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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籌備狀況 

一. 隊員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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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至 10 月 7 日的報名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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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人報名。 

衡陽出隊成員依據經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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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訓練內容 

1. 11 月 19 日(四) 圖書抄編與原編技術教學 

2. 11 月 24 日(二) 圖書分類法 

3. 11 月 25 日(三) Koha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操作 

4. 12 月 3 日(四) 圖書編目實作練習 

(二). 訓練成果評估 

本講座主要邀請吳禹禾、張鍾、曹瀚文、吳佳穎等學長學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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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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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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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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衡陽市衡陽縣─衡陽中華宣教聖經學院圖書館 

所有館內的書籍均採用中國圖書館分類法。 

二. 服務時間與項目 

(一). 服務時間 

2016/1/16 到 2016/1/23 

去程：1/16(六)於桃園中正國際機場搭乘華信航空直飛長沙。 

回程：1/23(六)於中國長沙黃花岡國際機場搭乘華信航空直飛回台

灣。 

(二). 服務項目 

1. 館舍整理 

2. 整理圖書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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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動線 

4. 安裝設定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5. 書目建檔, 及上架清點館藏 

6. 讀者建檔 

7. 設定管理參數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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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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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良好動線規劃。 

9. 清潔館內，標明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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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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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教育訓練項目 

1. Koha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操作講解與說明。 

2. 中、西文書抄編與原編，實作練習。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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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主題詞表，總複習。 

(六). 其他工作分配 

1. 資管/電腦、網路：朱軒廷(衡陽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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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茹茜 

(1). 協助編列服務隊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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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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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采玲、沈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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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製作家長同意書及服務心得表單。 

4. 生管/生活管理：陳彥潔、 李晉昀、游雨澄、陳家薇、黃盈甄、 

王昱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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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日(六) 6:30 桃園國際機場第 2 航廈中華航空櫃台集合 

6:45~9:00 辦理搭機手續 

10:45~13:10 搭乘華信航空直飛長沙 

13:30~14:00 出關，由當地葉老師載我們前往高鐵站 

14:40~15:10 搭乘高鐵前往衡陽 

15:30~17:00 由當地張老師載我們前往中華宣教聖經學院 

18:00~19:00 晚餐 

19:00~21:00 參觀衡陽中華宣教聖經學院圖書館，開會：宣

佈集合時間及明日的流程規劃 

1月 17日(日) 07:00~7:30 早餐時間 

07:30~12:30 鄰近地區參訪，超市採購 

12:00~13:00 午餐及休息時間 

13:00~17:00 將圖書先做分類，開始編書目 

查找 ISBN 並請山西袁老師幫忙匯入書目資料 

17:00~19:00 晚餐及休息時間 

19:00~22:00 查找 ISBN 並請山西袁老師幫忙匯入書目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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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8日(一) 07:00~07:30 學生餐廳─早餐 

08:00~11:30 查找 ISBN 並請山西袁老師幫忙匯入書目資料 

11:30~13:00 午餐及休息時間 

13:00~17:00 查找 ISBN 並請山西袁老師幫忙匯入書目資料 

17:00~19:00 晚餐及休息時間 

19:00~22:00 查驗匯入的書目資料並建立館藏 

1月 19日(二) 

 

07:00~07:30 早餐時間 

08:00~11:30 查驗匯入的書目資料並建立館藏 

11:30~13:00 午餐及休息時間 

13:00~17:00 查驗匯入的書目資料並建立館藏 

17:00~19:00 晚餐及休息時間 

19:00~22:00 查驗匯入的書目資料並建立館藏 

1月 20日(三) 07:00~07:30 早餐時間 

07:30~10:00 前往趕集，超市採購 

10:00~11:30 查驗匯入的書目資料並建立館藏 

11:30~13:00 午餐及休息時間 

13:30~17:00 規劃櫃位 

查驗匯入的書目資料並建立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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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編常用書籍並建立館藏 

