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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籌備狀況 

一、隊員招募 

2016年 10月初開始進行第三十五屆圖書館服務隊隊員招募，10

月 1日至 10月 7日為期一週的報名時間，於結束後 10月 8日召開圖

書館服務隊教育訓練說明會，總計 54人報名。 

廣東出隊成員依據經驗、教育訓練表現與出國意願等綜合篩選 7

名學生，並與 1位元件軟體工程師及 1位隨隊老師一同出隊服務。 

二、教育訓練 

(一) 訓練目的 

透過教育訓練實施與計畫，期望培養參加隊員正確服務的態度，

讓隊員可以更增進專業知識能力在服務期間得運用所學。 

(二) 訓練內容 

1. 105年 10月 07日(五)12:30-13:30  認識圖書館 

2. 105年 10月 11日(二)12:30-13:30  圖書館編目與分類-1 

3. 105年 10月 12日(三)12:30-13:30  圖書館編目與分類-2 

4. 105年 10月 19日(三)18:30-20:30  Koha系統說明與操作簡 

 介 

5. 105年 11月 23日(三)18:30-20:30  神學通識 

6. 105年 11月 29日(二)18:30-20:00  志願服務精神推廣 

7. 105年 12月 13日(二)12:30-13:30  威力導演教學-初階 

8. 105年 12月 14日(三)12:30-13:30  威力導演教學-進階 

(三) 訓練成果評估 

本講座邀請吳佳穎、林玟慧、張鐘、楊平等系上學長姊的經驗分

享，與相關領域的專業人士如陳素娟、何基蘭、董珍鑾等人的實務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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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有更進一步認識外也能利用自身在課程中所學帶到實用中，使本系

學生能夠以致且更瞭解圖書館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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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進行九次問卷調查； 

1.第一場：(28 人參與，28 人填答問卷，填答率 100%) 

對與本次活動得滿意度：92.3% 

2.第二場：(29 人參與，29 人填答問卷，填答率 100%) 

對與本次活動得滿意度：100% 

3.第三場：(26 人參與，26 人填答問卷，填答率 100%) 

對與本次活動得滿意度：97% 

4.第四場：(25 人參與，25 人填答問卷，填答率 100%) 

對與本次活動得滿意度：92% 

5.第五場：(18 人參與，18 人填答問卷，填答率 100%) 

對與本次活動得滿意度：98% 

6.第六場：(6 人參與，6 人填答問卷，填答率 100%) 

對與本次活動得滿意度：75% 

7.第七場：(19 人參與，19 人填答問卷，填答率 100%) 

對與本次活動得滿意度：83.3% 

8.第八場：(15 人參與，15 人填答問卷，填答率 100%) 

對與本次活動得滿意度：97% 

9.第九場：(14 人參與，14 人填答問卷，填答率 100%) 

對與本次活動得滿意度：100% 

 

根據每次的教育訓練會後問卷調查，讓每位隊員都能習得出對應

具備的技能與知識，以便能在出隊遇到困難的時候能有所依循並解決

服務中的阻礙。從本次的服務結果得知，以廣東分隊而言雖然在過程

中並無面對難以解決的問題，但在教育訓練課程方向的安排仍有些調

整的空間，有了這次的經驗，相信在未來的日子裡能將教育訓練規劃

得更為準確與務實。 

貳、辦理情形 

一、服務對象 

廣東省州市─廣東協和神學院圖書館 

地址：廣東省州市白雲區大道北平中路9號 

(一) 起源 

廣東協和神學院圖書館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14年創立的廣州協

和神學院圖書館，當時的藏量最多達到20萬冊。到了文革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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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燒毀，一夜之間煙消灰散，化為烏有。 

(二) 重拾起鼓 

1986年廣東協和神學院得到政府的支援，重新開辦圖書館也從

零開始通過國內、外的主弟兄姐們及各教會機構出版社熱心捐

贈，還有神學院限購買逐漸的積累起來。 

(三) 近期發展 

隨著廣東協和神學院的不斷發展，圖書館已是形勢在逼。領導

也將其作為重點專案。人、業管理是首要問題，從2003年3月份

開始，由薛海安牧師全面負責。2005年開始就著手進行正規合

理的編目，並實行電腦化管理。將屬於神學專業（宗教書籍）

採用美國國會圖書分類法 (Library of Congress 

Classification)；屬於國內出版非神學專業的書籍採用中國圖

書館分類法。(註：此處神學僅指狹義基督教。) 

