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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服務對象 

單位名稱：雲林縣忠孝國小 

地址：雲林縣元長鄉龍岩村 148 號 

起源：該校的圖書館許多館藏資料登錄錯誤、排架混亂、索書號不正確，由於

館員人力不足，急需幫助整理及改正資料。 

貳、 服務時間與項目 

(一) 服務時間 

日期 2020/07/06(一)起至 2020/07/12(日)止 

去程 7 月 6 日上午 7:30 於台北轉運站 3 樓集合，上午 8:15 從台北轉運

站搭乘統聯客運至雲林西庄站下車，車程約 4 小時 30 分鐘，而後

由忠孝國小老師開車帶大家至忠孝國小。 

回程 7 月 12 日下午 3:00 由忠孝國小老師開車載大家至北港的統聯轉運

站，由於 3 點的車位不夠 10 人，所以大家分別搭乘 3 點和 4 點的

客運回到台北轉運站。 

(二) 服務項目 

1. 清點館藏、書目建檔。 

2. 修正、新編編目。 

3. 書籍加工。 

4. 書籍分類並上架。 

5. 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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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目資料建檔。 

3. 書目檔更新、修正與維護。 

4. 館藏書目分類及上架。 

5. 更新書標。 

6. 目錄維護。 

7. 清潔館內，標明分類。 

(三) 其他工作分配 

1. 資管/電腦、網路 –王譽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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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統使用之教學。 

(2) 當地編目系統之管理。 

(3) 處理出隊期間遇到之電腦、網路問題。 

2. 總務/經費管理 –戴毅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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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葉姿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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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葉姿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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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生管/生活管理 – 葉姿函、戴毅瑈、黃國凱、郭安桓、謝佳君、王

譽錚、王婕瑜、張紘毓、葉宗儒、陳季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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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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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活動流程 

日期 時間 行程 

7/6(一) 7:30 台北轉運站 3 樓集合 

8:15-12:45 由台北轉運站搭乘統

聯客運至雲林西庄站

下車 

12:45-12:55 老師開車載大家至忠

孝國小 

12:55-14:00 抵達忠孝國小，放置

行李，吃午餐 

14:00-14:30 圖書館環境介紹 

14:30-15:00 隊長與學校老師討論

圖書館未來進度，隊

員熟悉環境 

15:00-18:00 圖書編目 

18:00-20:00 晚餐 

20:00 休息 

7/7(二) 8:40-12:00 圖書編目 

12:10-13:40 午餐及休息 

13:40-18:00 圖書編目與加工 

18:00-20:00 晚餐及休息 

20:00-21:30 圖書編目 

21:30 休息 

7/8(三) 8:40-12:00 圖書編目與加工 

12:10-13:40 午餐及休息 

13:40-18:00 圖書編目與加工 

18:00-20:00 晚餐及休息 

20:00-21:30 圖書編目與加工 

21:30 休息 

7/9(四) 8:40-12:00 圖書編目與加工 

12:10-13:40 午餐及休息 

13:40-18:00 圖書編目與加工、館

員教育訓練 

18:00-20:00 晚餐及休息 

20:00-21:30 圖書編目與加工 

21:30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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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五) 8:40-12:00 圖書編目與加工 

12:10-13:40 午餐及休息 

13:40-18:00 圖書編目與加工、贈

送感謝卡 

18:00-20:00 晚餐及休息 

20:00-21:30 圖書編目與加工 

21:30 休息 

7/11(六) 8:40-12:00 圖書編目與加工 

12:10-13:40 午餐及休息 

13:40-18:00 圖書編目與加工 

18:00-20:00 晚餐及休息 

20:00-23:00 圖書分類、上架與裝

箱 

23:00 休息 

7/12(日) 8:30-11:30 整理圖書館與交接工

作 

12:00-14:40 午餐及休息 

15:00-19:45 5 人從北港轉運站搭

乘客運返回台北轉運

站 

16:15-21:00 5 人從北港轉運站搭

乘客運返回台北轉運

站 

 

伍、 出隊成員名單 

姓名 性別 單位職稱 

葉姿函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戴毅瑈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謝佳君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黃國凱 男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郭安桓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王譽錚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王婕瑜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張紘毓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葉宗儒 男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陳季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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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編目與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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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分類、上架與裝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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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贈感謝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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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參與人員對此活動看法 

