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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專案回顧 

 

 專案宗旨 

 

目前圖資系實習圖書館（以下簡稱：系圖）的導覽與資源利用教育仍有不足

之處，未能完全消除讀者在使用圖書館時的焦慮，其中包括在面對電腦設備操作

時所產生的障礙、無法利用各種途徑找到所需資訊的不確定感，以及對於系圖之

使用規則的不清晰。另外，大多數讀者只有利用到「教師指定參考書」及影印服

務，未能充分及有效地使用系圖的館藏及所提供資源。 

故本計劃旨在強化本系學生及外系同學對系圖館藏資源的認識及使用技巧，

透過有系統的介紹館內可利用資源，根據系圖有別於其他分館的特色，說明利用

資料的方法和技巧，確保讀者得以充分利用系圖資源，並發揮其主動性與獨立性，

以培養獨立檢索資訊的能力，進而提高館藏的使用率，也有助於館員業務負荷的

降低，進而將時間利用在提供更好的服務。 

 

 目標對象 

 

我們的目標對象為圖資系全部學生和外系生，針對其不同特質，我們將目標

對象分成兩種客群，一為本系大一新生以及外系生，另一則為本系大學部二年級

以上及研究所學生。 

 

 預期效果 

 

希望大一新生與外系生在使用我們設計的一系列資源利用服務後，能對系圖

產生親切感，瞭解各種不同類型的館藏資料和系圖所特有的推廣活動，並能有效

利用系圖資源來解決自己所遇到的問題，而不再面對書架上大量的書本感到恐慌

與無助，甚至能呼朋引伴，帶領其他同學來使用系圖。 

 

 專案修正 

 

我們原先設計有線上、平面和人力導覽等三項資源利用服務，考量時間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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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問題，我們放棄進行人力導覽，並在平面導覽部分，將原先設計的系圖公告欄與

欄位概念融入系圖書籤掛袋， 最後以系圖書籤掛袋和線上影音導覽作為這次專案的成

果展示。 

 

二、 內容實作與成果 

 

 系圖書籤掛袋 

 

A. 設計內容 

 

 擺放位置 

位置置於系館一進來報架區旁的位置，原因為期望書籤達到總導覽

的作用，因此將其置於系館最顯目的地方。另外以佈告欄的方式釘上

4X4的掛袋，使全部書籤可以一目了然。 

 

 書籤內容 

1. 書籤種類 

根據系圖現有的館藏資源分成 14類，分別是中文圖書區、西文圖

書區、中日期刊區、西文期刊區、中文期刊裝訂區、西文期刊裝訂區、

日韓簡中期刊裝訂區、新區展示區、資訊檢索區、兒童讀物區、中文

參考書區、西文參考書區、碩博士論文區及教師指定參考書區。 

 

2. 書籤內文 

書籤正面撰寫該區使用方法、借閱規則及編目順序說明，原因為現

有館藏有許多使用規則是較複雜的，讀者在使用上會遇到一些問題，

例如哪些館藏限館內閱覽或者如何分辨與使用影印機與列印機等使用

規則等等，希望透過書籤清楚的說明可以讓讀者降低使用焦慮；書籤

背面附上照片，原因為期望透過照片更能使讀者以圖像對照的方式更

快速及準確尋找館藏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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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書籤設計 

將書籤上方綁毛球，每一類書籤以毛球顏色作為區分，而毛球顏色

則是依據現有圖資系圖平面圖各館藏資源區的顏色對照設計，其目的

是希望透過顏色可以使讀者更有效率，並且更加確信其查找的區域為

正確的位置。另外，由於館藏導覽書籤為書面，本身是個較無趣的東

西，若只是平面書籤，一般讀者不會主動拿取，因此想了毛球此概念，

期望透過繽紛且較生動、可愛的設計，以吸睛的方式增加讀者的觸及

率與使用率，進而使讀者願意在進入圖書館時拿取，達到能夠實質協

助指引與了解館藏的效果。 

 

 館藏資源區域與顏色對照 

館藏資源區 顏色 館藏資源區 顏色 

中文圖書區 寶藍 新區展示區 白 

西文圖書區 深綠 資訊檢索區 黑 

中日期刊區 桃紅 兒童讀物區 紫 

西文期刊區 橘 中文參考書區 淺藍 

中文期刊裝訂區 淺黃 西文參考書區 淺綠 

西文期刊裝訂區 紅 碩博士論文區 灰 

日韓簡中期刊裝訂區 深黃 教師指定參考書區 淺粉 

 

