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成果評估報告 
第 34 屆圖書館服務隊─平和國小志工服務 

 

 

 

 

 

 

 

 

 

 

贊助單位：(依筆畫順序排列) 

財團法人台北市華視文化教育基金會 

財團法人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會 

財團法人黎明文化事業基金會 

輔仁大學服務學習中心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輔仁大學教育學院圖書資訊學系 

中華民國 105年 7月 4日 

 



目次 

壹、 籌備狀況  

一、 隊員招募................................................................................................ 2 

二、 教育訓練................................................................................................ 2 

貳、 辦理情形........................................................................................................ 3 

一、 服務對象................................................................................................ 3 

二、 服務時間與項目.................................................................................... 3 

三、 實施方式................................................................................................ 4 

四、 活動流程................................................................................................ 5 

五、 出隊隊員名單........................................................................................ 7 

六、 活動照片................................................................................................ 7 

參、 參與人員對此次活動的看法...................................................................... 14 

肆、 辦理期間所遭遇的問題.............................................................................. 18 

一、 網路無法順利使用.............................................................................. 18 

二、 圖書館環境悶熱.................................................................................. 18 

三、 書套老舊，已脆化.............................................................................. 19 

四、 隊員遲到，沒搭到同班客運.............................................................. 19 

五、 隊員貴重物品忘在客運上，且被偷竊.............................................. 19 

伍、 辦理效果評估.............................................................................................. 19 

陸、 對未來政策或活動的相關建議.................................................................. 19 

一、 教育訓練之內容安排和規劃.............................................................. 19 

二、 出隊同學篩選及經驗或年級之配比.................................................. 19 

三、 出隊前事先製作工作手冊.................................................................. 20 

四、 工作環境之網路品質.......................................................................... 20 

柒、 活動支出明細.............................................................................................. 20 

一、 活動支出明細...................................................................................... 20 

二、 活動收入明細...................................................................................... 21 

 

  



 

壹、 籌備狀況 

一、 隊員招募 

2016年 3月 1日開始進行第三十四屆圖書館服務隊的隊員招募，報

名期限到 4月 6日，總計 59人報名。平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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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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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知識與編目：2016/4/25(一)18:30-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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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資源與說故事：2016/4/28(四)18:30-21:30 

使隊員對數位資源的意義、目的、範圍……，有更深的理

解，並學會利用數位資源來服務。 

3、 志願服務精神：2016/5/17(二)18:30-21:30 

由講師自身經驗為出發點，講述服務隊志工精神理念，且

互相分享對志願服務精神的想法。 

4、 全誼系統教學：2016/5/23(一)18:30-21:30 

介紹如何利用全誼圖書管理系統進行編目，以及解講各欄

位功能，並實作。 

(三) 訓練評估 

本講座主要邀請吳佳穎同學、吳建鋒同學、高堂恩牧師、葉書

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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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 辦理情形 

一、 服務對象 

(一) 對象：南投縣立平和國民小學 

(二) 地址：南投市育樂路 62號 

(三) 緣由： 

平和國小使用的圖書管理系統為天圖圖書管理系統單機版的封

閉系統，目前校內使用尚流暢，但僅可於櫃檯使用，但是無法

於線上查詢館藏，及對外流通借閱相當不便，希望亦能配合教

育部指定之「全誼圖書管理系統」。另，圖書櫃位的安排也相當

凌亂，希望能藉由圖書館管理協助平和國小，讓平和國小圖書

室能有更友善的使用環境。 

二、 服務時間與項目 

(一) 服務時間： 

2016/6/26(日)至 2016/7/3(日)，6/26在台北轉運站集合一同

搭乘客運前往南投縣立平和國小，6/27到 7/2於 8:30-17:30進

行圖書館服務項目，7/3搭乘客運回程。 

(二) 服務項目： 

1、 圖書館藏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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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單位館員及志工之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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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全誼圖書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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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偉、蕭妙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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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妙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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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關/聯繫：蕭妙晴、郭知晴、王唯甄、林亭潔 

(1) 協助向外推廣本服務隊宗旨。 

(2) 負責與贊助對象進行聯絡、寄送相關資料等事宜。 

(3) 協助隊長、執行長接待外賓。 

(4) 負責活動照片拍攝及沖洗。 

5、 生管/生活管理：吳建鋒、陳育霖、林子勛、林吳沛軒、沈

芯宇、吳茹茜、王郁晴、余偉 

(1) 負責隊員之食、衣、住、行事宜。 

(2) 負責辦理醫療保險事宜及醫藥箱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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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隊長裁示。 