二、服務時間與項目 

(一) 服務時間 

日期 2017/1/14 起至 2016/1/21 止 

去程 1/14(日)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中華航空直飛廣州 

回程 
1/21(日)於中國廣州白雲際機場搭乘中華航空直

飛回台灣 

(二) 服務項目 

1.館舍整理 

2.整理圖書館環境 

3.圖書編目建檔 

4.圖書改號 

5.館藏上架、架上原有館藏整理 

6.讀者建檔教學 

7.KOHA使用教學 

8.館員編目教育訓練 

9.公共服務 

10.技術服務 

11.電腦/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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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施方式 

(一)需求評估 

1.調查圖書館實際需求 。 

2.評估與分配工作項目與先後順序 。 

(二)現有館藏之整理 

1.確定圖書館藏流通系統可用 。 

2.進行圖書分類、期刊分類以及其餘館藏分類。 

3.書本及期刊的資料建檔。 

4.書目檔之更新、修正與維護。 

5.目錄維護。 

6.館藏上架以及清點。 

7.清潔館內，標明分類。 

(三)新書流程 

1.進行圖書分類、期刊以及其餘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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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號與磁等。 

5.清點及上架。 

(四)服務單位館員之教育訓練 

訓練受服務單位負責人能夠自行更了解圖書館的運作，並且

學會初步編目、能夠自行組織館藏、以及動線規劃，使圖書館完

成其任務，擔任知識寶庫與傳播教育的中心。 

訓練項目： 

1.Koha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流通操作講解與說明。 

2.Koha圖書館自動化系統進階操作 (備份、批次匯入 )。 

3.作者號之克特取法及對照表講解。 

4.中、西文書抄編與原編，實作練習。 

5.中國圖書館分類法與美國國會圖書分類法講解，編目實作。 

6.OCLC 聯合目錄分類號查詢講解 。 

7.主題詞表，總複習。 

(五)其他工作分配 

1. 資管/電腦、網路 – 楊平、張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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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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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曾鈺雯、黃丰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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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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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張佳穎、黃盈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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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藍心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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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活動流程 

日期 時間 行程 

1/14(六) 11:00- 桃園機場第二航廈中華航空櫃台集合 

12:15-14:15 辦理登機手續 

14:15-16:15 搭乘中華航空直飛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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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5-18:00 出關並前往廣州協和神學院 

18:00-19:00 晚餐時間 

19:00-20:00 參觀神學院附近街景 

20:00- 休息 

1/15(日) 7:00-9:00 早餐時間 

9:00-12:00 圖書編目 

12:00-13:40 午餐及休息 

13:40-17:30 圖書編目 

17:30-18:30 晚餐時間 

18:30-20:00 圖書編目 

20:00- 休息 

1/16(一) 7:00-8:00 早餐時間 

8:00-12:00 圖書編目 

12:00-13:40 午餐及休息 

13:40-18:00 圖書編目 

18:00-19:00 晚餐時間 

19:00-20:00 圖書編目 

20:00- 休息 

1/17(二) 7:00-8:00 早餐時間 

8:00-12:00 圖書編目 

12:00-13:40 午餐及休息 

13:40-18:00 圖書編目 

18:00-19:00 晚餐時間 

19:00-20:00 圖書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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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休息 

1/18(三) 7:30-8:30 早餐時間 

8:30-12:00 圖書編目 

12:00-13:40 午餐及休息 

13:40-18:00 圖書編目 

18:00-19:30 晚餐時間 

19:30-20:30 圖書編目 

20:30- 休息 

1/19(四) 7:30-8:30 早餐時間 

8:30-13:00 圖書編目 

13:00-15:00 午餐及休息 

15:00-18:00 圖書編目 

18:00-19:30 晚餐時間 

19:30-21:00 圖書編目收尾 

21:00- 休息 

1/20(五) 8:30-9:00 行前準備 

9:00-10:30 搭車到荔枝灣 

10:30-12:00 與大陸人士互動—荔枝灣 

12:00-13:30 與大陸人士互動—上下九路 

13:30-15:00 搭車到花城廣場 

15:00-19:00 與大陸人士互動—花城廣場 

19:00-20:00 搭車回到廣東協和神學院 

20:00- 休息 

1/21(六) 9:00-10:30 環境整理及行李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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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11:30 早午餐 

