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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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員招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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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晉江出隊成員依據經驗、教育訓練表現國意願等綜合篩選8名學

生，並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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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晉江分隊而言，顯然有面

臨到資訊能力不足的問題，可見在教育訓練課程方向的安排仍有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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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磁灶鎮─晉江省基督教神學培訓中心圖書館 

地址：福建省磁灶鎮磁灶禮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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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務時間與項目 

(一) 服務時間 

日期 2017/1/15起至 2017/1/22 止 

去程 1/15(日)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廈門航空直飛晉江 

回程 
1/22(日)於中國晉江泉州國際機場搭乘廈門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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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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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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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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昱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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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吳修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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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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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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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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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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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舒婷、高曼容、陳沛萱、王如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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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日) 09:30- 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廈3樓集合 

10:00-11:30 辦理登機手續 

11:55-13:35 搭乘廈門航空直飛晉江 

13:40-15:00 
出關並前往晉江省基督教神學培訓中

心 

15:30-17:30 
到達教堂、認識圖書館、整理環境、架

設伺服器 

17:00-20:00 晚餐、整理攜帶行李、梳洗 

20:00- 開會：規劃這幾天服務隊活動、休息 

1/16(一) 8:00-9:00 早餐時間 

9:00-11:30 工作說明、整理書籍、架設伺服器 

11:30-13:30 午餐及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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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7:30 圖書編目、安裝系統 

17:30-19:00 晚餐時間、休息 

19:00-22:00 編目、輪流盥洗、安裝系統 

22:00- 休息 

1/17(二) 8:00-9:00 早餐時間 

9:00-11:30 圖書編目、調整系統參數 

11:30-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7:30 圖書編目 

17:30-19:00 晚餐時間、休息 

19:00-22:00 圖書編目、輪流盥洗 

22:00- 休息 

1/18(三) 8:00-9:00 早餐時間 

9:00-12:00 圖書編目 

12:00-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7:30 
圖書編目、教導當地圖書館員如何使用

KOHA系統編目 

17:30-19:00 晚餐時間、休息 

19:00-22:00 圖書編目、輪流盥洗 

22:00- 休息 

1/19(四) 8:00-9:00 早餐時間 

9:00-11:30 
圖書編目、教導當地圖書館員 KOHA 系

統設定與管理 

11:30-13:30 
交換紀念品、致贈感謝卡、合照、午餐

及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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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7:30 圖書編目 

17:30-19:00 晚餐時間、休息 

19:00-22:00 圖書編目、輪流盥洗 

22:00- 休息 

1/20(五) 8:00-9:00 早餐時間 

9:00-12:00 圖書編目、調整系統參數 

12:00-14:00 受邀請前往當地農家樂吃午餐 

14:00-16:30 前往平安橋參觀 

16:30-19:30 前往五店市參觀 

19:30-22:00 圖書編目、輪流盥洗 

22:00- 休息 

1/21(六) 8:00-9:00 早餐時間 

9:00-11:30 圖書編目、列印、貼書標、保護膜 

11:30-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7:30 列印、貼書標、保護膜 

17:30-19:00 晚餐時間、休息 

19:00-22:00 
驗收上架、移交書目記錄及讀者記錄、

輪流盥洗 

22:00- 休息 

1/22(日) 06:45-07:00 集合前往機場 

07:00-07:30 前往晉江泉州國際機場 

07:30-08:40 辦理登機手續 

09:10-10:45 搭乘廈門航空直飛桃園國際機場回國 

10:45- 出關、原地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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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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淑燕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講師 

沈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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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昱珺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吳修賢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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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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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活動照片 

大合照 

 

建設系統 

 

編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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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討論 

 
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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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情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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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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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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81 團員自籌 

政府機關補助 3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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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廣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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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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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0 2 8,500 

向航空公司訂購 5,920 4 23,680 

8,667 3 26,001 

食宿費 
正餐與住

宿費用 
35,074 - 35,074  

業務費 

保險 238 8 1,904 隊員們的保險 

保險 322 1 322 隨隊老師的保險 

其他 雜支 2,000 - 2,000 文具、出隊所需用品 

合計 97,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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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與人員對此次活動的看法 

