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圖書資訊機構實務一檢討報告 

圖資三  b05302314 陳竫宜 圖資三  b05106024 張儀雯 

圖資三  b05106025 湯婕妤 圖資三  b05106027 黃敏婷 

圖資三  b05106033 江旻柔 圖資三  b05106036 吳家瑜 

 

經過本次書展後，本組透過幾大面向去提出以下幾項檢討與解決方案： 

A. 書單選擇 

這次書展從最開始的準備一直到最後成為展示書的過程中，由於過程經歷了兩個月餘

有，因此，本組在書單的選擇上產生了不小的變化。《中亞手繪旅行》、《行路女子：記

每個將永恆的瞬間》、《土耳其手繪旅行》、《撒哈拉歲月》、《魚翅與花椒 : 英國女孩的

中國菜歷險記》、《旅行是一場修行》上述這些書籍皆被刪除，取而代之的只有《攜手

天涯 : 尋找快樂小王子 3 城記》及《阿爾卑斯山.山旅筆記》。在這些書籍選擇變化的

過程中，本組遭遇到以下幾項問題： 

1. 與主題切合度(年代與分類)： 

由於本組所選擇之主題為旅遊，因此，許多國家可能會因為時間的推進而有所變

化。因此，如果年代過於老舊的書籍，本組認為需要考慮是否可以收錄至書展中。

然而，熱門國家年年都有人去，因此在尋找目標時不難，可是，如果是較偏僻的國

家，在旅遊上出書的頻率相對就沒那麼高，而正好與本組書展的分類也有關係。由

於本組預計分為旅遊與志工類，也特別避開東亞、東北亞、北美這種常見的國家。

有些書籍正好介於兩種性質之間，所以在分類上讓人有點掙扎。最後，本組以作者

期望讓讀者所接收到的寓意作為分類依據，才排出現有的分類狀態。 

2. 書封材質加工問題： 

在實際到館找尋書籍時，本組除了再次確認是否與原先所設想的符合外，本組亦會

考量到書封是否能做加工的問題。每本書的封面材質不近相同，在展書的過程中若

要進行加工，需要考慮是否會傷害到書籍本體。 

3. 尋書： 

當每次書籍挑選完畢後，本組再次前往圖書館找書時，發現一本名為《最遠的抵達

最近的遠方》始終找不到。這讓我們反覆查詢系統亦反覆討了圖書館好幾次，最終

仍然找不著時，決定採尋書。這點與實習時所練習的行為不謀而合，原來圖書館真

的很常有這樣的事情發生。越是常被翻閱的書籍，越是容易發生這項事情。幸好有

館員的協助，不然又少了一本好書。 

4. 書籍被外借： 

確認完書單後，本組透過學校 OPAC 系統去查詢書籍位置時，發現旅遊類的書籍好

幾本早已被外借。本組推測有些是因為被翻拍成電影，抑或是書商之暢銷書，所以

才會有許多讀者借書。據此，本組會針對被外借的書籍採以先全面預約，等待的過

程中繼續尋找其他符合本題材的書。此外，根據到期日做判斷，對有極大可能借不

到的書籍抱以消極之態度，積極地去尋找新的合適書籍，才可能解決問題。 

5. 書籍預約問題： 



2 
 

熱門的書籍容易被外借，旅遊類正巧隸屬於其中。在這次書展準備過程中，由於本

組書籍到期日正好都卡在書展展期中，在等待續借的過程中，如果有其他讀者預約

的話，本組將無法成功展書。 

6. 系統轉換過程—先搶先贏： 

本次書展準備的過程中，正巧遇到學校系統更換。在新系統上線後，因為書籍借閱

時長大幅增加，因此，可以解決書籍預約的問題。而無論書籍是否被外借、預約，

找書的過程中是否有問題，將名單備好以備不時之需絕對是必要的！ 

 

B. 宣傳與佈展規劃 

1. 實體宣傳： 

● 海報推廣 

本組特設計出主題書展海報，海報一張張貼於系圖門口，希望藉以海報視覺感

官刺激來招攬在經過或者路過的讀者眼球，間接的吸引讀者走進圖書館，引導

到書展位置。 

海報上提供書展的幾項基本資訊，包含了書展主題、書展時間、以及書展位

置。在海報主視覺設計上，帶出了本組的書展主題理念—“讀書是靜止的旅

遊，旅遊是移動的閱讀”，以志工導向出發旅行和放眼看世界的角度出發旅

行，兩者的結合概念。海報於書展展期期間，也就是 12 月 13 日至 12 月 26 日張

貼於系館門口。 

由於海報印製的疏忽，海報色彩被調暗，呈現出的字體字形也變得較模糊不

清，導致最後出來的海報視覺呈現與預期不符。以下為海報圖。 

 

 

● 組員口頭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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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靠海報、粉專這種被動的宣傳是不夠全面以及缺乏積極，因此本組望化被動

