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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服務團隊暨活動介紹 

一、 活動名稱 

「歡銀來到 E世代」－新北市立圖書館免費銀髮族平板電腦教學課程 

 

二、 活動目的 

在這個資訊化的時代，3C產品日漸普及，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iPad等

等快速地進入我們的生活。為提升銀髮族適應現代生活的能力，為了讓銀髮

族也能跟上時代潮流，與 E世代接軌，為銀髮介紹基礎平板使用，並指導銀

髮族操作平板、使用軟體及網路資源。以一人一機的方式讓長者易於了解如

何操作，除此之外，也促進輔大圖書資訊系學生運用專長貢獻社會，並從服

務中學習。 

 

三、 活動時間 

民國 102年 8月 23日(五)。 

 

四、 活動地點 

  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地下演講廳(新北市板橋區莊敬路 62號)。 

 

五、 活動對象 

  年滿 55歲以上的樂齡族，30人為限。 

 

六、 活動團隊 

(一) 指導單位：新北市立圖書館、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二) 指導老師：林麗娟老師、彭于萍老師 

(三) 執行團隊：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第八屆愛閱服務隊 

隊長：溫宜琳 

隊員：邱芸芸、石璐琳、李昀昇、張雅妮、林秩儀、韓婷如、張鐘、葉

盈伶、李昂縣、劉郁彣、林妤潔、吳宛蓁、柯茜文、陳浩芸、趙菁瑩、

高珈喬、洪擘、羅文萱、邱鈺庭、張瑜修、張靜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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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籌備工作 

一、 活動期程 

          時間 

工作項目 

2013 年 

3 月 4 月 7 月 8 月 9 月 

活動企劃      

課程規劃      

教材製作      

教育訓練      

活動宣傳及報名      

活動執行      

檢討及成果報告

製作 

     

 

二、 組織分工 

隊長(温宜琳)─總籌、活動企劃、聯絡各單位、召開籌備會議 

教學(陳思羽)─教材統整、講義統整 

文書(吳雨禾、羅文萱)─會議記錄、簽到表、通訊錄 

美宣(鍾志妘)─活動海報、團隊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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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籌備會議 

第一次籌備會議 

開會時間：102 年 03 月 28 日(四)12：30~13：30 

開會地點：文開樓 503 教室 

主持人：温宜琳 記錄：羅文萱 

與會人員：温宜琳、陳思羽、辜莉婷、邱芸芸、劉郁彣、陳子玲、張

鐘、石璐琳、林秩儀、邱鈺庭、陳佳莉、鍾志妘、吳禹禾、簡妤臻、

韓婷如、張靜瑜、林妤潔、高珈喬、吳宛蓁、 張瑜修、張雅妮、羅文

萱、洪擘、柯茜文、趙菁瑩、李昀昇、李昂縣 

討論事項暨會議記錄： 

1.本學期預計和新北市圖合作的出隊服務如以下:  

 A.繪本 (新北市圖) 7 月 21 日  B.銀髮族 (新北市圖) 8 月 14 日  

2.各組開始進行細部內容討論規劃，包括:活動形式內容、組員名單、

平板電腦使用的規劃等。**各組須於星期天(3/31)晚上 12 點前，將

教材放在社團上。  

3進度規劃  

5/18 交教材、海報、道具;6/1 全部完成;7/8,7/10,7/12 練習彩排  

4.下次開會時間為：4/25 

 

第二次籌備會議 

開會時間：1002年 04 月 25 日(四)12：30~13：30 

開會地點：文開樓 503 教室 

主持人：温宜琳 記錄：羅文萱 

與會人員：温宜琳、陳思羽、辜莉婷、邱芸芸、陳子玲、石璐琳、邱

鈺庭、鍾志妘、吳禹禾、簡妤臻、韓婷如、張靜瑜、吳宛蓁、羅文萱、

柯茜文、趙菁瑩、李昀昇 

討論事項暨會議記錄： 

1.各組須於 4/28 以前將教材放置在網路硬碟上(隊長之後會放上連

結)，內容包括:教材 ppt；各組明確分工，如：主持人，支援規劃等。 

**字體為華康注音、娃娃體 

3.美宣：海報→5/5 前，製作完成。 

5.下次開會時間為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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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籌備會議 

開會時間：102年 05 月 10 日(五)12：30~13：30 

開會地點：文開樓 503 教室 

主持人：温宜琳 記錄：羅文萱 

與會人員：温宜琳、陳思羽、辜莉婷、邱芸芸、陳子玲、石璐琳、邱

鈺庭、鍾志妘、吳禹禾、簡妤臻、羅文萱、柯茜文、趙菁瑩、李昀昇、

韓婷如、葉盈伶 

討論事項暨會議記錄： 

1.本學期出隊服務時間:8月 23日 

2.會議內容重要公告: 