17:00~19:00 晚餐及休息時間 

19:00~22:00 查驗匯入的書目資料並建立館藏 

原編常用書籍並建立館藏 

1月 21日(四) 07:00~07:30 早餐時間 

08:00~11:30 查驗匯入的書目資料並建立館藏 

原編常用書籍並建立館藏 

11:30~13:00 午餐及休息時間 

13:00~14:00 前往縣城採買文書用品 

14:00~17:00 查驗匯入的書目資料並建立館藏 

原編常用書籍並建立館藏 

17:00~19:00 晚餐及休息時間 

19:00~22:30 查驗匯入的書目資料並建立館藏 

原編常用書籍並建立館藏 

1月 22日(五) 07:00~07:30 早餐時間 

08:30~12:00 查驗匯入的書目資料並建立館藏 

原編常用書籍並建立館藏 

12:00~13:00 午餐及休息時間 

13:00~15:45 查驗匯入的書目資料並建立館藏 

原編常用書籍並建立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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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5~16:45 上架 

17:00~19:00 朱院長請吃飯，超市採購 

19:00~23:00 上架 

櫃位號、架號貼上 

1月 23日(六) 07:00~07:30 早餐時間 

07:00~08:30 張老師載我們前往高鐵站 

09:24~09:54 高鐵衡陽東站搭往長沙南站 

10:30~10:50 搭乘機場快線前往長沙黃花崗機場 

11:00~12:15 辦理出境手續 

13:20~15:55 搭乘華信航空直飛桃園中正機場回國 

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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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慶禎 男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副教授 

吳采玲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朱軒廷 男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陳彥潔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吳茹茜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沈芯宇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李晉昀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黃盈甄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王昱珺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陳家薇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游雨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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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大合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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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了~ 

 

 

住宿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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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編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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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目工作 

 

編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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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目且加工好，待上架的書籍 

 

編目且加工好，待上架的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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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目且加工好，待上架的書籍 

 

衡陽當地民情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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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陽當地民情參訪 

 

衡陽當地民情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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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陽當地民情參訪 

 

衡陽當地民情參訪－趕集 

  

衡陽當地民情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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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後的圖書館 

 

整理後的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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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參與人員對此次活動的看法 

一. 吳采玲 

有了多次出隊的經驗，對整個出隊的流程較熟悉，和之前去過的北京

及廣州都不太一樣，再加上氣候嚴寒，不習慣衡陽的天氣造成手腳不靈活，

其他隊員也因為當地環境而有所不適，工作以外遇到的阻礙，但這次的成果

較之前出隊是十分優良的，我們編完 3000 本，感謝當地圖書館的協助，讓

我們以更快速的方式處理這些圖書，將書分成三類，有 ISBN 可匯入及不可

匯入、無 ISBN，而主要目的是讓讀者可以借書，編目是讓館員易於管理，

圖書館只有一層，讀者容易找到他要的書，大致都知道書的位置，而剩下的

書是等今年暑假圖服再次出隊繼續努力，希望學弟妹能繼續完成 

二. 陳彥潔 

蘇格拉底說：「教育是點燃一個火苗，而不是填滿一個容器。」老師總

是扮演著引導者的角色，引導我們到知識殿堂的入口，給予我們出隊的機

會，老師在大一的課程中教給我們的理論和關於編目的基礎，讓我在這次的

出隊中得以運用和實作。雖然結果不如理想，但我們享受過程更甚於結果，

八天的時間，同學之間、學長姐和學弟妹間相處得更為融洽；也讓我走出台

灣，體驗不同地區的民俗風情；更重要的是，在實作上所學的遠比課程中豐

富多了，坐在教室裡，你不會知道一間圖書館有多少書要編目；坐在教室

裡，你不會知道條碼和索書號一張一張貼到書上的成就感；坐在教室裡，你

不會知道上架和排架看似容易其實是一個極為龐大的工程。有人說：「教育

是將學校所學的忘光後，還留下來的東西」我想，當我記不清學校所學的知

識時，還能保有清晰回憶的就是這些出隊的點點滴滴了。 

三. 李晉昀 

剛開始知道服務隊在寒假會去廣州和衡陽時，第一直覺是：廣州離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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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太近了，沒有特別的感覺，衡陽比起廣州感覺好像比較特別、神秘，結果

