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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活動緣起 	  
我們這組的計畫方向主要是系圖推廣，目的是希望學生——尤其是圖資系學

生，可以藉由參與我們設計的活動，達到認識系圖空間與資源規劃，了解後進而

使用系圖。我們認為系上許多同學，尤其是大一的學弟妹們，對於系上圖書館所

提供的資源不甚瞭解，更遑論使用系圖的空間或資源。因此我們嘗試透過舉辦活

動讓參與者知道系圖提供了哪些資源，以及這些資源在系圖中的存放地點。 

 
貳、 活動介紹 	  
一、Come 圖 find out LIS 

這個活動簡單來說是讓參與者回答我們所想出的題目，而在回答題目的過程

中，可以藉由翻閱不同題目所指涉的資源，與實際走到該資源的位置來了解系圖。

題目單分為中英文兩種，各有五到六題不等的題目，最終答案便是由這些題目指

涉的單字所組成，所有答案都與圖書資訊領域相關。 

所有回答題目的參與者，無論答案對錯與否都可以獲得三張明信片。這三張

明信片是都是經由一位愛好攝影的同學所拍攝與後製，在送印前由我們加上 logo

與文字。為了增加參與人數，我們在活動期間事先用臉書的「Come 圖 find out LIS」

粉絲專頁公告：「在活動結束後，將在所有參與者中抽出十三位幸運兒，發送附

有老師親筆寫的名言佳句的明信片。」 

在活動開始前，我們預計總共會有 50 人參與活動。活動的設計也是希望參

與者在回答題目後，能夠對於系圖資源的位置與館藏有更進一步了解，故我們設

計了簡易回饋單交由參與者填答，藉由回饋單的統計來得知活動是否能達到我們

的目的。 

以下是回饋單的題目： 

1. 請問您之前是否曾經來過圖資系圖(′・ω・`)    

  是、否  

2. 請問您來圖資系圖的頻率(′・ω・`)    

  沒來過、一個月不到 1 天、一個月 1~5 天、一個月 6~10 天、一個月 10 天以

上  

3. 請問本次活動花了您多少時間完成(′・ω・`)    

  0~10、10~20、20~30、30  (分鐘)以上  

4. 請問您覺得這份題目單的難易程度(′・ω・`)    

  非常簡單、簡單、普通、困難、非常困難  

5. 這份問卷對於瞭解系圖資源位置分布的幫助程度(′・ω・`)  

  0、1、2、3、4  (少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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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這份問卷對於瞭解系圖館藏的幫助程度(′・ω・`)  

  0、1、2、3、4  (少到多)  

7. 有任何建議歡迎提出喔(/ω・＼) 

 

二、粉絲頁推廣 

利用社群網絡來作為推廣系圖的輔助工具，因為目前大家使用臉書的比例相

對較高，所以我們選擇了 Facebook 的粉絲頁作為首要的推廣工具。 

主要是藉由系圖粉絲頁，來幫助自己小組以及其他組同學舉辦的活動進行網

頁宣傳的部分，除了增加活動的能見度之外，也讓同學在參與活動時，能夠了解

並且熟悉系圖環境。同時，我們也針對粉絲頁的封面做改造，之前的設計太過單

調沒有特色，後來我們利用同學設計的系圖 Logo 作為粉絲頁封面照，設計非常

活潑且符合系圖特色，增加使用者對系圖的良好印象。最后還有好書分享的發佈，

不過礙於種種因素，目前只有我們小組的同學自己來撰寫發佈，數量較少。 

 

參、 預期成效 	  
希望可以藉由活動的舉辦和粉絲頁的推廣，使得系圖的曝光率提高，讓更多

人了解系圖環境和服務，進而到館使用豐富的館藏。 

 

肆、 活動過程 	  
一、「Come 圖 find out LIS」解密活動 

藉由舉辦解密活動、找出密碼，讓更多學生對系圖各種資源的類型、規劃、

使用有大致的了解；同時，也希望讓同學們重視系圖的空間與資源。 

1. 活動內容 

設計幾種不同的題目單，題目單上分別有若干題目，藉由尋找系圖內的資源，

將每個題目找出的答案拼湊成為密碼，密碼正確即可獲得圖資系圖三款明信片。

每位完成任務的解密者都可以參加抽獎活動，中獎者可得到限量的圖資系老師親

筆寫的鼓勵小語明信片，期望能藉由獎品來吸引更多的參與者。 

(1) 題目單設計 

英文：每道題目有索書號、書籍名稱或期刊名稱，使用的資源包含指定參考

書、英文書、英文期刊等。題目類型大致為「第 69 頁最後一個單字的首字母為

何」等直接讓解密者翻閱到指定位置就可找到答案，或是答案需閱讀故事劇情才

能知道。 

中文：每道題目有索書號、書籍名稱或期刊名稱，使用的資源包含指定參考

書、中文書、中文期刊、中文繪本等。題目類型大致為與英文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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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獎品設計─圖資系圖三款明信片 

