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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服務團隊暨活動介紹 

一、 活動名稱 

雙峰國小圖書館利用教育、電子書學習營－『快樂 e閱讀』 

 

二、 活動緣由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愛閱服務隊於 2010年成立，第一屆服務隊在新匇市立圖書館中港

分館及土城區親子活動中心舉辦悅讀 e起來的活動，以及，第三屆服務隊在基隆聖心國

小舉辦 e起 fun寒假的活動。兩場推廣兒童電子書閱讀活動迴響熱烈，本屆服務隊期望

將這樣的學習課程繼續延續下去，讓學童能體驗 e閱讀的樂趣。 

 

三、 活動目的 

1. 培養國小學童對圖書館的利用，如館藏檢索及電子資源使用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2. 培養國小學童對電子書資源及其檢索方式的瞭解。 

3. 增進國小學童利用電子書資源作為個人多元的閱讀資源。 

4. 讓國小學童享受閱聽電子故事書的樂趣。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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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活動時間、地點 

民國 101年 1月 16日(一) 10：00~15:00 

新匇市新店區雙峰國民小學。（新匇市新店區匇宜路三段 66號) 

 

五、 活動對象 

雙峰國小五年級學生，共計 38人。 

 

六、 服務團隊 

(一)指導單位：輔仁大學學習服務中心、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二)指導老師：林麗娟老師、張郁蔚老師 

(三)執行團隊：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第五屆愛閱服務隊 

隊長：洪偉翔 

隊員：吳佩娟、廖梅伶、張碩真、楊婕、吳姿儀、許維城、溫宜琳、辜莉婷、陳子玲、

石璐琳、邱芸芸、陳思羽，共 13位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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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籌備工作 

一、 活動期程 

          時間 

工作項目 

2011-2012 年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活動企劃      

傳單報名表海報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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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偉翔)─總籌、活動企劃、聯絡服務單位、召開籌備會議 

教學(吳姿儀、邱芸芸)─教材統整、服務隊帄台/網站管理 

文書(溫宜琳)─會議記錄、簽到表、通訊錄、成果報告 

美宣(辜莉婷、陳子玲)─活動海報、宣傳傳單、團隊名牌、服務團隊服務證書 

總務(石璐琳)─編列預算、隊費管理、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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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籌備會議 

第一次籌備會議 

開會時間：100年 9月 29日 (四) 12：30 ~ 13：30 

開會地點：文開樓 503 教室 

主持人：洪偉翔 記錄：溫宜琳 

與會人員：吳佩娟、曾雪芳、廖梅伶、張碩真、楊 婕、吳姿儀、謝豐吉、李韻萱、

蔡迪娜、黃思穎、許維城、辜莉婷、陳子玲、石璐琳、邱芸芸、陳思羽 

討論事項暨會議記錄： 

1. 各成員、職位、服務隊介紹 

2. 新成員申請信箱、愛閱 Facebook社團、至網路觀摩舊教材 

3. 說明出隊經費來源、注意事項(企劃書、出隊時間) 

 

第二次籌備會議 

開會時間：100年 11月 16日 (二) 12：30 ~ 13：30 

開會地點：文開樓 503 教室 

主持人：洪偉翔 記錄：溫宜琳 

與會人員：吳佩娟、曾雪芳、廖梅伶、張碩真、楊 婕、吳姿儀、謝豐吉、李韻萱、

蔡迪娜、黃思穎、許維城、辜莉婷、陳子玲、石璐琳、邱芸芸、陳思羽 

討論事項暨會議記錄： 

1. 確認服務地點、對象、時間 

2. 討論與分配活動時間以及內容 

3. 請服務學校協助學生辦理借書證 

4. 討論下次開會內容 

 

