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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服務團隊暨活動介紹 

一、 活動名稱 

快樂旅圖 fun一夏－小小圖書館員體驗營 

 

二、 活動目的 

2011年暑假的兒童暑期閱讀活動以「圖書館利用教育」為主題，新北市立圖書館特別規

劃了好多有趣的活動，將帶你徜徉書香，認識圖書館，相信經過暑假之後，你會對圖書

館瞭若指掌，愛上圖書館喔！ 

 

三、 活動時間 

民國 100年 7月 22日、7月 29日、8月 5日、8月 12日、8月 19日、8月 26日 

星期五下午 2:00~5：00 

 

四、 活動地點 

7/22、7/29、8/5、8/12，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 

8/19，新北市立圖書館 金山分館。 

8/26，新北市立圖書館 八里分館。 

 

五、 活動對象 

國小 1～3年級學童，每梯次 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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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郁蔚老師 

(三)執行團隊：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第四屆愛閱服務隊 

隊長：洪偉翔 

隊員：張維容、廖梅伶、吳佩娟、張碩真、楊 婕、吳姿儀、許維城，共 8位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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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籌備工作 

一、 活動期程 

          時間 

工作項目 

2011 年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活動企劃       

隊員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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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各單位、召開籌備會議 

公關(吳佩娟)─彙整活動報名者資料、服務團隊服務證書 

教學(楊 婕)─教材統整、服務隊平台/網站管理 

文書(張碩真)─會議記錄、簽到表、通訊錄、成果報告 

美宣(吳姿儀、廖梅伶)─活動海報、團隊名牌 

總務(許維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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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6日(五) 12：30 ~ 13：30 

開會地點：輔仁大學文開樓 105 教室 

主持人：洪偉翔 記錄：廖梅伶 

與會人員：張維容、洪偉翔、廖梅伶、張碩真 

討論事項暨會議記錄： 

1. 決定活動時間、地點、內容 

出隊時間：2011 年 7/22  7/29  8/5  8/12  8/19  

     共五天，14：00 ~ 17：00 

出隊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 

活動內容：介紹圖書館員工作、書本加工 DIY、排架教學 

2. 連絡新北市立圖書館：確認活動梯次 

 

第二次籌備會議 

開會時間：100年 5 月 12日(四) 12：30 ~ 13：30 

開會地點：輔仁大學文開樓 105 教室 

主持人：洪偉翔 記錄：廖梅伶 

與會人員：張維容、洪偉翔、廖梅伶、張碩真 

討論事項暨會議記錄： 

1. 確認活動時間 

出隊時間：2011 年 7/22  7/29  8/5  8/12  8/19  8/26 

出隊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7/22  7/29  8/5  8/12 

新北市立圖書館金山分館─8/19 

新北市立圖書館八里分館─8/26 

2. 流程訂定 

開場→認識圖書館→書的基本介紹→彩繪書本封面→圖書加工→排架比賽

→成果發表 

3. 確認出隊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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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籌備會議 

開會時間：100年 7 月 4日(一) 17：00 ~ 21：00 

開會地點：輔仁大學麥當勞 

主持人：洪偉翔 記錄：廖梅伶 

與會人員：張維容、洪偉翔、廖梅伶、張碩真 

討論事項暨會議記錄： 

1. 活動流程訂定、工作分配 

14:00-14:20  開場─張碩真 

14:20-14:40  認識圖書館─張碩真 

14:40-15:50  書的基本教學─廖梅伶 

15:50-15:30  製作小書─吳佩娟 

15:30-16:00 圖書加工─洪偉翔 

16:00-16:30  排架比賽─張維容、許維城 

16:30-17:00  成果發表─張碩真 

2. 教材準備、製作分工 

 

四、 教育訓練 

教育訓練 

開會時間：100年 7 月 22日(五) 9：00 ~ 12：00 

開會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 

講師：張維容、洪偉翔、廖梅伶、張碩真 

參與人員：張維容、洪偉翔、廖梅伶、吳佩娟、張碩真、許維城 

教育訓練內容 

1. 介紹中文圖書分類法 

2. 活動問題設計 

3. 如何引導學員製作圖書 

4. 如何增加活動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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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討論平台：Google協作平台 