(5) 製作隊員行前通知單。 

四、 活動流程 

日期 時間 行程 

6/26(日) 8:30 臺北轉運站集合 

8:50 搭乘統聯客運 

12:00 抵達南投 

12:10 午餐時間 

13:00 抵達平和國小 

13:10 放行李以及介紹環境 

14:00 由平和國小伃珊老師帶領前往圖書館，並介

紹圖書館設施、現況及面臨的問題。 

15:00 開會討論圖書館整理優先順序 



15:30 整理館藏 

17:30 晚餐及休息 

6/27(一) 8:30 分配負責的區域，進行館藏書目整理與分類 

12:00 午餐及休息時間 

13:00 館藏書目整理與分類 

17:30 晚餐及休息 

6/28(二) 8:30 館藏書目整理與分類 

12:00 午餐及休息時間 

13:00 進行各類館藏的圖書編目 

17:30 晚餐及休息 

6/29(三) 8:30 協助類號 800館藏的編目作業 

12:00 午餐及休息時間 

13:00 協助類號 800館藏的編目作業 

17:30 晚餐及休息 

6/30(四) 8:30 協助類號 800館藏的編目作業，及技術指引

館員和志工編目操作與書架號新增，並輸出

表格列印。 

 12:00 午餐及休息時間 

 13:00 協助類號 800館藏的編目作業 

 17:30 晚餐及休息 

7/1(五) 8:30 至平和國小附設幼兒園圖書室進行整理 

12:00 午餐及休息時間 

13:00 進行幼兒園圖書室編目作業 

17:30 晚餐及休息 

7/2(六) 8:30 列印書標並貼上 

12:00 午餐及休息時間 

13:00 重新上架以編目好的館藏 

17:30 晚餐及休息 

7/3(日) 8:30 重新上架以編目好的館藏 

11:30 贈送禮物給校方，接受校長勉勵與感謝狀 

12:00 午餐時間，並收拾行李 

13:30 前往南投國光轉運站 

14:00 搭乘國光客運返回臺北 

17:40 抵達臺北轉運站，隊員各自返家 

 

 



 

五、 出隊隊員名單 

 

六、 活動照片 

姓名 性別 單位職稱 

蕭妙晴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王郁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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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唯甄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林亭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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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建鋒 男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林吳沛

軒 
    男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余偉 男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陳育霖 男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林子勛 男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一) 大合照 

 

(二) 大合照 

 

(三) 整理館藏 



 

(四) 進行編目 

 



 

 

(五) 與平和國小老師討論 



 

(六) 搬運館藏書目 

 

(七) 編目幼兒園圖書室的書籍 



 

 

(八) 依照類號分類館藏 



 



