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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執行過程	 

（一）專輯與音響	 

1.專輯搜集：針對「專輯」的來源，是組員提供。（原本預計要進行系內師生的募

集，不過後來組內的組員先行搜集家裡有的專輯 CD 之後，感覺風格多樣，數量差

不多足夠，所以便沒有再進行對外募集。）	 

2.資料建檔：組內的專輯 CD 募集完成之後，便開始建立專輯介紹的一覽表，以及

為每一張專輯編號	 ex:	 LIS001。如圖範例。	 

	 

3.專輯介紹的一覽表：主要是介紹每一張專輯的風格.演奏者.專輯名稱等等，列印

成兩份書面形式的小介紹本，分別放置在登記借用表格的桌子上（供使用者翻閱瀏

覽），以及另外一份放置在音響的旁邊，讓使用者可以邊聽音樂邊瞭解專輯的小資

訊。	 

4.專輯上架之前，為了在系圖之中清楚區別出屬於我們創新服務系列的專輯館藏，

我們為每一張專輯都貼上印有編碼的標籤（ex:LIS001），以及 CD 封面的制服封套，

如圖。完成封套與貼標之後，便進行專輯上架。	 

	 

5.立體音響購置：我們先在網路上搜集音響的品牌與音質等資訊，多方考量價錢.

耐用性.品質.保固與音響規格等條件，最終決定了一款立體音響，並進行線上的下

單購買。到貨之後，即將音響搬至系圖的兒讀區木櫃上放置，並且進行音量測試。	 

6.音量限制事宜：為了避免之後使用者在兒讀區播放專輯音樂的時候，音量失	 	 當

而干擾到其他使用者，所以我們分別針對古典與非古典的專輯，測試音量的極限值

（以兒讀區的門關閉之後，音量不會傳到外面為主）。並且把音量限制做成告示牌，

放在音響周邊提醒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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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挑選兒讀繪本	 

1.第一次繪本借用：	 

當決定利用兒讀區的繪本做拼圖素材的時候，我們在查找繪本的時候遇到了以下情

況：	 

*	 選用繪本的封面圖案或是內部插圖	 

*	 繪本圖案的大小也會影響圖片縮放的畫質	 

*	 超出掃描器範圍大小的繪本需要做出取捨	 

*	 在選圖方面也需要按圖片的構圖和拼圖難易度做出取捨	 

*	 盡量不選擇有文字和對話的插圖，而是以具代表性的繪本封面做為素材	 

*	 圖案的畫面盡量是填滿的，如果太多空乏的背景，會讓拼圖的困難度增加	 

2.第二次繪本借用：	 

需要第二次借用是因為有同學提出我們提供的拼圖沒有挑戰性，因此我們便開始往

有連頁的繪本素材做選擇。此外，適逢聖誕佳節來臨，我們也選了一些繪本插圖作

聖誕系列明信片的素材，同學也可利用拼圖機自行體驗自製過程。在選圖的時候遇

到了這些情況：	 

*	 欲添加的拼圖和明信片款式和數量	 

*	 選用連頁的圖作為難度較高的拼圖款式	 

*	 在找聖誕系列的繪本時都是用肉眼搜尋，很快就找到好幾本作選擇參考	 

*	 明信片的大小是四分之一，因此在素材的選用上需要選擇簡潔且能帶出聖誕氣氛

的素材為主要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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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拼圖與明信片製作	 