為主動的方式來推廣書展。深知口耳相傳的作用，故在邀請親友參與書展導覽

的同時藉機分享書展理念，以加深親友對於書展的印象。這種處理的好處是如

果受邀者有任何疑惑時，當下也能給予即時回應，不會讓讀者捲入迷思中，對

書展產生錯誤解讀。 

2. 佈展成本運用與規劃： 

● 常設活動 

書籤 

本組對於書展規畫有包括送獎品 (標籤)，有兩種款式，一種以有獎徵答的方式

來進行，第二種則是在還沒有開始導覽前，會擺設書籤，可讓他人自取。效果

較佳，但因書籤取標方式不顯眼，導致取籤率不高，另外也因預估錯誤，因此

列印太多書籤。 

 書籤指標 

 第一款                  第二款 

● 書展位置 

書展位置較隱密些，導致會逛到書展的人不多，在導覽時也只會專心聽我們導

覽，但本組實際布展的道具等等，卻較少人參觀，可能需要些指引標，讓他們

能夠清楚且方便參觀。 

● 材料問題 

在佈展期間，本組設計的主題字體，黏膠的不固定，造成字體會掉落，另外，

黑部的重量也偏重，膠帶與雙面膠無法支撐，所以只能以上面娃娃展示品當作

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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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佈展設計 

佈展設計計畫為 : 一面地圖背景、行李箱以及拍照打卡、且旁邊有付上紅色小

貼紙，讓讀者們回想之前所去過的國家，並可分享貼在上面作為紀念。 

第二有佈置行李箱，可拍照打卡，且順便填寫回饋單。對於以上的這些設計，

對讀者相當的滿意。 

 

3. 粉專、觸及率： 

● 邀請朋友按讚 

按照企劃書所提及之粉專排程，本組於書展開始前一個月(11/13)建立粉專，並維

持 1 周 1-2 篇貼文的頻率，與書展的目標受眾定期進行互動。起初本組的宣傳方

式為邀請朋友按讚，並分享粉專至個人頁面，以擴大觸及率，因此粉專建立隔

日便獲得 84 個讚數。書展結束前粉專共獲得了 145 個讚數，與本組預期目標之

150 個讚數相去不遠，推測是因為有固定發文之宣傳策略，再加上組員會分享粉

專貼文，因而粉專貼文整體的觸及人數皆在 100 人以上，最高可達到 579 人，

雖然貼文所獲得之讚數偏低，但仍顯示有一定宣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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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觸及率受貼文類型影響 

經過討論，本組認為貼文按讚數量與貼文類型有關。定期於粉專發布的貼文皆

為書展的精選書籍介紹，配上書籍的封面照片進行發佈。書籍介紹的貼文雖然

觸及率高，然而讚數卻很低，推測是書籍介紹的貼文較枯燥、無法引起目標客

群的興趣，然而書籍的介紹卻是書展宣傳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於現場導覽已

經將書籍簡介以戲劇的方式呈現，因此常設展覽與粉專貼文皆採用文字介紹書

籍。若未來仍有機會籌備書展，或許可以考慮運用不同的媒介介紹書籍(如：影

片、插圖等等)，以增添宣傳的多樣性與有趣性。 

本組於書展開始前一天，在粉專上發佈了書展佈置的照片，這篇貼文獲得的讚

數遠高於其他貼文，雖說觸及率不是最高，然而本組推斷可能的原因為：I.實體

擺設較單純的文字介紹吸引人 II.接近書展展期，粉專貼文較容易被注意。除了

增進粉專貼文之多樣性，未來或許應考量宣傳內容，評估提前多久時間建置粉

絲專頁，才能達到最佳的宣傳效果。 

 

● 配合經費制定宣傳策略 

礙於經費問題，本組大多數的經費皆用於展場布置與書籤印製，未於粉專進行

抽獎宣傳。參考其他修課同學之書展粉專，有兩組同學接進行與書展主題相關

之抽獎活動，未來若經費允許，也可以採用抽獎活動，藉由目標客群的分享達

到更大效果的曝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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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導覽遭遇之問題 