11:30-13:00 休息 

13:00-14:30 搭車前往廣州白雲機場 

14:30-17:30 辦理登機手續 

17:30-18:00 班機延誤 

18:00-20:00 搭乘中華航空直飛桃園國際機場回國 

20:00-21:00 
出關、原地解散 

結束八天的服務隊行程 

五、出隊成員名單 

姓名 性別 單位職稱 

何懷綸 男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電腦助教 

張鐘 男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學生 

楊平 男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藍心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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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鈺雯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張佳穎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黃丰嘉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王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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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目工作 

 
系統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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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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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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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情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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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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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活動經費收支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一)收入 

經費來源 金額 備註 

自備款 71,720 團員自籌 

政府機關補助 54,000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補助40,000元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補助50,000元 

與晉江分隊按比例分配補助 

其他收入 20,000 輔仁大學服務學習中心補助20,000元 

合計 145,720  

(二)支出 

項目 內容 單價 數量 小計 備註 

旅運費 

代購機票

來回(含

稅) 

10,900 7 76,300 請旅行社代購 

學長機票

來回(含

稅) 

11,800 1 11,800 

因為學長在我們請旅行

社代購機票時尚無法確

認行程，故在學長確認

後才再請旅行社代購。 

食宿費 
正餐與住

宿費用 
53,612 - 53,612  

業務費 保險 251 8 2,008  

其他 雜支 2,000 - 2,000 文具、出隊所需用品 

合計 145,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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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與人員對此次活動的看法 

一、張鐘 

這算是我第三次來到廣州協和神學院服務，主要是將前兩次來所

建立的圖書館系統移植到新伺服器上，另外在新伺服器上又建置廣州

其他地方的神學圖書館，希望以協和神學院為據點，將廣州地區各神

學院串起來，成為廣州最大的書目中心。 

這次去到協和神學院時剛好碰上學校春節假期，大部分職員和學

生都回家鄉過年，所以廚房也沒有人開伙，基本上中晚餐都是吃當地

外賣解決，這是前兩次都沒有的經驗，才知道當地的便當分量極大，

飯都裝到快滿出來，晚上在街上晃晃注意到這裡的建設發展程度真是

飛快，第一次到訪時，街上都是老房子，生活機能也說不上好，第二

次來訪時，學校隔壁多出了商場，裏頭還有電影院，這次來連街道到

煥然一新，可見當地發展之快速。 

利用一天的時間到廣州市區走走，進入市區又是另一個世界了，

高樓大廈林立，不愧是中國一線城市，參觀了廣州圖書館、廣州塔和

荔枝灣等等，其中廣州圖書館不僅外觀特別，內部裝潢像百貨公司，

還有車道還書箱，特別是車道還書箱，這在台灣還沒看過。 

雖然感覺歲月如梭，轉眼間變成大學長了，很榮幸畢業後還能機

會參加圖書館服務隊，繼續充實自己，累積實作經驗，也祝福協和神

學院圖書館系統能持續運作，早日完成書目中心的目標。 

二、楊平 

本次服務，讓我個人深刻了解到了，圖書館員知識豐富度的重要

性。 

我們在編目的時候，如果沒有其他地方有資料給我們抄錄編目的話，

我們必須進行”原編”，也就是自行給該本書籍分類號。不過，分類

是很主觀的東西，編目員要先了解這本書在講的內容是什麼，才能準

確地給予分類。但是，神學書籍，其實很多同學是不了解的，所以常

常鬧出笑話。 

有一次，一位同學拿了一本書名大致上叫做，「每日糧食」的書，

問我們這本書是放在食物類嗎? 有點基督教背景的人都知道，這本書

一定是靈修類的書籍，糧食指的是生命的食糧，絕對不是什麼講食物

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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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這樣這事情，在比較專門類型的圖書館中服務常常會碰到，

