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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服務對象 

單位名稱：桃園市建德國小 

地址：330桃園市桃園區延平路 2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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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14(一)起至 2019/1/19(六)止 

去程 1月 14日上午 6:40於捷運台北車站 B3台鐵出入口集合，由台北車

站搭乘區間車至桃園火車站，車程約 40分鐘，而後由建德國小老師

和小童助教開車帶大家至建德國小。 

回程 1月 19日下午 15:40到達桃園站搭乘火車返回台北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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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目建檔。 

5. 排架清點館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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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登錄號更改。 

3. 書目資料建檔。 

4. 書目檔更新、修正與維護。 

5. 館藏書目上架及清點。 

6. 更新書標。 

7. 目錄維護。 

8. 清潔館內，標明分類。 

(三) 其他工作分配 

1. 資管/電腦、網路 – 劉庭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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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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劉庭伃 

(1) 協助編列服務隊經費。 

(2) 編列預算、決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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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周時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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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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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劉庭伃/周時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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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劉庭伃、周時安、吳柏億、廖潁涵、王晏婷、葉姿函、

黃苡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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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一) 6:40 捷運台北車站 B3台鐵

出入口集合 

7:05-7:45 由台北車站搭乘區間

車，於桃園站下車 

7:50-8:10 老師開車載大家至建德

國小 

8:10-8:20 抵達建德國小，放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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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8:20-8:40 介紹圖書館與國小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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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0-18:30 晚餐及休息 

18:30-22:00 圖書編目 

22:00 休息 

1/15(二) 8:30-12:00 館藏書目整理分類 

12:00-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7:30 圖書編目 

17:50-18:30 晚餐及休息 

18:30-22:00 圖書編目 

22:00 休息 

1/16(三) 8:30-9:30 圖書編目 

12:00-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7:30 圖書編目 

17:30-18:30 晚餐及休息 

18:30-22:00 圖書編目 

22:00 休息 

1/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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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0-18:30 晚餐及休息 

18:30-22:00 圖書編目 

22:00 休息 

1/18(五) 8:30-12:00 圖書編目 

12:00-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7:00 圖書編目 

17:00-19:30 受邀前往當地晚餐 

20:00 休息 

1/19(六) 8:30-12:00 圖書編目、贈送感謝

卡、受頒感謝狀 

12:00-13:00 午餐及休息 

13:00-15:00 圖書編目 

15:30-16:40 從桃園站搭火車返回台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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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出隊成員名單 

姓名 性別 單位職稱 

吳柏億 男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廖潁涵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王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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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時安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葉姿函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黃苡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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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環境、討論圖書館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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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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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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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小志工和志工媽媽從旁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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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書標 

 

 

 

列印書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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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贈感謝卡 

 

頒發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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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參與人員對此活動看法 

一、 吳柏億 

  這是大學後我第一次參加系上的服務隊活動，一開始看到活動介紹

要去編目其實心裡還蠻緊張的，因為雖然在課堂裡上過，但我並沒有

真的實際編目的經驗，不過還好問了班上幾個同行的朋友發現我並不

孤單，實際到現場後，我們發現很多參加的人跟我們一樣是第一次，

這讓我有點放心但也有點擔心，因為不是每個人對都像我們一樣認真

會自主去學習，服務隊的隊長對我們不錯也很細心教導我們要注意的

地方，老師和那裏的志工媽媽也很貼心的幫我們把要分類的書分好，

這讓我們工作上方便許多，總結這次的活動真的讓我在實務上瞭解更

多更透徹，並且和服務隊的夥伴一起工作有團隊的感覺我非常喜歡，

更重要的是我們反應伙食的菜色老師有做出改善，還請我們去外面吃

好料，這讓我非常黑皮。😃 

 

