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成功大學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進度表 (1080905 更新)                     

科 目 名 稱 【成大 Book 一市】移動圖書館 上課時間 星期二 3、4 節 圖書館 B1 國際會議廳 

開

課

班

級 

通識中心 大學部 學分數 2 ■單學期 

□全學年 

授

課

教

師 

王涵青、林蕙玟、熊仲卿、林子

平、張松彬、郭瑋君、蘇彥勳、

翁明宏、徐欣萍、施士塵、陳文

松、洪良宜、呂曉沛、張雅雯 

成 績 考 核 方 式 出席 20%  小組討論 15%  小組報告 5%(各組互評)  出車服務 30% (組內互評)  心得 10%  

成果展 20%(老師、同儕互評) 一次沒出席，扣學期總成績 5 分。  

週 次 日  期 授 課 內 容 與 進 度 備 註 授 課 老 師 

一 09/10 課程說明與移動圖書館概況 (1hr) 

大學社會責任執行精神與經驗(1hr) 

1. 了解移動圖書館的精神與 SDG 的關聯性 

2. 目前類似之行動知識車推動情況 

3. 了解大學與 SDG 的關聯性 

王涵青、楊景華、林

子平老師、楊馨茹老

師 

二 09/17 創意發想 (2hr)  創意發想 林蕙玟老師 

三 09/24 認識行政區特色及執行主題與分組

調查 (2hr) 

1. 每位老師以 5 分鐘分享 

2. 修課學生課後選填志願，於 9/25 23:59 前回覆分

組調查; 9/27 12:00 前公布分組名單，一組內同

系同學以不超過 2 個為原則 

各組老師務必出席 

四 10/01 小組活動：初次見面及第一次討論 

(2hr) 

1. 小組於上課教室集合後帶開討論，並

將討論過程以至少 100 字敘述搭配照片

或影片，在下課前傳至 FB 課程社團 

https://bit.ly/314Am1X 

2. 收到分組外籍生之姓名與聯絡方式 

各組老師出席(若無法

出席，請委任後續仍

可與學生互動之人員) 

10/02 或自

選時間 

圖書館資源使用與搜尋技巧 (2hr) 修課同學擇一班別上課即可；每班開放 40 個名額 

(報名系統: http://t.cn/AiQCsiIK)  

上課地點:圖書館 3F 教育訓練室 

(班別 1) 10/02(三) 13:10-15:00  

(班別 2) 10/03(四) 13:10-15:00  

(班別 3) 10/04(五) 10:10-12:00  

(班別 4) 10/04(五)18:10-20:00 

圖書館資服組館員 

 

課外活動

10/3 

手機攝影技巧與現況 

地點: 總圖 B1 會議廳（170 人） 

時間: 18:00 至 20:00 （入場時間：

17:30） 

1. 成大通識認證演講，請上成大通識中

心[活動報名系統] 

2.修課同學若參加此演講，移動圖書館

課程總成績加分 

3. 演講大綱: 手機攝影現況、手機攝影前的習慣與重

要設定、手機拍攝美感實作、APP 應用與影片 

邀請講者:孫允玉老師 

五 10/08 小組活動：第二次討論 (2hr) 

[外籍生加入小組討論] 

小組自行約定上課地點，並將討論過程

以至少 100 字敘述搭配照片或影片，在

下課前傳至 FB 課程社團 

https://bit.ly/314Am1X 

各組老師或委託與學

生互動人員 

六 10/15 敘事力課程 (2hr)  

 

1. 10/15 23:59 前，每組代表上

Moodle 繳交: (1) 書單 (每車至少

100 本圖書); (2) 繳交被服務端單位

及詳細行程表，由圖書館行文於被服務端。 

2. 10/17 12:00 以前，提供 DM 文宣資料以提供被服

務端宣傳，同時提供 3~5 份工圖書館展覽與備存 

褚晴暉老師 

七 10/22 or

小組約定 

活動細流規劃及移動巴士設計 (2hr) 

[外籍生加入小組討論] 

1. 小組約定上課時間、地點 

2. 10/22 前完成出車物品借用申請及填寫申請保險個

人基本資料。 

3. 10/29 公布各組分配後可借用物品 

各組老師或委託與學

生互動人員 

https://bit.ly/314Am1X
https://bit.ly/314Am1X


八 10/29 or

小組約定 

活動細流規劃及移動巴士設計 (2hr) 

[外籍生加入小組討論] 

小組自行約定上課地點，並將討論過程

以至少 100 字敘述搭配照片或影片，在

下課前傳至 FB 課程社團 

https://bit.ly/314Am1X 

各組老師或委託與學

生互動人員 

九 11/05 各組計畫報告(2hr) 

[外籍生加入小組討論] 

各組計畫行前分享 (5 分鐘/組) 

 

各組老師或委託與學

生互動人員 

十 11/12or 小

組約定 

出發前最後準備 (2hr) 

[外籍生加入小組討論] 