邀請攝影社同學於系圖兒讀區內拍照取景，製作成具有圖資系特色的三款明

信片，希望吸引學生前來系圖參與活動。 
 

2. 進行方式 

(1.)在活動桌拿題目單，桌上貼有活動教學指導以及 Q&A 

(2. )按照題目上給的線索（索書號、刊名或架號）找尋系圖的各種資源，寫上每

道題目的答案 

(3.)將各題的答案字/字母，組成一個與圖資系相關的名詞後，將這個名詞寫在題

目單上 

(4.)翻到題目單的背面填寫回饋 

(5.)將題目單投入藍色雪花箱 

(6.)活動期間每天 18:00~19:00 至活動長桌跟 NPC（小組成員）說系級、姓名即

可領取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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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活動成果 

總共有 48 次解密次數。主要參與者為圖資系

大學部以及研究所學生，以及三位來自電機、機

械、中文的外系同學。 

根據收到的回饋單，多數參與者認為活動有

趣、但卻稍難，尤其是對外系同學而言。 

 

 

 
二、Facebook 粉絲頁推廣 

除了一系列的實際推廣活動外，我們希望也能夠利用社群網絡來作為輔助推

廣的工具。因為目前大家使用臉書的比例還是相對較高的，因此我們選擇了

facebook 的粉絲頁作為重要推廣的工具。 

 

 

 

 

 

 

 

 

 
1. 進行方式： 

(1) 第一印象通常十分

重要，如果我們能夠提供

一個好看而吸引人的界

面，一定會增加使用者對

系圖的友好印象。 

(2) 粉絲頁經營除了要

美觀吸引人外，最重要的

是能夠提供進來瀏覽的

人們有用且和系圖相關

的資訊，才不會失去最初推廣的目的。 

a. 可以把教導使用者使用系圖館藏的資料和社群媒體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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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除了公佈一般公告（像是特殊施工、閉關時間等等）。還可以用好書分享的

形式發帖，例如：某位同學在系圖讀了一本很棒的書，可以匿名投稿來分享心得、

或者分享書裡一段很棒的話等，吸引大家進來系圖使用館藏。 

 

  
伍、 評估與檢討 	  

分成網路宣傳檢討、活動過程檢討、以及活動回饋單三個部分。 

首先是網路宣傳，包括系圖粉絲頁（NTULISLib 臺大圖資系實習圖書館）、

以及活動粉絲頁（Come 圖 find out LIS）。 

系圖粉絲頁雖然有更換大貼、偶爾分享閱讀心得、今日小語等，但是按讚人

數並沒有明顯增加，顯見推廣效果欠佳。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實際可以分享的內容

並不多，例如每日小語不能都是在噓寒問暖（「今天天氣真好」等等），而流於形

式，至於閱讀心得的撰寫則是需要更多人力、還要有時間消化書本內容。缺乏吸

引人數的因素，例如有投稿或是分享粉絲頁就有機會拿到獎品等。最後，系圖本

身使用客群仍侷限於圖資系同學，按讚的潛在人數也就比較少。 

活動粉絲頁在推廣上還蠻成功的，在活動期間仍有固定人數增加。我們認為

在網路傳達訊息上，將想要公佈的消息製作成圖像，會比較容易吸引人看下去，

因此幾乎都用圖像公佈訊息。除此之外，也會公佈活動照片，標注參與者，藉此

吸引參與者的朋友注意到這個粉絲頁。然而，宣傳期過短是這次活動的主要問題。

我們活動的宣傳期不到一週，顯得有點倉促，也有沒參與到的人反應事前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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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宣傳期應以一到兩週為佳。最好能在宣傳期就有小型活動，例如分享粉絲頁