參、 參與人員對此次活動的看法 

一、 蕭妙晴 

  參加第三次圖書館服務隊出隊，從一開始懵懂的小隊員，到

擔任服務隊的資管、總務，然後現在能獨當一面當隊長帶領隊員

們出隊服務，這段過程讓我成長不少。 

  在籌備出隊事宜時，平和國小的伃珊老師親切又熱心地與我

密切通信，讓我能更迅速掌握校方所需以及回答隊員的問題，老

師待人處事的態度是我今後學習的對象，非常慶幸能與老師的合

作。出隊期間，由於擔任隊長，隊員發生大大小小的事或遇到各

種問題都一定會來問我，一開始會有點疲倦，覺得太過芝麻小，

希望他們自行解決，但後來換個角度想，隊員會首先來問我也是

因為看重我這個隊長，後來逐漸調整自己的心態及步調，遇到問

題能從容不迫地面對，協助隊員解決，這些都是在未來人生道路

上必須的，也感謝各位隊員能與我一同完成這次的出隊服務！既

使圖書館沒有冷氣，十分炎熱，也常常飛來不速之客（獨角仙、

蛾、螢火蟲……），嚇到隊員們，但也因為有這些經歷，讓我們更

凝聚在一起。 

二、 王郁晴 

  這次是我第一次圖服出隊，之前都因為教育訓練時間對不上

的關係沒有參加，以第一次來說我覺得有個很棒的體驗。 

  炎炎夏日來到南投，雖然只是在山邊，但還是有感受到山區

的涼爽，以及「大自然」有多接近。生平第一次見到螢火蟲跟蝙

蝠，是除了服務隊活動外，最讓我印象深刻的部分。 

  初次使用全誼系統，很好上手也很容易快速進行編目工作，

在機械式的工作方式中找些樂趣，是我這次出隊工作時的動力，

我喜歡看這間圖書館裡面有什麼樣的書，其中又有哪些是我曾看

過、很喜歡的，時常編到一半就翻起書來，腦海中湧現回憶。這

次出隊成就感最大的時刻，就是整理好書架時，看著原本雜亂的

書櫃變得整齊，心情真的很愉悅。 

  整理心緒的現在，我期待著下一次的出隊。 

三、 吳茹茜 

  相隔一年，服務隊又來到了南投，雖然單位不同，仍有種熟

悉的感覺，第一次只花了很短的時間，沒甚麼轉車就到了目的

地，而且跟出國相比，國內的行前準備實在方便太多了。 



這次的圖書館沒有冷氣，書雖然沒有特別多，但大部分都有些歷

史的痕跡，加上熱心的志工媽媽們很積極地幫書本包書套，經過

日曬以及風化外加灰塵，有些書真的頗可怕的，完全不會想從架

上拿下來啊，雖然這麼想，但還是默默地拿下來編目，然後結束

之後去洗手。 

  全誼系統操作起來比 Koha簡單的多，編目的工作進行感覺也

很快速，就是我編的書都是零散的繪本，所以其實頗崩潰的，儘

管盡量幫忙處理了，但還是有不少書是來不及編完的。 

  跟之前相比比較不一樣的是，這次我們自己帶睡袋睡幼兒園

的地板，有種大通鋪的感覺，三餐也都自行處理，可以趁吃飯的

時候，多看看不同的地方，體驗不同的地方民情。 

  感謝平和國小給我們服務的機會，每次出隊都是很難得的經

驗。 

四、 沈芯宇 

  我已經出隊兩次了，算是很有經驗了，這次是第三次出隊，

而出隊的地點是南投平和國小，這次和前兩次明顯不同我們要服

務的圖書館類型是學校圖書館，所以需要考慮和處理的事情也和

以前不一樣。 

  館藏發展課堂上有提到中小學圖書館因為要吸引比較年幼的

讀者閱讀，所以會比較注重圖書館的美觀，美觀包括建築的美觀

與排架的美觀。第一次到圖書館時對圖書館的狀況有點驚訝，因

為圖書館的書其實很混亂，而且很多書都很舊書況很差，對圖書

的分類編目也不熟悉，明明是同一套書卻有不同的分類號、明明