	 1.第一階段	 

與組員商討後，我們決定第一個禮拜先提供讀者三組拼圖，

當中 A4 大小的有兩組，二分之一 A4 規格的則有一組。在網

路上的通路訂購拼圖機及附贈的拼圖專用版後，小組成員們

一起到兒童讀物區挑選拼圖的素材，最後挑選出三張我們認

為難易度適中的圖片，列印黏貼到專用版上，再以拼圖機壓

製。壓製的過程中經常會發出快要斷裂的聲音，後來才發現

是切開專用版的聲音而非把手斷裂的聲音。壓制完成後，我

們發現部分的拼圖有不太牢固的問題，因此另外用白膠進行補強並風乾。最後則

在包裝袋上寫上書名、索書號及”此書在兒讀區可找到”的短句作為提示，放置

於系圖的小木櫃最下層，完成第一階段的準備作業。	 

2.第二階段	 

活動開始一個禮拜後，透過整理回饋單的意見，我們發現系上同學的參與度比預

期的高，而且部分體驗者認為拼圖的難度不高，當中也有希望我們提供大小適中

的半成品，讓他們可以更方便的使用拼圖機。經過小組討論後我們決定再追加兩

組 A4 大小的拼圖，並依照使用者的回饋選擇幾米的圖片及難度更高的素材。半

成品的部分，我們則決定製作明信片提供使用者取用。為配合聖誕節的來臨，我

們從兒童讀物區的繪本中找出 4 幅聖誕節主題的繪圖作為素材，並購買現成的明

信片素材作為搭配，希望能透過節日進行更好的宣傳。第二階段的製作比起第一

階段要複雜許多，不但遇到拼圖板太厚的問題，當中也有規格不符的狀況，因此

第二階段的製作比起第一階段要花上更多時間與精力。製作完成後則一樣在包裝

袋上寫上提示語，置於小木櫃後完成準備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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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做出正確規格的明信片，需

先量出正確大小的模板，再一張

張進行裁切。	 

	 

（四）材料印刷	 

*	 所有的材料印刷大多是在計中列印，由同學統一上傳到群組然後下載列印	 

*	 因為各紙本材料的完成度不同，所以需要分多次去列印	 

*	 彩色列印比起黑白列印來得更生動和吸引讀者注目	 

*	 上傳的材料是pdf檔案為佳，下載後不易受到格式和字體不同影響版面	 

*	 不論是張貼的文宣、借用表單、回饋單或者專輯封面，都要盡量使用同一風格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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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調，看起來較為一致	 

	 

（五）系圖周邊佈置	 

1.主視覺製作：先由電腦製圖作出我們創新服務的 LOGO 模版，如圖。

	 

然後列印出方形磚，拼貼在系圖入口的動輪佈告版上。剛開始直接延用專輯封套的

灰色底圖樣，如圖。 	 不過後來發現顏色過於低調，所以後來改由五彩繽紛的

多種方形磚，貼在動輪佈告板上。如圖。 	 

2.	 服務專用小木櫃：我們的專用小木櫃共有三格，第一層放置拼圖機，第二層放

置專輯 CD，第三層放置我們精心製作的拼圖挑戰用「兒讀繪本拼圖」拼圖包。	 

小木櫃最上方放置花瓶與綠色的回饋單回收箱。如圖。 	 

3.	 借用登記的位置：面向木櫃的右前方大桌子上，擺有借用的表格，並有服務的

廣告立牌。	 

4.	 兒讀區玻璃帷幕：用「音為有你系圖更美」的 LOGO 方形磚拼貼佈置。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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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宣傳	 

1.組員換 FB 大頭貼：我們組員的每一位組員，分別相隔一陣時間，輪流更換臉書

的大頭貼（避免被臉書動態洗掉），並且每一個人都有專屬的顏色版本，增加豐富

度與宣傳的新鮮感。	 

	 

	 

2.圖資系學生的臉書社團：因為我們的創新服務對象是圖資系系內的師生，所以我

們比較沒有對外完全公開宣傳的必要性，所以並沒有像別組一樣開設 FB 粉專，而

是分三次，在圖資系師生主要的社團版「B03	 XXXX」發宣傳的照片與宣傳文。	 

	 

3.開立臉書的活動頁面：建立一個私人活動頁面，僅邀請圖資系的師生參加，並且

有了這個專屬的頁面，可以方便我們將服務的資訊與說明，統一公佈在頁面上。並

且藉由發出「邀請」圖資系朋友參加的通知，達到直接個別宣傳的效果。	 

	 