就能增加抽獎被抽到的機會等。 

活動過程中，遇到的困難有需要事前試玩所有題目，以及定期順架。因為時

間的緊迫，我們並沒有將所有題目單都試玩過，也因此直到第一天晚上，有位參

與人進行遊戲時，才發現有一張題目單是有問題的。雖然我們有排班於每天晚上

順架，但是白天仍有書籍亂掉的情況，為了避免任一位參與者遇到找不到書的情

況，中午也應該去順架。 

最後，透過回饋單（有效問卷 30 份）可以發現會來參與活動仍以圖資系同

學為主，即使是外系也是之前就有來過的人（2 位），只有一位是完全沒有來過

的外系同學，但因為本活動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能讓有使用需要的同學更瞭解系圖，

因此不影響成效。 

由下圖可知，參與者當中來系圖的頻率是一個月 1~5 次，可以說是一星期

1~2 次。如果未來要舉辦更多活動，可見最好以一週為活動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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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卷也有問及活動對於了解系圖資源分佈以及系圖館藏的幫助程度。如下圖：

 
 因為活動內容是要求參與者在系圖尋找指定的書籍，並翻閱以找到關鍵字，

因此在對於瞭解館藏位置比起瞭解館藏內容更有幫助，畢竟在翻閱的過程一心只

想要找字，一般來說就鮮少會注意內容（除非是簡短的童書才有翻閱的可能）。

我們也有詢問部分參與者的實際感想，多數覺得很有趣，也覺得獎品質感蠻好的。

但也有少數指出這類遊戲的缺點就是過於任務化，也就是說，參與者只想著要完

成任務容易忽略周邊環境，而難以達到讓參與者認識、參觀系圖的目的。但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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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活動有讓使用者增加來系圖的次數，若能持續舉辦不同活動，能讓使用者對

系圖更加熟悉也是很好的推廣成果。 

 
陸、 建議與討論 	  
    首先是網路宣傳的部分，粉絲頁需要持續有貼文發布，才能吸引大家繼續關

注，進一步增加按讚的人數，但要管理員自己想每日小語、寫書評都會耗費較多

的時間和精力，在權衡管理人力和貼文需求之下，也許可以透過分享的方式來增

加貼文量，如轉貼網路書店或部落客的書評，可以是系圖中有的書，或是和圖資

系相關的書，如果系圖中沒有收藏，最好能提供出版社、網路書店或有收藏的圖

書館連結，以利有興趣者查找，因為系圖進書通常會參考書評，所以這一部份的

資訊應該不難找，只是需要對內容作篩選。 

    至於解密活動的部分，活動宣傳應該和其他籌備工作同時開始，進而拉長宣

傳時間，並且能夠隨著籌備過程的進展公布活動相關資訊，如貼出三張作為獎品

的明信片，或是活動桌、題目單(以題目不能被看清楚為原則)的照片來提升大家

的好奇心，此外，在活動開始之前，應該先實際在系圖試玩過至少一次，才能事

先發現問題，避免題目單出錯的情況，同時了解參與者可能會遇到的困難，也可

以在粉絲頁上分享試玩心得，吸引大家來玩，而且另創活動的粉絲頁後，也要辦

一些小活動來增加被分享的機會，然後用可以增加最後抽到老師簽名明信片的機

會為誘因。 

    小活動可以是有獎徵答的形式，如此能夠同時達到宣傳活動和介紹系圖資源

的目的，像是仿效倒數照的方式，每天以簡短的文字搭配圖片來介紹系圖的一個

資源區塊，這部分可以與做「系圖導覽與資源利用教育」的組別合作，擷取他們

網頁中的一些文字，再提供全文的連接，並根據介紹內容出一些小問題，例如中

文參考書位在系圖中何處、中文參考書是否可以外借，或是介紹系圖的列印機如

何使用等等，讓想參加活動的人在還沒進入系圖前便能先對系圖有些基本的認識，

且為了完成解密活動以及有獎品的誘因，大家會比較願意看這些資訊，也就能解

決這類遊戲過於任務化的缺點，即使參與者在實際解密過程中只想著要完成任務

而忽略周邊環境，但在前期宣傳時，便能以提供資訊幫助解密的方式達到讓參與

者認識、參觀系圖的目的。 

    此外，原本活動規劃是晚上六點到七點會有 NPC 在系圖駐點，讓參加活動

者來領取明信片，然而晚上的時間似乎來館人數較少，許多人可能五點下課就回

家，活動期間又剛好遇到寒流，因此增加中午駐館應該會比較好，讓大家可以在

中午的休息時間順便過來系圖玩遊戲或是領取獎品，NPC 也可以多順架一次，減

少參加者找不到書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