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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服務對象 

單位名稱：桃園市復興區長興國小 

地址：桃園市復興區長興里 16鄰 43號 

起源：因圖書館缺乏整理、新舊圖書放置混亂，為了改善閱讀環境且希望能促進

孩童多加使用圖書館以提升校園的閱讀氣氛，以及多元主題學習推廣，故請圖書

館服務隊協助清點圖書、完善圖書系統。 

 

貳、 服務時間與項目 

(一) 服務時間 

日期 2018/1/22(一)起至 2018/1/26(五)止 

去程 1月 22日上午 8:00於輔仁大學內集合，由助教及學長開車搭乘至長

興國小。 

回程 1月 26日下午 16:00搭乘校方交通車至關西客運站，搭乘號路線客

運返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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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訓練、技術服務。 

8. 清潔館內環境。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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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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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館藏書目上架及清點。 

7. 更新書標。 

8. 目錄維護。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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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舒婷、林彥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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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楚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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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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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負責活動照片拍攝及沖洗。 

5. 生管/生活管理 –汪楚筠、林彥汝、曾永慈、許堃陽、邱筱曼、劉庭

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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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一) 7:50 輔仁大學文開樓集合 

8:00-9:40 搭乘系密及助教的車

前往長興國小 

9:40-9:50 抵達長興國小並放置

行李 

9:50-11:00 熟悉環境與圖書館 

11:00-11:50 工作分配討論會 

11:50-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8:30 館藏書目整理分類下

架 

18:30 晚餐及休息 

1/23(二) 8:00-8:30 早餐 

8:30-11:50 館藏書目整理分類下

架 

11:50-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8:00 館藏清冊及主題書區

圖書編目 

18:00-19:00 晚餐及休息 

19:00-21:00 館藏清冊及主題書區

圖書編目 

21:00 休息 

1/24(三) 8:30-11:50 圖書編目、圖書館環境

改造 

11:50-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8:00 館藏清冊及主題書區

圖書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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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19:00 晚餐及休息 

19:00-21:00 館藏清冊及主題書區

圖書編目 

21:00 休息 

1/25(四) 8:30-11:50 館藏清冊及主題書區

圖書編目 

11:50-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8:00 圖書編目 

18:00-19:00 晚餐及休息 

19:00-21:00 上架與排架 

21:00 休息 

1/26(五) 8:30-11:50 上架與排架 

11:50-13:00 午餐及休息 

13:30-15:00 閱讀活動讓小朋友了

解圖書館 

15:00 返家 

伍、 出隊成員名單 

姓名 性別 單位職稱 

陳舒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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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楚筠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林彥汝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曾永慈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許堃陽 男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邱筱曼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劉庭伃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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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活動照片 

大合照 

 
開會討論圖書館事物 

 

 

 



7 
 

圖書分類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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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編目 

 

教導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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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贈感謝卡與照片 

 

柒、 參與人員對此活動看法 

一、 陳舒婷 

這是我第三次出隊，跟前兩次的出隊經驗完全不同，這一次，我以

隊長的身份帶著 7位隊員前往長興，在我們去之前，長興國小的圖書

館並不足以完整到可以讓他們使用系統借閱書籍，甚至在我們去之前，

老師們更是關上圖書館的門。我們去的那幾天的任務是幫他們清冊館

藏，先讓全誼系統內的館藏資料與實體館藏能一致，確認在系統內的

館藏也在圖書館內，除此之外我們還適當的修改一部分系統內的錯誤

資料，當然最主要的還是清冊，從剛到長興國小第一天開始下架到第

五天上架貼書架標示，真的十分有成就感。過程中好幾次的覺得自己

當不好隊長的心情也隨之而去。這次的經驗讓我體會到出隊前的規劃

與跟校方的溝通十分重要，而在出隊時與校方的溝通也很重要，不能

一頭栽進作業當中，很感謝這次系上隊上給我這次擔任隊長的機會，

讓我體會到更多自己的不足以及待人處事上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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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陳沛萱 

    這次是第三次出隊，第二次出國內隊。 

 因為在上次出隊時，同隊的學姊就提前先訓練我處理出隊期間須處

理的財務事項，所以在這次繼續擔任總務比上次更得心應手(雖然還是

出了不少紕漏…)。因為這次的出隊人員年級最大的僅限大二，所以這

一次與先前幾次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們從接收指令、單純苦幹的小員工

變成發號施令、加班程度不輸員工的主管(最大的上司當然是長興國小

啦~)。一下子的轉變其實有點讓人措手不及，所以我常常因為想法不

夠周全而導致在處理主題書區時(這次是將人馬分成”圖書館”和”