A.館方提供熱點，讓我們無線上網 

B.需要 3位同學一起前往場勘(目前暫定時間為星期五下午或星期六) 

3.教材的注意事項 

4.提醒事項： 

5/27,5/29,5/31 練習彩排 

 

第四次籌備會議 

開會時間：102年 07 月 10日(三)12：30~13：30 

開會地點：文開樓 5A 教室 

主持人：温宜琳 記錄：羅文萱 

與會人員：温宜琳、陳思羽、陳子玲、邱鈺庭、吳禹禾、羅文萱、柯

茜文、葉盈伶、吳宛蓁、陳佳莉 

討論事項暨會議記錄： 

1. 日程表 

由於暑假不便至學校開會，因此請務必按照規劃的日程表完成 

8/13(三)及 8/14(四)會在學校彩排 

基本上都在 LE506 

如果剛好有需要改地方 

小童助教會再跟隊長聯絡然後會通知大家 

2. 8/23出隊 

如果還有地方需要修改 

隊長在 8/19~出隊前會再跟隊員們說時間地點彩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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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育訓練 

第一次教育訓練 

開會時間：102 年 03 月 21 日(四) 12：30~13：30 

開會地點：文開樓 5A 

與會人員：温宜琳、陳思羽、辜莉婷、邱芸芸、劉郁彣、陳子玲、張

鐘、石璐琳、林秩儀、邱鈺庭、陳佳莉、鍾志妘、吳禹禾、簡妤臻、

韓婷如、張靜瑜、林妤潔、高珈喬、吳宛蓁、 張瑜修、張雅妮、羅文

萱、洪擘、柯茜文、趙菁瑩、李昀昇、李昂縣 

討論事項暨會議記錄： 

Word排版教學 

1.標題 

2.目錄 

3.圖片要設成與文字排列 

4.內文為標楷體 12大小 

5.轉成 PDF檔 

 

第二次教育訓練 

開會時間：102 年 08 月 13 日(二) 09：00~12：30 

開會地點：文開樓 5A 

與會人員：温宜琳、陳思羽、陳子玲、邱鈺庭、吳禹禾、羅文萱、柯

茜文、葉盈伶、吳宛蓁、陳佳莉 

討論事項暨會議記錄： 

1.課程時間掌控練習 

2.教材調整 

3.測試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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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討論平台：雲端硬碟 

含公告、工作分配、會議記錄、訊息交流及上傳課程檔案等功能 

(需有權限才能參與討論) 

 

 

 

 

 

 

 

 

 

 

 

 



 9 

參、執行成果 

一、 課程設計 

活動以課程講解方式呈現，主要分為五大章節 

●平板使用教學:介紹如何使用平板 & 平版的功能及好處   

●E-mail:介紹如何用平板至 E-mail收信(各大信箱)   

●健康及養身觀念:App上健康類程式下載 & 介紹如何前往有關保健的網站 

●益智遊戲:App上益智遊戲的下載與玩法  

●報紙:介紹如何使用平板上網看新聞 

 

二、 活動流程 

 

時間 102年 08月 23日 

9:00-14:00 彩排、布置、事前準備 

14:00-16:00 平板教學課程 

16:00-16:30 場復、檢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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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施情形 

 

 

在開始之前， 

大家彩排並確認教材， 

講師一邊講解 

大家一邊提出問題。 

歡銀來到 E世代~~~ 

布置並將平板準備好， 

等著學員來上課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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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到囉!!!! 

新北市圖的館員 

婉香姊也在一旁協助。 

開始上課了喔!! 

大家都很認真地聽著平板

的使用方法 

 

 

雖然燈光有點昏暗， 

但大家依舊認真聽講， 

努力跟上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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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員們很熱心的 

在回答學員們的問題， 

學員們也很認真的聽講 

並且做筆記。 

一邊介紹新北市圖的 

學習護照，一邊詢問 

學員們對於這次活動 

有沒有什麼樣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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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提出 

對這次活動的看法， 

讓我們也受益良多。 

隊員和學員們一起大合照， 

感謝大家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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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活動日誌 

 8/23(五) 

  活動當天雖然下著大雨，但是報到率還是比預計的還要高。這次出隊的隊員

們都是第一次帶領銀髮族的活動，緊張之情溢於言表，看到許多銀髮族拿到平板

就好奇的把玩著，深深希望他們上完這堂課以後可以受益良多。 

    課程當中可能因為講課速度有點快，大家有點跟不上。隊員們紛紛忙於幫助

跟不上的學員。還看到有很多人做了很詳細的筆記!!銀髮族的學習熱忱真是我們

應該要學習的。 

課程結束以後，在回饋時間有學員跟我們反應覺得我們基礎教的不夠，內容介紹

的過程中(如：如何利用 NewTaipei上網)，也建議我們用一些簡單範例來代替。

各個名詞(如：Android、IOS、play商店、瀏覽器)也可以再做清楚的說明與區分。 

    也有學員回饋給我們覺得我們很熱情也講解的很仔細，希望我們可以再做後

續的課程。在活動結束的檢討會中，也有隊員說有學員反應希望可以增加社群以

及股票的 APP。這次的活動雖然有一些做不好的地方，但也是一種經驗，希望下

次再服務銀髮族時能夠做的比這次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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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收支結算 