一、 葉姿函 

這是我最後一次當帶隊隊長帶領隊員進行出隊活動，由此可知，這次出

隊對我來說意義非凡。這次的出隊活動從今年年初寒假時就開始聯繫並準

備了，但即便如此，出隊前還是十分緊張，深怕哪裡會出錯，畢竟這次的

出隊活動也比較具有挑戰性，不但地理位置稍微偏僻，館內的問題也不是

一句兩句可以說完的。即便如此，我們還是努力地將服務對象的需求做到

最好最完整，希望能為忠孝國小帶來新氣象，整理圖書館讓未來的小朋友

能夠更順利使用圖書館的資源。 

每次出隊都是不同的體驗，給我帶來新的體悟與經驗，在這次帶隊活動

中，我學會判斷工作進度，預估未來的進度並即時調動人手，也學到了更

多圖書館實務工作時有可能會碰到的問題和解決方法，學會如何與校方、

志工們溝通，學會如何領導，讓出隊活動能夠更加順利完成，利己利彼。 

我認為出隊服務會成為我大學十分寶貴的經驗及回憶，不僅能夠幫助他

人，更能讓自己成長，在我前往未來的路上能夠為我鋪好路，讓我未來更

加順利。 

很謝謝這次出隊的隊員，能配合我的指揮讓出隊活動完美畫下句點，這

次的活動十分有趣，既輕鬆又不缺效率，很難得這次整體隊員都這麼融

洽！這大概會成為我目前最印象的一次出隊吧！ 

二、 戴毅瑈 

這次是我第三次出隊，也是最快樂的一次。 

前面一兩天感覺大家還有些緊繃，但是之後不知道為什麼放得很開，

一邊做事一邊聊天讓時間過得很快，到最後一天結束工作後還ㄎㄧㄤ到被

老師吐槽「你們根本就是小孩子吧！」真的很好笑 XDD 

在這七天裡我體會到鄉下地區的民眾真的都很親切，幾乎每天都有人

送食物給我們，生怕我們餓死似的；還有偏鄉的資源真的很匱乏，都市裡

隨手可得的牛奶或乳飲品在這邊幾乎看不到，也沒有便利商店可以補存

糧，甚至很多外送都不願意送到這裡來。 

不過要說有最深刻感受的事情，大概還是分工合作的重要性吧。我們

的分工從編目、爬蟲、掃書標、印書標、貼書標都有不同的人，大家都很

專注在自己的工作上，因此在短短一週內就編了三千多本書。看著最後整

齊躺在書箱裡的書，內心是滿滿成就感，也很高興可以和一群又怪又有效

率、有才能的人一起做這些本來應該很無聊的工作。 

我們坐了五小時的車才回到臺北，但是可以親眼看著窗外景色從烈陽

到日落，再到夜幕降臨，著實是非常難得的體驗。最後希望參與這次出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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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員都能繼續保有對圖書館服務的熱情！ 