4. 版本 

一共分為兩種，一種為毛球書籤，供館內檢索及作為瀏覽書籤之用，

使用完畢歸還至原位，不可帶走；另一種為小書籤，可供讀者帶走，

目的為推廣系圖之用。 

 

5. 用途及使用規則 

此書籤的用途主要有三者：位置指引、區域說明以及館內閱覽使用。

當讀者檢索與利用館藏資源時，可以拿著書籤至該區域，並參照書籤

上的指示更便利、完整的使用資源，隨後至閱覽桌閱讀館藏時可以將

書籤作為書籤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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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設計成果與讀者回饋 

 

 設計成果 

 

1. 書籤擺放位置 

 
 

2. 整體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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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說明 

 
 

4. 毛球書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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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書籤 

 
 

 讀者回饋 

 

截自目前，共回收 14份有效回饋單。回饋單為不記名，內容有三

項問題，(1)書籤擺放位置 (2)書籤實用程度 (3)書籤內容，以及空白的

意見欄。三項問題皆採李特克量表計分，1分為非常不滿意，5 分為非

常滿意，未填寫分數以零分計，不計入平均，平均分數四捨五入進位至

小數點後第一位。 

編號 書籤擺放位置 書籤實用程度 書籤內容 

1 4 3 3 

2 5 3 4 

3 5 4 未填 

4 5 4 4 

5 5 5 5 

6 5 4 5 

7 5 5 5 

8 5 3 3 

9 5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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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5 5 5 

11 5 2 4 

12 5 3 4 

13 4 3 5 

14 5 3 4 

總得分 68 51 55 

 

問題 平均得分 

書籤擺放位置 4.9 

書籤實用程度 3.6 

書籤內容 4.2 

 

 線上影音導覽 

 

A. 設計內容 

 

我們想要設計一套線上影音互動導覽，讓不管是外系讀者、系上大一新

生都能透過這樣的影片導覽，對於系圖的資源有一定的基本了解，內容將著

重於簡介系圖的資源分布，以及相關借閱規定。 

 

 製作執行 

最初我們利用威力導演這套軟體完成期中 demo 的示範影片，但

後續考量到我們使用的是試用版，若要在網路上公開發布影片的話，可

能會有版權問題，因此，我們改用 Power Point 和Movie Maker接力

完成後續的影片，並依資源分區將影片切成多支三十秒內的短片，讓讀

者可自行選擇想觀看的資源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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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 館內環境拍攝 

 
 

步驟二. Power Point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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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 錄音 

 
 

步驟四. Movie Maker後製 

 
 

步驟五. 修改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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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六. 上傳雲端 

 
 

B. 設計成果與讀者回饋 

 

影片製作完成後，我們和第二組修改後的系圖網頁合作，將各區的介紹

影片放上網站，並透過 Facebook 直接分享影片雲端連結，邀請網友觀看並

填寫線上問卷給予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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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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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book 線上問卷投放 

客群/系級 人次 客群/系級 人次 

圖資一 19 人發(師大) 1 

森林三 4 森林四 1 

生傳三 4 社會三 1 

生機二 2 心理四 1 

哲學三 2 心理一 1 

政治三 2 植微四 1 

地質三 1 中文三 1 

經濟三 1 資管二 1 

總數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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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十二月二十三日晚上十二點整，共回收四十三份有效問卷，其中以

圖資一的人數最多，共有 19人次，並以「系圖簡介」被觀看 12次最多。 

影片 觀看次數 影片 觀看次數 

系圖簡介 12 中西文圖書區 3 

入館須知 7 博碩士論文區 3 

資訊檢索區 3 兒童讀物區 5 

新書展示區 6 中西文參考書區 2 

教師指定參考書區 1 期刊區 1 

總數 43 

 

本次問卷主要有以下三個問題：(1)影片長度是否適中? (2)影片提供的

資訊是否能幫助了解圖資系圖的資源? (3)看完影片後，是否會想使用圖資系

圖? 我們以李克特量表 1~5分計分，三個問題的最高得分和最低得分皆分

別為 5分和 2 分，平均分數則落在 3~4分。 

問題 平均得分 

影片長度是否適中? 2.93 

影片是否能幫助了解系圖的資源? 3.63 

看完影片是否會想使用圖資系圖? 3.7 

 