討論平台含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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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認識圖書館(館員的工作介紹、圖書館功能介紹) 

2.基本教學(一本書必要的資訊) 

3.製作自己的書(為自己的書製作封面)  

4.編寫簡易書名頁(填空格的方式完成自己所製作的書) 

5.書本加工(貼條碼、貼書後袋等) 

6.排架比賽(簡單的分類教學、簡單的排架工作) 

7.成果分享(活動心得、體驗當小小圖書館員的感想) 

 

二、 活動流程 

時間 事項 

1:30-2:00 活動準備 

2:00-2:30 認識圖書館 

2:30-2:50 認識書的構造、認識索書號 

2:50-3:30 製作自己的書 

3:30-4:00 書本加工 

4:00-4:30 排架比賽、借還書體驗 

4:30-5:00 成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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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施情形 

愛閱服務隊 

快樂旅圖 fun 一夏：小小圖書館員體驗 

 

活動海報 

小朋友們都準備好， 

要當小小圖書館員了嗎？ 

和大哥哥大姐姐們一起走進圖書

的城堡吧！GO~ 

 

活動教材 

讓我們透過圖書館員日

記，來了解圖書館員，每

天都在做甚麼工作吧！ 

 

 

活動教材 

小朋友可以自己製作屬於自己的

小書本唷！大家都想好了要給自

己的小書本，畫上甚麼漂亮的封

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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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小朋友的小書寫上 ISBN。 

每一本圖書都有 ISBN，ISBN就像

圖書的身分證一樣唷！ 

小朋友要認真的上課才會

回答問題唷！數到三，知

道答案的小朋友請舉手。

一….二…四…？ 

 

 

小朋友都學會了怎麼讓圖書回到

正確的位置。大家一起同心協

力，把圖書放到正確的位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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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們高高的舉

起自己彩繪的小

書。是一本屬於自

己的手工書。 

小朋友當小小館員，練習刷條

碼，借還書。大家借還書都要乖

乖的聽話排好隊伍唷。 

 

 

一整天希望小朋友們收穫多多，我們下次再見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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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收支結算 

收入： 

科    目 金    額 備                註 

新北市立圖書館 
活動經費 

$6,946 
 

學生自籌 $0  

小    計 $6,946  

支出： 

科    目 金    額 備                註 

教材 $1,100  

空白書 $3,500  

獎品 $2,346  

小    計 $6,946  

 

活動總收入 活動總支出 結    存 說    明 

$6,946 $6,94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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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檢討建議 