我就毫不猶豫地選擇了衡陽。所以在 2016 年 1 月 16 日，寒假剛結束，連喘

息的機會都沒有，我們搭上飛機，踏上旅程，前往一個陌生的城市－－衡

陽。 

這是我第一次出隊，也是第一次來到湖南，所以剛到的時候覺得什麼

東西都好，五顏六色的計程車、熱鬧無比的機場、乾燥寒冷的氣候......甚至

連瀰漫著黃土的空氣都覺得異常的好聞。到了我們服務的學校後，發現就連

我之前擔心湖南飲食太辣的問題都不成問題，負責煮菜的婆婆怕我們無法吃

太辣，所以做的每一道菜都沒有辣椒，而且又豐盛又好吃，好吃到讓我餐餐

都兩碗飯，吃得好撐好撐，連以防萬一帶的泡麵都完全沒機會吃到，回台灣

還胖了兩公斤。 

之後的每一天對我來說都是無比幸福的日子，吃飽睡，睡飽工作，工

作完後再吃，偶爾有點多餘的時間就大家一起去大街上逛逛。你問我這幾天

下來都學到了些什麼？更了解圖書館嗎？更加純熟的使用技術嗎？我想這些

或多或少是有一點，但是比較起真正學習到的，這些都不算什麼。要了解圖

書館或純熟的是用這些技術都不難，因為我們就讀的科系就叫做圖書資訊學

系，這本就不是件難事，只要在學校認真上課，放學努力練習，放假常跑圖

書館就ＯＫ。我學習到的是所謂的「團隊精神」及「在地文化」，這些東西

不是說在課本上翻翻、在教室認真聽講就可以獲得的。在這一個禮拜多的日

子，我們一空閒下來，就抓緊時間四處遊蕩。我們住在當地、吃當地的食

物、逛當地的市場，這些特別的體驗都是書上看不到的。當地的婆婆還跟我

們說，我們這幾天所吃到的都不算道地的湖南菜，真正的湖南菜應該是辣、

油、鹹，我們吃到的對他們來說不過只是沒味道的清粥小菜！書上會跟你說

衡陽風沙大黃土地多，所以車子都是「半黃色」的嗎？老師會跟你說衡陽盛

產的東西是橘子嗎？都不會，這就是古人所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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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這僅僅八天的一點一滴對我來說都是珍貴的寶藏。 