C. 後續修改 

在 46份問卷回饋中，「可再加入多一點可愛、輕鬆的元素」是較多影

片觀看者及在報告時老師共同有提出的意見，在和助教討論後，建議就以下

四大區域修改，分別是：系圖介紹（一般書區、參考書區、期刊區可以一併

show 圖帶過）+入館須知、資訊檢索區（含設備、影列印卡販售）、教師指

定參考書區（隔夜借閱規定）、兒童讀物區（環境、可借閱館藏，限館內閱

覽館藏可以 show 圖帶過），因為想要的影片氛圍是充滿活力、更加可愛、

  圖資 

19 

  森林 5 

  生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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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的路線，因此我們與第四組合作，使用他們創作出來的兔子，把兔子帶

入影片中，增添可愛感以及趣味，希望能給使用者更加可愛的感覺，進而吸

引他們前來使用我們所介紹的資源。 

 

 設計理念 

首先想要利用顏色給人們的感覺，吸引使用者藉由進一步觀看，會

想要前來系圖使用影片中所呈現的資源，因此以下將分別描述四大區域

的設計元素： 

(1) 系圖簡介+入館須知：利用黑色、黃色與白色構成主要色調，希望

能與圖資系系網站做結合，讓使用者看到影片，能很快地與系上網

頁做連結。 

(2) 資訊檢索區：考量到電腦設備常會給人冰冷的印象以及距離感，因

此在介紹這區時主要利用淺綠色給人的感覺──讓使用者覺得這邊

是容易親近的，搭配本區提供的影印、列印以及掃描服務，並利用

兔子貼心的叮嚀，讓大家記得本區不提供 USB 插頭，在列印前要先

記得將資料上傳到 email 或是雲端硬碟，增加列印的便利性，並希

望能帶給使用者圖資系圖是個親切的地方，歡迎多加使用。 

(3) 教師指定參考書區：在本區使用大量紅色元素，除了利用紅色本身

給人的警戒感覺，也提醒使用者在使用「隔夜借閱」這項服務的同

時，能明確知道隔夜借閱的相關規定，並加以遵守。 

(4) 兒童讀物區：利用「大富翁」的模式，加上兔子聯想到的「愛麗絲

夢遊仙境」，以紅、黑、白的撲克牌顏色，以遊戲的方式帶領影片觀

看者一步一步的更加了解兒童讀物區，並藉由一格一格的前進方式

將資訊分類分區介紹，避免資訊混亂。 

 

    另外搭配符合創用 CC 姓名標示授權 (允許再利用)、混合剪輯這部

影片，背景音樂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F8ZBgImzl4。 

 

三、 未來展望 

 

https://www.youtube.com/t/creative_commons
https://www.youtube.com/editor?action_new_project_from_video=1
https://www.youtube.com/editor?action_new_project_from_video=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F8ZBgImz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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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檢討 

 

A. 系圖書籤掛袋 

本次所企劃的「毛球書籤」平面導覽，我們認為毛球書籤實際做出來效

果滿好的，因為色彩豐富又符合這個寒冷的季節。由於時間上較晚開始執行，

所以回收的問卷數量頗少，因此我們認為執行的時間太晚是一個我們需要改

進的地方。問卷中對書籤的評價多數都是正面的，少數使用者認為書籤的文

字可以活潑一點，也是我們需要改進的地方。關於書籤的擺放位置，有使用

者建議可直接將書籤放置相對應的館藏資源區，讓使用者在過去的時候就可

直接取用，不過考量到我們希望呈現的效果是全面性的總導覽，故原有的佈

告欄仍會繼續擺設，不過可將在各館藏資源區放置小書籤供使用者取用納入

未來發展的規劃。 

另外，因為我們最初訂定的目標族群是第一次使用系圖的人，但其實這

個族群非常小而且也無法知道是否為第一次使用，為了讓書籤導覽可以吸引

更多人(不只是我們當初訂定的主要對象)來使用，可以再自製「限量」的手

工毛球書籤，送給有登記使用書籤導覽、並填問卷的人。 

 