解決之道就是同學要上過這方面知識的基礎教育訓練，或是有特別了

解的同學在場，像是這次，我就是擔任神學書籍原編的顧問。 

本次服務隊回國的前一天，我們到了廣州市區做一日遊，我覺

得，跟台灣比起來，廣州市其實跟我們沒有什麼差別，而且廣場大得

多了，建築也蓋的雄偉又漂亮。很多人直到現在都還認為大陸是落後

的國家，像是我阿嬤聽到我去大陸，她說了一句話，”啊，大陸都是

垃圾啊！”，但是，實際走訪才發現，大陸其實很進步的，地鐵系

統，跟我們的捷運一樣方便，也有公車可以搭呢，覺得去大陸旅行完

全沒有不熟悉的情況，因為語言相通，且很多東西都跟台灣的差不

多。 

希望未來自己能吸收更多知識，這樣在編目時就會順利很多。 也

希望自己管理系統的能力能進步。期待服務隊能在編目的品質與速度

上更加進步，也期望大家每次出隊不只服務別人，還能吸收經驗，以

及透過造訪各處了解其風土民情。 

三、藍心汝 

在參加服務隊前，課堂中學到的一切知識都只是理論，就算在課

堂中覺得自己沒有問題，但沒有直接實際操作絕對不會知道會在哪裡

遇到困難，所以我認為實際操作的過程是很重要的。去年，我還只是

大一新生，所以對於服務的內容還一知半解，所以這次我希望能藉我

多學一年的知識，來幫當地圖書館做更多的事，另外也讓我的操作更

加熟練。 

服務隊中我主要負責的工作是為圖書館新進圖書編目及錯誤的更

正。圖書編目分為抄錄編目及原始編目，抄編較為簡單，而原編則是

要自己將書目資料輸入電腦中，等於是從零開始編目，所以要花的時

間也較長；另外，錯誤更正是指若之前的編目的紀錄有錯，一發現就

立即修改。 

因為種種原因，此次出隊的隊員不包含老師一共只有7人，雖說人少有

人少的好處，但一開始工作就知道，我們每個人的工作量都必須要增

加，況且這次還有三個人是首次出隊的，使得我們的進度從第一天起

就大大的落後。 

第一天，大家都還處於摸索期，所以動作都比較慢，有時還會發

生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狀況，像是到處問某個簡體字要怎麼念啦，或

是電腦要怎麼轉簡體字等等，但也因為有第一天的適應期，之後幾天

大家的動作也越來越熟練、越來越快了，不過，這還是沒辦法彌補我

們人數上的不足，所以除了原本定的工作時間，我們又再另外加班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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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雖說我們去幫他們做服務沒辦法做得跟專業的一樣好，但我們還