一、周曉敏 

每一次出隊都會帶給我不同的感覺，每次的組合，無論是老師，

同學還是學長姐、學弟妹，都總會擦出新的火花。服務過程中會有爭

執，有挫折，但我很開心的是，這一次我們的隊伍雖然沒有懂得資訊

系統的老師隨行，知道如何操作系統的組員也祇有三位，最後還是在

老師、學長遠程的幫助下完成了系統的建構。爲了能夠儘快完成系統

的安裝及使用，我也陪著其他三位組員每天加班工作，但總是覺得他

們比較辛苦，幾乎每天都是瀕臨崩潰的，然而這七天内，我們卻總能

找到一些小事情，能夠苦中作樂，也算是作爲一些小動力、小鼓勵，

讓我們瞬間輕鬆一下。因爲我不擅長操作系統，因此我主要的工作是

在編目這方面，這一次因爲隨行老師是分類編目的專家，所以在編目

上要求較多，雖然編目的規則一再更改，但我因此而學到更多有關於

編目方面的知識，幸運的是，這次出隊的大一學妹們都很樂意配合，

大家都很願意爲了讓當地館員及讀者的便利而做到盡善盡美。 

比較深刻的是這一次出隊我需要擔任教導當地的館員如何使用

Koha進行編目。爲了讓他們之後能夠順利編目，除了口頭教導以外，

還做了一份教材，並且在老師的指導下一再修改。這是我參加了服務

隊兩年都沒有過的經驗，也讓我明白到，自己懂得如何操作，以及教

導一個完全沒有習慣知識的人如何操作，是兩回事，這也是爲什麽老

師這份職業之所以受人尊敬的原因，因爲他們用最簡單的語言，把最

複雜的東西表達出來。 

另外，我也非常感謝當地每一位照顧著我們衣食住行的老師及員

工。他們並不是必須要留下來的，但是他們卻願意爲了我們，在放假

時也願意留下來照料我們的生活需求，更願意抽出時間來圖書館幫

忙，甚至願意每天待在電腦前面花幾個小時學習如何使用系統及編

目，這些對於我們來説，也許都不是什麽大事情，但是對於他們來

説，都是志願性的，甚至是一點點從毫無根基開始，在數天之内學會

的技能。而最後，還非常感謝他們願意帶我們在晉江市内遊玩，讓我

們來到晉江不祇是呆在一個圖書館内工作，而是真的知道晉江的特

色。 

到了大三之後，才發現從前大一時每次所追求的編目量，往往可

能不是最重要的，而編目品質，以及與當地負責人的交接，顯得更有

分量，因爲我們能為他們服務的，祇有七天，就算是小型圖書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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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把所有書籍全部編完，但如果交接順利，當地的人在我們離開