第三次籌備會議 

開會時間：100年 11月 24日 (四) 12：30 ~ 13：30 

開會地點：文開樓 503 教室 

主持人：洪偉翔 記錄：溫宜琳 

與會人員：吳佩娟、曾雪芳、廖梅伶、張碩真、楊 婕、吳姿儀、謝豐吉、李韻萱、

蔡迪娜、黃思穎、許維城、辜莉婷、陳子玲、石璐琳、邱芸芸、陳思羽 

討論事項暨會議記錄： 

1. 選本次活動各幹部 

2. 確認上課時間、分組、教材、教學流程分配 

3. 說明活動當天集合地點、電腦教室使用情形 

4. 確認下次開會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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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籌備會議 

開會時間：100年 11月 28日 (一) 12：30 ~ 13：30 

開會地點：文開樓 503 教室 

主持人：洪偉翔 記錄：溫宜琳 

與會人員：吳佩娟、曾雪芳、廖梅伶、張碩真、楊 婕、吳姿儀、謝豐吉、李韻萱、

蔡迪娜、黃思穎、許維城、辜莉婷、陳子玲、石璐琳、邱芸芸、陳思羽 

討論事項暨會議記錄： 

1. 確認教材標題、內容、邊界格式 

2. 宣布海報與教材繳交截止日期 

3. 確認各組負責人 

 

第五次籌備會議 

開會時間：100年 12月 12日 (一) 12：30 ~ 13：30 

開會地點：文開樓 503 教室 

主持人：洪偉翔 記錄：溫宜琳 

與會人員：吳佩娟、曾雪芳、廖梅伶、張碩真、楊 婕、吳姿儀、謝豐吉、李韻萱、

蔡迪娜、黃思穎、許維城、辜莉婷、陳子玲、石璐琳、邱芸芸、陳思羽 

討論事項暨會議記錄： 

1. 課程教材內容檢討與修改 

2. 編排教材順序 

3. 確認海報與教材數量 

 

第六次籌備會議 

開會時間：100年 12月 27日 (二) 12：30 ~ 13：30 

開會地點：文開樓 503 教室 

主持人：洪偉翔 記錄：溫宜琳 

與會人員：吳佩娟、曾雪芳、廖梅伶、張碩真、楊 婕、吳姿儀、謝豐吉、李韻萱、

蔡迪娜、黃思穎、許維城、辜莉婷、陳子玲、石璐琳、邱芸芸、陳思羽 

討論事項暨會議記錄： 

1. 分配課程講解內容 

2. 確認彩排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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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育訓練 

第一次教育訓練 

開會時間：101年 1月 13日 (五) 12：30 ~ 13：30 

開會地點：文開樓 503 教室 

參與人員：洪偉翔、吳佩娟、曾雪芳、廖梅伶、張碩真、楊 婕、吳姿儀、謝豐吉、

李韻萱、蔡迪娜、黃思穎、許維城、溫宜琳、辜莉婷、陳子玲、石璐琳、邱芸芸、陳

思羽 

教育訓練內容： 

1. 課程時間掌控練習 

2. 課程語氣調整練習 

3. 與課程學員互動教學 

4. 課程教學內容確認和教學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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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討論帄台：Google協作帄台 

討論帄台含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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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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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執行成果 

一、 課程設計 

上午：雙峰國小圖書館、台匇市立圖書館介紹及電子資源使用教學。 

下午：咕嚕熊共讀網、Tumble Book、文建會兒童文化館電子書教學。 

 

二、 活動流程 

 小苦 豆豆 

10:00~10:20 發教材、自我介紹 發教材、自我介紹 

10:20~10:40 雙峰國小圖書館 
匇市圖 

10:40~11:00 圖書館寫學習單 

11:00~11:10 下課時間 

11:10~11:30 
匇市圖 

雙峰國小圖書館 

11:30~11:50 圖書館寫學習單 

11:50~12:50 午餐+下午準備 

13:00~13:30 匇市圖學習單 

13:30~13:50 Tumble Book 

13:50~14:00 下課時間 

14:00~14:40 文建會+咕嚕熊 

14:40~14:50 愛閱服務隊網站 

14:50~15:00 有獎徵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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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施情形 

愛閱服務隊 

快樂e閱讀 

2012/01/26 

 

活動海報 

愛閱服務隊的

大哥哥大姐姐

們，會給小朋友

一個難忘的寒

假唷！ 

 