是想盡我們所能的去做到最好，而在我們加班的期間，我們服務的學

校的學生也很辛苦地陪我們留下來建檔、做加工，真的非常謝謝他們

也可以一起幫忙，讓我們可以專注在編目上，而我們也不負他們的期

待盡力的做到最好。 

最後，我真的覺得很感謝我們服務的學校的牧師，在我們服務期

間當我們是自己小孩似的給予關心，早上會關心我們是否穿得暖、工

作期間怕我們會餓所以帶點心給我們吃、晚上讓我們早點休息不要累

著了，讓我們跟在家一樣感到溫暖，因此我們也非常努力的編目來作

為回報，真心感謝他們。 

經過這次的經驗，我對於編目的基本作業流程也有了一定的了

解，雖然現在還比不上專業的編目館員，但是我相信只要持續地累積

經驗，將來若是在圖書館工作一定會很有幫助的。 

這次服務對我來說獲益良多，但若是要擴大到所有人皆可參與可

能會有一定難度，畢竟事前需要接受一定程度的專業訓練、參與者也

需具備一定的專業知識，所以要找到合適的人選也會有一定難度。我

認為可以先從基本的服務開始做起再去提高難度，才不會面臨人員短

缺的情況。 

希望未來愈來越多人加入服務的行列。「服務」不僅僅只是服務他

人而已，更多的是藉此增進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如此一來才有更多的

餘力去幫助更多的人，希望之後想加入的人不要看到「服務隊」就望

而生怯，更多的是去想想自己能因此獲得什麼收穫，或許退縮的人會

越來越少，服務隊也可以藉此壯大起來，去幫助更多其他需要幫助的

人。 

四、黃盈甄 

現在是大二生，已經修讀圖資課程一年半，對於圖資領域有更深

的了解，比起大一時的懵懵懂懂，希望這次的服務能比上次更好，為

要服務的圖書館盡一份心力。 

我主要負責的工作與大家一樣，為書籍做編目，這次的書籍幾乎

是原編，所以比之前來的吃力，但是可以學到很多，而我編到的書籍

很多是詩歌，一開始是中文書，後來開始編原文書，由於之前從未編

過原文書，因此這次對我來說是一個很棒的體驗。 

聽去年寒假有來廣州協合神學院的同學以及帶隊老師說，這次大

家做的位置合上次的位置的方位一樣，然後很巧得是—大家坐的位

置，和上次坐同樣位置的人是做同一件事，據說連行為都很像呢！像

是心汝同學，去年有來神學院服務，這次坐的位置與上次不同，她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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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坐的位置是可倩的位置，而據說可倩上次來服務時時常跟鈺雯同學

互嗆，十分有趣，而心汝同學從原本安安靜靜，變成比較活潑，有時

會小小捉弄一下同學，我很喜歡會跟我們玩耍的心汝同學，而鈺雯同

學常常抱怨說：「心汝說要把我鎖在外面？！」而心汝也會突然把我的

帽子戴起來，這些都與我們印象中的心汝不同，但是很好玩！ 

另外，楊平同學的位置是去年芷涵的位置，芷涵去年負責解決大

家對於書籍該歸在哪個類號的疑難雜症。楊平同學這次也不例外，一

開始我們對於該歸在哪個類號下都摸不著頭緒，雖然先前有做過訓

練，但是真正要開始編目時，便不知該如何是好，所幸這次我們有楊

平同學，楊平同學基督徒，所以對於基督教相關書籍比較瞭解，而楊

平同學也為了要更精確的給出類號，仔細研究協和神學院的分類，並

解決我們的疑惑，但也因此，我們的進度一開始有些微落後，再加上

這次隊長如同上次隊長一樣，對於進度十分重視，我們也為了趕上進

度而加班。 

說個小故事，在編目時，楊平同學與鈺雯同學，兩個人是比鄰而

坐，而我坐在他們對面，常常可以看到他們在打鬧，很有趣，像是楊

平同學會在編目到一半時突然站起來，然後說：「沒靈感。」然後就走

掉了，很好笑，或者是他們在聊天，聊到一半，楊平同學可能說了一

些讓鈺雯同學暴怒的話，導致鈺雯同學憤怒拿起坐墊暴打楊平同學，

而楊平同學會說著：「家暴！家暴！」這時的佳穎同學會喃喃自語：

「家暴不是要同居嗎？」然後鈺雯同學便會皺眉看著兩人，而我則在

一旁哈哈大笑。 

而我這次的位置似乎與去年坐在這個位置的學姐一樣，編了很多

詩歌，也因此，大家會將跟詩歌有觀的書籍交給我編目。我偶爾會翻

一翻書的內容，發現很多內容都是我不了解的，儘管我前陣子有去瞭

解一下聖經內容，但是實際編目並給類號時，還是會不知所措。 

透過這次的服務，讓我深深瞭解到自己還是有很多地方要學習，

對於編目，我還是有很多地方要再繼續研讀，以前覺得類號沒什麼，

在修讀主題分析以及這次服務編目後，發現分類號是一門很大的學

問。也很開心這次能為圖書館做服務，也希望之後還有機會可以到其

他圖書館做服務，期望自己能將所學發揮到實務上，這樣才是學以致

用！ 

五、曾鈺雯 

這次是我第三次去服務隊，每多一次服務，就更加理解前次所犯

的錯誤，可以不斷的改正，增進自己的技能，人總是要不斷的進步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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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我回到了我第一次出隊的地方，廣州。遇上最低的出隊人

