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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企劃實際執行與流程 

我們所設計企劃，是利用交換明信片與書架間找尋明信片來推廣我們的

系圖，並且輔以臉書粉專來宣傳活動和圖資週在小福前的攤位，提高能見度。 

而實際執行的步驟如下： 

1. 報名： 

填寫線上表單報名，或直接到系圖現場報名。 

2. 領取明信片： 

至圖資週攤位或圖資系圖免費索取明信片。 

(P.S. 明信片背面會有藍色與黃色的圓點標籤區別，藍色代表願意

將故事內容讓我們發佈到粉專上與大家分享，黃色則只有抽到你明

信片的人才看得到內容噢！) 

3. 寫下故事： 

此次的明信片交換活動【皆採匿名形式】，也就是說不會知道誰收

到誰的故事。故事內容不拘，可以是自己的旅行經驗、生活趣事、

人生經歷，也可以分享喜歡的詩文、電影、書籍等等，總而言之，

盡情的用獨一無二的筆跡發揮創意，寫下屬於自己的故事！ 

4. 來到圖資系圖： 

可以選擇先至圖資週攤位或系圖拿明信片回去慢慢書寫，之後帶著

寫好的明信片來到圖資系圖；也可以在圖資系圖拿明信片當場寫完、



當場交換。總之，寫明信片的時間可以自由選擇，但必須得在 12/7-

12/11 的 12:20-13:10 及 17:30-18:30 間來到圖資系圖進行交換動作

喔！ 

5. 隨機交換明信片： 

把寫好的明信片交給我們後，會隨機拿到一張特別的索書號，沿著

索書號在書架間探索，就能發現另一位陌生人所寫下的明信片囉！

活動結束後，還可憑所抽到的明信片背面流水號參加抽獎活動。 

活動 SOP如圖所示： 

 

而實際活動結束後也有抽獎活動，又分粉專分享抽獎於實際參與抽獎。 

粉專分享抽獎： 

1. 幫旅圖的粉專按讚。 

2. 分享”旅圖的”貼文，Tag 三位朋友，並設為公開。 

3. 在貼文下面留言：「我要來交換明信片，抽星巴克折價券！」 

參與活動抽獎： 

1. 參加旅圖活動，並且拿到交換明信片。 



2. 記下明信片上流水號。 

3. 12 月 13 號將公布幸運流水號，並私訊中獎人領獎事宜。 

活動紀錄： 

  

 

 

 

 

 

二. 讀者回饋 



大多讀者給予的回饋多屬正面回饋，像是認為這次交換明信片除了能夠

分享故事，同時利用索書號尋找明信片也有尋寶的趣味。同時，我們也從許

多讀者的回饋發現此次交換明信片的活動讓他們認識系圖，並且也從這次的

活動中獲得不少收穫，以下是一些同學給予的正面回應： 

甲生：「謝謝圖資系舉辦的這個活動,意外的發現學校裡原本不知道的欸

可愛圖書館，藉由交換明信片與由書目尋找明信片的過程真的覺得很有趣，

可惜後來沒抽到獎品，不然就更完美了。」 

乙生：「覺得能和匿名陌生人交換明信片已經很酷了，又能與圖書館做

巧妙的結合，在書堆裡收到明信片的當下就像平時在圖書裡找到寶藏的感覺

一樣美好。」 

丙生：「我覺得是個很有趣的活動，喜歡把明信片藏在書架上的 idea，

讓平常不常去圖書館的我覺得超級新奇ＸＤ我覺得是個很有趣的活動，喜歡

把明信片藏在書架上的 idea，讓平常不常去圖書館的我覺得超級新奇ＸＤ」 

    然而，其中有一則評論較為偏激、負面，然而此則評論中也確實提

到此次實作上面的問題： 

丁生：「我覺得系圖 完全不需要推廣 你們做得都是白工 

完完全全每一組都是  因為再怎麼推廣也不會增加使用群 

不然就多招點生反而使得同學們在執行規劃時 

無力 沒有成就感 

如果認真要讓同學體驗 並獲得什麼的話 

去跟公共圖書館合作比較有意義 

僅此」 

實作上面因為拆成很多組別，其實在經費的利用上略顯可惜，同時各組

實作下去其實也面臨到人力資源不足的問題，讓各個企劃都難以盡善盡美，

同時該評論也談到我們的推廣對象，到底是為了外系生、亦或是本系生？若

是目標族群為本系生，那其實此次推廣的意義並不大。若是未來推廣的對象



能夠更加明確，或是在實作上能夠集中於單一專案，或許實作上的收穫會更

加豐富。 

 