 

大合照 

認真學習 

      坐在小小的椅子上，認真  

     的聽著大哥哥大姐姐的講

解，你們真的太優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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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真教學的婷婷姊姊 

經過多次的練習之後，

隊員們都表現了很好

唷！ 

勇於發問 

  小朋友總是一有問題就馬 

  上舉手發問，也很熱情的

回答我們的小問題。 

 

 

完成學習單 

看到小朋也在圖書館裡

面穿梭找書，大家心中

都有諾大的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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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潑的小朋友們，要把這一天所講解的

圖書館功能，都用在生活中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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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班的隊員們 

雖然辛苦，但開心無比的度

過了這一天，大家真的好棒

喔！ 

與主任及乙班的導師的合照 

  協助我們的主任及合作的

老師，謝謝你們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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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服務日誌 

  這天，天空雖微微飄著雨，但卻絲毫不減愛閱服務的熱情。 

  早上的活動是分五年甲、乙兩班至各班教室為小朋友介紹他們雙峰國小的圖書館和使用台

匇市立圖書館－兒童電子圖書館！五年級的小朋友因懂得比較多，所以上課反應都很好，回答

問題也很踴躍！在早上的後半段時間將他們帶到圖書館，我們製作了學習單請他們來完成！小

朋友們都很積極的完成學習單上的題目，但找到的書和答案有出入，下次我們應該要事先注

意。 

   下午是甲、乙兩班一起到電腦教室實際操作電子書，但因為電腦教室的位置不夠，第一

班先進來時已坐了大半的位置，導致第二班進來時許多小朋友都要兩人用一台，下次要多注意

帄均分配！ 

  下午的課程是依序介紹Tumble Book、文建會兒童文化館、咕嚕熊共讀網，小朋友都很配

合操作，只是因為所有電腦同時間都上同個網站，電腦速度較慢，小朋友會比較沒耐心，這時

隊員們就到每個小朋友的旁邊看他們有沒有需要幫忙。課程結束後，小朋友們都說學到東西又

拿到禮物非常開心呢！ 

  這天的活動就在歡樂的大合照後劃下句點。接著，我們到公車站等公車，準備下山，在等

待公車時順便開檢討會議。隊上有好幾位新進的隊員，第一次服務，雖然不太熟悉，但都有提

出自己需要改進的地方，希望大家都可以依同改進並且繼續加油！和小朋友相處了一整天，雖

然有些疲憊，但心裡是滿滿的，充滿小朋友們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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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活動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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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收支結算 

收入： 

科    目 金    額 備                註 

服務學習中心補助 $1,150  

學生自籌(隊費) $4,470  

小    計 $5,620  

支出： 

科    目 金    額 備                註 

海報 $450 $225/張 x 2張=$450 

教材 $2,750 $55/本 x 50 人=$2,750  

名牌 $130 $10/張 x 13張=$130 

學習單 $450 $3/張 x 150 張=$450 

獎品 $1,200 $20/個 x 60 份=$1,200 

成果報告 $640 $320/本 x 2本=$640 

小    計 $5,620  

 

活動總收入 活動總支出 結    存 說    明 

$5,620 $5,62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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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檢討建議 
一、 設備環境 