數，以及一開始找不到帶隊老師的各種困境，這是大一懵懂無知的我

所不會遇到的，大一的我僅是做些最單純的事情，什麼都不用煩惱，

所以這次的服務對我來說是特別的，第一次了解整個服務隊從前置到

運作，以及實際執行。 

這一次出隊與晉江聯繫，也是第一次見到我們自己處理系統，以

及系統問題，以往都是學長們在處理的，所以也是第一次慌亂了起

來，不過幸好之後的一切順利。有了這一次經驗，我想大家以後可能

會更加順暢，因為什麼問題都沒有反而是最可怕的問題，完全不能教

學弟妹在以後遇到問題的時候該怎麼面對。 

第一天我們在認識環境，第二天我們在教新來的隊員編目，以及

系統的實際操作，當然第一次總是會慌亂的，畢竟不是一個特別好上

手的系統，我到現在還僅會粗淺的部分。 

  到了第三天我們這隊就開始編目量大增了，幾乎每個人都上軌道，

而當地的學生也是陪我們一起待在圖書館的，雖然我們服務隊的內

容，並不太讓我們接觸到人群，但是每次還是都可以因為對方的熱

情，進而接觸他們。 

  希望往後的服務隊能夠越來越好，每個人都能透過它更加清楚未來

的方向。也希望未來能有更多學弟妹的加入，今年的招生量明顯比我

當年少很多。 

六、張佳穎 

為了盡量達成本次出隊的使命，以及未來協和圖書館的發展及展

望，以隊長的身份來說，我希望能在這次將以往尚未處理好的事情視

為要務並將其一網打盡，免去雙方的麻煩與困擾。 

在此次服務中，我擔任隊長，負責將同學們編目好的書籍與線上

公用目錄做核對，確認資訊能正確的呈現在 OPAC，並將過目的書籍交

給當地的學生們來印與貼書標。 

書標格式與完成編目後的程序在服務中是必須先處理好的，當有

發現問題我盡量親自去向隊員們叮嚀，有些時候我也必須向牧師(對方

的接應人員)、當地的學生們請教，大家合作無間，幾天下來成果雖沒

那麼理想，不過確實有完成我們最希望達成的目標，也就是穩定的網

路架設與伺服器的維護。 

幾天服務中，或許是因為角色有別的關係，與曾參與過前兩次服

務的情形差異依我自己來看差異頗大，牧師與我的交流更甚於以往，

餐點的準備也更讓我體驗到在地飲食文化，白天時隊員們會結伴出門

到學院旁的早點店享用早餐，約九點的時候牧師總會帶來熱騰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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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窩窩頭」，牧師說那是古早味的麵食，熱情的牧師看我們吃的津津有