4.任務挑戰與獎品激勵：藉由拼圖挑戰的宣傳，鼓勵使用者來借用我們精心製作的

兒讀繪本拼圖，並且強調「只要完成拼圖任務」並且拍照證明傳到活動頁面上，人

人都有獎品（不同於抽獎，有時候會讓人捉摸難測而興趣降低）。另外，藉由完成

者所上傳拼圖的照片，也可以為我們達到宣傳的效果（口碑效應），讓其他潛在使

用者看到別人玩的經驗，覺得很有趣或拼圖很漂亮，便會因此被吸引也來玩拼圖。	 

	 

5.「節慶」配合與「限定」策略：	 

我們執行服務的期間，剛好碰到聖誕節，所以我們想說可以趁機利用特殊節慶推出

限定的服務，作為宣傳的噱頭之一。因此，我們推出聖誕節的拼圖，也推出了鼓勵

「拼圖機」借用的加值服務「手作拼圖 x 名信片」，我們精選四款聖誕節相關的可

愛兒讀繪本，做成數量非常有限（限定策略）的名信片。為此項「半路殺出」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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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我們藉機再發文與廣告一波，也再度引起一陣參與的熱潮，達到很好的宣傳

效果。	 

	 

二、成果分析—使用者回饋	 

（一）音樂專輯及音響	 

*	 登記借用次數：10次	 

*	 填寫回饋單張數：4張	 

1.	 喜歡這項服務嗎？	 

→Yes：4；No：0	 

2.	 覺得喜歡的地方：	 

>	 很喜歡不用戴耳機就聽得到好聽的歌！	 

>	 邊看書邊聽音樂可以幫助融入書本。	 

3.	 願意向朋友推薦這項服務嗎？為什麼？	 

→Yes：4；No：0	 

願意推薦的原因：	 

>	 很療癒。	 

>	 音響品質很好。	 

>	 兒讀區平常使用率偏低，有時進去周邊真的都沒人。	 

4.	 推薦的歌曲或專輯：LIS005-田馥甄	 Hebe《渺小》	 

5.	 心得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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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輯種類可以更多元。	 

>	 希望音響留著，讓喜歡的人能播自己喜歡的歌。	 

>	 雖然只聽了一張，但抒情歌很適合，休息時使用很不錯！	 

6.	 結論：	 

使用者很喜歡能夠不用帶著耳機、獨自在舒適的空間裡享受音樂，如果有這項

服務，想要休息時會想到兒讀放鬆聽音樂，也希望能有更多種類的專輯可選擇，

或讓使用者播放自己喜歡、自己準備的音樂。	 

	 

（二）拼圖	 

*	 登記借用次數：22次	 

*	 任務挑戰完成次數：14次	 

*	 填寫回饋單張數：11張	 

1.	 喜歡這本書嗎？	 

→Yes：7；No：2；無圈選：2	 

2.	 覺得有趣的地方：	 

>	 拼圖。	 

>	 很勵志。	 

>	 圖案很溫馨。	 

>	 拼圖玩得很開心。	 

>	 圖案很複雜，需要找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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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面很可愛（但內容沒讀過）。	 

>	 小莉對書本的愛好和她改變了鎮民。	 

>	 拼圖的過程可以訓練圖案組成能力，有挑戰性。	 

3.	 願意向朋友推薦這本書嗎？為什麼？	 

→Yes：9；No：1；無填答：1	 

願意推薦的原因：	 

>	 封面精美。	 

>	 內容有趣。	 

>	 推薦玩拼圖。	 

>	 是有正向能量的書。	 

>	 感覺看完會覺得很溫暖。	 

>	 看起來有助於了解圖書館。	 

>	 很有啟發性，會讓人想看書。	 

4.	 是否有希望製作成拼圖的書籍？哪一本？	 

→Yes：9；No：2	 

>	 希望製作成拼圖的書籍：Little	 Prince、大英百科全書、偷書賊、南瓜湯、

微笑的魚、幾米繪本、頑皮公主不出嫁、星空、第一百個客人。	 

5.	 心得回饋：	 

>	 很有趣的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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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很有創意！	 