另外，我很喜歡這種大家每天在同一個地方睡覺、同一個地方吃飯、

同一個地方工作、同一個地方玩耍的單純生活，只可惜這次的時間不夠長，

沒辦法讓大家在多多認識彼此，這種感覺跟大學那種同班同學每天，甚至每

個禮拜講不到一句話的感情要好多了，這才是人與人之間應該有的距離嘛！ 

也許這次出隊並不是很完美，很多令人出乎意料的事情發生，我們預

期的目標也有很多沒有達成，但很高興能有這樣的機會得以學習更多編目的

知識，接觸不同的文化以及體驗不同的生活態度。謝謝這次一起出隊的同

學，謝謝隊長辛苦的帶領我們，也謝謝老師的指導，還有當地善良可愛的大

家。下次如果還有這樣的機會，我很樂意在參與一次！ 

四. 吳茹茜 

這次出隊感覺上比較趕，雖然因為選舉的關係一樣中間隔了一天，可

能是要出國的關係吧，整理起來有些匆匆忙忙的，到了冬天衡陽，最不適

應的大概就屬氣溫了，在臺灣要遇到十度以下的低溫除非上山，不然是很

難得的，於是就這樣一路不適應到被迫適應，平安的度過了這八天。 

當地學校的圖書館小小的，書的複本也很多，總計大約有六千本書左

右，裡面並沒有多餘的空間給學生在裡面閱讀，主要都是書架的部分，這

次我們處理的書主要是有 ISBN 且已經請另一個學校老師匯入的書目，貼

標、編目、寫索書號、上架、排架，幾天下來我們共處理了 2700 本書左

右，然而這次可能是因為變成學長姊的關係，我並沒有編到太多本的書，

大多時間都在幫忙處理其他各種雜事，終於體會到了學長姊的辛苦了。 

當然除了服務之外，體驗當地特色及文化的差異，也是我出來的目

的，當地人都對我們很好，環境什麼的跟去廣州的另一隊相比，可能稍微

困苦了些，但我們依舊過了很愉快，不得不說我們剛到的時候，被廁所的

樣子給嚇了一跳，至於飲食習慣，湖南聽說就是辣油鹹，為什麼說是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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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因為他們說放了辣椒後我們會沒辦法吃，所以體驗到的就只有油跟鹹

而已，最後很可惜的是，在我們要離開的時候才開始飄雪，沒機會好好的

欣賞台灣難得一見的景色，其他還有很多像是百貨裡面各種臺灣見不到的

零食，會放隊長很喜歡的蘭花草的灑水車，在路上走的雞，充滿喇叭聲的

馬路等等，都已經成為我們心中美好的回憶，當然如果氣溫能高一點就更

好了。 

五. 沈芯宇 

這次是我參加圖服隊第二次出隊，比其我在一下時到南投望鄉圖書館

服務的經驗很不一樣，不光只是兩者圖書館類型、圖書館服務對象、分類

編目與 MARC 格式等等都有很大的不同，加上季節氣候、所處國家與環境

的差異，最讓我覺得最大的不同是我升上大二，有學妹也和我們一起出

隊，需要協助她們盡快進入狀況並解答所遇到的問題，第一次出隊時遇到

問題比如作業格是與分類問題與告一個段落時須要做什麼事，只要問學長

姐讓他們判斷就可以了，但現在身為學長姐遇到學妹的問題要如何處理卻

需要仔細思考，身分的轉變也讓我學習到如何規劃圖書館自動化的優先順

序並進行專業分工，雖然這一次服務的圖書館因為工作量多、有些人水土

不服、最初考慮並沒有很完善等種種原因最後沒有處理完整個圖書館，但

是這次經驗我學到很多下次也可以做到更好。 

六. 黃盈甄 

能在寒假出隊到衡陽服務是我的榮幸，記得在高三暑假到圖書館擔任

工讀生，所以對於圖書館的運作稍有ㄧ些認識，原以為會是與那次的工讀

是差不多的形式，然而卻是不一樣的體驗。 

能將課堂所學實際運用，真的很開心，雖然與課堂所學的 MARC21 不

同。在編目的過程中做了許多調整，原先是將書一本一本進行抄編，後來

則是由兩人為ㄧ組將 ISBN 紀錄下來，貼上條碼，之後再運用 koha 將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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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入館藏，在貼上索書號，比起剛開始真的快了許多，雖然這次出隊只完