二、廖潁涵 

  2019年 1月 14至 1月 19日，為期六日的桃園建德國小編目服務總

算圓滿落幕，期末考結束一放寒假就出隊了，此次的服務對我來說，

是能夠熟悉編目技能的活動，也是一大挑戰，畢竟無圖書館工作經驗

的我，其實不太熟悉這些工作內容，不過也因為此次服務隊，讓我更

了解自己所學的圖資系，且真正運用到學校所學，資訊組織的編目處

理、去標、貼標等，讓我學以致用，也更解資訊系統的重要性。由於

之前清大的團隊把書籍完善的分類好了，而我們的工作就是將書籍的

資訊，輸入到圖書館編目系統裡面，每本書有屬於自己的分類號以及

作者號，這樣在管理內部的書籍才能使讀者與館員，方便的尋找並利

用，第一次參加編目的服務隊，讓我受益良多，更清楚知道未來的方

向。此次服務過程，老師們及小童助教來車站載我們，都非常感謝，

老師貼心的準備了豐富的水果及餅乾跟糖果，讓我們不會餓肚子，有

早餐、午餐及晚餐，都讓我們吃飽吃好，晚上還體貼準備防蚊蟲叮咬

的防蚊液跟電蚊拍，讓我們很好入眠，這次服務的實務經驗，讓我學

習了很多，讓我體會到在外生活，也是很不容易適應。 

 

三、王晏婷 

  第一天早上 7點多的火車，5點多就起床了，覺得自己超拼的!在搭

公車的時候還因為行李箱太大，塞不進去，只好放棄坐下。到了之後

圖書館的負責老師靜如老師和小童助教來接我們過去，超感動的，一

大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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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日子就是 

7:30  起床---吃早餐 

8:30  編目 

12:00 吃午餐 

13:30 編目 

17:30 吃晚餐---洗漱 

  感覺很久沒這麼規律的生活了，早上在刷牙的時候小朋友還會精神

抖擻的對我說:「老師早!」儘管我一頭亂髮而且正在擠牙膏，小朋友真

有禮貌。 

  雖然已經大三了，但這是我第一次參加編目活動，隊長他們教了我

很多，感覺非常的專業可靠!而且他們真的超級認真!大家都去休息了他

們還在印標、去標或是繼續編目，非常的強大! 

圖書館的靜如老師真的非常關心我們，給我們準備了很多水果、零食，

在知道我們被蚊子騷擾還準備了滅蚊燈、電蚊拍、防蚊液，超級用心

的!這次的活動我覺得收穫滿滿，不但有了實務經驗更加了解編目工作，

更能和編目夥伴多多交流，增進感情。 

 

四、劉庭伃 

  這次是我第二次出隊，卻是第一次以隊長的身份帶隊，幾乎所有的

事都必須由我下判斷，加上出隊前和服務學校有一點溝通不良，出發

前不免有些緊張。 

  第一天因為有系上助教跟去評估狀況，協商進行得非常順利。第一

天進行編目作業，因為沒和組員交代清楚，導致進度有點不如預期，

不過再重新溝通過後，就進行得比較順利。 

  前幾三天都在進行 300類的編目作業，沒有 ISBN的書籍非常多，幾

乎每本書都要原編，加上叢書被全部打散的關係，相同出版社的書一

直重複出現在不同類號，而且都是沒有 ISBN的書籍，編完 300類後，

真的再也不想看到那些書了。 

  之後幾天，可能是因為我們只是學生的關係，意見大多沒被採納，

不免讓人有些喪氣。當地的老師為了進行圖書館利用教育，印書標和

貼書標和貼書標的工作，都交給了建德國小的學生進行。印書標時，

幫忙的小學生常常會掃錯登錄號，導致書目資料不合，書本又全部搬

回來要我們重新編目，就算和老師說最好不要將印書標的工作交給小

學生，也未被採納，編目的速度大幅被拖累，最後只好由隊員熬夜把

所有書標印完，才解決了這個問題。貼書標也常常發生小學生不先核

對資料，就直接貼上書標，導致整批書的書標都對不起來的情況發生。 

  這次的出隊經驗除了因為以隊長的身份帶隊，讓我專業知識和實務

經驗都有所積累外，更讓我深刻地體會到溝通的重要性，雖然就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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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可能也未必會被聽進去，還是得從專業層面提醒對方，未來出問題

才不會被追究責任。 

 