  本次活動只有一天的時間，為五年級兩個班級的小朋友來進行教學，我們使用雙峰國小的

電腦教室及圖書館，因為學校圖書館的排架方式比較特殊，所以小朋友需要花比較多的時間去

找出答案；下午的課程是以使用電腦為主，為了讓每一位小朋友都使用到電子書，容易導致網

站的流量過大而變慢，建議之後可以階段性的給小朋友做操作練習。 

二、 人數 

  這次活動有兩個班級，但是電腦教室只有一間，小朋友人數較多，位置不夠使用，所以下

次在座位安排時，要注意到人數的限制，也因為有部分小朋友是共用電腦，而產生爭執的情形，

容易影響到教學進行，因此未來若有相似的活動要設計時，可以做為參考。 

三、 教材 

  教材內容包括雙峰國小圖書館介紹及其網路版圖書館的使用方式、台匇市立圖書館的兒童

網路資源等，也有學習單可以讓小朋友練習，而這次在學習單準備的部分有些匆忙，所以有錯

誤的產生，因此下次在準備教材時，應頇多加注意以做修正。 

四、 課程 

  在教學的過程中，小老師應要多注意台下小朋友的反應，並且要更有活力的來講解課程，

以達到提升學習的效果，當台上在教學時，底下的小老師也要從旁協助小朋友來操作，盡量不

要站在同一個定點，要多走動，看有沒有其他需要幫助的，而且當秩序有些混亂時，小老師們

要適時的提醒小朋友，多積極一些，讓小朋友在學習的過程能更加順利。 

五、 借閱證 

  為了配合課程的需要，有幫小朋友辦理匇市圖的借閱證，而有少部分的家長已經幫小朋友

辦過，但是在操作時，會有不知道自己身分證字號的問題，過程中，有請各班導師協助，所以

在查詢匇市圖帳號的部分，並沒有產生太大的問題。 

六、 獎勵 

  這次的活動的獎品，有一部分是由家長們提供的，每一個獎品都不同，因此在發送獎品時，

會有小朋友因為想挑禮物，而影響到禮物發送的時間，建議可以在送小朋友離開教室時再拿禮

物；上課的過程中也有有獎徵答，來提升小朋友上課的專注力，此次活動的獎品是讓每位小朋

友都可以拿到，但是在禮物發送的過程可能有需要多加注意秩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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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件 

一、 服務心得 

圖資四 洪偉翔(小偉哥哥) 

  這是第二次到小學進行愛閱服務隊的活動，這次活動很不一樣的是，我們特別介紹了雙峰

國小的圖書館以及台匇市立圖書館－兒童電子圖書館網站的使用方式，希望小朋友們可以透過

網路也能利用這些線上的資源。 

  整個籌備的過程中，稍感匆促，但最後還是在期限內完成了，所以下次在準備活動時，可

能要提早開始準備，才能讓大家更熟悉自己的工作，也能使整個活動的完整度更佳的提升。活

動過程中，有些部分可能還要做些微的調整，才不會讓小朋友覺得過於沉悶，課後小朋友溫馨

的小卡片，也讓我們十分的感動，也感謝老師們整個活動的陪伴，讓我們能順利的完成活動。 

  這次的服務，也是我擔任隊長的最後一次服務，同時也招收了許多新的隊員，有的是大一

有的是大三，希望大家在未來能更加的進入狀況，也更了解服務隊的運作，最後，感謝大家辛

苦的付出，愛閱服務隊，讚！ 

 

圖資四 吳佩娟(娟娟姐姐) 

  這次能夠到雙峰國小服務真的很開心也很興奮，雙峰國小是個很美麗很自然的小學，小朋

友很認真也很聰明，希望能提高對於閱讀的興趣，和使用多種不同的網路資源來增加閱讀的廣

度。在電腦教室上課時，因為電腦不足的關係，小朋友無法親自動手操作，有點可惜。到圖書

館進行找書的活動，很順利也很有趣，能讓小朋友直接接觸他們帄常熟悉的圖書館，發現到身

邊有這麼多資源，真是一件快樂的事情。 

 

圖資四 廖梅伶(克克姐姐) 