B. 線上影音導覽 

我們可將讀者的回饋分成(1)聲音、(2)動畫、(3)字幕等三部分檢討。首

先，聲音的部分有讀者反應旁白的配音音量不穩定，忽大忽小，並建議能搭

配輕快的配樂讓影片較為生動有趣；動畫部分，則有讀者認為單一畫面停頓

太久，在轉場的時候也可加上動畫來拉回讀者的注意力；最後則是字幕，一

來是字幕與旁白搭配的正確性，二來是資訊的記憶性，讀者普遍給予資源位

置指引的地圖高度正向回饋，建議其他資訊也可將參考類似方法，以表格的

方式將資料整理成一個畫面呈現，方便讀者吸收。 

參考第一次回饋的建議，我們針對系圖的基本介紹和重點特色館藏做了

第二次的影片內容呈現修正，並重新錄音，包含(1)系圖簡介、(2)入館須知、

(3)資訊檢索區、(5)教師指定參考書區和(5)兒童讀物區，加入第四組設計的

兔子作為影片的介紹主角，並將旁白文字生動化，欲傳達的資訊也改以較簡

短的文字和表格整理呈現，希望能增加影片的互動性和趣味性，不過礙於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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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關係，第二次的影片來不及發放問卷實際調查使用者的意見，因此無從得

知我們的修正是否有讓影片更合乎使用者的期待和需求。 

 

 營運建議 

 

在平面導覽部分，由於毛球與紙條可能會有折舊的情況發生，在未來可能製

作上要注意物件的耐用程度，或許下次可以選用耐用性高的材質製作，或是護貝

加工。 

 

考量到未來系圖若有資源位置發生變動，或是有提供新的資源，為了使這次

做好的成果能達到最有效的資源再利用，我們樂於提供系圖可以自行修改的電子

檔，使未來若有意要修改 ppt 的內容時，可以在現有素材的基礎下，加上新的

內容、動畫，以及新錄製的聲音，以此次成果為模板，如此可以節省製作日後系

圖影音導覽的成本。 

 

 行政資源 

 

A. 工作分配： 

工作內容 負責人力 

線上影音導覽 

高竹瑩(寫腳本+剪輯+拍照) 

葉克芸(寫腳本+錄音+拍照) 

方婷(拍照) 

許嘉瑜(寫腳本+錄音) 

系圖書籤掛袋 洪妤慈、曹雅晴、陳敏柔 

 

修改線上影音導覽的新工作分配： 

區域 內容腳本 錄音者 剪輯者 

(1)系圖製作+入館須知 方婷、陳敏柔 陳敏柔 高竹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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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資訊檢索區 高竹瑩、葉克芸 葉克芸 高竹瑩 

(3)教師指定參考書區 洪妤慈、曹雅晴 洪妤慈 高竹瑩 

(4)兒童讀物區 許嘉瑜、葉克芸 葉克芸 許嘉瑜 

 

工作內容 負責人力 

PPT 統整 曹雅晴 

書面統整 葉克芸 

 

B. 實際花費 

項目 價錢 

掛袋 179 元 

書籤 500 元 

 

四、 附註 (線上導覽內容) 

 

 系圖書籤掛袋內容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gfakWGruWwUWFjYlRmU0h1djQ/vie

w?usp=sharing 

裡面附有： 

1. 平面文字內容 

2. 書籤紙的範本(毛球) word 與 pdf檔 

3. 書籤紙的範本＿外帶小書籤 word 與 pdf 檔 

4. 書籤圖片列印檔（彩色）word 與 pdf 檔 

5. 書籤使用說明書 word 與 pdf檔 

6. 位置名稱標示卡 word 與 pdf檔 

7. 整體標示卡 word 與 pdf 檔 

 線上影音導覽內容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gfakWGruWwUWFjYlRmU0h1djQ/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gfakWGruWwUWFjYlRmU0h1djQ/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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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初版講稿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5NzQ5WzBWZkBszH392

5jpUEeQwixErwKy3NvyO3KyU/edit?usp=sharing 

B. 報告後修正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Aws3A4QXLvIcdRt0K3xVD3v

s54W-_aViY43kxbN4d1k/edit?usp=sharing 

C. 修改前影片連結： 

1. 系圖簡介 (https://goo.gl/tci0lc) 

2. 入館須知 (https://goo.gl/zF1Kb2) 

3. 資訊檢索區 (https://goo.gl/iziiL0) 

4. 新書展示區 (https://goo.gl/3H7Rjs) 

5. 教師指定參考書區 (https://goo.gl/3H7Rjs) 

6. 中西文圖書區 (https://goo.gl/5djCN4) 