後知道如何使用及維護系統、知道如何編目，還有圖書館的館藏管

理，他們也可以自己在未來的日子裏將我們未完成的程序一步步慢慢

做完。 

二、沈芯宇 

我覺得每次圖服出隊時最困難的就是架設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的伺

服器了，很不湊巧，這次出隊時我們這一隊沒有對架設系統非常精通

的人，所以在出隊前，我們設想了很多狀況要怎麼解決，可以請誰幫

忙，包括 Debian灌不起來、圖書館自動化軟體 koha灌不起來、koha

灌好後有什麼 bug需要處理等等，每次出隊時都會遇到不同的系統

bug，所以也需要不同的準備。 

第一天到時我們就準備開始架設伺服器，我們發現他們已經自己

灌好 Debian 8時還覺得小確信，但沒想到現實馬上給我們一個重擊，

怎樣 koha 都灌不起來！當時求神拜佛到處求救，重新灌 Debian 8好幾

次、甚至直接灌 Koha Live版都沒有成功，只好先使用我們的備案，

把書目資料編到我們自己帶的一顆 SSD，在這顆 SSD裡我們已經灌好

Debian 8和 koha並設定好所有基本功能，是為了以防我們沒辦法在第

一時間弄好系統而預備的。 

第二天晚上我們終於在學長遠端指導下終於完成安裝 Debian 8和

koha的工作，原來我們下載 Debian 8時沒有連接鏡像站，所以沒辦法

直接從 koha 官網上下載 koha。 

正當我們為了 koha架設完成而歡欣鼓舞時，我們發現 koha中的

目錄查詢功能無法正常使用，所以我們又花了半天安裝了 Teamviewer

讓學長遠端連線，沒想到在中國裝一個軟體完全不像在台灣那麼方

便，明明在台灣一下就安裝好了，但到了中國卻不是這麼一回事，第

五天時學長利用遠端連線重灌系統才把 bug消除。 

現在當上隊長後發現很多以前當隊員時沒有注意到的東西，不只

是只單純編目、加工，這次要感謝所有參與的同學和學弟妹和遠端幫

助我們學長、同學和助教，我們能順利完成這次的出隊目標，皆仰賴

所有人的努力。 

三、王昱珺 

西元2017年1月15日，圖書館服務隊晉江分隊八位學生與一位老師

踏上了圖書館服務的旅程。跟著接機的謝老師，順著繁榮的大路，前

往服務地點—晉江基督教培訓中心。按耐不住內心的悸動，有如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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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家鄉般，除了原本聽得懂的普通話，還多了親切的閩南語，這

大概是幾次出對以來最特別的感受。 

過程中，由於第一次嘗試架設 KOHA系統，深刻感受到理論與實務

的差距，實際的變速太大、變因太多，再加上環境之不同，臨場應變

與學習能力成了成敗的主要因素。話雖如此，但身負架站使命的二位

同學和一位自願陪同者與我，在半夜仍持續努力奮鬥著，成了一場毅

力之戰，也深刻體會到工程師的辛苦與身材走樣的由來。在等待的時

間中，為了緩和緊張氣氛與消磨時間，在加上能補充體力，零食成了

最佳的夥伴。時間總是一分一秒的過去，睡意一點一滴襲來，但進度

總是一時一刻的緩慢前進，雖然身體疲勞，但慶幸的是系統的架設進

度算是有再前進的。這樣的情況從15日持續到19日，努力的四位同學

就這麼每日陪伴系統到這麼晚。使白天的我們總是被睡魔控制，需要

在中午小睡片刻以補充體力。 

最後，系統的完成主要感謝身在廣州的學長，雖然他那邊有事在

身，仍幫助我們完成系統之設置，使整個過程中知識增廣了不少。 

對於此次出隊相較於以往的學習不一樣。首先，我的任務由編目

多增加了一項架設系統，但由於知識淺薄與經驗不足，所以在過程中

也學習到許多關於系統架設之知識與問題處裡。再者，此次多了教導

對方館員部分，不只教導編目也教導系統之操作與使用，我與同學也

各自做了講義進行教學。最後為書標影印部分也與過往不同，非紅標

而是白標，對於格式之要求使其達到一致之過程，也成為了要學習與

挑戰的部分。所以此次出隊，經驗方面累積更多也更多元。期許自己

未來能更加進步 

四、吳修賢 

我是去晉江的隊員，我們這次主要的工作是架設系統及編輯書

目，甚麼是編目呢？就是把書的資料輸入進電腦系統裡，像是書的書

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等，之後再依照當地圖書館的要求，索

書號適時地做調整，像是要不要作者號、年代號。而架設系統則是替

當地圖書館建立自動化服務系統，可以將書目資料輸入系統，將原本

是卡片目錄的書目資料數位化，還可以提供館員借還書。編目完之

後，要把索書號印出來，不過那是理論上，實際上我們去的時候，當

地圖書館的印表機無法印出適合書標貼的格式，所以我們是自己建立

表格，不斷的嘗試之後，才印出完美的書標。貼書標之前還要撕掉舊

的書標。架設系統是這次出隊伍，最難的事情。因為身為二年級的我

跟同學，沒有受過架設系統的課程，只有學了點皮毛，而大三的學

姊，雖然有上過課，但學習跟實際操做還是有差別。導致我們接連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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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都是熬夜在處理系統的問題，最後麻煩系上的學長，還有畢業的學