味，每天的份量也隨之增加，令我們隊員們受寵若驚。也為因應編目

時間濃縮的緣故，偶爾午餐及晚餐會讓我們自己看菜單叫外送，也有

一兩天是到附近的餐館吃特色美食，如豬肚雞、酸菜魚、烤乳鴿、砂

鍋粥等，老師說因為我們多為城市人，若在臺灣的鄉下長大這些體驗

也不為稀有，所以這些對我來說都很新鮮，也算是初體驗的一環。 

由於我們吃砂鍋粥的時候我們人數很多，桌子是長方形的，一旁

也有別的客人，在很像是臺灣的熱炒店的店面，說話聲音若不夠大

聲，他人很容易聽不清楚或誤聽。有趣的是，其中一個隊員在我們大

快朵頤的時候說他曾喝過雪山啤酒，偉平學長便驚訝地回答：「學生啤

酒？！竟然有這種啤酒啊？哈哈哈…」，一旁大家聽到都笑得合不攏

嘴，當然也因為美味的砂鍋粥讓大家都停不下筷子。 

服務中，隊員們都以十分有禮的態度與對方交流，他們也與我們

分享很多關於當地文化的故事。一日早晨，圖書館還沒開門，同學們

與老師都以吃完早餐等上工，一旁一個小妹妹也進了學生食堂休息與

玩耍，由於當時整個學院都放寒假了，僅剩警衛與我們及牧師，所以

食堂只有我們，老師看著那個小妹妹，上前去與他聊聊天，老師回來

後跟我們說起他們剛剛的談話。我們是幸福的孩子，不用過著不斷搬

家的童年、有學籍也有戶口、能與父母或親人們同居，而且我們還能

健康地成長，很令人難過的是，上述的一切那位小妹妹都沒有，不過

他是個懂事的孩子，打算自己搭公交來圖書館看書，雖然在這段期間

圖書館並沒有開放，但還是很令人欣慰。 

七、黃丰嘉 

    對我而言，此次的海外服務經驗讓我感到既新鮮又雀躍，也有特

殊的意義。這次的出隊不僅是我生平第一次與師長、同學的出國體

驗，更是我在正式加入系上的圖書館服務隊後第一次的海外服務。 

    這次，我們選擇到廣州協和神學圖書館進行海外服務。在服務過

程中，我遇到不少編目上不太清楚的地方，如：哪些在編目時需要特

別注意、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的分類原則是什麼、如何在 OCLC中查

到所需的書目資料並將同類書籍加以編入、為何需要轉換成漢語拼

音、美國國會圖書館克特號擷取法該怎麼使用、出版項國家代碼表要

用在什麼情況下…。不過，幸虧有同隊朋友的詳細解說及熱心幫忙，

在編目上我才能漸入佳境、慢慢熟悉相關的作業流程。 

    在廣州出隊的日子裡，「食、衣、住、行、育、樂」我們或多或少

都有體驗和見識到。其中，中國人視為理所當然而我們則覺得新奇的

交易模式─支付寶，看起來既便利又快速，是個只需要掃二維條碼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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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完成交易的方式。我們也曾想嘗試使用看看，不過因為它需要綁定

帳號而作罷。 

    負責接待我們的薛牧師及校內的學生都對我們非常關心、熱心。

他們常常在我們編目時，準備一些零食、水果、蛋糕、壽司供我們享

用，還不時關心我們是否適應、有無感冒…。 

    歸國的前一天，薛牧師為我們安排廣州的觀光行程，帶我們搭公

交車及地鐵到象徵南粵文化的「荔枝灣」，除了遊賞如詩如畫的美景之

外，還逛了類似台灣的年貨大街，據說是個最能代表廣州文化的地

方。接著，我們乘著地鐵來到「花城廣場」，它被譽為廣州的「城市客

廳」，周邊有不少建築物，如：廣州圖書館、廣州大劇院、廣州國際金

融中心…。其中，最著名的地標是「廣州塔」，不管是白天或是夜晚都

別有一番風貌。 

八、王靖之 

  希望自己能透過這一次到廣州的服務，學習到身為一個圖書館員

在圖書館中需要做什麼事情，並實際去接觸、瞭解每件事情運作的情

況及背景，也可以學習如何完整地進行編目作業已達到圖書館將館藏

進行編目的目的；此外也希望藉由這次到廣州的服務，實際到廣州地

區接觸當地的人文風情，瞭解兩岸的各方面的歧異，除了人文、文

化、風俗習慣相異外，也還有學術領域、圖書領域、資訊領域等方面

彼此不同之處，讓自己在服務中增進自己多元文化的學習。 

  服務過程中我主要負責的工作有將廣州協和神學院之圖書館館藏

進行編目作業，並將過去編目作業中有錯誤的書目紀錄進行更正。執

行中有遇到自己本身對館藏領域不了解的館藏，以至於自己無法進行

館藏分類；也有遇到許多外國書籍，由於對外國語言不慎熟悉，所以

難以進行編目作業，但是隨著這幾天的服務編目作業的進行下來，也

在同學們的相互教導下，也對編目作業的進行逐漸熟悉，能應付最先

前自己無法處理的館藏，將各類館藏進行書目紀錄。 

  廣州協和神學院的牧師、老師以及同學們一直對我們很好，時時

關心我們是否有穿暖、吃飽、會不會太累等等，也時常補給我們滿滿

的食物及能量，在這邊的這幾天收穫最多的大概就是「吃」了吧，每

天七點半吃早餐，十二點吃午餐，下午三點有點心，五點半就又吃晚

餐了，感覺從頭到尾都在吃東西，有趣的事情是每當送餐時間晚了，

等我們注意到的時候，只要一說「咦!?ＯＯ（午餐、點心或晚餐），還

沒來ㄟ」，下一秒就會有神學院的同學進來跟佳穎說要我們去吃東西。 

  基於「人性本效率」，所以我們都會先將好編的書進行編目，難編

的書放在旁邊最後再處理，幾天下來，難編的館藏就累積了一車書



26 

 