7. 博碩士論文區 (https://goo.gl/SE5vAz) 

8. 兒童讀物區 (https://goo.gl/GwwL1W) 

9. 中西文參考書區 (https://goo.gl/wduXOw) 

10. 期刊區 (https://goo.gl/YdlqS9) 

D. 修改後影片連結： 

1. 系圖簡介+入館須知 

https://www.space.ntu.edu.tw/…/97C34C3D61024CAD9C38379B

3082… 

2. 資訊檢索區

https://www.space.ntu.edu.tw/…/DD9C890E920B4C27B9E73BA2

64CF… 

3. 教師指定參考書區

https://www.space.ntu.edu.tw/…/08504C553EDF489BA68337A9

D344… 

4. 兒童讀物區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0B8ANCW7eEqlPZ194V2VRV

https://www.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goo.gl%2Ftci0lc&h=YAQHMyYy5AQHI5pmLYNg9qX_ay2KUzgzX6bmDR35f11CNpA&enc=AZOcBS_P99o0P5zKJ9PenObNv_hzUIf80QfaHRmUogb3qbtJGp2ZODh4nR27D19ph-SdlclH-2SJ0KBOop-EVMBChRHVf_b5X9mBhBtDUP8atvcE_RJD_fgEPa3Ih2GImRVy2XcBkSJ9ZXvslNdSYUuDzHXY18VQBMR7UbbA_54lShKvTbFYM_yZjwd5XGcvHrY&s=1
https://www.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goo.gl%2FzF1Kb2&h=gAQE7XhvWAQFfXk69nMo1j01PI0q2itrxGIPBSrmqEXxSLw&enc=AZNfZ6PrtF6kVHe8a3_I4zDYjAlN_q1YCy_EFjo9mHym9ZJklIbyImNSMn-rGz1WRFLsXDQ86pR5Ny3_ux0eFWcJvLajN41MNiR-fH8dxrGd0Tol6pLuyntFoSG92VgawizHYXzp_wt-Tt6OonwqEostW9hG2PvgorVdGzBvMZZgxnxHVRQXg29qe11H1PeCq-I&s=1
https://goo.gl/iziiL0
https://goo.gl/3H7Rjs
https://www.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goo.gl%2F3H7Rjs&h=tAQGtHPrWAQEcJjAT2BEheHThhMD-ctTmiHSYPIEC69M3yA&enc=AZO6aTrFAIGPcIEQetY58NWhI0YbwGvTtwYYNrKFfehvgjpUaJtD2ZVtmnZBu9BLMKOts4d4cpcUHPLLOT4Vssvno3EG0JbWazd4KgVoQ5zAL_sQsc6UypECNEkpS9uO3BGDCCXsV_f9astC2mY2t2hlSWnfIcBfXlnMjKenh9KkoYAvLoWh3jESdNFVvyt_iwU&s=1
https://goo.gl/5djCN4
https://www.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goo.gl%2FSE5vAz&h=7AQE5TiHWAQEBjCokE5bh8KAakKwoWhklZMoy7hwPHgj1JQ&enc=AZN709COHDvAGbZqUKPm8a7OOJiVkvMxwIgovE5lWMN8Dp9n3ItV4GHviE1-ZewljRewcn_kAwa69nUjbamefm0pu73nbAqW8dM-Q_TACDft8UeSc61qyULtbBBA66RSqvHnwzdcXgPlK9rQV0Vs92mEO5gouQ3Mu_pSVkdv_Nqu-BP_Orq2oIj1EftCwoj63cY&s=1
https://goo.gl/GwwL1W
https://goo.gl/wduXOw
https://goo.gl/YdlqS9
https://www.space.ntu.edu.tw/navigate/s/97C34C3D61024CAD9C38379B30826AC8QQY
https://www.space.ntu.edu.tw/navigate/s/97C34C3D61024CAD9C38379B30826AC8QQY
https://www.space.ntu.edu.tw/navigate/s/DD9C890E920B4C27B9E73BA264CF0669QQY
https://www.space.ntu.edu.tw/navigate/s/DD9C890E920B4C27B9E73BA264CF0669QQY
https://www.space.ntu.edu.tw/navigate/s/08504C553EDF489BA68337A9D3444C37QQY
https://www.space.ntu.edu.tw/navigate/s/08504C553EDF489BA68337A9D3444C37QQ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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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PWjQ 

 

 問卷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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