長，處理，才得以解決系統上的問題，相當感謝學長們。上架就是把

書放在書架上，需考慮當地的老師是否需要獨立的書櫃，放置教師用

指定參考書，讓學生能夠方便去使用老師要求的書籍。 

我想我學習到如何編目，這次的帶隊老師是專門分編曾經在國家

圖書館員工作的編目館員，把理論上的東西變成實作，透過老師豐富

的經驗，讓我們在編目上，有大的進步。有了這次經驗，會讓我下次

出隊時，更加上手。覺得當地的牧師、老師、學生都很熱情，熱烈的

招待我們，倒數第三天的時候，有去晉江的五店市參觀，還有去當地

的安平橋步行健走。最後感謝牧師、校長載我們去機場，早早起床，

相當辛苦，結束了這次的出隊。 

五、陳舒婷 

從得知進入圖資系開始就一直想著要加入圖書館服務隊，終於，

在期末考後的2天我們前往晉江磁灶禮拜堂的圖書館幫助他們建立自動

化系統。一開始，我們並沒有很很順利，但這些壓力都壓在學長姐身

上，我們這些小大一只能在一旁「悠閒」的貼著條碼，看著學長姐

「焦慮」的運作著。還好有另一隊的學長助教的幫助，我們在第三天

終於建起了系統，看著學長姐們鬆了一口氣我們也輕鬆多了，但又陸

續出現了許多編目上的問題。總歸來說，是我不夠仔細還有太小看編

目了，從判斷分類號，解讀作者號，到謄進細項，不僅需要細心不讓

每一項應該著錄的被遺漏，更需要長時間坐在一地的耐心與專心。一

開始我編目的書總是有部分東忘一欄西忘一筆，所以來來回回於電腦

與書之間好幾次，後來更熟悉操作以及著錄項目之後發現一開始錯了

好多，很多次都想重新將編好的書再重新編一次，但是時間不允許，

最後看了大家編目的書發現每個人所編的都有大大小小不一樣的地

方。 

這8天裡大大小小的問題一直不斷，到大家都同心協力挺過了，幸

運的是在我們這幾個人當中，沒有一個人抱著懈怠的心情，都是盡心

盡力的去完成每一項任務，沒有因為這之間煩人的瑣事而失去耐心，

不管什麼問題大家都會好好溝通，學長姐甚至很體貼的讓我們先休

息。在之後的幾天圖書館的館員和館長也一起加入我們的行列，她們

完全沒有接觸過我們所選擇的編目規則，但是還是耐心的聽完學姐及

老師的講解，慢慢熟悉 koha的操作，和我們一起窩在圖書館編目與撕

標籤。 

 在結束前，學校的校長以及老師還很有心的帶我們到晉江逛了一逛，

在古色古香的五店市中我們深深被那兒的建築以及特色商品所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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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久不捨離去，最後很晚才回到學校吃晚餐。 

在這幾天的同吃同住的生活中，我體驗到了團體生活的樂趣，以

及團隊工作的和諧與默契。最喜歡學長姐說的，下面這張照片很像全

家福，在這幾天的生活中，真的感覺我們就像家人一樣，很溫馨。 

六、王如妤 

到達晉江磁灶基督教培訓中心圖書館後，先由學長姐為館架設系

統，而我跟同學先進行撕標的作業，天冷手指僵僵的有點難撕，而且

殘膠粘性很強，除了黏死書皮撕不太下來之外，手指指甲也都變得黏

黏的，有點不舒服。 

第二天開始編目之後，因為我是第一次接觸要原編的書籍，所以

進行得磕磕絆絆的，好久才編完一本，而學長姐正在為架設貴方圖書

館系統上煩憂，實在不好意思打擾，只好跟同學東拼西湊把應該著錄

的項目一一打進去，雖然整個過程很不知所措，但慢慢理清之後有種

豁然開朗之感，而且絕對印象深刻。晚上的時候被學長姐趕去洗澡睡

覺，對於我還沒學習過的的系統架設實在是幫不上忙、留下來也不過

是讓學長姐分心，那時對辛苦熬夜的學長姐感到愧疚。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都是馬拉松編目，每天早上起床吃完教

會為我們準備的早餐就開始編目，到中午一起去吃午餐然後休息一下

繼續坐在電腦前面，直到用完晚餐之後再接再厲多編個幾本，最後洗

洗睡。經過我們不眠不休的努力後，編完的書幾乎能放滿一整牆的書

櫃。 

第六天時教會的主任牧師帶我們去外面的餐廳吃飯放鬆一下，然

後由教會的謝老師、丁老師和王姐姐帶我們遊逛晉江的石橋(安平橋)