三、 黃國凱 

看著圖書館服務隊每年到處服務已經三年，今年是我第一次真正地跟著

圖服隊一起到偏鄉地區學校的圖書館服務，協助他們將圖書做編目及相關

工作。 

我們千里迢迢到了雲林的忠孝國小，便受到了老師們的熱情招待，並帶

我們熟悉環境。睡覺我們是在圖書館中，也就是我們工作的地方，找空間

打地舖，因為每個人都有各自攜帶睡袋或墊子，所以我覺得還可以。不過

盥洗的地方就差強人意，它是在殘障廁所裡的淋浴設備，水量忽大忽小、

溫度難以掌握，以及它環境看起來實在會讓人有點抗拒，因此一開始洗澡

真的會很猶豫，但是到後來我們都習慣、不怕了，就會不顧環境因素直接

盥洗了，我想這也是對每個人的挑戰吧。 

當地學校所適用的是我所不熟悉的全誼系統，在編目方面我也有很多問

題都還搞不清楚，像是哪裡要加編點符號？書目資料要依據書本的哪裡？

哪些項要怎麼打？之類的問題，剛剛開始工作的幾天還很不熟悉，所以給

隊長和掃書標的人添了不少麻煩，不過大家也慢慢地熟能生巧，到後面已

經幾乎都很少出錯了。隨著出隊的時間進入倒數，我們的工作內容也從編

目，轉變為貼書標和保護膜，以及分類與上架。尤其是最後一天的晚上，

為了要能完成目標，大家自願犧牲睡眠時間一起分類上架，一同加班忙到

凌晨三點才休息，不禁令我讚嘆大家的責任心與工作效率，讓我們得以順

利達成工作目標。 

這次是我的第一次出隊，我覺得收穫極多，除了在編目和圖書館的相關

能力有所提升，也更認識不同地區的人文風情，也認識了一群很認真優秀

的夥伴，希望未來還能一同出隊。 

四、 郭安桓 

很高興這個暑假能夠到雲林縣元長鄉忠孝國小的圖書館服務，雖然服

務時間只有短短一週，但還是學到了許多，不單單只是關於圖書資料的編

目，也因為有跟在地的教師在閒暇之餘請教關於偏鄉的孩童學習及閱讀狀

況，因此能更了解校方在 108 課綱的發展下是如何在各項科目間融入閱讀

素養、培養國小孩童自行發現、探索並解決問題的能力，而校方的圖書館

資源便是孩童學習的來源管道之一。 

因為剛好最後一天要離開學校時，我是獨自一人搭乘忠孝國小閱讀教

師駕駛的車，在車上與老師兩人討論了關於偏鄉的教育及校方為甚麼需要

我們這群圖資系學生來到忠孝國小幫忙，原因很簡單，就是缺乏相關的人

才，畢竟就連全校唯一的一位閱讀教師都不是本科系出身，而是因為學校

需要閱讀教師才去受訓學習。其實校方在之前已經建立了共讀書計畫，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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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為教師們試著推動那項計畫，才明白到人力的缺乏與相關知識的不

足，因此才會決定善用社會的資源，在因緣際會下透過校長的女兒認識了

輔大圖資系，找到了圖書館服務隊並邀請我們到校服務。或許身為學生的

我們稱不上專業，對於圖書編目只是略懂皮毛，但在這為期一周服務的時

間內，我們努力的為 3520 本書重新編目、貼上書標及保護膜、一一上架，

也將許多先前已編目過的書重新檢查後上架。在這次服務中，我的工作在

編目、掃描書標、貼書標及保護膜之間不斷轉換，有一種置身機動組的感

覺。 

關於這次出隊，我十分敬佩與讚賞隊員們的用心，雖然半數成員是第

一次出隊，也有許多人是因為出隊才有機會認識，但大家還是盡心盡力的

服務，遇到困難會詢問團員、互相幫助，甚至在倒數第二天夜晚，大家為

了將所有的書上架，留給校方一個便於工作的環境，因此加班到隔天凌晨

三點半。在此次出隊之中，我看到了團員們各式各樣的特質，像是姿函身

為隊長責任心強會主動關心團員的工作狀況，國凱細心認真對於不清楚的

編目事宜會主動詢問，佳君對於事情會給予直接爽快的批評，婕瑜在編目

時聚精會神全神貫注，毅瑈具備恆心毅力面對重複單一的貼書標動作樂此

不疲，紘毓沉默寡言但編目起來一點都不馬虎，季淳善於觀察並樂於分享

自身經驗，宗儒耐操耐勞請他幫忙都無怨無悔，譽錚願意面對困難並想方

設法解決，其依照全誼系統架構寫程式衍伸出其他功能，讓出隊的各位團

員及之後接手工作的忠孝國小教師在編目作業上更加便利。在我眼中每一

位團員真的都很棒，也有許多是我不足尚需學習的地方，真的很高興能跟

他們一起出隊，而這次出隊美好的經驗與回憶也深植我心之中！最後，感

謝忠孝國小及輔大圖資系能讓我有出隊服務的經驗，未來的我也將繼續抱

持著服務的心，善用在圖資系及國小教育學程所學，為更多的人服務。 

五、 謝佳君 

不是第一次出隊，但是還是第一次在集合的時候就在北車迷路，提著

行李走過大半個北車還走到了京站，好險最後有趕上。 

從台北到雲林搭客運下去簡直是折磨，搭了快 5 個小時才到目的地，

在車上不是補眠就是滑手機，但是車子搖搖晃晃，睡也睡不好，手機盯太

久又會頭暈，好不容易要下車了，一下車，一股熱浪鋪面而來，瞬間有想

要上車坐回台北的衝動。 

因為我們到的時間有點晚，已經超過一般的用餐時間，但是感謝忠孝

國小的老師替我們留了飯菜，讓我們不用繼續餓肚子。 

聽著校長的介紹，我才知道校長的小孩也是輔大圖資系畢業，所以才

會有這個機緣邀請我們來做服務，向學姊詢問之後，我更驚訝的發現，學

姊的班導和我是同一位，這也是一種奇妙的緣分。 

忠孝國小的小朋友不多，不超過 30 位，相對的他們的藏書也沒有到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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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圖書室也是我見過不能說最小，但空間也是偏向不足，這次服務要做