主題書區”兩部份分頭進行)，指令一直更改而造成大家的困擾感到非

常的抱歉。不過我非常感謝這次的出隊經驗，如果沒有這次身分的轉

變，我恐怕很難體會到學長姐們的辛苦也很難學習到以往我很少接觸

到的事物。像是一個區域該如何盡可能地做出最完整、最好的規劃，

又能符合他人的需求及要求、在滿足他人的需求時，也能顧及到自身

的能力範圍等等。 

也感謝這次老天讓我註定要協助同學辦理簡單的閱讀活動，經過這

次的活動後，當地小朋友認真學習、大方地參與我們計畫的小活動以

至於不會冷場也讓我非常地感謝。這次的出隊雖然比以往辛苦，但寶

貴的經驗、孩童的純真知足、當地人的隆重感謝(他們一直說”很感謝

你們來””真的很謝謝你們”，我真的很承受不起啊…)、難得一見的

美景都是這次出隊最大的慰藉。 

三、王如妤 

 這次是我的第三次出隊，也是第一次以學姊身分帶領學弟妹出隊，

跟去年兩次的出隊經驗非常不同，除了在出隊前的業務以及場勘，出

隊期間對隊員們的關照、出隊後的事宜也都負責。接觸到不只是編目

作業以外的業務讓我們備感特殊，要負擔起一場活動的確不是簡單的

事，這也讓我受益良多，學習到了很多寶貴的經驗。 

 因為校方的需求是以清點圖書優先，所以我們針對每一本書在系統

內的紀錄一筆筆清查為主，改正錯誤的類號為輔，畢竟沒有時間再去

印製書標，只好先手寫改正，確認好的圖書就依類號以及區域作上架

的動作，看著一本本的圖書被整齊擺放好，不只賞心悅目，也是對我

們辛苦的慰藉。 

 雖然在長興國小服務的時間不長，也因校方安全考慮縮短了幾天，

但這幾天非常充實。編目排架很累人、滿是灰塵的空間也讓人待不下

去，但看到小朋友們天真無邪的童言童語、小朋友們對圖書的熱情、

還有跟小朋友們的互動都能讓我們重新充滿志氣與滿滿的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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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汪楚筠 

   這次是第八屆志工服務隊第一次與圖書館服務隊一同出隊去服務，

在桃園縣長興國小進行為期五天的學校圖書館書籍整理、教導該校圖

書館老師使用全誼系統以及透過活動帶動該校學生學習如何將書本歸

位。從出隊前的場堪以及開會說明、書本下架及分類整理、規劃圖書

館的書架陳列、確認每一本書的編目資訊、一直到最後的上架以及師

生的圖書館教育訓練。看似是一間小小的圖書室，確是我們以短短五

天的時間，用心用力規劃及整理後的結晶，或許過程中有許多辛苦與

遺憾的地方，但是我相信對於志工服務隊以及圖書館服務隊而言，能

夠運用我們的知識去為這些學校貢獻一點心力，帶給這些學校的師生

更加乾淨整齊的圖書館，是我們兩個服務隊的榮幸，也希望這樣的精

神能夠一直一直延續下去。 

五、林彥汝 

   這是第一次出隊在外過夜，且是跟圖服一起，在五天四夜的出隊期

間，我感覺身邊的隊友們真的很可靠，相較下我常常沒認真思考而沒

跟上現況，這部份是我需努力之處，無論是現場的溝通理解能力或是

解決問題之能力，在教育老師時我也很怕教錯，因為其實我自己也還

不大熟悉系統，但摸了幾天還是精進一些，而五天中第一天在釐清現

況，二三四兩天專注於完成工作(我的部分則挪一半時間在準備教材進

行教學)，最令人記憶深刻的還是第五天，要負責上台跟學生互動，真

的是緊張死我了，怕到午飯都很難下嚥，但一上台後，整個人開始有 

點放飛自我，而且我內心有被原住民小朋友的熱情感染到，發覺其實

沒想的這麼難，小朋友真的都很捧場，但有個地方做得不好，沒想到

小朋友年齡和適度，使遊戲部分進行的不順利，但總歸跟小孩子互動

期間，有種身心療育的感覺，雖說過程挺艱辛、上臺很緊張，成果可

能也不完全成功，但最後很開心有踏上這趟旅程。 

六、曾永慈 

   這次寒假跟隨系上的服務隊來到長興國小幫忙整理他們的圖書館，

我認為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於是便參加了這次的活動。 

 我們這次主要的工作就是盤點他們的書籍。將新書及缺漏的書籍加

入系統紀錄，並且將缺失的標籤或條碼補上去，將舊書或不需要的書

淘汰，把分錯類別的圖書重新分類，將圖書有序地上架。學姊教導我

們使用全宜系統來輸入及更改書目資訊。 

 而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在我們出隊最後一天的下午，我們帶領小朋

友重新認識他們的圖書館。我是負責帶隊的，一開始我真的非常擔心，

因為我不太會和小朋友相處，但大部分的學生還是頗為乖巧，最後和

他們告別時還熱情的擁抱我們，真的很開心。 

 這是我第一次出隊，也是我第一次對圖書館有實際的深入了解。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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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這次的工作時間不足，所以沒有辦法將原本的目標做完，有些可惜，

