的時候，就是用上課教授們所教的知識來判斷，

所以我們才會來幫他們編目，而不是教他們編。 

聽到這番話，細想過後我才恍然大悟。經過了七天的編目，使我編目越來編越熟

練，這一趟出隊真的獲益良多，收穫匪淺，若下次還有這個機會，我也一定會奮力去

爭取的！ 

 周芷涵 

這次出隊到廣州協和神學院的圖書館服務，對我來說是一次非常珍貴的經驗。因

為身為大一小菜鳥的我，接觸圖書資訊這個科系的專業才還不到半年，還有很多需要

學習的地方！心想能幫上忙的事情實在十分有限，這次廣州協和神學院願意讓「菜鳥

們」有實際操做的機會，真的要很感謝他們！ 

在助教和學長姐的協助下，我們這群新鮮人就從「做中學習」。雖然剛開始的時候

大家全都手忙腳亂；但在經歷不斷的犯錯、修正、提問和找答案的過程後，我們終於

漸漸上了軌道。在課堂上的知識和實作得以互相結合，曾經學過的專業也變得更加紮

實而且印象深刻。這次的體驗也讓我了解到：圖書館員的工作其實並不完全如我過去

所想像中的那麼簡單。發現當中還有很多「功夫」是我所欠缺和需要努力學習的。度

過了「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的一週編目生活後，我對嚴老師所說：「想成為一位專業

的編目館員，沒有十年以上的編目經驗是不可能的」這句話，有了更深的體會與贊同，

編目果真的是一門大學問啊！ 

雖說我們這次出國是去「服務」的，但我覺得不論是透過在當地的學習、生活體

驗，或是神學院師生、工作人員的熱情招待和他們的彼此互動，都使我感到我所「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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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比我所「付出」的實在多太多了，真是收穫滿滿！盼望日後還能有機會到不同

的地方去服務和學習，以擴展自己視野並加強專業知識與技能。 

 曾鈺雯 

廣東協和神學院圖書館進入方法是拿一張卡片感應的，我在倒數第二天把那張卡

片弄丟了我好慚愧。 

因為他們圖書館採取兩種分類法，國會分類法和中國圖書分類法，搞得我好亂啊，

沒什麼接觸基督教，分類都搞不太清楚，一直問問題。 

我一直把這一次的出隊當成是修身養性的好地方，結果沒想到住的地方太飯店了，

而且食物設備網路電什麼的都準備得太完善了，身心靈都被照顧得很好，差點痛哭流

涕。第一次使用 KOHA 那麼久，覺得它其實還蠻好用的，可以抄編的時候我就抄的挺開

心的。那八天看了一堆簡體字讓我識簡體字程度大為增加。 

因為看到一堆的巴哈伊相關的書，於是我認識了一個新宗教，巴哈伊，還問了當

地學生關於巴哈伊的東西，太有趣了，我有空來研究一下它好了。最後希望以後還有

機會出隊，學習更多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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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辦理期間所遭遇的問題 

(一) 索書號不統一。 

解決方法：架上的索書號十分凌亂，格式並未統一。諸如：部冊號及副本號是否空格

及加點？英文字母是否大寫？套書的第一冊書是否給部冊號？對此我們只能盡可能將

可重新給號的書標修正，並將這次的索書號格式標準統一，保證之後的書給號時標準

明確且整齊劃一。 

(二)架上的書有錯誤。 

解決方法：錯誤繁多，諸如： 

 有索書號和條碼但系統中卻沒紀錄(有分類未編目) 

 有分類後卻沒條碼 

 系統中顯示有多本副本書架上卻找不到 

 部冊號及副本號混用 

 排架錯誤、一書二分造成同樣的書無法排在一起 

 建立館藏時資料輸入錯誤 

其中，又以架上的書找不到紀錄最為嚴重，對此我們盡可能在編目新書之餘給予修正。 

(三)分類錯誤。 

解決方法：架上的圖書分類錯誤導致其放在錯誤的位置，使得讀者找不到其所需的書。

對此我們請協助我們的當地讀者指出錯誤後，對錯誤館藏進行改號。 

(四) 網路不能翻牆，無法獲取外國圖書館的編目紀錄。 

解決方法：事先準備的翻牆工具：VPN及自由門不起作用，在資訊搜尋上產生很大的不

便。最後找到可以正常運作的翻牆工具 Lantern，從而解決問題。 

(五) 未完成當初協議之 7000本書。 

解決方法：協助該館館員編目之技巧。 

(六) 條碼重複 

解決方法：直接換另一個條碼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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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KOHA系統硬體設備老舊，造成編目時無法連線 

解決方法：更換伺服器網卡及記憶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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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隊來到的是位於中

