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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服務對象

單位名稱：桃園市楊梅區上湖國小 

地址：桃園市楊梅區上湖二路 88號 

起源：上湖國小三年前更換圖書館管理系統，使圖書館館藏混亂，圖書館登錄號

無法在系統中讀取，需要重新整理館藏並手動更改登錄號。 

貳、 服務時間與項目

(一)服務時間

日期 2017/6/26(一)起至 2017/6/30(五)止 

去程 6月 26日上午 8:00於台北車站一樓大廳集合，搭乘區間車到達富岡

車站，轉程 10:00桃園樂活巴士 L612抵達三元宮站下車，步行至上

湖國小。 

回程 6月 30日下午 13:00到達湖口火車站搭乘火車回程。 

(二)服務項目

1. 圖書館藏整理。

2. 圖書登錄號更改。

3. 圖書改號、更新書標。

4. 淘汰老舊、不適合小學生書籍。

5. 書目建檔。

6. 排架清點館藏。

7. 建立書架號碼。

8. 教育訓練、技術服務。

9. 清潔館內環境。

10. 館藏上架、架上原有館藏整理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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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登錄號更改。

3. 淘汰老舊、不適合小學生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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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目錄維護。

10. 清潔館內，標明分類。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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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傳播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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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圖書上架、排架。

(四)其他工作分配

1. 資管/電腦、網路 –沈芯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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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沛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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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如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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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茹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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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曉敏、陳舒婷、高曼容、廖怡婷、李心禾、郭乃

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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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作隊員行前說明手冊。

肆、 活動流程

日期 時間 行程 

6/26(一) 8:00 台北車站集合 

8:17-9:36 搭乘火車區間車，於富

岡火車站下車 

10:00-10:30 搭乘桃園樂活巴 L612

於三元宮下車，步行至

上湖國小 

10:40 抵達上湖國小，放置行

李 

10:40-12:00 介紹圖書館與國小環

境 

12:00-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7:30 館藏書目整理分類下

架 

17:30 晚餐及休息 

6/27(二) 8:00-8:30 朝會 

8:30-12:00 館藏書目整理分類下

架 

12:00-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7:30 圖書編目 

17:30-19:00 晚餐及休息 

19:00-21:00 圖書編目 

21:00 休息 

6/28(三) 8:30-12:00 圖書編目、圖書館環境

改造 

12:00-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7:30 圖書編目 

17:30-19:00 晚餐及休息 



19:00-21:00 圖書編目 

21:00 休息 

6/29(四) 8:30-12:00 圖書編目 

12:00-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7:30 圖書編目 

17:30-19:00 晚餐及休息 

19:00-21:00 上架與排架 

21:00 休息 

6/30(五) 8:30-11:30 上架與排架 

11:30-13:30 受邀前往當地午餐、贈

送禮物給校方，接受校

長勉勵。 

14:00 抵達湖口火車站，結束

為期五天的服務，各自

返家。 

伍、 出隊成員名單 

姓名 性別 單位職稱 

沈芯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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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曉敏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郭乃瑜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陳舒婷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高曼容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陳沛萱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王如妤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廖怡婷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陸、 活動照片