出車前 1~2 天，各組請與 TA 聯繫，在圖書館集合，

進行書本點收、器材及道具集合。 

各組老師或委託與學

生互動人員 

十一 11/20 或與

合作單位選

定的一天 

執行服務方案實踐：移動圖書館出

發 (10hr) 

 

密集授課 

1. 早上 7 點於圖書館集合並將物品放置於車上，8 點

校長致詞，再出發至各服務行政區。 

2. 在服務過程，各組至少需發文(至多

50 字)搭配照片或影片至 FB 課程社

團，次數不少於五次。

https://bit.ly/314Am1X 

3. 各組務必進行影片記錄後剪接，以供成果展使用 

4. 構思如何將活動過程中的部分成果，在成果展展出 

5. 於出車後 3 天內，每位同學皆須至

Moodle 繳交服務日誌 (服務日誌格

式可於課程網頁或課程 Moodle 下載) 

各組老師及學生 

十二 11/26 小組活動：活動檢討與成果展籌備

(2hr) 

 

小組自行約定上課地點，須於 11/30 前上傳成果展影

片至 FB 課程社團 

影片規範: 不包括影片開頭與致謝後的

長度為 3~5 分鐘短片。影片開頭與結束

須打上課程名稱、行政區、合作單位、主題、帶隊老

師與組員名字 

各組老師或委託與學

生互動人員 

十三 12/03 執行過程紀錄與反思成果展 (2hr) 執行過程紀錄與小組成員反思分享;活動執行過程短

片、自我成長及社區回饋 

1. 12/2 10:00 可開始佈展，展區於圖書館大廳，展區

先到先選 (務必在展區說明所屬行政區與組別) 

2. 12/3 10:00~12:00 期末展，老師、學生與參觀者

皆可進行評分。 

3. 服務學習期末心得紙本報告(不超過兩

頁; 格式請於課程網頁或課程

Moodle 下載)，請於 12/10 晚上

11:55 前上傳至 Moodle 

4. 12/31 撤展 

老師、同學皆須出席 

備註 上課地點: 圖書館B1會議廳 

上課時間:星期二3、4節 (10:10至12:00 )  

期末成果展：108/12/03-108/12/31 (圖書館 1 樓大廳) 

 

本課程 FB 社團    本課程成大 Moodle   本課程專屬網頁   圖書館課程報名系統   通識認證演講報名  

 

 

 

  

https://bit.ly/314Am1X
https://bit.ly/314Am1X


移動圖書館出車資訊 

編號 教師姓名 行政

區 

合作機構 出車日期 發揮主題 教師 email 

1 張雅雯 東區 崇明國中 11/2(六)  醫藥衛生 : 生活(食物)中毒

物及健康飲食等 

aywchang@mail.ncku.edu.tw 

2 (英) 楊景華 仁德 大甲國小 11/12(二) 自然科普‧科學思辨 z10804006@email.ncku.edu.tw 

3 羅靜純 南區 永華國小 11/19(二) 閱讀‧悅讀 em65781@email.ncku.edu.tw 

4(英) 施士塵 下營 下營國中 11/20(三) 光的神奇魔法 scshi@mail.ncku.edu.tw 

5(英) 王涵青 楠西 楠西國中 11/20(三) 溫泉環境生物多樣 wanghc@mail.ncku.edu.tw 

6(英) 楊馨茹 七股 三股國小 11/20(三) 氣候變遷與調適 lin678@gmail.com;  

c9052002@hotmail.com 

7(英) 林蕙玟 新營 曬書店×新營市

民學堂 

11/20(三) 熟齡生活風格產業 hwlin@mail.ncku.edu.tw 

8 徐欣萍 安平 安平康復之家 

(安平天妃里) 

11/20(三) 身心樂活全人健康 hphsupsy@gmail.com 

9 呂曉沛 官田 水雉生態教育園

區 

11/20(三) 菱角水塘發現之旅 hplu@gs.ncku.edu.tw 

10(英) 張松彬 左鎮 公舘社區 11/20(三)  惡地新農業 sbchang@mail.ncku.edu.tw 

11(英) 郭瑋君 西港 成功國小 11/21(四) 永續農業植物科技 wjguo@mail.ncku.edu.tw 

12(英) 洪良宜 龍崎 龍崎國中 11/21(四) 癌症篩檢、心血管疾病 lyhung@mail.ncku.edu.tw 

13(英) 陳文松 白河 仙草國小 11/22(五) 多族群社會生活與歷史文化 z9902016@email.ncku.edu.tw 

14(英) 蘇彥勳 南化 南化國小 11/29(五) 結晶材料多樣 yhsu@mail.ncku.edu.tw 

15 翁明宏 新化 新化高中 確認中 經濟作物文化環境 mhweng@mail.ncku.edu.tw  

16 熊仲卿 東山 老師預計 9 月中

回國 

  西拉雅文化 或 烏山頭水庫 z10602001@email.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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