收入： 

科    目 金    額 備                註 

新北市立圖書
館 

活動經費 
$5,500 

 

學生自籌 $0  

小    計 $5,500  

 

支出： 

科    目 金    額 備                註 

印刷費 $1,000 教材、回饋單、簽到單等 

放大鏡片 $800 $20 x 40 張=$800 

誤餐費 $700 $70 x 10 人=$700 

micro SD卡 $3,000 $300 x 10張 = $3,000 

小    計 $5,500  

 

活動總收入 活動總支出 結    存 說    明 

$5,500 $5,5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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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檢討建議 

一、 設備環境  

雖然已經是先到場勘查過，也另外架設了另一台無線網路，但還是不敷使用。

無線網路速度太慢，使實作上會出現無法操作的問題。建議下次遇到這種情

形時可以考慮先以例子講解並請學員抄下筆記，回家以後再試。 

二、 時間控制 

還是有人會遲到，幾點集合就該幾點之前到達，不然除了會拖到進度以外也

會造成館方的不便。另外課程講解的時候有學員反應講課速度太快，應該要

做一下調整。 

三、 工作人員 

(機動)人手不足，人員調度上應該還要再做調整，建議一位隊員需要服務兩

位學員會比較好。 

四、 事先說明 

新北市圖提供的護照說明不夠清楚，除了改進手冊說明外，並且應於活動開

始前再次提醒並解說。另外也須事先說明使用的是哪個廠牌平板，系統是

Android而不是 IOS等等，不然學員回去後可能會因為使用系統不同而不知

道怎麼使用。 

五、 教材 

內容的難易度需要再做一下調整，除了步驟應該再詳細一點以外，在平版的

基本功能介紹上，需再做清楚的解說。內容介紹的過程中(如：如何利用

NewTaipei上網)，建議使用範例來取代實際操作上有困難的部分。還有各個

名詞(如：Android、IOS、play商店、瀏覽器)要再做清楚的說明與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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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件 

一、 活動心得 

圖資三 溫宜琳 

    這是我擔任隊長以來第一次與新北市圖合作，也是第一次帶領銀髮族的活動。

當天早上從到達新北市圖到彩排到活動開始之前都非常的緊張。因為暑假不方便

集合的緣故，很多時候都是依靠網路傳達資訊，雖然已經彩排過了但還是非常擔

心有任何的突發狀況。 

    活動開始之後一切緊張都忘記只想要好好地辦完這次的活動，看到銀髮族們

很認真地跟著台上操作還有勤奮的寫著筆記，不禁想為這些好學的長者們致上敬

意。在為銀髮族們講解的時候也發現了要教導他們就必須從他們的角度來思考，

所以在教材和講解的方式上我們還有很多必須要改進的空間。在結束時的發言時

間大家踴躍的建議也讓我們在檢討會時有深深的反思。在最後聽到來參加的人們

在問館員下次還有沒有這樣上課機會時，就是我們最大的鼓勵了。 

    雖然這次有很多的新進隊員，但大家都努力合作想將這次的活動辦到最好，

很開心看到這麼團結合作的大家，相信我們下一次一定會更加進步!! 

 

圖資二 陳子玲 

    這一次出隊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經驗，因為我是這一次課程的主講人，

要自己一個人站在講台上講解其實對於我而言是個具有挑戰性的考驗，所以我非

常感謝這一次所有一起出隊的隊員們，謝謝他們在台下的叔叔阿姨們有問題的時

候，幫忙指導和陪伴他們操作。這次也是我第一次對銀髮族進行教學，我覺得這

些叔叔阿姨都好可愛，而且他們上課都非常認真、十分好學，在活動最後他們提

出的建議也都非常的具有參考價值，像是有一位叔叔建議我們可以把教材著重在

如何上網、如何使用比較生活化的應用程式等等，我想這些建議都可以當作我們

之後活動方向的參考，非常受用。 

 

圖資二 陳思羽 

    現在的社會科技越來越進步，智慧型器材已成為一種常見的工具，而阿姨、

叔叔們對於這些儀器的操作方式或許不太熟悉，「歡銀來到 E世代」這個活動是

配合平板教學去設計的。這樣的服務內容對我來說很新穎，是加入服務隊後，第

一次接觸比較年長的活動參與者，而在帶領的同時，也會有與以往不同的突發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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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發生，這些是我們要去學習及克服的。 

    活動結束後，有參與者和我們分享活動的心得，也給我們建議，希望下次有

類似活動時多教一些操作功能，這對我們來說是很重要的回饋，也才能夠讓活動

一次比一次更順利，如果以後還有這樣的服務機會，相信我們能做得更好、更棒! 