大合照 



開會討論圖書館事物 

圖書分類下架 



移動書櫃 



圖書編目 



教導圖書館小志工 

當地小朋友的感謝卡 



致贈感謝卡與照片 

柒、 參與人員對此活動看法



一、沈芯孙 

這次是我在圖書館服務隊第五次出隊了，每次出隊都會遇到圖書館

的不同狀況，這次出隊服務的圖書館其實狀況並沒有很複雜，但因為

換了新的系統導致書籍混亂、書籍登錄號需要人工修改、有些書籍條

碼書標同時存在、當初編目錯誤需要修正資料等等國中小圖書館因為

人力缺乏常常會面對的問題，比起以前出隊較著重在編目，上湖國小

圖書館館藏原本就有資料，但需要重新檢視、盤點。 

每次出隊時都有不同的狀況，這次我們遇到的問題是關於全誼系統

本身，因為全誼系統登錄號為 8碼，但上湖國小為 6碼系統無法抓取

資料列印書標，我們人工更改的書標都無法讀取，但因為以前經驗出

隊修改後可以列印，但這次卻無法讀取，也只能等待全誼的答覆。 

每個圖書館讀者、館藏、目的、借閱規則等等都不盡相同，我們過

去幫忙只是短期，最重要的是圖書館自己持續經營努力。我也感謝圖

書館提供我們這次服務的機會，也提供我們許多幫助，我在出隊前一

職擔心時間不夠，無法順利完成一個段落，幸好最後有完成一個階段，

也祝福上湖國小圖書館可以成長得更好。 

二、吳茹茜 

這是我第五次出隊，第三次來到國小，上湖國小是個很漂亮的小學，

牆上的彩繪，教室外的班牌、圖書館內的特殊設計，處處都看的到學

校的用心，比較可惜的是這次只有五天的時間，沒辦法好好欣賞感受，

校長、主任、老師們、昀婕還有小朋友們都很熱情，只是礙於要處理

的事情很多沒辦法有太多的相處時間。 

雖然使用的是相對而言沒那麼複雜也比較容易上手全誼系統，但每

次遇到的問題仍然有所差異，升到了大三之後，跟之前很不一樣的是，

以往都是按照學長姐給的指令將分內的事情做好，有問題再提出疑問，

而現在需要自己做規劃，分配好工作量，提前想到可能發生的狀況等，

希望這幾天下來能幫助到圖書館，在未來的運作上更加順利。 

三、周曉敏 

這已經是我第五次的出隊了，每次出隊都會有新的驚喜。本次出隊

我除了第一次嘗試睡在圖書館裡面之外，還要學習使用一個全新的編

目系統——全誼。全誼的操作上並不難用，甚至可以說比之前的 Koha

簡單，但可能是我習慣了 Koha，對全誼較為不熟悉，個人認為 Koha

比較好用，功能較為全面。而本次出隊較大的問題時全誼系統無法處

理八碼以下的登錄號，書目資料匯入之後系統直接把它們補零補到八

碼，即使我們一個個手動更改之後，系統在批次列印書標也無法顯示，

而全誼系統的客服直到最後一天也沒有給我們一個全面的答覆。這是

本次出隊遇到較大的問題，希望全誼在我們離開之後能夠儘快協助圖

書館順利印出書標。 



另外，本次出隊除了幫圖書館重新規劃動線、書籍淘汰、分類、編

目、上架之外，還要教導幾位小學五年級的學生關於一些上架及貼標

的基本知識。因為我是比較不會與小朋友溝通的人，而剛好我負責教

導的小朋友裡面有一個是有學習障礙的，因此在教導過程中，每人的

學習進度不一，時間又有些緊迫，因此我深深地體會到，老師的工作

真的很不簡單，我們自己平時學會一件事情也許很簡單，但要把專業

領域的東西清晰簡單地交給外行人，尤其是小朋友，在表達方面，真

的不容易。因為我們去幫忙只是非常短期的，真正對圖書館營運起作

用的，始終是上湖國小的師生們，要讓他們學會正確的圖書館管理概

念，圖書館才能順利的營運下去，而我們只是當中一個負責開啟及傳

遞知識的橋樑，圖書館未來的一切，還是要靠館員及學生一起維護。 

四、郭乃瑜 

從加入服務隊以來，一直都是在愛閱滾來滾去，這週應該算我第一

次也最後一次來圖服（？） 

第一天的進度是下架全部的書，由於書櫃的書都已經零散的可怕，

第二天開始編書，雖然教育訓練已經大概知道全誼怎麼使用，但當下

操作還是碰到了很多問題，聽起來都沒問題，但實際操作就會知道究

竟問題在哪，而且這也是第一次體會到一邊翻白眼一邊編書的感覺如

何，沒 ISBN碼的書都還好，主要原因是頻繁的被系統銃康，不時的會

當掉害人需要重編，或是在編好的下一秒突然的登出，除了傻眼還是

傻眼，但卻是很有趣的經驗 

第三天漸漸習慣，開始追進度，也比較上手，問題也有減少，雖然

還是偶爾需要學妹們幫忙，第四天晚上開始將書上架，上架的過程其

實很繁忙，排列索書號順序，為了大小不一的書拆隔板...... 