  每一次出隊都必經無數次的開會、製作教材、排演...等，當然這一次也不例外。這一次

很特別的是要利用一天的時間，將雙峰國小及台匇市立圖書館，兩間圖書館的利用教育及電子

書的推廣！我負責的部分是分類法，帶著小朋友唸「000 零零總總是總類，100 一思一想是哲

學…900 音樂美術最長久」認真專心上課，只要講過一次在加上一些舉例，小朋友每個居然可

以馬上記在頭腦裡，馬上就可以回答我哪一類是什麼！我想這種成就感是比考試一百分帶給我

的快樂還要強烈很多很多的！小朋友總是很熱情的回覆我所問的問題，甚至還會競賽或互相糾

正，真的好天真又可愛！下午的電子書推廣活動，雖然時間只允許我們介紹三種電子書，小朋

友認真的參與跟聽講的眼神跟模樣，真想把我所有知道的電子書帄台都介紹給他們知道！ 

  參與他們一天的作息下來，最特別的莫過於「望遠凝視」，我湊熱鬧的跟著小朋友到走廊，

一位熱心小朋友跟我說「就是看遠方的山，這樣才不會近視！」好有趣的活動喔！這一次的活

動真的要感謝系主任的媒合，讓我們有這個機會可以到小學服務！有機會認識這一群天真又可

愛的小朋友。 

  這一次「快樂e閱讀」的活動，為我學生時代的最後一個寒假，做了一個很完美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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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三 張碩真(豆豆姐姐) 

  這次是愛閱第二次到小學服務，不過這次的內容比之前更加多元，但這次的授課時間較上

次短，在教材上及教學上都是一種新的體驗及挑戰。這次的服務製作跟以前相比起來，感覺不

大一樣的學習單內容，對於我而言，這次的學習單設計是一種新的經驗及學習。除此之外，還

實際利用圖書館來完成學習單，我覺得是一種最棒且實際的學習方式。能夠在森林小學進行服

務真的很棒，環境優美景色佳，我覺得在這裡服務是一次很棒的體驗。 

 

圖資三 楊婕(小羊姐姐) 

  寒假的第一天，就來到新店的雙峰國小，經過系上主任的推薦，讓我們可以到這裡來教小

朋友認識電子書、分類號及圖書館的使用方式，活動是一整天，上午講課，下午是實作的演練，

上午的講課，與小朋友的互動十分熱烈，到了下午，當小朋友們看到電腦時，就像是螞蟻看見

糖一樣，非常的興奮，所以教起課來，是有一定程度上的困難，不過即使如此，課程依然順利

的結束了，最令人感動的是小朋友還有做一大張海報來謝謝我們到這裡教他們學電子書，這事

讓我印象十分深刻的一件事，也使我更加有動力繼續餐與愛閱的服務。 

 

圖資三 吳姿儀(小儀姐姐) 

  這次是去對小五的學生進行電子書及圖書館的介紹，我有擔任其中講者的角色，但是似乎

聲音不夠大聲，而且在進行中，有些地方需要延長時間，在這個方面我的能力仍然不是很足夠，

有產生不知道要說些什麼的空白地方，感覺本身的應變能力仍然不是很夠，期望下次能夠改

善。 

 

圖資二 許維城(小苦哥哥) 

  這次的地點位於新店的雙峰國小，是利用學員們在學校的課堂時間上課，但在課程當中，

需要營造出輕鬆的學習氣氛，增加學習的興趣，同時也必頇控制教室內的秩序，避免影響到其

它班級的上課品質，充分體會到課堂教學的辛勞。 

  讓學員們能懂得運用圖書館，讓他們主動去閱讀，藉由課外的讀物學習到課業以外的知識，

並擁有為自己解答問題的能力，看到小朋友們利用課堂上所學習到的方法，逐一的找出指定的

書籍，自己也覺得很有成就感，加上與活潑的小朋友們互動和學校周遭優美的環境，讓這樣特

別的小學給了我一次難忘的經驗。 

 

圖資二 溫宜琳(小態姐姐) 

  一早就到達捷運站，由熱心的家長開車接我們到學校去。到達雙峰國小時，還為他們美麗

的校園讚嘆了一下。一整天下來，原本安靜的小朋友變得活潑，原本活潑的小朋友變得更活潑！！

在找書活動的時候可以看出小朋友對於這個活動的認真與喜愛。很開心有這個機會能又和國小

的小朋友一起體會電子書與圖書館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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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一 辜莉婷(婷婷姐姐) 