是同一個作者卻有不同的作者號等諸如此類的事不勝枚舉。而且

這次使用的系統是全誼系統，它的圖書館編目系統比起之前出隊

使用的 koha比起來簡單很多，不需要記憶 MARK21格式，直接在

註錄項目填寫就好了比較簡單，雖然很簡陋、也有許多問題，但

看的出來當地對圖書館的發展與未來有更多的期望，在這幾天我

們每天從早開始編目，有時也忙裡偷閒偷偷吐槽看到的書，有時

也開啟大冒險，看看附近有什麼商店，對這裡的昆蟲之多種類之

廣也嘆為觀止，這裡的空氣與天空和台北完全不一樣，有一種完

全不一樣的感受。 

  在這段期間我們也對圖書館有更多了解，可以把所學圖書館

知識實際運用，而且也更多了解其他諸如待人接物、處理事情、

面對困難的態度與方式，一定要準時、東西要檢查是否帶齊、多

一些勇氣去嘗試不同的事物、多和其他人有團隊合作，下次出隊

時一定可以做得更好。 



五、 王唯甄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圖書館服務隊出隊，很開心出隊的隊員都

是同班同學，大家都相處得很好！很愉快的度過了這八天，每天

都有不同的任務可以做，編目、整理書物、上架等等，雖然夏天

的圖書館沒有冷氣很熱，但是汗流浹背有覺得很值得很有成就感

～大家中午一起吃反，晚上聊天討論今天發生的事情等等，每一

天都過得非常的充實！在這次服務的過程中學習到了很多也感受

到很多，很感謝平和國小給喔這次的機會去為他們服務，希望下

次有機會大家可以再相見！ 

六、 林亭潔 

  圖書館服務隊的工作內容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實習圖書館的所

有實作技能，直接上場是最快的學習方式，不過我想一般的圖書

館不會一直都有這麼大量的書等著在幾天內整理完啦，用補習班

比喻有點不好意思，但說實話頗貼切，幾天高強度的工作後，多

少能體會館員的辛苦了，還要應付麻煩的讀者們，可我仍是想成

為館員，除了工作環境，另外就是工作內容了，喜歡整理又重複

性高的職業，簡直夢幻工作，學校課業好好努力吧，畢業後找間

圖書館定居下來也不錯呢。 

  這幾天在平和國小與大家分工合作，雖然沒辦法全部達標，

但我相信留下的新制度會幫助他們完成所有任務，謝謝老師們與

校長的照顧，請吃東西讓我們過得頗滋潤，校長人也很有趣呢在

校務上頗有主見，感謝學長姐與同學的幫助，雖然我存在感超級

薄弱，但 謝謝你們還會注意到我的存在，也謝謝校方給我們此次

機會服務，讓我們可以有實戰演練的經驗。 

  最終最終，揮別南投清澈的藍天，若有機會，就下次再見

啦！ 

七、 郭知晴 

  這是我第一次圖服在外面住宿，前一次出隊是在學校附近的

豐年國小，只需要通勤，沒有大家住一起的經驗，所以這次南投

平和國小的出隊對我來說非常有趣，早上起床就進圖書館編目、

工作，中午大家一起吃飯，下午繼續進行編目工作，每天過著朝

九晚五的生活，彷彿提早體驗了圖書館員的生活。幫平和國小整

理圖書的過程中遇到不少問題，舉凡系統匯入錯誤、複本過多、

書籍集叢分散等等，雖然想按照課堂上學得的知識來處理，但是

礙於校方的意見，在處理上仍需要多一點彈性調整。這次出隊不



只應用了課堂上所學的知識，還學到不少問題處理的方法，也從

隊長及其他有經驗的同學身上學習不少，更認知到自己的不足。

另外，這次合宿的經驗也讓我更認識原本不熟的同學，感情增進

不少呢! 