一、 設備環境 

  在這次的活動中，總共有 5次，其中三次是在新北市圖的總館，而有兩次是新北市圖的分

館，但因這兩次活動並沒有辦法事先去場勘，所以只能當場隨機應變，因此在設備及場地的部

分有所限制，較不適合多人參與，可能造成混亂。 

二、 人數 

  在這幾次活動中，有些場次的小朋友過多，而工作人員只有 6~7人，秩序上難以掌控，再

加上小朋友們彼此之間都相互認識，容易起鬨，所以頇更加注意秩序的維持和氣氛控制；工作

人員在當下也無法確切照顧到所有的小朋友，可以建議下次一場次的報名人數盡量控制在 20

至 30人以間，這樣秩序和整體流程上人員可以比較容易控管。而有一場次的活動因由安親班

報名參加，但並未如期參加，導致人數過少，希望對方不克前來可先告知，以免造成資源浪費；

所幸在當場，工作人員隨機應變，找尋館內適合之年齡的小朋友參加活動，以解決人數過少之

問題。 

三、 教材 

  因為有些教材需要自己製作，所以我們必頇事先做好所需之物品，但有些東西是在當天才

能拿到進行加工，所以在使用的部分，一次又一次的改善所製作的東西，讓小朋友更簡單的使

用，也有因一開始無法確定人數，而有教材準備不夠的部份，建議下次能多印一點備份使用。 

四、 課程 

  在教學的部分，小朋友的問題不多，在進行活動，繪畫書本封面的地方，因每個小朋友所

需的時間不一，有些小朋友會因太早完成，而不知道要做什麼，在這部份我們有讓工作人員教

其寫書本的頁碼，或與其說話；在遊戲的部分，有將小朋友分為兩邊進行活動，刷條碼的部分

頇確實每位小朋友有操作到；在排架的部分，小朋友可能會直接從書架上拿書，需要避免此情

形，在小朋友交換活動需互相打暗號，以方便活動進行，且在活動進行中需防止小朋友亂跑到

另一個活動中。 

五、 獎勵 

  為了提升小朋友的上課專注力及學習力，這次活動有設置有獎問答，答對一題便會蓋章作

為記錄，在當日課程結束後統計，印章數多的會發送小獎品當作鼓勵。有獎問答時有些小朋友

特別主動、有些小朋友很害羞都不敢舉手，因此在點小朋友的時候為了避免重複，盡量避開已

經點過的小朋友，也盡可能的一排一排點，才不會都集中在某些區域，而忽略其他小朋友。發

放禮物的部份，在第一次活動時，十分的混亂，小朋友選禮物有快有慢，也有人拿了又想換禮

物，所以在第二次的時候，工作人員使用了分工的方法，有人管挑禮物，有人管秩序，並限制

時間給與小朋友選禮物。讓在給予禮物時，能有秩序的進行，不會有混亂的場面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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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件 

一、 活動心得 

學姊 張維容(小毛姐姐) 

  愛閱服務隊的宗旨在於藉由不同類型的推廣活動，以實用、趣味的方式進行圖書館利用教

育。這次配合新北市圖「快樂旅圖fun一夏」的活動，舉辦了「小小圖書館員體驗營」，從「認

識一本書」開始，透過「我是小小圖書館員」、「排架我最行」等遊戲，讓小朋友實際體驗圖書

館員平常的工作，進而習得書的構造和分類法等簡單的概念，知道怎麼找書、借書還書和把看

完的書放回正確的書架上。 

  相較之前推廣兒童電子書的活動，這次活動以實作為主，與小朋友的互動也更加頻繁。在

「書本DIY」中，看到小朋友們很認真的畫出腦海中的夢想和故事，讓人不禁回想起好多以前

看過的童話故事和小時候的夢想；在「我是小小圖書館員」、「排架我最行」中，小朋友們都搶

著體驗借書還書、試試平常只能看大哥哥大姐姐們刷的條碼，也趁機考驗他們的數學（排架的

對數字、排大小）。雖然實作活動方式很容易讓小朋友過於興奮，卻也讓他們對於圖書館作業

流程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埋下他們對於圖書館正確的利用方式及使用興趣。 

 

圖資四 洪偉翔(小偉哥哥) 

  這次的小小圖書館員體驗營活動是和新北市立圖書館合作的第二個活動，主要的內容是讓

小朋友體驗圖書館員的工作，並從中了解圖書館的圖書分類法等內容。 

  小朋友們都非常的活潑，這次特別讓小朋友們製作一本自己的書，畫上書的封面及寫上書

名，之後並進行書籍的加工，也讓小朋們體驗借書還書的流程！ 

  這次的活動還特別的另外到了金山分館及八里分館進行，活動當天，大家還特別提早前往

準備，也感謝這些地方館員的協助，讓我們能順利的進行活動！ 

  最後，這也是擔任隊長的第一個活動，整個活動要不斷的與館方單位聯繫，也要統整整個

活動的進行，這是和先前較不同的部分，讓我也從中成長了不少，也很開心這次的活動成效還

不錯，小朋友們都很喜歡活動的安排！ 

 

圖資四 吳佩娟(娟娟姐姐) 