的事主要還是不編目、印和貼書標、書籍上架和整架，環境上來說，忠孝

國小周圍都是農田，所以常常會聞到堆肥的味道，這個味道對我來說真的

是無法忍受，老師們有提醒過我們會有很多蚊蟲出沒，但不知是否因為壁

虎和麻雀同樣也很多的緣故，我反而是壁虎看到的比較多。 

工作從編目開始，掃過登錄號，看下書目紀錄有沒有出錯，錯誤的要

做修正，基本上就是在做這樣的工作，我大部分的書目資料都還是去抄國

圖的 CIP，但還是會有國圖沒有資料的書，尤其是繪本和小冊子，這兩種

都是國圖不會預編的書。 

不是第一次出隊，但是和其他幾次比較起來，我感受更多的是城鄉差

距，我是在新北長大的，但是就算在新北市也不是非常熱鬧的地方，就算

是這樣的地方，在我讀書的時候每個班上至少都還是會有 30 幾個小朋友，

我妹妹現在讀小二，他們班級數沒有我那時多，一個班的總人數都超過了

忠孝國小五個年級的人數，忠孝國小的老師也有來和我們一起工作，也會

和我們說到國小小朋友的狀況。 

六、 張紘毓 

這次我們出隊的地方是雲林忠孝國小，它的圖書館是一間小間的圖書

館，大致上只有一個教室的大小，藏書量看起來也沒有很多，不過裡面需

要編目書籍非常多，雖然我已經有上一次出隊編目的經驗，但在編目的過

程中，還是會有一些不懂的地方，比如外國人的筆名作者號該取什麼，或

是同一系列的書籍分類號不同，應當如何處理等等，瞭解到了自己的編目

的能力還待加強，需努力學習。 

  除此之外，這次出隊我第一次接觸到了貼書標和上架的工作，在

進行貼書標的作業時需要仔細黏貼，要在距離書背底端三公分的地方黏貼

書標，同時也注意貼紙上的資料是否正確，例如初版年等等。貼完書標

後，最後就是要進行上架的工作，這是我這次出隊認為最辛苦的工作，因

為書籍必須依分類號區分，然後再進行上架，在區分書籍分類號的過程

中，必須手持一疊書，然後將書依類號擺放在不同的地方進行區分，這過

程必須不斷的來回走，直到所有的書籍都分類擺放，雖說最後分類的過程

會讓人感到有點累，但最後整個工作完成後會有一些成就感。 

  整體來說，這次出隊加深了我在編目方面的技能，也學到了貼標

以及上架的方法，藉由這次的出隊的機會學習到了許多的東西，感覺很高

興，希望有機會可以再次參與出隊的活動。 

七、 王譽錚 

這次雖然還只是我第二次出隊，且因為國小方對於書標格式的期望是

全誼系統本身沒有的，所以榮幸的被任命擔當資管，寫了個爬蟲程式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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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書標對應內容並轉為 pdf檔，然因為全誼系統經常性的些微更新，因此