成一半，但是看著已經編目好的書籍整齊的擺在書架上，真的很有成就

感！ 

在出隊前與友人討論當地氣候，看著氣象預報，真的很興奮，聽說會

下雪，在要離開的前一天晚上，打開窗戶，看著雪花飄進，這是我人生第

一次摸到雪。 

很感謝院長、老師、姊姊及婆婆們這八天的照顧，原以為會不習慣這

裡的飲食以及生活方面，但是這八天下來，有一種大家庭的感覺，真的很

開心。 

很感謝毛老師和學長學姊這八天的照顧及體諒，真是辛苦了！這幾天

發生很多事情，還好都平安度過，也知道自己還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會在

更加努力，期許自己能有所進步。 

能跟昱珺、雨澄、家薇一起出隊，真的好開心喔！這八天將會是我大

學的美好回憶。 

七. 陳家薇 

這次圖書館服務隊是我第一次出隊，然而第一次出隊便是去海外，讓

我有點擔心自己經驗不夠導致能力不足。 

衡陽對我來說是個完全陌生的地方，甚至還需要上網查詢他的位置，

雖然他與台北的緯度差不多，但一下飛機到達長沙，便感覺的到風從我腳底

貫上的寒冷，中國真的是個與台灣不一樣的地方，無論是在環境或是季節方

面的差異。第一次看到他們的馬桶也很令人驚訝，不過也多了四個人一起上

同一間廁所的經驗。泥濘的土地，每次走路都必須要避開地上的水窪；天氣

冷冽，每次出去大家都包成一球，圍再一起，讓我們的感情更好。雖然剛開

始對於環境的不習慣，但後來也漸漸習慣了這裡的步調，享受之中的小確

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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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的圖書館還是尚未編目的階段，大概都是把同樣的書放在書櫃