  小小圖書館員是個充滿活力的認識圖書館及圖書館員體驗的活動，讓小朋友認識圖書館、

熟悉分類號、親自幫自己的小書加工、貼上條碼，最後還可以體驗刷條碼的樂趣。在製作自己

的小書時，看到了小朋友們豐富的創意和想法，好像自己又回到了童年般。因為活動場地的關

係，小朋友很容易分心和失去注意力，在教學上比較困難的是要注意每位小朋友的情況。這次

的活動得到很多經驗與回饋，期待下次還能有這樣子服務的機會。 

 

 



 15 

圖資四 廖梅伶(克克姐姐) 

  暑假最期待的事莫過於每周五與新北市立圖書館合作的「快樂旅圖fun一夏－小小圖書館

員體驗營」了，小朋友念「000 一思一想是哲學」真的好可愛好迷人！ 

  每一次看著小朋友把他們心中的小書畫出來，都有不同的驚喜跟驚訝還有感動，還有帶著

小朋友做屬於自己小書的版權頁，以及我最喜歡的圖書十大類教學等等。服務的六次中最印象

深刻的是到金山及八里分館的服務，這兩個分館都屬於新北市比較偏僻的分館，相較於總館的

小朋友，他們好熱情好可愛，也好認真！因為家長忙於工作，小朋友幾乎每天都待在圖書館，

圖書館就像自己家一樣熟悉，館員就像保母般的親切，他們也常是活動的常客，真是可愛的一

群孩子！謝謝新北市立圖書館給我們機會，和這群小朋友一起度過這好充實又好快樂的暑假！

還有一同奮鬥的隊員們，一路上我們一起努力，好多快樂時光，有愛閱真好！ 

 

圖資三 張碩真(豆豆姐姐) 

  小小圖書館員體驗營，這次的活動為了讓小朋友真的感受圖書館員的工作，我們讓小朋友

實際體驗上架、刷條碼，也請他們做一本自己的書籍，幫書貼條碼、蓋館章，我覺得這真的是

一個有趣又好玩的方式，讓小朋友清楚了解圖書館的業務的好方法，正是所謂的讀萬卷書不如

行萬里路，而這次的服務對我而言亦是一種很實務的學習及體驗。 

 

圖資三 楊婕(小羊姐姐) 

  將近一個月的活動，每週都有一天是跟小朋友相處，有時候會看到自己以前小時候的樣子，

會懷念曾經是小朋友的時光；當然，陪伴小朋友的過程中，會遇到挫折，像是不聽你上課的、

吵鬧的、起鬨的等等，所以隨機應變很重要，而且要怎麼做才會吸引小朋的注意，這都是在這

次活動中讓我學到的，每一次愛閱的服務裡，我都能從中學會很多，也體會到隊員之間的默契

是需要時間去磨練的，不過經過一次又一次的訓練，我相信愛閱未來的活動也會越來越精彩。 

 

圖資三 吳姿儀(小儀姐姐) 

  我有參加了幾個場次，在教小朋友關於書籍的資訊，感覺很好玩。在這活動之中有需要他

們做書本的封面，從這裡可以知道每個小朋友喜歡的東西和他們的思想，有的小朋友在遊戲活

動進行中，超活潑；但也有小朋友是安安靜靜的參加活動，每個不同個性的小朋友，都帶給我

不同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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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二 許維城(小苦哥哥) 

  舉辦活動的場地是一個比較輕鬆的學習環境，這樣的空間讓我們跟小朋友的距離拉近，能

針對每位小朋友給予適當課程協助，也因此我們必頇有效的維持秩序，避免影響到課程的品質

與進度。 

  這一次的活動有好幾個梯次，雖然課程的內容都相同，不過每次都可以遇見新面孔，感覺

也很新鮮，參加活動的小朋友們都是圖書館的常客，所以這樣的課程內容對他們來說也是一個

很好的學習機會，讓他們能更了解圖書館員的工作，更懂得如何運用圖書館的資源，在這次的

活動中，我也獲得了許多難能可貴的經驗。 

 

二、 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