和五店市，結束兩公里的石橋之路後，走在紅磚舖成的五店市，感受

古色古香的氛圍撲面而來，置身在一個充滿文藝氣息的老街。期間，

我們跟學長姐們逛到了一家小店，裡面賣著比一般鉛筆還要大上好幾

倍的「狀元筆」，在五店市中有兩家狀元邸，所以這狀元筆的意義非

凡，我們都買了一支，期望自己能「歐趴」外，也希望這樣的祝福能

傳給下屆的學弟妹，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第七天是我們最後為教會圖書館服務的一天，因為隔天我們就要

搭著早上九點的飛機離開晉江。於是我們在第七天忙著最後交接的任

務，因為前幾天就已經教了對方館員如何使用 koha系統，所以沒有太

手忙腳亂。 

這一天花了點時間影印書脊的書標，並且貼上，因為我們的 Excel

的版本和這邊電腦的版本不同，所以我們在使用影印機時排版跑掉、

亂掉，印出來的書標東一張西一張，七手八腳的對應書標和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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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這次有這樣的機會能夠學習，如毛老師說：「不要覺得是你去

服務別人，其實是別人提供你服務的機會。」我對這次晉江行心懷感

激，而且希望以後還有更多的機會，提供更好的服務。 

七、高曼容 

這是我第一次出隊，也是我第一次出國，幸運地是，這次出隊度

不僅是非常難得的學習機會，也讓我學習到書從進館到上架的整個流

程，帶給我許多新奇的體驗。 

第一天學長姐想按原定計畫在館員電腦中裝好系統便可以開始編

書，但電腦出了問題，能使用 Koha的作業系統一直灌不進去，使得學

長姐必須向廣州的大四學長和懷綸助教求救，因為如果系統灌不好，

我們也沒有辦法進行編書作業。然而這樣的情況到了第二天才解決，

學長姐也因此兩天都熬夜了，真是辛苦他們了。 

系統灌好之後，編書作業終於可以照常進行，但是不知為何我們

沒辦法做抄編，所以只好做比較耗時的原編，也因為這樣，我們的進

度完全不如預期，再者，由於原編需要將書的資料一項一項著錄，這

不只考驗我們的速度，同時也讓我們在該著錄什麼項目上、該寫些什

麼討論了很久。一開始因為我跟其他大一同學都有聽沒有懂，編起來

常常出錯，過了一、兩天後才真正上手，編目速度才到學姐理想的進

度。到了倒數第二天，我們從原本的零進度編到將近一千本，非常欣

慰啊！只是我們的進度沒辦法把書標貼完及上架，只能交給這一星期

都跟我們一起工作加學習的館長跟館員，有點可惜。 

這一個禮拜除了在圖書館編書之外，我們也有遇上幾件有趣的事

情。第三天的時候那天教會剛好有人舉辦婚禮，我們有去參觀一下，

這也是我第一次參加西式的結婚典禮，不只有牧師公正，還有唱詩班

演唱詩歌祝福，非常浪漫。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牧師的公正全程用閩南

話說，儘管我聽得懂台語，但在大陸的口音又不一樣，所以我當下完

全聽不懂，令我大開眼界。 

第五天王牧師中午請客，帶我們到一家他常去的餐廳吃飯，讓我

們品嘗道地的料理，十分美味，這裡的口味跟台灣相似，所以還蠻適

應的。下午便帶我們去走走晉江有名的五里橋(或稱作安平橋)，它是

一座有幾百年歷史的石橋，是用浮木法作成的橋，先將建好橋墩，漲

潮時再將石頭放在橋墩上方，等到河水退潮，石頭便剛好放在橋墩

上，省去不少力氣，不禁令人感嘆老祖宗智慧的厲害。晚上我們去逛

五店市，那個地方有個古蹟村落，那裡以前曾出過11個狀元，五店市

因此而有名，古建築連同名聲一起保存下來，真是太令人驚訝了！ 

這次出隊不僅有了實習經驗，還有認識到當地的文化，令我們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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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而歸，同時也感謝牧師、老師、館長及煮飯阿姨們的照顧，讓我們