上，從一開始的 ISBN 抄寫、確認，我們首先要處理的是 ISBN 可匯入的

書，然後登入 koha，增補一些內容，將書貼上條型號號碼和索書號，一起編

入，最後把書上架。雖然這次出隊只有完成一半，不過從無到有，看到書架

上一排滿是經過整理的書，真令人心曠神怡，帶給我滿滿的成就感，真的讓

我學習到很多，相信下次出隊會更加進步。也希望我們的幫忙能使當地的學

生在圖書館使用上能更加方便。 

我想這八天都是滿滿的感謝，謝謝當地的姐姐，張老師和院長的協

助，也很謝謝婆婆們每天辛勤地給我們煮三餐，原本擔心飲食會吃不習慣的

我們帶了一堆泡麵和零食，到後來根本吃不下。我也發現原本我們飯菜都剩

一堆，到後來越吃越多，甚至還搶食。雖然天氣很冷但感受到了滿滿的溫

暖。 

這八天也很謝謝學長姐和毛老師的照顧，可能因為水土不服而導致我

身體有些不舒服，讓大家擔心了，真的很不好意思，也很抱歉，最後幾天都

沒幫到甚麼忙。也謝謝學長姐在我們大一遇到編目方面的問題時，都很耐心

地幫忙我們解決問題。 

這次出隊讓我獲得很多，無論是在圖書館服務方面，也讓我深刻地體

驗了中國的文化和生活。 

八. 游雨澄 

離開台灣，踏入異鄉。 

一個月來的留校上課， 

八天七夜的成果驗收， 

與當地人事務的邂逅， 

種種回憶，難以忘卻， 

二零一六我們在圖服。 



27 
 

第一次的圖服是我這個小大一的初體驗，去過日本、新加坡、泰國、

美國、加拿大等國家，這是我第一次踏上台灣的鄰居、華夏民族的起源中

國；這也是我第一次離開家人的旅行，我想我是幸運的，身在小康家庭，一

切的一切都不於潰乏，上完圖服的課後被選為出隊隊員，倉促而簡短的拿出

一萬塊帳單「告知」他們，非常感謝我有愛我的爸爸、媽媽，是他們不遺餘

力地支持著我飛行。 

第一天我們搭乘飛機抵達長沙黃花機場，再搭旅行社的車到長沙高鐵

站，再經由高鐵到衡陽，接下來便由教會的人載我們到目的地。 

因為每天都有寫日記的人所以我也不特別贅述每日行程，基本上七點

吃早餐，八點上工，十一點半吃午餐，一點上工，五點半吃晚餐，七點上

工，九點收工(後幾天十一點)。基本工作有館藏的匯入、書標的黏貼及上

架，和學校的內容有相像的地方也有相異的地方，記得我一個參加豐年圖服

的同學曾經說過留在台灣使用的是 MARC 是真正的學以致用，而到中國使

用的中國基本編目規則則有意於在課堂上所學，是沒辦法親自實踐。她說的

沒錯，但是真正讓我感興趣、最獲益良多的是「建立」親眼見識甚至是參與

實作，看著原生態的藏書閣蛻變為具有雛型的圖書館。 

這一次的服務有別於以往，大大小小的服務類型我都參加過，在高中

時我拿過麥克風在國小宣導反毒、我到過南投偏鄉上過課，第二次的服務更

以副總召的頭銜接受學姊的肯定，但這一次的經驗有別於以往，是真真實實

的脫離保護與社會互動，這也是我入大學以來最真實的感觸。 

除了謝謝當地院長、老師及奶奶的照顧，謝謝毛老師承擔管理之責帶

我們出隊，也謝謝學長、姊們的照顧，很慶幸最後一天打牌到兩點又看到雪

花，為這次旅行劃下完美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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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王昱珺 

衡山之南謂之衡陽。為了學習與滿足自己想拓展視野的慾望，我造訪

了中國湖南省衡陽市，也是大學生涯中第一次與同學出國。 

雖然這裡是平地，但由於大陸型氣候的關係，平均氣溫比台灣來的

冷。一出長沙機場，明顯的感受到空氣中水氣刺進骨頭的寒冷，一開口說

話，便是團團的水蒸氣從嘴裡冒出，這是生長在亞熱帶的我們未曾感受到的

氣溫。移動過程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們的高鐵—和諧號，他們的高鐵站

跟機場一樣，要行李檢查。我們要只從長沙南站到衡陽東站，僅只一站就

176 公里，總長的距離，一定相當於飛機飛好幾趟高雄與台北，沿途的天氣

與景色竟然也有明顯的變化，對我來說是奇妙的體驗。 

這次的旅程，我學習到的已不是書本上所能習得的知識，包括過程

中，學長姊用心的安排和張羅，從下飛機、打電話、訂票、移動，時時刻刻

保持警戒，還不時注意我們的身體狀況，在此真的很謝謝學長姐的關心。而

在建置的過程中，深刻感受到實作與理論的差距，就如毛老師所說，課本上

背的再熟，不如實際編過一本，有些事，是課本中學不來的。實作中充滿了

例外，例如：著錄來源封面是繁體內容是簡體的奇怪書籍，ISBN 頭一次知

道有 10 碼的存在，有些書會有兩種分類號，需要館員自己去判斷等等，都

是常出現的例外，讓我印象深刻也應證了「編目是主觀的」這句話。 

編目時，由於自己是新手，深怕做錯了而拖延學長姊安排的進度，很

抱歉一直向學長姐提出問題，再加上一開始常忘記寫索書號，真的很對不

起，下次一定會更加小心，並從中抓住技巧，使自己的速度更快、更有效

率。 

除了工作之外，這裡的院長、張老師、姊姊還有婆婆們(周婆婆和華婆

婆)都對我們非常好，本來還以為會對這裡的食物不適應，結果婆婆們的飯

菜非常好吃，我們一天吃的比一天多，反而胖了！在聊天的過程中，也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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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由於是平地，再冷也不會下「雪」，只會下「雪渣」，又稱「雪條子」，