車，而那車書車就一直放在那邊沒有人想去動它，到了編目作業的最

後一天大家分工一人負責一車，學長這時就問說那這車是誰的呢?我們

這桌就說是鈺雯的(鈺雯在遙遠的另一桌)，所以學長就把書車推過去

跟鈺雯說：「你朋友把這一車送給你。」鈺雯就回：「他們不是我朋

友。」學長無奈的又把書車推了回來，但是之後鈺雯跟楊平還是很負

責的處理了這一車。 

  期許自己未來可以更專精編目工作的專業性，也能更加熟悉學術

領域的知識，始圖書館的各種規劃更加完善，提供給讀者更佳的服

務，也期許自我及服務隊，在未來能夠持續服務下去，不論是國內亦

或國外各種類型之圖書館，都能夠替他們服務各種類型的服務，讓世

界的圖書館更佳完整。 

肆、辦理期間所遭遇的問題 

遭遇的問題 問題描述 

(一)索書號不統一 

架上的索書號凌亂，格式並未統一。諸如：部冊

及副本是否空格及加點？英文字母是否大寫？套書的

第一冊是否給部冊號？ 

解決方法 

對此我們只能盡可將可重新給號的書標修正，並

將這次索格式準統一保證之後時明確且整齊劃一。預

期製作一張僅適用於廣東協和神學圖書館編目格式統

一說明表給予館方留存，使日後編目人員都能統一以

這張表作基準來編目，若有需改進的地方，則再將此

說明表依新原則更正。 

(二)架上的書有錯誤 

問題描述 

錯誤繁多，諸如：有索書號和條碼但系統中卻沒

紀錄 (有分類未編目)、有分類後卻沒條碼、系統中

顯示有多本副書架上卻找不到、部冊號及副本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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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決方法 

其中，又以架上的書找不到紀錄最為嚴重，對此

我們盡可能在編目新之餘給予修正。 

(三)分類錯誤 

問題描述 

架上的圖書分類錯誤導致其放在位置，使得讀者

找不到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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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法 

對此我們請協助的當地讀者指出錯誤後，館藏進

行改號 

(四)人力不足 

問題描述 

由於隊員們無法長期擔任該館編目志工，且編目

技巧也有待加強，再因為平時該館僅有一名正職編目

館員。 

解決方法 

對此我們希望能協助該館其他館員編目之技巧、

並同時再增進隊員們技巧的熟練度。 

伍、辦理效果評估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會第35屆圖書館服務隊此次出隊共分為三隊，本

隊來到位於中國廣州的廣東協和神學院圖書館。本次出隊的主要目的為「原指

導老師毛老師認為因廣州協和神學院圖書館之館藏量較為豐富，希望能以廣州

做書目抄錄中心來源，計畫以該地建置的資料庫供其他大陸地區做系統交流，

增進服務效率與對方系統的功能」。 

將圖書以國際間的標準，著錄其資訊至 Koha系統中，使其不僅可以流

通，亦可讓讀者從外部進行檢索，甚至能將書目資訊經由協定的標準分享給其

他圖書館。然而，在服務的過程中遇到了許多問題，最嚴重的便是「圖書分類

錯誤，造成神學院的讀者無法在相關學科的區域找到應該在此的書」、「圖書未

在系統中有紀錄」、「以及相同圖書(副本)因為一書二分的緣故未排在一起」。因

此，此次服務目標雖是以新書編目為先，但在編目中常遇到上述情況，所以以

結果論，新書編目與紀錄修正兩者應並行較佳。 

礙於時間而未能給予修正的部分館藏，則教導當地館員快速將館藏紀錄進

系統中的方法、以及完整的編目流程，使圖書館在此次服務結束後仍可自行著

錄新書，以及進行流通作業。繼承以往的經驗來看，架上館藏的索書號錯誤會

成為服務中很大的困擾，因此此次的進度較少，隊員們仍著重編目的同時，由

隊長負責再次核對隊員們編輯過的書目紀錄，故成果僅有新書編目約1400本，

多數的時間利用於找尋重複的複本館藏。 

此次出隊的學生中，除了已經畢業的學長之外，其他的隊員全都是二年級

的同學，但由於有三位同學是第一次參與出隊在編目上難免有許多未熟之處。

但經過這七天的鍛鍊後，相信不管是編目、分類、Koha 系統操作這類學科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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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他人的同時也鍛鍊著自身的能力，如果能夠達到這樣的效果的話，相信這

次的服務就是成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