每天都得要小心檢查會不會產生奇奇怪怪的錯誤，例如抓錯格啦，民國年

代消失啦⋯⋯等等。 

不過這次讓我能夠寫一個程式來做實際應用，感受到獲益良多。 

八、 王婕瑜 

這是我第一次和圖書館服務隊一起出隊，雖然已經在系上學習過很多

編目的相關課程，但一直都沒有實際的服務經驗或到圖書館工讀的經驗，

覺得自己既然在圖資系就讀，也需要有這方面的經驗，方不負老師辛苦的

教導，於是在今年夏天跟著圖服隊一起到雲林忠孝國小服務。 

姿函，也就是這是出隊的隊長，為我們編了一份詳細的編書說明，對

第一次參與編目的我來說，是很貼心的協助，經過第一天，我對編目的方

式與全誼系統的使用也更加熟悉，讓全體的編目進度合作無間。 

後來我也參與了貼書標和保護貼的作業，覺得這個工作比編目還療

癒，雖然工作內容單一，但我很享受這個過程。最後大家一起分類、上架

所有的書籍，是我覺得在這一週裡最喜歡、也最難忘的體驗，也是我認為

最能體會到合作的力量的過程，即使處理數量如此龐大的書籍，我們也能

在分工合作下發揮最大的效能，在離開前為這次服務留下完美的收尾。 

很榮幸可以跟願意互相包容、體諒的夥伴們一起出隊，第一次出隊便

留下了美好的回憶。 

九、 葉宗儒 

這是我加入服務隊以來的第二次出隊，因為有著上一次寒假經驗的關

係，這一次相較起來更快進入狀況，比起之前懵懵懂懂的樣子，自己似乎

在能力、耐心等方面都有一些進步了，儘管剛到忠孝國小的初幾天，我還

是會不時地注意下班的時間是否來臨，可是當看到學長姐似乎絲毫不在意

休息時間，只想趕快把事情做完的態度，就有些自愧不如，進而敦促自己

應該更加努力。 

這一次出隊期間，我認為自己的編目速度比起之前已經進步非常多，

但一開始可能也因為過於追求速度的提升，雖然我常認為檢查過了的部

分，實際上總不時有些不可原諒的錯誤沒有注意到，雖然自責，但事實上

卻是自己可以避免的，經歷兩次的出隊，也是經過了一個學年，期許下一

次出隊的時候，自己已經可以成為別人的榜樣，也可以繼續向他人學習！ 

十、 陳季淳 

這一次去雲林忠孝國小，是我第一次出隊。一個星期都可以睡在圖書

館裡面，除了因為睡墊出了問題會消氣有點討厭外，對一個喜歡圖書館的

人來說超幸福，這種被書籍包圍的感覺！雖然不知道為什麼那裡的豬排會



19 

 

變成雞腿，連續吃了一個星期只有兩家便當店和早餐店可以選擇的日子，

比汐止還美食沙漠的沙漠，還沒有辦法自己煮東西來吃。不過，這一個星

期也讓我更知道編目到底在做些什麼，還有有那一些地方是需要特別注意

的，這些都是在上資訊組織時，不會學到的事情。這一次的經驗讓我收穫

不少，雖然一開始也出了不少錯都是學姐們挽救回來的，然後一直被系統

登出有點煩，尤其是編完目按下儲存的那個瞬間，不過學到很多。鯊鯊は

最高！ 

捌、 辦理期間所遭遇問題 

遭遇問題 問題描述 

(一) 架上圖書館藏資料有誤 錯誤繁多，諸如：系統中顯示有多

本複本書，排架錯誤、一書有兩分

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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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誤導致其放在非該書類別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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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下統一格式，如日後有需要更改

的地方再依此更改。 

(二) 書標格式在全誼系統內無法列

出 

問題描述 

該館的書標要求由上到下是分類

號、作者號、年代號(民國)、部冊

號、登陸號，而系統內無法使用使

格式列印。 

解決方法 

先是與學校討論是否該更改書標格

式(一般圖書館並不會使用該格

式)，但校方為求統一強烈要求使

用此格式，於是請擔任資管的同學

寫程式，抓書目資料入 excel 表格

後轉到 word 檔印出書標格式。 

(三)圖書館的館藏要求臨時變動 問題描述 

工作了幾天後，校方臨時更改館藏

的擺放位置與部分要求。 

解決方法 

即時判斷需求並更改工作分配，配

合目前工作進度。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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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雲林縣元長鄉的忠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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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隊也向館員進行系統相關操作教學，教導館員編目，使忠孝國小圖書

館的老師能自行操作使用，並教導圖書館基本知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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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出隊成員部份成員雖無出隊

經驗，但經過這七天的鍛鍊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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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勘時先行發現並處

理討論的問題以及隊員們的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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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在之後能夠讓忠孝國

小圖書館更順利運作，老師方便推動圖書館利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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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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計(元) 備註 

交通費 客運去程 450 2 900 台北轉運站-

西庄站 

(場勘) 

客運回程 450 2 900 北港轉運站-

台北站 

(場勘) 

客運去程 430 10 4,300 台北轉運站-

西庄站 

(出隊活動，

套票較便宜) 

客運回程 430 10 4,300 北港轉運站-

台北站 

(出隊活動，

套票較便宜) 

生活費 生活費 1,400 10 14,000 每人

200(元)*7(天) 

業務費 保險 112 10 1,120  

其他 

 

雜支   148 影印費、卡

片、文具、

出隊所需用

品 

總計(元)    25,6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