每一次出隊會碰到的問題都不同，可能這次的問題解決了，但下一

次可能又是新的問題，或許問題都雷同，但適用的解決方法都有所不

同，可能因為環境，條件，資源不同......等，但是卻都可以讓自己

更加成長，第一次使用全誼編書雖然真的就是想翻白眼(可能已經翻了

XD)但熟能生巧似乎就不再覺得它麻煩，也許第一次編書還會很蠢的把

ISBN碼的 dash打進去，然後因此又要倒回去修改一整套的書，進度

追不上而挫敗，但熟悉追上後似乎也不再這麼無奈，若是還有下次會

希望再出一次隊，因為有過一次的經驗和實作，對於編目這項科目也

不再覺得麻煩 

五、陳舒婷 

   這是我第二次出隊，跟上一次的經驗完全不同，第一次食衣住行

都在圖書館的感覺真的很不一樣，而且上湖國小的校園環境超級美，

很後悔沒有在離開前拍一拍校園裡美麗的壁畫。除此之外，還學到了

全誼系統的編目操作。因為上湖國小圖書館的書目館藏記錄不完整，



讀取登錄號時會出現很多不一樣的記錄，還有系統常常幫我自動登出，

真的很麻煩。但是因為有了第一次出隊的原編經驗，感覺這一切都不

算什麼了。 

   因為有進度壓力，後面幾天幾乎都是一直在趕工，但是大家一起

的感覺就是有種魔力，讓人更有動力繼續完成任務。而這一次除了幫

忙檢查書目資料與編目，還一起規劃了圖書館的新動向，當然，大部

分都是學姐們在和館員洽談討論，我們其他人都是對著一疊一疊的書

和電腦奮鬥。時間過的真的很快，短短 5天結束後，覺得好像沒做什

麼事，又好像做了很多，不過至少有幫助到上湖國小圖書館，希望未

來上湖圖書館可以成長的更好，那裡的小朋友也能多多去閱讀。 

 每一次出隊都覺得自己學到很多，在學校裡學習到的理論也能透

過這樣實際操作得到經驗，也能夠從學長姐身上學習經驗，真的超棒

的！ 

六、高曼容 

此次到上湖國小的圖書館服務，對我來說算是第二次出隊，相較於

上次寒假出隊到中國晉江，這次出隊時遇到的突發狀況比較少，除了

環境天然有蟲、三餐有昀婕好心地照料，只是盥洗方面討論有點久，

因為當初說要去校門口警衛室的浴室洗澡，但是我們看過之後覺得那

裏不太適合這麼多女生使用警衛大哥的私人空間，學姊們和昀婕經過

一番溝通，昀婕讓我們在幼稚園的廁所洗澡，不過我們使用完後要打

掃好，我們沒有意見，使用過也覺得不錯，不過……由於廁所是給小

小朋友使用的，所以門只有到我們的腰部，洗澡時不能有人進廁所，

只能在外面的木地板教室等，否則全部看光光啊！很害羞的！ 

圖書館工作方面，這次主要是將書本的編目資料重新校對一次、登

錄號前兩個 0 刪掉、有錯的書目資料就刪除或改正、重新排架以上這

些工作，使用的是全誼系統，簡單又方便。我第一次編目是使用 Koha

系統，那次因為系統問題還只能用原編(=v=)，所以第一次用抄編覺得

非常欣慰，可以不用那麼辛苦了！書本一疊疊搬來，再一疊疊搬回去，

心裡是滿滿的成就感，等到最後兩天大家合力將書全部上架，看著整

齊的書櫃與書，覺得這幾天的辛苦都值得了。 

這次出隊，國小的師長及小朋友幫上不少忙，校長、老師們幫忙挪

動櫃子，另外有三個六年級畢業的小朋友前三天來幫忙我們，讓我們

進度如期進行，真的非常感謝他們。每次出隊都是收穫一次實作經驗

的機會，能夠更了解自己所學為何，將其應用在能幫助人的事情上，

即便辛苦，我也甘之如飴。 

七、陳沛萱 

這次選擇了國內隊，服務地點是在上湖國小。雖然在出隊前就已經

有先聽過學姊說明過無論是食衣住行皆在國小裡進行，多少有個心理



準備，但是到了現場還是覺得有很大的不同。先從工作開始吧，上一

次出隊使用的系統是 Koha系統、書目資料相關的工作是原編為主(可

能是因為衝擊太超乎個人想像，所以至今仍然念念不忘。)，這次的是

使用全國中小學使用的全誼系統、書目資料的相關工作則是以修改錯

誤或抄編，很少是原編的書目資料，感覺看起來比上次輕鬆了些，但

或許是因為我挑到的書都不太好處理，所以我個人覺得是有比較簡單

但辛苦的程度差不多(各位也辛苦了...尤其是學姊們)。相比上次，這

次的工作多了篩書跟排架，所以這一次的出隊又得到了新的經驗。 

或許是因為大家都是一直專注於工作上，所以總覺得時間過得特別

快，像是做到一半時突然驚覺要幫大家定晚餐跟傳明日早餐的菜單。

也因為如此，五天的時間就這麼過去了，但在最後一天學校開放小學

生進來圖書館所說出的讚賞，讓人有滿滿的成就感。 

八、王如妤 

 這次前往桃園上湖國小是我第二次出隊，也是我第一次出國內隊。

體驗到和出國不一樣的生活和系統。這五天都待在上湖國小的圖書館

裡進行，包括生活起居與編目實作。說實話這麼舒適可愛的環境我還

真想一直住下去。 

   第一天到達時用完午餐後，開始整理書籍、撤架，看到好多小時

候看過的繪本童書好懷念，一邊整理叢書一邊和同學討論書裡的內容，

雖然一直彎腰搬書很累，但還是覺得整個下午超級充實。 

 國內和國外出隊時所使用的系統是不一樣的，上次出隊使用 Koha

原編把我跟同學搞得頭昏腦脹，而全誼系統顯得和藹可親多了，雖然

第四天使用的時候在短短一小時內被登出去十次多。這次主要工作內

容是將圖書館內錯誤的條碼修改，並檢查編目有無錯誤或漏編，如果

沒有書目紀錄要抄編進去，其他人人手一台讀碼機，在讀碼時方便很

多，我只能全程手輸。雖然有那麼一點不方便和不順利，但我還是成

功完成我的工作，並且了解學會全誼系統的運作。 