 

 

圖資一 吳雨禾 

    還記得今年寒假出隊的時候，是面對著一群小朋友，需要足夠的耐心來向他

們傳達我們所要教導他們的內容，自己的心智也似乎要降下來一點點。但這次暑

假，同一個活動場地，我們所服務的是一群五六十歲的銀髮族叔叔阿姨們，因為

他們都算是成熟懂事的長輩們了，所以其實向他們解說，都會有親切的微笑及溫

暖的道謝回應我們，心裡感覺蠻踏實的，就是有真正幫助到他們的感覺。不過，

從叔叔阿姨們的經驗分享及實際教導他們使用平板電腦的過程中，也才了解到他

們想學會的可能不一定是我們當初所訂定的健康養生資源，而是他們希望能學會

使用像臉書、Line等通訊軟體，甚至是使用平板電腦自拍上傳網路，好能與自己

的子孫們有所進一步的互動，我覺得獲得這方面的資訊是蠻寶貴的，使我得知年

長的長輩們或許思想並不是太老舊，其實也是很現代化的。 

 

圖資一 葉盈伶 

    這次的活動是教老人用平板，他們都很珍惜學習的機會，也都很盡力在學習！

只是有時候可能跟不太上腳步，可是我們教完他們之後就會了。他們學習完之後

也變得很有成就感，就一直稱讚我們，也一直感謝我們，讓我覺得這次的活動比

以往的成就感還來的更多了！ 

 

圖資一 邱鈺庭 

    這次出隊，老實說其實非常的緊張。跟以往不同，我們這次服務的對象，不

再是哪些很好哄騙的小朋友，而是我們平常比較少接觸的樂齡族。因為之前有花

蓮的活動，我們這次出隊的人數也因此少了一大半，當聽到報名人數和我們工作

人員的比數差距之大，真的覺得很害怕，很害怕沒辦法達到服務隊該有的表現。 

    活動當天，其實還蠻順利，唯一幾點不夠完美的就是教材方面還有地下室連

線網路的問題。透過了跟他們的互動，才發現，原來他們要的，是和我們這些年

輕人的距離再靠近一點，他們想要的不是得到很多應用程式的推薦，而是使用平

板的最基本方法以及和家人互動的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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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結束後，聽到有人在詢問我們服務隊下次出隊的時間甚至聽到有人說很感謝

我們今天解開了疑惑他們很久的問題，真的覺得很有成就感而且是真心的覺得感

動。活動當天看到大家用盡各種心思、方法來解答這些長者面對到的各種困難，

真的有說不出的感動。 

希望未來還有這種機會，讓我們多多接觸不同年齡層的角色，了解各個年齡層的

需求，最重要的是，服務更多的人。 

 

圖資一 吳宛蓁 

    這次愛閱出隊跟以往面對小朋友的非常不同是面對一群阿公阿嬤，這真的是

個挑戰，感覺老人雖然不用我們管秩序，但似乎問題會比較多，所以我們這些在

台下幫忙的就成為很重要的角色! 

    我覺得這次的活動還滿園滿的，只是我們好像沒有抓到老人想要學的主題和

重點，還有我們似乎把阿公阿嬤們想得太先進了。在服務的過程中，我分配到一

位阿公，他對我們的主題和講課的內容非常的有想法，雖然當下對他所提出的看

法和評論有點不知所措，但事後想想，那位阿公其實說得滿有道理的!如果以後

我有機會在參與對向是老人的活動應該再多做點功課，讓我們能帶給這些長者更

多能與現在社會連結的方式。 

 

圖資一 羅文萱 

    第一次服務樂齡族、第一次用高智慧產品(平板電腦)作為教學的主軸，這次

出服務有著很不一樣的體驗。這是一項挑戰，也是一種學習，其中也讓我對事物

重新有不一樣的想法，例如在服務過程中，漸漸明白原來老人和我們認定想學的

東西並不一樣，比起對於健康資訊的獲得他們更希望知道臉書以及 LINE的使用；

還有，雖然他們比我們年長許多，但面對疑問時，比起我們這一代，更勇於發問

並尋求協助，諸如此類的得到，讓我成長許多。此外，每一次被詢問完後，他們

都會和我說聲謝謝，讓人備感窩心，覺得一切的付出都得到了回報。雖然說只是

短短一天的服務，但收穫卻是滿滿的。 

 

二、 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