但我真的希望很開心能有這個機會，也希望學生們能多多運用圖書館

的資源並好好愛護它。 

七、許堃陽 

 這是我第一次出隊吧，這次出隊我見識到的東西其實也滿多的，也

對圖書館服務的的工作有了更深的認識。 

 首先來談一下國小的事吧，這是我第一次見識到台灣的國小是什麼

樣子，雖然以一間較為偏僻的國小以偏概全，是有點奇怪啦，不過還

是感覺很大一間。然後學校的營養餐比我以前國小吃的好吃多了，我

以前國小時的午餐只可以用難食來形容。接下來的便是國小圖書館，

沒有很大間，整理時可以很明顯得出很久沒有整理。館藏在我看來，

有部份書真的不太適合國小生看吧，亦與教學無關。 

 其次就來談一下服務隊的工作吧，學姐們都很努力，希望把工作在

期限內盡量完成。於是大家都努力埋頭工作。我們分開了 2組，一組

是我所在的負責主題展覽，一組則負責圖書館館藏整理。我們主題展

覽組，主要是處理一些原住民圖書、一些套書、還有英文圖書。我們

主題展覽組工作完成後，也與館藏整理組合作，以加快工作進度。最

後成功在期限內完成了。 

 最後就來談一下亂七八糟的東西吧。這次出隊是我第一次意識到女

生洗澡的時間真的很久，因為家母平常都是短髮的，所以我是經歷過

這次出隊後才知道長髮女生洗澡真的要很久。然後就是晚餐的伙食吧，

由於地理位置實在太偏僻，校門的雜貨店就是我們最後的一根的稻草

啦，其實我蠻想一次點兩盒便當來吃的，一盒實在是不太夠，但我怕

嚇到大家，所以還是算了，只好午餐時就買好麵包當後備糧食了。 

 最後的最後，真的很感謝各位學姐這次帶領我們這些大一。我們什

麼都不懂，真的麻煩你們提攜我們了。 

八、邱筱曼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出隊，這次的心得，可以說是一言難盡，因為在

山上，所以能夠吃的東西很少，只有一間店，每天晚上不是炒麵就是

炒飯，其實真的很膩，還好白天很累，所以晚上很好睡，隔天還有精

神繼續工作，不然依照我這糟糕的體力，撐不撐得過 5天我還真的不

曉得；本來一開始學姐跟我們講解行程的時，告訴我們至少有一天可

以出去走一走，但是後來因為行程的關係，我們 5天都工作 再加上我

們跟學校的理念有出現分歧，有一段時間其實身心俱疲，還好山上的

孩子很實在是單純又可愛，時不時的給我們一些可愛的驚喜，是我的

心靈綠洲。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我們整理好之後的那一種成就感，

比起一開始的零亂明顯變得更好，這一次我們跟志工服務隊一起出隊，

因為時間關係，我們沒有把整個圖書館都處理好，幸好志工服務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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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姊有負責圖書館的老師一些關於圖書館的事情以及他們接下來要怎

麼辦，但看起來那位老師還是不太了解情況，雖然我們已經大多數都

處理好了，但我還是希望他們可以好好的繼續維持這個圖書館，幫助

學生能夠取得他們想要和需要的資訊。 

九、劉庭伃 

   這是我第一次出隊，感覺一切都很新鮮，也不知道要做什麼，還好

有學姊們的帶領，讓我可以跟著學姐的計畫走就好。 

 服務的地點是在半山腰的長興國小，雖然風景很美，但附近沒有什

麼店家，讓我一度很擔心會沒東西吃，幸好長興國小有提供早餐和午

餐，晚餐也可以就近解決。 

 讓人遺憾的是因為時間很緊湊，沒能好好的欣賞附近的景色，不過

光從小學眺望，就能體會到這裡真的是一個風景很棒的地方。 

 印象最深刻的是，最後一天要協助學姊，教導當地小孩如何歸還書

本的閱讀活動。雖然我不是主講人，只要從旁協助和帶隊就好，但因

為本身不擅長和小孩相處，很擔心會搞砸學姊準備的活動，還好長興

國小的孩子都很給面子，非常投入在此次的閱讀活動裡。 

 最後告別時，老師、小孩和當地人的感謝，或許是這次出對最好的

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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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中有複本之圖

書被分開多筆紀錄顯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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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碼有重複 問題描述 

當舊書掃條碼時，發現條碼與新書有

部分重複，導致部分書籍的書目紀錄

被覆蓋或刪除。 

解決方法 

將重複之條碼一一核對，避開重複列

印出但還未被登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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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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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決方法 

協助訓練館員編目能力以及校方小

朋友的圖書館基本概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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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於桃園市復興區的長

興國小以及南投縣草屯鎮的草屯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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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老師編目與列印書標，使管理長興國小圖書館的老師能自行操作

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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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出隊成員並非都有出隊經驗，隊里的同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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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在之後能夠讓長興國

小圖書館更順利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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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活動收支結算表 (單位:新臺幣) 

項目 內容 單價(元) 數量(人) 小計(元) 備註 

交通費 客運回程 130 8 1040 關西站-捷

運西門站 

業務費 保險 71 9 639  

餐費 早、午餐 370 8 2960  

早、午餐 296 1 296  

晚餐 240 8 1920 60元*4晚 

晚餐 180 1 180  

總計(元) 7,0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