吃好睡好玩好又有實習經驗。 

八、陳沛萱 

因為這次是我第一次出隊，也是我第一次出國，所以不論是專業

能力上還是生活常識方面都有很多的體驗跟學習。 

之前在資訊組織的某一堂課，老師讓我們代書來使用 Koha系統，

由於台灣(或自己帶來)的書都是有被收編到國家圖書館的，所以在那

堂課上我習得了「抄編」的經驗。到了晉江，因為大一是第一次接觸

大陸書籍的編目，大部分的人其實是不知道大陸 ISBN是要花錢買的，

所以剛開始接觸到我認知書本應該有的資訊，例如:ISBN、出版地、出

版年、出版社名稱、第幾版…等，在書本裡面絕大部分都沒有寫在上

面時，當下真的是很慌亂，而我們去編目的圖書館裡的書絕大部分在

中國的圖書館目錄中是找不到的，所以在兩者夾擊下，除了擁有了

「原編」的經驗外，也終於能體會「編目很累」是這種感覺。 

在這幾天，真的非常感謝學長姐們一直原諒我們新手的錯誤，並

給予適時的教導及指示，讓我們能夠在錯誤中不停地學習。學長姐的

願意伸援讓我感到真的非常感激，因為如果沒有他們的幫助，說不定

根本就是原地踏步，甚至更添大家的麻煩。但也因為學長姐疼我們幾

位大一讓我們先上去休息而自己卻工作到很晚才去休息感到內疚。 

我也很感謝當地的牧師、員工(和其家屬)以及老師，每天見面都

會做個問候關心，偶爾的小聊一下，讓人覺得溫暖；他們也為了我們

而多留個幾天，常常也以我們的需要為優先感到非常的感謝，如果沒

有他們的幫忙，或許工作出來的成果會遠遠不如預期；最後還甚至帶

我們去文化區逛逛，讓我們能夠體驗到當地的特色且讓回憶更增添了

色彩。 

 

肆、辦理期間所遭遇的問題 

遭遇的問題 問題描述 

(一) 無法抄編 

使用 Koha的 Z39.50抄錄編目功能時，無法連

結到其他圖書館的書目資料，有些書籍沒有 ISBN

或書目資料較少難以編輯。 

解決方法 

原始編目，利用網路資源(如：NBINET)，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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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資料，但因是原始編目，故編目速度較為緩

慢。 

(二) 時間不足 

問題描述 

服務對象告知今年四月要參與評鑑，希望我們

多在圖書編目與圖書館系統部分多費心力，其他如

更換書標、上架等較簡易的工作可以由館方自行處

理。 

解決方法 

開設編目框架，並要求所有編目者，編目時，

分欄與指標必填，並不因時間壓力而隨意編目。 

(三)系統無法順利架設 

問題描述 

圖書館管理系統無法架設，請教學長架好後，

系統運作上，仍然有錯誤。 

解決方法 

安裝遠端桌面連線 TeamViewer，交由較了解

系統的學長和同學，透過 TeamViewer，排除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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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隊來到的是位於中國福建的晉江省基督教神學培訓中心圖書館。本次出隊的主

要目的為「協助當地圖書館架設圖書館自動化系統，並將卡片目錄轉換成機讀

編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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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自動化系

統無法架設」、「圖書未在系統中有紀錄」。因此，此次服務目標雖是建立圖書館

自動化系統為先，但在建設系統中遇到上述情況，所以我們先使用在出隊前，

已經架設好系統的備份硬碟，進行編目；待系統架設好之後，再將硬碟中的書

目資料匯出，匯入到當地圖書館系統。 

礙於時間的有限性而未能將所有館藏資料編入系統，我們透過製作完整編

目流程和系統操作的教材，教導當地館員將館藏編目進系統中的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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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這次系統架

設耗費較多時間，加上隊員較多為大一的新生，未有出隊的經驗，因此此次的

進度較少。大一隊員們編目的同時，由指導老師及大三隊員負責教導及再次核

對隊員們編輯過的書目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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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這七天的鍛鍊後，相信不管是曾出過隊伍的大二、大三隊員或者未有

經驗的大一隊員在編目、分類、Koha 系統操作這方面的能力，或是和隊員之間

互相合作溝通、與館方交談、應對進退、處理困境這類交流的技巧都增進了不

少。服務他人的同時也鍛鍊著自身的能力，同時也要感謝對方提供服務的機

會，讓我們學習。如果能夠達到這樣的效果的話，相信這次大家服務的收穫是

滿載而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