三. 預期與落差 

這次我們的推廣活動主要是以圖資系學生為主，預計吸引到 100位同學

參加我們的活動，然而，最終只有約四十位的同學參與我們的活動。因此，

我們歸納出三個與預期落差的可能原因：粉專行銷、活動內容、抽獎回饋機

制。以下針對三個會影響使用者參與的因素作分析： 

1. 粉專行銷 

這次我們的粉專行銷其實是蠻成功的，第一天粉絲專頁就突破 200讚，

之後還有有別組同學向我們請教如何做到我們這樣的推廣。因為我們除了有

詳細的講解活動，還有搭配禮券及布朗尼抽獎，最後還有精美的倒數照，甚

至，在活動期間還會不定期的選出幾張明信片在粉專上分享，整體來說，有

非常完整的起承轉合，在宣傳的效果上其實非常好。所以，在粉專行銷上我

們認為是相當成功的。 

2. 活動內容 

活動內容方面，可能就是我們造成預期落差的主因。我們的活動主題的

發想是來自「故事貿易公司」，但是我們可能忽略了我們和他們活動其中的

差異，因為這個推廣活動的基數比較小，參與的人不多，比較難產生一個拉

一個的快速擴張。另外，因為「寫明信片」這件事情本身的客群並非所有大

眾，而只比較會吸引部分的同學，有些同學反應這樣的活動比較沒興趣，因

此沒有很大的意願來參加我們的活動。此外，相比其他的「抒壓」活動，我

們需要花費更多時間寫明信片，可能也是讓時間不多的同學比較不願意花時

間的原因。 

3. 抽獎回饋機制 



抽獎方面我們準備了分享粉專的禮券以及寫明信片的布朗尼，其實獎品

其實是相當好的，但是比較可惜的抽籤的方式沒有說明清楚，讓讀者對於抽

獎活動的關注度下降，因此活動結束後有些獎品沒有發放出去。在粉絲專頁

上我們有公布明信片編號，但是這樣公布的方式有可能導致讀者因為沒有追

蹤後續消息而忽略的可能，所以我們應該要在更早之前就提醒讀者，或是讓

讀者留下聯絡方式利於後續作業。 

總而言之，我們的宣傳部分成果還不錯，每篇文章都有一定的讚數和討

論度，但是在活動內容和後續的抽獎回饋部分還有可以改進的空間。因此，

下次我們還需注意除了事前宣傳之外，活動期間和事後的處理也不能輕忽。 

 

四. 檢討與改善方法 

1. 時間規劃 :  

 宣傳期稍嫌匆促 

 若我們仍維持同樣的宣傳期，就必須增加不同的宣傳管道，使

觸及人數增加 

 若仍維持使用臉書粉絲專頁宣傳，則必須提前宣傳期 

 活動時間可增長 

 可增為兩週，第一週可挑選具有話題性、趣味性之故事上傳至

粉絲專頁，吸引更多的使用者關注，進而增加參與活動的意願。 

 舉辦時間：許多系還在考期中考，造成其參與意願降低 

 可將時間往後挪至 12/14~12/25，活動第二週配合聖誕節，可

有更多的活動變化，原時段考期中考之學生，也會比較樂意來

參與活動。 

 改進方案 

 



 

 

 應與其他系圖實習活動協調時段 

 同時期系圖舉辦很多活動，但各活動進行時間短，會分散注意

力；可考慮舉辦一個長期性的大活動。 

2. 活動流程與辦法 :  

 可與其他活動做合作，以增加系外活動人數 

 例如 : 可與同時段的 Take LIS Easy 合作，若參與兩個活動，即

可享有共同抽獎之機會，兩組經費可以合用；共同宣傳，可使

觸及率更高。 

 人力不足，使得圖資周攤位明信片採自由索取，無人管理 

 分散人力，將系圖值班的兩人減為一人，另一人於圖資週攤位

說明活動細則，與管理明信片。 

 抽獎效果不佳：公布抽獎名單時，抽中者未看見訊息所以沒有領取

獎品 

 參加活動時，先行簽到，留下臉書聯絡方式，在公布抽獎名單

時，可標籤得獎者，也可以私訊得獎者，讓得獎者確實得到通

知。 

3. 宣傳時間、方式 

 現今 Facebook 粉專氾濫，經營需有創意，否則觸及率不高 



 觸擊率前三高與活動第一天貼文數據分析表 

篇名 發文時間 形式 總觸及率 分析項 總數 粉專貼文 分享貼文 

倒數三天 12 月 4 日 

人像照

片故事+

抽獎文 

6602 

讚數 273 83 190 

留言數 72 30 42 

分享數 16 15 1 

點擊率 1305 373 932 

倒數一天 12 月 6 日 

人像照

片故事+

抽獎文 

3776 

讚數 152 58 94 

留言數 36 21 15 

分享數 11 9 2 

點擊率 704 181 523 

粉專分享抽

獎 100 元折

價券 

12 月 3 日 抽獎文 3197 

讚數 96 15 81 

留言數 34 16 18 

分享數 17 16 1 

點擊率 372 134 238 

第一天 12 月 7 日 抽獎文 170 

讚數 10 10 0 

留言數 0 0 0 

分享數 0 0 0 

點擊率 60 7 53 

 由上表我們可以推知，人像照片故事與抽獎文的搭配較能引起

社群使用者的興趣，進而讓使用者點讚，在臉書的推薦機制下，

使得這篇貼文也會讓使用者的好友看見；分享、留言亦有此效

用。 

 同樣是抽獎文，但由於抽獎辦法的不同，也造成讚數、點擊率、

觸擊率的明顯差異。 

 重新定位粉專對於我們活動的意義為何，在不同的活動階段扮

演什麼腳色，若是純粹要分享好故事，建議與故事有連結之人

像照片搭配，若是想使活動人數參加，建議搭配有分享、按讚、

打卡之抽獎文為優。 



4. 使用者參與 

 明信片內容素質不一：部分參加者抽到後觀感不佳 

 我們必須設有審核機制，將觀感不佳之明信片內容做篩選 

 增加參與者之間的聯繫 

 在回饋中，發現許多人對抽到的明信片多有感悟，若能提醒參

與者留下筆名或綽號，將想回覆的話貼於粉專，增加活動的互

動性。 

 

五. 活動總結與未來展望 

此次活動，我們定位於推廣系圖與簡易的索書號利用教育，在宣傳規模

與活動製作上，我們以使系上同學更熟悉系圖為主，使系外同學更明白系圖

位置與索書號用法為輔。若規劃為長期發展，我們將旅圖定位於「故事圖書

館」，當你借走一段故事，就要還一段故事給圖書館，藉由粉專將授權分享

的故事讓更多人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