八、 吳建鋒 

  這次在第一天抵達南投國小前就發生了不少事情，讓我一度

擔心這次不知道能不能順利完成預期目標，不過還好我的顧慮是

多餘的，一切正常平安，不僅順利達到與老師討論的預期結果，

隊員彼此之間也相處得十分融洽。一開始大家不太熟悉，總是分

年級又分性別的各自行動，到後來大家可以一起歡笑一同調侃，

謝謝大家在這段期間的付出讓這次服務能夠順利結束，很開心能

夠和大家共同服務，彼此也互相學習獲得經驗。34屆圖書館服務

隊能夠順利出發到完成服務，真的非常感謝妙晴，儘管她自己已

經接任迎新宿營的總召集人，仍願意幫我分擔服務隊的職務接下

這次南投分隊的隊長，在我低落的時候包容我的任性並幫我處理

許多服務隊的瑣事，如果沒有她的領導及協助，也許這次南投分

隊就不會成行了，非常感謝！ 

九、 林吳沛軒 

  因為前一次有出過一次隊，所以這一次的編目做的相對得心

應手些，對比上次寒冷到不行手都打到快凍僵，這次則是悶到有

點不適，不過仍不影響我們對服務的熱心，每天依然準時的把關

於上課相關的知識與技術，應用在服務上面，雖然我的編目速度

還是慢了點。這次還多了個住宿，第一次住在學校裡面，體驗晚

上洗澡的恐懼感，在各種網路斷線的世界想辦法連上網路，各種

又是第一次的新鮮事。最後也感謝我們這一個團隊的所有人，因

為沒有大家的努力，我們不能編完這麼多的書，也謝謝大家給了

我這麼一個開心的暑假開頭。 

十、 余偉 

  因為前一次有出過一次隊，所以這一次的編目做的相對得心

應手些，對比上次寒冷到不行手都打到快凍僵，這次則是悶到有

點不適，不過仍不影響我們對服務的熱心，每天依然準時的把關

於上課相關的知識與技術，應用在服務上面，雖然我的編目速度

還是慢了點。這次還多了個住宿，第一次住在學校裡面，體驗晚

上洗澡的恐懼感，在各種網路斷線的世界想辦法連上網路，各種

又是第一次的新鮮事。最後也感謝我們這一個團隊的所有人，因



為沒有大家的努力，我們不能編完這麼多的書，也謝謝大家給了

我這麼一個開心的暑假開頭。 

十一、 陳育霖 

  這 7天以來的工作讓我覺得我這個暑假有了一個充實的開

始，看著自己剛剛編目的書堆疊在前面真的很有成就感，尤其是

大家編的書放在一起時，那數量真是多，少說有幾千本了，在我

來到這裡之前還不知道我們能做這麼多的事，雖然編目過程很辛

苦、無聊，加上圖書館沒冷氣所以很熱，但是回顧這幾天我發現

其實蠻好玩的，也學習到很多東西；在這裡我還第一次這麼近的

看到獨角仙和蝙蝠，金龜子和螢火蟲在這所學校居然也有，真是

令我驚訝啊!這在台北可不是天天看的到的阿。這裡的人也是很熱

情，看到我們會來搭話、聊天，甚至校長還請我們吃飯、參加活

動；其實這裡並沒有我出發之前所想的偏僻，附近吃的東西很

多，好吃的也有，便利商店、百貨也都有，好像沒有什麼缺的東

西；最後要感謝平和國小給我們這個機會來這裡服務。 

十二、 林子勛 

  這為期八天的南投平和國小服務，我將在學校所學到的組織

技巧運用在實際的服務上，覺得相當的有成就感；看著架上雜亂

無章的圖書室，經過我們服務隊隊員幾天的大風吹，整理、編排

之後，一本本書按照總類、索書號整齊地站在書架上，幻想著未

來，國小同學們在書架上輕鬆地找到想要看的書，就覺得這幾天

的工作真的值得了。覺得自己該改進的地方就是應該要好好看到

編目的需求，在幼兒園編目的時候，他們的需求只要書名、ISBN

以及索書號就好，結果我沒有注意到，就有很多時間浪費掉，效

率不高，我想在下次服務的時候，我應該要好好地看一下各個單

位的需求不同，用不同的方式去最編目，才會是最有效，以及最

符合該單位的編目。 

 

肆、 辦理期間所遭遇的問題 

一、 網路無法順利使用 

解決方法：更換成服務隊自備的分享器，提供更穩定的網路供隊員

使用，以利服務效率。 

二、 圖書館環境悶熱 



解決方式：向平和國小借用電風扇、窗戶全開，以及提醒隊員適時

休息。 

三、 書套老舊，已脆化 

解決方式：重新上架前，先將書套拆掉，避免造成圖書館環境髒

亂。 

四、 隊員遲到，沒搭到同班客運 

解決方式：請隊員購買下班客運，在南投轉運站會合。 

五、 隊員貴重物品忘在客運上，且被偷竊 

解決方式：報警處理，並打電話至客運公司尋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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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是位於南投縣立平和國小圖書館，服務隊藉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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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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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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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重新排架，希望在之

後能夠讓平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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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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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帶領經驗較少的同學進入

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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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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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柒、 活動支出明細 

一、 活動支出明細 

單位：新臺幣 

項目 內容 單價 次數 數量 小計(元) 備註 

交通費 客運 

(去程) 

330(元)  12(人) 3,960 於台北轉運站

搭乘客運(台

北->草屯->竹

山)，到南投

下客站，再步

行 10分鐘到

平和國小 

客運 

(回程) 

360(元)  12(人) 4,320 從平和國小步

行 10分鐘至

南投國光轉運

站，搭乘客運

回台北 



手續費 10(元) 2(次) 12(人) 240 領票手續費 

食宿費 早餐 50(元) 8(天) 12(人) 4,800  

午餐、晚

餐 

70(元) 2(餐)*8(天) 12(人) 13,440  

保險費 保險 81(元)  12(人) 972  

雜支 文具、出

隊所需相

關物品 

187(元)   187 海報及感謝卡

材料 

總計(元) 27,919  

 

二、 活動收入明細 

項目 內容 單價 次數 數量 小計(元) 備註 

自籌 手續費 10(元) 2(次) 12(人) 240 領票手續費 

早餐 50(元) 8(天) 12(人) 4,800  

晚餐 70(元) 8(天) 12(人) 6,720  

隊費 雜支    359  

服務學習

中心 

補助志工

團隊 

   5,300  

教育部青

年發展署 

青年志工

自組團隊 

   5,500  

財團法人

黎明文化

事業基金

會 

    5,000  

總計(元) 27,9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