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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學會的目標

1. 協助圖書館主任推行有關圖書館的日常工作和推廣活動，使圖書館達到最高的使用率。

2. 鼓勵同學善用圖書館資源及設施，培養閱讀習慣，邁向終身學習。

3. 透過學習與實行，訓練同學的協作、溝通、創造、批判思考、自我管理、研習、解難、運

算及運用資訊科技的共通能力，並强化同學懂得互相尊重、欣賞、 自律及承擔的正確公

民態度，從而培養同學的領導潛能、責任感和合作精神。

圖書館學生助理員守則

1. 請在當值日準時到圖書館值崗。

2. 經常佩帶「Student Librarian」襟章，以方便大家執行職務。若有遺失或損壞者，

請知會圖書館主任，並補領。

3. 聽從組長（即 A 位助理員）的安排，共同合作，服務同學。

4. 值崗時間內，應以服務為中心，請不要擅自離開崗位。若有特別事故需要暫時離開，請知

會教職員及組長（即 A 位助理員），以便安排其他助理員臨時替崗。

5. 如有學生助理員需要處理自己的借、還及續借手續，應於非繁忙時間安排其他

助理員協助辦理。

6. 若學生助理員需要借用 A/B 電腦處理非圖書館事務，借用前請列明班別、姓名、

借用日期、時間及借用原因，並需由教職員簽署方可使用。

7. 未經許可，不可觸碰及使用教職員椅桌範圍所擺放的物品、電腦及列印機。

8. 會員應注意自己儲物櫃的安全，把儲物櫃鎖好及取回鎖匙。

9. 當保安系統響起，會員應盡快採取應變措施處理事件。

10. 如遇有特別情況未能配合以上守則，請盡早知會圖書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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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學生助理員值崗注意事項

I. 點名及報到

1.  A 位助理員為當日之組長。請組長於每段值崗時間點名。遇有組員缺崗、遲到或需要暫時

離開崗位，請安排合適的助理員臨時替崗。另外，請組長於開崗前提點組員各項須知。

2.  B 位助理員為當日之副組長。當組長未能準時值崗或缺崗時，替代組長負責以上工作。

3. 請各位組員於每次值崗到場時，即向組長報到。

4. 值崗的學生助理員若因事缺席， 請盡速遞交假紙。另外，遲到或早退的學生助理員，

請知會教職員。

5. 當值會員的私人物品應放到 18 號櫃的架上。

6. 如果學生助理員未能於打早會預備鐘前準時到達圖書館，須到操場集隊。

II. 開館前準備

圖書館學會幹事請於上午 7:30(夏令)/7:45(冬令)到圖書館準備：

1. 開啟 1-15 號電腦，整理報紙

2. 於 A、B 電腦(借還書用)開啟 SLSCIRC

3. 進行模擬借書程序，並於還書表上登記還書日期

4. 調校及核對印章 (即日/ 7 日/ 14 日印)

5. 於學生借用電腦登記簿、使用列印紀錄表及午膳時間人流管制紀錄表蓋上即日印

6. 開 A4，4 – 18 號櫃。

7. 檢查保安系統，登記用館人次。

III. 排架

1. 排列書架的次序是依照索書號由小至大(或按英文字母次序)，由架的左邊至右邊，

由上面至下面排列。

2. 英文小說「F」、中文小說「857」、兒童文學「859」和翻譯小說「889」是分開擺放，

請緊記不要把這此圖書放置於原有的分類架。

3. 排架例子：857 3652 是排在 857 4568 的前面，在例子中，857 是分類號，3652 和 4568 是

著者碼，兩組數字放在一起稱為索書號，先排分類號，再排著者碼，如果兩個都相同，

則索書號相同，就可以放在一起。

4. 如該兩書本是分上、下冊，則先排上冊，後排下冊。若無分冊數，則不用排先後。

5. 處理英文書的方法與中文書大致相同，例如 CHA 排在 CHE 的前面。

* 詳細指引請參閱圖書館網頁第部份：圖書館技巧訓練。

* 廣泛閱讀計劃圖書按登錄號排架。

IV. 午饍值崗

1. 請於下午 12:15 當值的學生助理員到場時向教職員報到。

2. 下午 12:15 當值的學生助理員，應注意中一同學不可於下午 12:15-12:50 進入圖書館及使用

任何服務。

3. 如果當天中一同學需要於圖書館進行午間活動，圖書館將暫停開放。

4. 下午 12:15 當值的學生助理員，需在下午 12:15-12:45 記錄出入人次，並處理服務台借還

手續，該學生助理員值崗至下午 1:00。

5. 下午 12:45 當值的學生助理員需攜同人流管制記錄表及還書收集箱到圖書館門外監控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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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維持秩序，並將沒有逾期歸還的圖書存放在收集箱內。圖書若已過期，應安排同學進入