  這是參加愛閱後的第一次出隊，好興奮喔！當天早上是由熱心的小朋友的媽媽載我們上山，

山上空氣真的很好，雙峰國小好美！ 

  雙峰國小有個很有趣的下課活動，那就是１５分鐘下課的望遠凝視時間，小朋友會到走廊

上看看綠色了樹木，讓眼睛休息一下，真是一個有意義的活動！ 

  我被分到到五年乙班教學，第一次上台教小朋友電子書，有點緊張！說的不是很完整，希

望下次能更熟練。 

  很喜歡活潑可愛的小朋友，很開心他們能從我們身上學到東西！小朋友們燦爛的笑容是我

很大的收穫！ 

 

圖資一 陳子玲(玲玲姐姐) 

  這是我進入愛閱服務隊以來參與的第一個活動，從事前的教材準備、一次次的開會、以及

當天正式的活動進行，每一個環節都令我感到無比的新鮮。我覺得雙峰國小是個幽靜溫馨的學

校，不但建築物以及操場迷你的很可愛，小朋友們更是各個充滿了活力與朝氣。在我講解課程

的過程中，他們專注的眼神更是替我消除緊張的良藥，為我帶來了信心。在這次的活動當中，

雙峰國小下課的望遠凝視時間讓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覺得在資訊快速進步的時代下，除了

要學習資訊的專業知識，對於長時間面對電腦螢幕的我們而言，眼睛的維護顯得更加重要。另

外班導師還特地替我們每個人都準備了一杯熱咖啡，對這個溫暖親切的老師真是充滿了感動與

感謝。最後我要謝謝學長姐、老師、參與這次活動的小朋友們讓我能夠擁有進步與成長的機會。 

 

圖資一 石璐琳(小玉姐姐) 

  隨著網際網路的發達，玩電腦已成為了小朋友們的課後活動之一，反觀閱讀這項休閒活動

卻漸漸地式微。透過這次的活動─「快樂e閱讀」，希望能讓小朋友更加了解電子書，並體驗閱

讀的樂趣。上午時的教學，小朋友們都很認真地聽著我們的講解，在回答問題時也相當熱情地

舉手搶答，讓我緊張的心情放鬆了不少。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下午讓小朋友操作電腦的活動，

雖然有些小朋友會為了想玩電腦遊戲而打鬧，但隨著課程的進行，小朋友們都不知不覺地被電

子書的魅力給吸引了，看著他們認真上課和與朋友討論電子書內容的的神情時，站在一旁的我

們不禁會心一笑，很高興能將電子書的樂趣帶給小朋友們，我很高興參加了這次的服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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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一 邱芸芸(芸芸姐姐) 

  第一次參與愛閱服務隊，什麼事都不會，所以要截圖的時候，有些搞不清楚狀況，幸好聽

完學長姐的說明，做得雖然不是很好，但是還是努力的完成了。 

  接著寒假的第一次出隊是去雙峰國小，心情除了是緊張還有些許的興奮，我所負責的是講

解台匇市立圖書館如何找好書，以及得獎書的部分。去雙峰國小前，我反覆的練習，因為害怕

講解不好，也希望可以克服上台的緊張感。然後就到了要出隊的日子了，練習有了成果，我想

我講解得還算不錯，小朋友們也回應的很熱烈。對於愛心便當更是感到心中一陣溫暖，第一次

出隊的感覺很開心，也很有收穫，希望自己能更加努力。 

 

圖資一 陳思羽(毛毛姐姐) 

    「快樂e閱讀」是我加入服務隊後所參與的第一個活動。過程中，我們從一開始分工合作

編教材，完成所要用的教學講義，一直到開會實際演練上課情形，不論是時間的控制和與小朋

友的互動都是要學習、掌控的。活動的當天，我帶著既期待又緊張的心情到雙峰國小，我們這

一組由我開始向小朋友介紹雙峰國小圖書館的網站，一開始站上台時很惶恐，因為是第一次站

在講台上，面對很多小朋友教他們如何操作網站，但後來也漸漸放輕鬆了。看著小朋友們上課

時專注認真的神情、拿到小禮物時興奮的表情，令我感到十分的開心，也覺得完成了一件很有

意義的事情。 

 

二、 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