>	 有原圖會比較好拼。	 

>	 沒有4000片，沒有挑戰！	 

>	 超棒的！沒什麼要改善的！	 

>	 很好玩，希望可以有更多拼圖！	 

>	 很棒！第一次在系圖待那麼久！	 

>	 Bravo！Excellent！拼圖很好玩！	 

>	 回饋單上可以增加填寫拼的是哪本書的拼圖。	 

6.	 結論：	 

大多數使用者都給予正面評價，覺得拼圖活動很有趣，喜歡、著迷於拼拼圖的

樂趣之中，希望能提供更多、更有難度與挑戰性的拼圖，甚至有人因此第一次

長時間待在系圖。但大部分使用者也僅是拼完拼圖，而未去找出該本書籍來閱

讀。	 

	 

（三）拼圖機	 

*	 登記借用次數：8次	 

*	 填寫回饋單張數：5張	 

1.	 喜歡這項服務嗎？	 

→Yes：5；No：0	 

2.	 覺得有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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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手做拼圖！	 

>	 拼自己設計、壓出來的拼圖很有成就感，覺得開心。	 

>	 自己親手把卡片壓成一片片拼圖的過程讓人很開心又期待！	 

>	 因為以前沒玩過拼圖機，覺得很省工又有心（對收卡者而言）。	 

>	 自己創造一幅拼圖的過程很好玩，作為送禮或收藏也很值得紀念！	 

3.	 願意向朋友推薦這項服務嗎？為什麼？	 

→Yes：5；No：0	 

願意推薦的原因：	 

>	 很好玩！	 

>	 能自己製作拼圖真的很有趣！	 

>	 有趣、紓壓，可以做成卡片送人。	 

4.	 心得回饋：	 

>	 或許能行銷得更多一點，讓大家知道這超棒！	 

>	 可以製作詳細的拼圖機使用說明，以及適合的材質、大小、厚度等等。	 

>	 機器很吵（因為壓的是較厚的明信片，要很用力），可能要規範使用空間。	 

5.	 結論：	 

使用者對於能夠自己親手製作拼圖感到很新鮮、很有趣，覺得送禮自用兩相宜

的拼圖成品令人很有成就感，也希望能有更多的行銷將此服務推廣給更多人一

起來使用。但是使用者對於一開始要如何使用機器會感到迷惘，害怕珍貴的卡

片被自己毀掉、或是損壞機器，希望能有清楚的使用說明供參閱。另外，壓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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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製造的聲響並不小，使用者覺得會打擾到其他在系圖的讀者，但其實有訂定

規範拼圖機須在兒讀使用，卻幾乎沒有人注意到。	 

	 

三、檢討改進	 

（一）使用者角度	 

1.宣傳不足	 

因為僅設立一個臉書活動邀請大家參加，可能很輕易地就會被忽略，應該要有更強

而有力的推廣或吸睛的亮點讓人注意到活動，否則即使活動內容再怎麼優質，沒被

注意到就不會有人來使用。	 

2.無拼圖機使用說明和教學	 

許多人都是第一次接觸、使用拼圖機，沒有簡單易懂的說明或教學，使用者不知道

如何使用、不確定卡片的大小和厚度是否合適，會害怕把卡片或機器弄壞而不知所

措，只能向在旁顧班的組員求助，但組員顧班的時間不多，無法幫助到每位使用者，

應讓使用者能參考清楚的說明並自行動手嘗試。	 

3.規範和限制不夠清楚顯眼、宣導不足	 

壓拼圖製造的聲響會影響到其他在系圖的讀者，所以借用登記表上有規定「僅限兒

讀區使用」，但大多數使用者幾乎都沒注意到，直接於系圖的桌上使用。應該把規

定的限制範圍和內容用更顯眼的方式標示清楚，讓使用者能注意到並遵守相關規

範。	 

（二）主辦者角度	 

	 【專輯與音響】	 	 

1.	 專輯的風格上雖然種類多樣，不過每一種風格的專輯數量比重不太均衡，古	 	 典

的數量充足，不過其他類型	 如爵士流行民謠等比較稀少，這只有 1~2 張，感覺使

用者選擇比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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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輯的擺設位置不夠顯眼，可能受限於數量以及木櫃的長寬。	 