圖書館還書，並繳交罰款。另外，於下午 1:15 收回排隊欄、指示牌、人流管制記錄表及

還書收集箱，並處理收集箱內之圖書。該助理員需於圖書館值崗至下午 1:30。

V. 非當天值崗的學生助理員注意事項

1. 請額外提供協助的學生助理員 (即不是當日值崗的學生助理員)在到場或離開前知會

圖書館主任，讓圖書館主任能作出適當的安排。

2. 若不是準備協助工作的學生助理員，請勿於服務台的工作間附近流連。

VI. A、B 位助理員：借、還和續借書

借   書：同學可借出共 5 項館藏資料

(限期 ─ 圖書：14 日；其它館藏資料：7 日)

續   借：同學只可續借每項館藏資料一次。

預   約：同學每次最多可預約共 2 項館藏資料。

借書功能失效：同學只要有一項館藏資料過期未還，其戶口的借書功能便會失效，

即該同學暫時不能外借任何資料。

請很有禮貌地詢問排隊借還書之同學：「請問還書或是借書？」

借書

1. 按「F2」。

2. 掃描同學的圖書證，注意螢光幕上已顯示該同學的資料。

3. 掃描資料上條碼，並確定從螢光幕顯示該資料已「借出」。

4. 請確認系統顯示之還書日期，然後才於還書日期紙上蓋上「還書日期」印。

（一般圖書為 14 日，公開試試題「SPP」及其他資料則為 7 日）

5. 將圖書證連同資料交予負責消磁之學生助理員。

6. 把資料消磁。

7. 將圖書證及已消磁資料交給借書之同學。

* 不可使用他人圖書證借書。

* 如同學使用臨時圖書證，應知會教職員。

* 同學可借閱貼了「星」貼紙的參考書，而沒有「星」貼紙的參考書則不可外借。

* 若有同學到服務台查詢自己的借書記錄，請指導他使用個人密碼透過圖書館網頁的

網上檢索(Web OPAC)查閱自己的借書記錄。

* 負責借還書服務的學生助理員注意蓋印時需由左至右、由上至下每行蓋印，切勿隔行蓋印。

* 如果老師前來借還書，請交由教職員處理。

還書

1. 按「F3」。

2. 掃描資料的條碼。

3. 等待系統顯示「OK」。

4. 告訴還書之同學：「無問題，你可以離開。」

5. 蓋上「已還」印並將資料上磁。

* 如果同學在未處理完還書手續前離去，請他回來，待手續完成後，才讓他離去。並告訴

該同學：「同學，請勿離開，還書手續仍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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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還書

1. 還書時如發現系統出現「罰款」，應向該位同學收取螢光幕所顯示之罰款，並告知教職員。

2. 小心核對罰款金額是否正確，然後將其放入罰款箱，按該項遲還之圖書館資料

（該行變為藍色），再按「收取」，確定該行最後會出現「C」，表示已收取。

* 如果同學遲還圖書，而未能繳交罰款，應立刻通知教職員，並收起該同學之圖書證。

在圖書證加上黏貼紙，清楚列明過期日數、罰款數目、署名及日期，然後將收起的圖書證

交予教職員。

* 未完成「收取」手續前，請勿離開還書「F3」畫面。

* 若真的忘記按「收取」或按錯「免收」，請學生助理員立刻告知教職員。

* 如同學替別人歸還逾期的館藏資料，同學需即時替遲還館藏資料的同學繳交逾期罰款。

續借

1. 按「F4」。

2. 與借書手續相同，但不需消磁。

3. 辦理續借手續時應於新蓋的還書日期左方用紅筆加上「」號，並於上一個還書日期印

加蓋「已還」印。

* 替逾期還書的同學辦理續借手續時，請先按「F3」替同學還書，收取罰款，

再辦理借書手續。

* 若還書日期紙上的日期顯示過期，但電腦沒有顯示過期日數及罰款金額或過期日數很少，

請詢問同學是否曾辦理網上續借手續。若已辦理網上續借，便可照電腦顯示的程序還書，

並將圖書收回，不可再續借。若有疑問，請立向教職員查詢。

每次完成借、還書手續時，如沒有下一位同學在排隊借、還書，請將畫面回到借書

「F2」畫面。

每段開放時間完畢，學生助理員離開 A、B 電腦時，請按「F2」(借書)，並將「F2」畫面縮小，

讓螢光幕回復到桌面。

* 除借書「F2」/還書「F3」/續借「F4」外，其他按鈕在沒有教職員的指引下，請勿使用。

* 要將圖書條碼放在掃描器前掃描，除非條碼難於掃描，否則不可隨意拿起掃描器。

* 除了使用臨時學生/圖書證外，不可以用人手輸入條碼。

* 如借、還書時發現圖書需要修補，請插修補咭於圖書內。若有同學輪候外借該圖書，請收取

圖書證，於修補咭的黏貼紙上以鉛筆清楚列明該同學的取書時間(請預留一個工作天進行修

補)，並知會該同學取書時間，然後將圖書放在上/消磁器旁的文件隔上層，以便工友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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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C、D 位助理員：借、還電腦及列印服務

使用電腦及列印機之注意事項

1-15 號電腦內之軟件包括：

一般應用軟件

Microsoft Office 包括:

Microsoft Access 

Microsoft Excel

Microsoft Outlook 

Microsoft PowerPoint 

Microsoft Word 

虛擬光碟 網路工作站

虛擬光碟

網路瀏覽器

Internet Explorer 

檢視可移植文檔格式 (PDF)軟件

Adobe Acrobat Rader 

手寫板

蒙恬筆

繪圖/影像編輯軟件

Ulead PhotoImpact 

多媒體設計軟件

Macromedia Dreamweaver 

Macromedia Flash 

防毒軟件

NOD32 AntiVirus

視聽媒體軟件

Quick Time Player

RealOne Player

Window Media Player

壓縮檔案軟件

WinZip 

列印機設定如下：

1-15 號電腦均連接位於服務台兩部列印機

HP LaserJet 3700 (彩色)

HP LaserJet 4100 (黑白)

借、還電腦

1. 學生助理員應指導借用電腦的同學在「借用電腦登記簿」上填寫清楚資料，並應

核對該同學的圖書證或家課日誌的資料是否與所填寫的相符。

2. 學生助理員應按電腦編號順序安排同學借用電腦，並主動提醒同學填寫備註欄的

編號及遵守使用電腦之守則。(同學需自備耳筒)。

3. 當值學生助理員若發現同學使用臨時學生/圖書證借用電腦，需要通知教職員。

4. 同學使用完電腦必須關掉所有程式並回到最初設定畫面、填寫結束時間，然後取回圖書證。

（如發現未取回之圖書證，請在「領回圖書證通知單」填上日期、時段及機號，然後放於

職員台面）。

5. 若有同學排隊輪候借用電腦，而正在使用電腦之同學已超過 15 分鐘，應以「先用機先離開」

原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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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借用電腦者可與另一名同學一同使用電腦。該同學必須得到借用電腦者同意，並應登記借

用橙色椅子。同學不可擺放橙色椅子於 14 及 15 號電腦旁邊， 以免阻塞通道。

7. 學生助理員若發現電腦當機，應留下同學的圖書證，並立即通知教職員。然後於電腦的

顯示器掛上「暫停使用」牌，並於借用電腦登記簿插上「暫停使用」牌。

8. 當值學生助理員應留意同學是否善用互聯網，如有疑問，請詢問教職員。

9. C 及 D 位學生助理員請指示使用掃瞄器的同學登記借用 14 號電腦。

10. 同學可於早上、小息及午膳時間使用圖書證登記預借放學使用 1-5 號電腦完成

中文及英文網上閱讀計劃，亦可登記預約放學使用 4-10,14,15 號電腦觀賞 DVD 數碼光碟。

列印

1. 需要列印的同學應到服務台登記。

2. 請該學生助理員詢問需要列印的同學列印什麼、列印張數、印黑白或彩色（需要填寫列印

彩色文件申請表，並有負責老師簽署），並在列印記錄表上登記資料。

3. 提醒同學不要自行按「列印」鍵。

4. 負責列印服務的學生助理員應定時整理 A4 / F4 白紙。

*  若同學所列印的內容不是學科/學會的功課或文件，當值學生助理員請先向教職員查詢。

*  如果同學列印超過一張，應問他列印之文件是否一式一樣，如果是，請向該同學說明只可

列印一份，然後請他自行影印。

*  同學列印黑白文件時請先詢問同學所列印的文件背景顏色是否彩色。如果是，便請該同學

把背景顏色轉回白色，方可列印。

*  同學列印多頁文件時，應該禮貌地詢問能否以雙面列印。

*  學生助理員應將列印完畢的文件交與教職員審查。

*  當電腦發生故障時，請學生助理員及同學切勿自行處理，應立即通知教職員。

*  列印時應揀選適當的列印機。(HP LaserJet 4100 Series)

E、F 位助理員 ：協助借、還書 — 上/消磁

協助借還書 — 上/消磁

1. 負責將館藏資料上/消磁。

維持秩序和打預備鐘

1. 負責維持圖書館內秩序，若發現任何同學違反圖書館規則，應立即通知教職員處理。

2. 應於小息、中午(預早 2 分鐘)及關館前(預早 5 分鐘)打預備鐘，提醒同學圖書館這段開放時

間即將結束，請同學盡快依次序辦理借、還或續借手續，然後離開圖書館。若有同學仍然

留下，沒有離去之意，學生助理員應上前提醒同學離去。

3. 學生助理員亦應在完崗前協助執拾服務台、整理座椅、報紙架、關掉冷氣、風扇及

清理儲物架。

4. 需於不同開放時段，因應人流數量調校冷氣設備及開關風扇。

5. 如打了預備鐘後，仍有同學進入圖書館，請很有禮貌地說：「同學，已經打了預備鐘，

請於下段時間再來。」

* 同學不可觸摸保安系統及利用任何物品干擾保安系統內之測數器。請同學排單行經過保安系

統出入，切勿從保安系統與植物之間的空隙經過。

* 同學不可在館內飲食 (包括水、香口膠及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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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不應大聲說話或嬉戲。

* 請同學靠近服務台排單行借用電腦。

* 請同學按指示排單行等候辦理借、還或續借手續。

* 同學不應大力開 / 關門。

* 其他注意事項請參閱圖書館規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