第一次知道原來「雪」還有分這麼多！ 

由於我們的殷殷期盼，衡陽，似乎也在我們離別時給了我們一場驚

喜。就在我們即將離開的前一晚，細細長長的雪條子降下了。我們又驚又

喜，我來這裡第一次這麼捨不得將雙手伸進屋內，輕輕的，細細的，明明

如此冰冷但在我手中融化時卻如此興奮溫暖。 

隔日早上，樹上還帶著雪白的帽子，我還是抑制不住自己的興奮將院

長車上的「霜」抹在自己手中。從院長口中得知，他在這裡住了 11 年只看

過一場雪，現在這場對他來說的第二場雪就像下來歡送我們一樣，柔和的

向我們揮手。在高鐵中，看著窗外的景色由雪白變綠色，再次回眸，看見

的依然是第一天來的景色，帶著滿滿的回憶與溫暖登上飛機，結束了我第

一趟出隊的旅程。 

真的很謝謝這趟旅程大家對我的照顧，在過程中的失態與感冒真的深

感抱歉，也讓學長姐擔心了，不過我學到了很多，也看到了很多。這次的

錯誤會銘記在心，下次一定會成為更優秀的人員，希望能更加幫到學長姐

的忙！老師、學長姊還有大家辛苦了，我真的很開心能與大家一起出隊和

學習，希望下次能再次服務！ 

十. 朱軒廷 

第一次參與海外出隊，也第一次擔任隊長，很多事情都是學著要去

做，也從中學習，謝謝這一次一起出隊的隊員，大家一起完成了很多事，

謝謝毛老師，不厭其煩的回答我一個又一個問題，謝謝當地的朱院長、張

主任、還有姊姊、奶奶，很熱情的招待我們，讓我們在當地可以不用煩惱

吃與住的問題。很高興，我們編目完了大約 3000 本書，也將編目完的書上

架、剩下的 3000 本，就等暑假的出隊同學努力了，圖書館的內容大多是基

督教類的，我們較不熟悉，也在分類號時，花了一些時間來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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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辦理期間所遭遇的問題 

一. 網路不穩定，影響編目上進度。 

解決方法：第一天在學院圖書館就遇上圖書館的無線基地台無法提供

10 台電腦同時連線，造成斷線的問題，網路狀況極為不穩定，因此也無法

進行編目的工作，架設自己帶去的，解決網路問題。 

二. 第一天編目時發現無法刪除錯誤的書目記錄。 

解決方法：隔日，在開通每個帳號之權限後，即可刪除錯誤的記錄與館

藏。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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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當地氣候寒冷空氣品質不佳，造成部分隊員不適。 

解決方法：請同學配戴口罩。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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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資管求助，並更改一些權限的設定。以及使用原始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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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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中國衡陽的衡陽中華宣教聖經學院圖書館，服務隊藉由建立圖書館系統，

讓圖書館能有效的管理其所有的書目，隊員們利用了數天幫助圖書館將現有館

藏的書目紀錄建置。服務隊也向當地館員進行圖書館系統操作的教學，教導館

員們如何使用系統建置工讀生、讀者、館員的資料，以及採購系統與編目系統

的操作，使衡陽中華宣教聖經學院圖書館的館員們今後也能自行使用系統來運

作整個圖書館，我方也提供聯繫的方式，若在操作上有何問題，也能互相交

流。 

從編目數量並未達到預期這點，由於全部的書籍先從 ISBN 有匯入的書建立

館藏，，最終完成本數大約 3000 本上下，並教導館方包含如何設定 KOHA 系

統、編目、流通及新增讀者……等功能。 

經過這次服務透過我們的協助與指導分享，館方可以更順利的進行編目、

流通及管理圖書館，在未來方面我們提供聯絡方式，方便老師們在之後的溝通

更加順利。 

整體活動來說，由於隊員們的配合及指導老師的協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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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大家在服

務當中都有成長，這應該是這次最大的收穫吧! 

對於出隊隊員而言，在編目結束後，相信能力上提升了很多，也更瞭解

koha 的操作。使用中國圖書館分類法，這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在分類過程中會

遇到許多困難，同時也在學習該怎麼將書籍進行分類。服務的八天內，每個人

都盡力的做好自己的工作，相信這次服務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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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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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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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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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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活動收支明細（單位：新臺幣） 

一. 收入： 

收入來源 金額 說明 

自備款 166,538 
服務學習中心補助 30,000 元 

團員自籌 13,6538 元 

政府機關補助 20,000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補助 20,000 元 

其他收入   

合計 186,538  

二. 支出： 

人民幣換算依消費當日即期賣出匯率 

項目 內容 單價

(元) 

數量 小計(元) 備註 

旅運費 機票來回

（含稅） 

15,787 11 173,657  

高鐵來回 810 11 8910 1/16 高鐵 

人民幣 79.5*5.094=405 

1/23 高鐵 

人民幣 79.5*5.094=405 

機場快捷 117 11 1287 人民幣 23*5.094=117 

業務費 保險 244 11 2684  

總計(元) 186,5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