3.	 統一封套之後，雖然方便清楚辨識是我們創新服務的專輯館藏，不過把原本專

輯的封面蓋住了，可能不容易藉由美麗的專輯封面視覺意象吸引使用者。	 

	 

【周邊佈置】	 

1.專用木櫃:可能還可以再多美化布置一點，比如貼滿我們的 Logo 小貼紙，或是在

木櫃的底部牆面可以貼上一點顏色紙等等，吸引走進系圖的人之注意。	 

2.動線規劃：許多使用者走到我們的木櫃前面觀望許久，但不一定能立刻找到登記

借用這些物品的地方在哪裡，他們可能都要自己花一點時間找，才發現在右前方的

大桌子上，有放可以登記服務的表格。所以，也許我們可以考慮在地上，或者是櫃

子的邊緣，貼上方向的指引或是服務動線的指標等等，讓使用者可以更快就看懂我

們借用的順序路線。	 

	 

【宣傳】	 

因為我們當初所設定的服務對象是僅限於圖資系的師生，所以人數是相當侷限的。

在宣傳上面，也比較不容易進行，因為有效宣傳廣告的受眾範圍，本身拓展的可能

性很有限。	 

活動過程中，頭貼的更換曾吸引許多系外的同學也想要參與。後來聖誕節限定的手

作拼圖名信片，也因為系內同學回到宿舍向室友推薦（發揮了口碑效應的宣傳），

而陰錯陽差地有了兩位「外系」不知情的同學前來系圖使用與制作。	 

實際上，我們為期兩週的服務過程中，其實多次也有在考慮是否要開放系外的使用

者也可以參與。不過有礙於原先的假設，是擔心音響和拼圖機的價格都比較昂貴，

本質也比較脆弱容易損壞，所以才設下了僅限系內師生參與的限制，怕開放系外使

用者會在管理上比較不容易（因為本組的組員排班時間也沒有很多）。	 

因此我們總結認為，在服務風險的管理以及宣傳廣告受眾的拓展，兩者之間的平衡

是我們值得再深思和改進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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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圖與名信片】	 

1.宣導不足	 

	 	 	 	 	 即使我們在標語上已經表示希望讀者在兒讀區使用拼圖機，但根據助教的觀察，

大部分的使用者依然直接在閱覽區進行使用。這點可能是由於我們宣導不足所導致，

或許在活動專頁多強調幾次、以及在借閱單上強調會有更好的效果。	 

2.明信片數量不足	 

在明信片推出的兩天後，我們得到來自助教的建議說明信片的數量已經不夠，並希

望我們追加。一方面考慮到我們已經告訴使用者”數量有限”，不希望事後再隨意

改變，加上我們不能確定使用者對此的熱衷程度是否能維持到追加的明信片完成，

經過小組討論，我們決定不再追加。	 

關於數量不足的問題，我們可能事先並沒有考量到潛在使用者的人數，才會導致數

量不足。但由於過於倉促，加上時間有限，我們沒辦法發放問卷或是在活動專頁發

文詢問使用者的意願，因此才沒辦法精確估算出可能的數量。	 

3.拼圖的材質選擇	 

由於拼圖的專用版並沒有通路可以購買，因此我們必須自行評估可能合適的材質與

厚度，並以人工的方式將雙面膠黏貼至板子上。因為事前材料的準備不足，導致在

製作的時候，花了許多時間與經費在摸索尋找合適的材質。	 

4.對突發狀況的因應	 

就如同上面所說的明信片不足的問題，在收到這樣的突發狀況的當下，我們的應對

及處理還是不夠明確及快速，這點是需要改進的地方。另外，由於我們與使用者互

動的方式只有使用後的回饋單，以及活動專頁上的留言這兩種形式，使用者可能會

礙於活動專頁的留言皆為公開而不敢表示意見，而回饋單的反映我們也不一定能在

第一時間作出回覆，甚至必須透過助教告知我們狀況，之間的時間差也是導致無法

快速應對突發狀況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