五、周時安 

  進系上後第三次出隊，這次算是以非隊員(副隊長)的身分出隊？雖然

跟學校聯繫是隊長和助教的工作，除此之外還是有很多工作，如平時

在學校的教育訓練，出隊前的學校場勘、規劃路線、行前說明會等等，

到回來之後的核銷經費、成果報告書，為了能順利出隊，這些準備和

收尾都不能少，處理的過程中也算是學到一課。 

  跟之前有些不一樣，以往校方都是交給我們處理，這次管理圖書館

的老師希望用以中文主題詞表為參考的主題編目方式，讓學生能一目

了然，雙方進行溝通之後，最後還是以學校方便為主。事前我們也請

教主題分析的世娟老師，這樣的分類方法沒問題，只是因為跟大部分

圖書館採用的類號不同，所以可能無法與別館交流館藏，而且人員交

接之後可能會因為標準不一產生偏差，管理較困難。吸取這次的教訓，

下次出隊時在溝通方面可能需要多加努力才行。 

  這次出隊，校方真的很照顧我們，除了包三餐之外，靜如老師和志

工媽媽們還常拿零食和水果來慰勞我們，多到吃不完，最後大家要分

一分帶回去。晚上蚊子很多，跟老師反應後，隔天圖書館就多了捕蚊

燈和很多防蚊用品。感謝校方給我們機會到學校服務，也希望建德的

學生們在未來能更順利地使用圖書館資源。 

 

六、葉姿函 

  這是我第一次出隊，出隊的前一天我興奮的睡不著覺，畢竟這是我

在申請大學時就殷殷期盼的活動。原本早就做好心理準備要吃苦(但我

也樂於吃苦)，沒想到這次竟如此幸運，在這邊過得很快樂，不但學到

了編目技巧、認識了學長姐、與同學更加交流，還能受到老師無微不

至的照顧，我真的好幸福啊!(除了網路差了些，其他需求都滿分) 

還記得那時候的我，一覺起來腦中浮現的都是邊目，就連回家了還是

念念不忘工作的快樂，在這之後說到「名字」還會不自覺轉換成「題

名」，快要工作中毒了，哈哈哈。 

  這次的經驗對我來說十分可貴，能夠讓我在學校學習過的資訊組織

之類的知識運用在實務上，雖然一開始甚麼都不會，但我努力去學習

並實作，讓我對自己感到滿足，即便我還有進步的空間。能夠幫助他

人並增加自己的內涵，這種一石二鳥的活動真是太棒了。 

 

七、黃苡榛 

來到桃園建德國小，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圖書館服務隊，幫助這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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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媽媽把未完成編目的圖書歸類好上架。 

基本上工作從早上八點到下午四點，中午吃過午餐後休息一會再繼

續編目，第一天聽老師講解後開始分配工作。剛開始看到一排書櫃上

有滿滿的書要處理，不禁擔心要是沒弄完是不是就不能回家，幸好學

長姐很有經驗動作超快，一天的時間就把一面書櫃的書都整理完了，

相比之下自己的動作就慢很多，遇到問題還要請教別人，為了提早完

成進度，兩位學姐甚至加工到深夜，我不禁在一旁偷偷地感到佩服。

雖然聽學姐分享過編目的辛苦，也知道這項工作如果靜不下心去做會

很累，但實際做後才發現這項工作需要的不只是耐心，如果不夠細心

的話就會頻頻出錯。 

出隊期間很感謝有指導老師和志工媽媽不時送些食物點心招待我們，

經過六天五夜的努力，總算完成這次的工作內容平安回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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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誼館藏系統故障 問題描述 

系統會無預警踢出使用者，且重新開放後更

改之書目資料會重置，服務進度受阻。 

解決方法 

重新上傳書目，最後成功解決問題。 

(三) 路由器無法運作 問題描述 

1/16(三)下午，路由器無法接上網路，導致

無法登入全誼系統，編目進度受阻。 

解決方法 

筆電無法連上網路的人先使用學校桌機編

目，隨後路由器重新開機，並接上學校網路

線，傍晚時重新連上網路，問題解決。 

(四) 時間不足 問題描述 

這次出隊有六天，原定應完成圖書貼標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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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但因該校圖書數量龐大，無法完整處理

下架之館藏，且該館只有一名正式館員，而

志工無法長期擔任該館志工，人力明顯不

足。 

解決方法 

協助訓練館員、志工媽媽編目基礎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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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桃園市桃園區的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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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們利用數天將部分館藏以索書號為排架分類之依據，更新書標。服務隊也

向館員進行系統相關操作教學，教導館員編目，使建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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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隊也留下使用編目手冊，使館方日後可自行

處理，我方並提供聯繫的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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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出隊成員大多雖無出隊經驗，但經過這六天的鍛鍊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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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在之後能夠讓建德國

小圖書館更順利運作，老師方便推動圖書館利用教育。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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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7 294 台北車站-

桃園站 

火車回程 42 7 294 桃園站-台

北車站 

業務費 保險 187 7 1309  

其他 

 

雜支 369 - 369 影印費、卡

片、文具、

出隊所需

用品 

總計(元)    22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