   第四天晚上和第五天我們將已經編好的書排進重新排過的書架裡，

上次出隊因為行程所以沒有排架過，這次是第一次實際了解到排架的

細節和撇步。先把書以類號從小到大由左至右排好，同類號的書小的

放右邊，大的書放左邊，學姊還要以書的大小來拆架放置，這是一個

有點崩潰的過程，辛苦了。我們在一旁架手機縮時錄影，書籍從地上

排列整齊然後飛上書架排好，整個影片超級療癒。 

 每次參與圖書館服務隊出隊都學到好多從文字中沒辦法親身了解

的實作經驗，覺得這次機會非常難能可貴，也感謝上湖國小提供機會

給我們實習。希望下次有更多的機會可以再出隊。 

九、廖怡婷 

這回是今年第二次的圖服出隊，與寒假時寒冷的天氣不同，比起嚴



寒我更怕酷暑，夏日的高溫和濕熱讓我很受不了，所以每天第一個在

圖書館大喊吵著要開冷氣的永遠都是我(羞>////<) 

有了寒假出隊的經驗，我覺得這一次工作起來比之前還要順利，雖

然中間有幾次因為全誼系統維護的關係，或是編目到一半系統就當掉

了，而導致編目進度延遲，但大家還是能努力將 700到 900類的書編

完，撕掉一部分需要重新貼書標的書籍，並在最後兩天將需要淘汰的

書籍整理好、分類好的書籍上架，將這次的工作完成一個段落。 

最後要感謝這一路上我們得到的幫助，很感謝昀婕在我們出隊前和

工作的過程中一直提供我們生活所需，常常關心我們的飲食狀況，還

自掏腰包請大家吃大餐，以及上湖國小的小朋友和師長們，在我們工

作的這幾日從旁協助，真的幫了很大的忙 XD 

捌、 辦理期間所遭遇問題

遭遇問題 問題描述 

(一)架上圖書有誤 錯誤繁多，諸如：系統中顯示有多本

副書架上卻找不到、排架錯誤、一書

二分造成同樣的書籍無法並排、建立

館藏時資料輸入錯誤、圖書分類錯誤

導致其放在位置，使得讀者找不到所

需。 

解決方法 

盡可能在編目時改正書目資料，並定

地統一格式，如日後有需要更改的地

方再依此更改。 

(二)列表機無法正確列印格式 問題描述 

致電全誼系統後發現因為系統中同

時存在新舊兩種書標使系統無法辨

識。 

解決方法 

將書標全部改為同一種後即可列印。 

(三)時間不足 問題描述 

這次出隊只有短短五天，無法完整處

理全部館藏，且志工無法長期擔任該

館志工，且該館有一名正式館員。 

解決方法 

協助訓練館員與小志工編目能力，並

加強隊員技巧熟練度，並留下講義與

交接事項。 



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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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位於桃園市楊梅區的

上湖國小，服務隊藉由全誼圖書編目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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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書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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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館員編目與列印書

標，使溪山國小圖書館的館員能自行操作使用，並教導圖書館小志工圖書館

基本知識，以利圖書館日後管理維護，礙於時間因素無法修正之部分館藏也

留下使用編目手冊，使館方日後可自行處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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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出隊成員大多都已有出隊經驗，但兩位同學但經過這五天的鍛

鍊後，相信不管是編目、分類、系統操作的能力，或是和他人應對進退、處

理困境這類服務方面的技巧都增進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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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在之後能夠讓上湖國

小圖書館更順利運作。 

壹拾、 活動收支結算表 (單位:新臺幣)

項目 內容 單價(元) 數量 小計(元) 備註 

交通費 火車去程 81 10 810 台北車站-

富岡車站 

火車回程 89 10 890 湖口車站-

台北車站 

業務費 保險 63 10 630 

其他 雜支 100 - 100 影印費、卡

片、文具、

出隊所需

用品 

總計(元) 2，4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