國廣州的廣東協和神學院圖書館。本次出隊的主要目的，是接續前次出隊的進度，為

廣東協和神學院圖書館繼續編目圖書。將圖書以國際間的標準，著錄其資訊至 Koha系

統中，使其不僅可以流通，亦可讓讀者從外部進行檢索，甚至能將書目資訊經由協定

的標準分享給其他圖書館。 

然而，在服務的過程中遇到了許多問題，最嚴重的便是「圖書分類錯誤，造成神

學院的讀者無法在相關學科的區域找到應該在此的書(找不到自己需要的書、書未在其

應該在的位置)」、「圖書未在系統中有紀錄」、「以及相同圖書(副本)因為一書二分的緣

故未排在一起」。因此，此次服務比起新書編目，更多的是花在這些修正上面。限於時

間而未能給予修正的部分館藏，則教導當地館員快速將館藏錄進系統中的方法、以及

完整的編目流程，使圖書館在此次服務結束後仍可自行著錄新書，以及進行流通作業。 

因此此次的進度較少，新書編目的部分只有約 2300本，因為大多數的時間都花在

書標改號、館藏修正上了。實際上加上此次編目的成果，系統中的紀錄亦只有 4400本

左右的圖書，前次出隊報告書中所提到之 6000本書，可能有絕大部分是做完圖書加工

及分類後便將其上架，並未輸入至 koha系統中。對此我們讓隊員編目新書、改號之餘

也將能力所及的圖書取下檢查，將其輸入至系統中。此外也教導館員快速著錄圖書的

技巧，由於架上未著錄的圖書均已做好大部分加工，只需要做極少的工序就可以流通，

當地館員今後便能自行著錄架上已分完類的圖書。 

此次出隊除了服務協和神學院的圖書館，當地薛牧師的朋友，一位從海南島的牧

師聽說我們要來服務而趕來，和我們接洽下次出隊的服務事宜。我們也順勢將分享圖

書紀錄之協定的設定方式一併講解，未來若是有幸能到海南服務，這次出隊所編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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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便可作為下次服務的基石。 

此次出隊的學生中，除了兩位三年級、一位二年級之外，其他的隊員全都是一年

級的新生，在編目上難免有許多未熟之處。但經過這七天的鍛鍊後，相信不管是編目、

分類、Koha系統操作這類學科方面的能力，或是和他人應對進退、處裡困境這類服務

方面的技巧都增進了不少。服務他人的同時也鍛鍊著自身的能力，如果能夠達到這樣

的效果的話，相信這次的服務就是成功的。 

  

 

陸、對未來政策或活動的相關建議 

(一) 針對各隊，有不同或是額外的教育訓練 

    協和神學院所使用的是中國圖書分類法(簡稱中圖法)和國會圖書分類法(簡稱 LC)

二種並用，對此在教育訓練時並沒有進行太多的介紹，而中圖法和 LC分類法亦是平常

我們學習是不常碰到的分類法。建議可以對個別隊伍做特別或額外的教育訓練，在實

際服務時會較為熟練。 

(二) 出隊同學篩選及年級之配比及隊員數量 

    此次隊員，一年級佔了大多數，且總隊員人數比上次少，造成編目的進度不夠。

雖然服務隊是快速磨練新生的途徑之一，但是有經驗及高年級的同學仍然要有一定的

配比，在工作的速度及問題處理的方面都會有較好的效果。 

(三) 網路翻牆問題 

 由於中國大陸地區有網路長城，難以獲得外界資訊。此次出隊除了 VPN之外，亦

準備了自由門作為翻牆的備用，沒想到以上兩種工具皆無法正常運作，最後是靠著

Lantern才順利地翻牆。建議以後在準備網路相關輔助工具時，可以準備多一點，才不

會產生以為少量一兩個工具可用，但其皆被封殺的情形。 

柒、活動收支明細表（單位：新臺幣） 

(一)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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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費來源 金額 說明 

收入 

自備款 75,230 
輔仁大學 30000元 

團員自籌 45230元 

政府機關補助 20,000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補助 20000元 

企業贊助 0  

業務收入 0  

其他收入   

合計 95,230  

 

(二) 支出： 

 

項目 內容 單價(元) 數量 小計(元) 備註 

旅運費 機票來回（含

稅） 

10,248 9 92,232 1.僑生周曉敏從香港直

接前往未從台灣出發，自

付旅費 

2.廣東協和神學院提供

接送，省下車資 

3.校外專家自付差額 

業務費 保險 244 10 2440  

轉接頭 179 2 358  

文具用品(感

謝函) 

200 1 200 包括大張版子及小張卡片

等等 

其他      

總計(元) 95,2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