本組在導覽籌備期間至導覽當天的過程中，遇到了各種各樣的困境與難題，如下： 

1. 籌備期間： 

本組本只設想利用一個五分鐘的劇場作為書展導覽的開頭，然後利用小遊戲介紹書

籍。但因本組想提供參與導覽的觀眾更有趣和生動的講解與介紹，所以將導覽的形

式改為表演小劇場的形式進行。 

於劇本創作與寫作之時，本組遇到了很多難題。在最初，本組本打算將八本精選書

籍合併成一個二十分鐘的「互動式劇場」。但在多次的討論和磨合下，發現這是非

常困難且會產生許多未知數問題的做法，因本組無法完全預測參與導覽觀眾之反

應。所以，本組就打算將八本精選書籍合併成一個二十分鐘的劇場，但又擔心因冗

長而無互動的形式會致使觀眾無法投入和分心。還有，將八個精選書籍合並成一個

劇場也是一件相當困難的項目。在各種討論和權衡下，最後本組決定為八本精選時

機各編制一個小劇場，再配合遊戲的方式呈現使觀眾也能參與其中。 

還有於劇本模擬練習時，發現某些需要轉換場景的劇本無法展現，而可能導致參與

導覽的觀眾錯亂和無法理解的問題。遭遇以上問題的劇本有「邊境漂流：我們在泰

緬邊境 2000 天」，「一枝鉛筆的承諾」以及「享受吧！一個人的旅行」。「邊境漂

流：我們在泰緬邊境 2000 天」和「享受吧！一個人的旅行」本組利用旁白的方式

解決以上的問題，而「一枝鉛筆的承諾」則是以將人物完全替換來解決。 

2. 空間限制： 

本組書展的位置為系圖樓梯下方書櫃，同時也是導覽進行的地點。空間有限且較為

平面，為本組的導覽內容同時帶來了優缺點。優點是較平面的空間就如同一個舞台

一般，很適合進行表演。缺點則是致使本組的小劇場表演受到了限制。如在「白色

微笑，寮國：777 天勇敢做夢，用力走自己的人生」的劇本中，有一為四個小女孩

一起玩耍的情節。但因空間限制，原先本組為此橋段設計的動作並無法展示，改成

了她們四個手拉手轉圈圈的方式呈現。而為了使表演空間變大，本組也將觀眾安排

在較後方的位置進行導覽。這安排同時也形成了另一個問題，就是觀眾的參與感和

關注力也許會因而降低。所以本組盡力將音量控制在不影響館內其他讀者，但可使

觀眾聽清的聲量進行導覽與表演。其實，本組在劇本模擬練習時就有想到空間有限

的問題，也嘗試配合之。經過導覽後，發現想象與實際之間還是有一定差距的。因

此，本組認為也許之前就可去導覽的位置，也就是系圖樓梯下方書櫃進行簡單的綵

排和演練，也許就可避免上述的問題與狀況。 

3. 時間控制： 

本組在籌備時，將導覽時間的三十分鐘分配成二十分鐘的遊戲，剩下的十分鐘為觀

眾的旅行心得分享以及書展主題與理念的闡述。導覽當天，因為主持人與演員的語

速都比往常模擬練習時來得快，所以造成了時間控制上的一些失誤。除此之外，主

持人也在劇場結束後，書籍介紹的部分跟講稿有些出入以及演員忘詞的狀況，也形

成時間控制與模擬練習時來的不同。所以，本組在時間控制上做得沒有很好，甚至

有些超過了時間。對於這個狀況，本組認為應該多加練習與綵排，更加熟悉各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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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與流程，使時間控制上不會出入太大。 

4. 準備時長： 

在正式導覽前，本組已進行多次彩排，並且實際走位，安排相對位置，演員們也事

先熟背台詞。然而當天導覽因劇情、台下觀眾、演員本身等因素，導致演戲中場發

生笑場的情況，進而延遲後續的活動時間。本組認為此情況應可透過事前彩排加以

排除，並加強演員的演技，避免受台下觀眾的表情、動作等相關反應影響台上表

現。 

5. 觀眾互動頻率： 

由於導覽的目標為讓觀眾更加瞭解、認識書展的策展理念，選書原則，因此與觀眾

的互動率相當重要。受限於 30 分鐘的限時因素，本組主持人無法進行更多有效的

互動，且在有限的時間內，為了走完完整的流程，主持人僅能簡單分享，缺少觀眾

給予回饋的階段。雖然在每場小短劇開始前，主持人皆會詢問在場觀眾，拋出疑

問，然而問題似乎未經深刻安排，啟發觀眾做更深入的思考；且每本主題書籍介紹

完也應讓讀者有發表意見想法的時間。本組認為透過持續的互動，能夠改善觀眾的

認知，進而引發下一層面的思考，對於本組的書展也能夠有莫大的幫忙，彼此互相

成長。 

6. 臨時更改導覽流程： 

主持人未按照既定的安排規劃，反而依個人的喜好於導覽結束 5 分鐘前更改流程，

刪除原本讀者分享自身旅遊經驗的環節，改以小短劇替代，以滿足個人對於該齣小

短劇的偏愛。雖然該齣小短劇因劇情緣故偏向喜劇形式，能活絡現場觀眾氣氛，本

組認為若主持人有任何更動皆應與組員共同討論，得到共識後方能執行，否則應依

照表定細流進行活動。 

 

D. 參觀者問題回饋與建議 

本組為書展建設了一個 Google 表單回收參觀者對於常設書展和導覽的回饋，截止至 12

月 26 號。本組總共收到了 12 個回饋，而給予回饋的參觀者大部分為校內學生，系級

各異。以下將分為幾個部分討論之： 

1. 宣傳： 

本組於 Google 表單中其中一個問題為「請問您是如何得知此次書展活動資訊

呢？」，希望從中得知大部分參觀者是以何種型式得知書展的資訊。結果為大部分

的參觀者是從親友介紹（66.7%）而得知書展的資訊，剩餘的平均為由海報得知

（16.7%）和路過（16.7%），而從臉書粉專得知（8.3%）的僅有一人。由此可見，

本組在臉書方面的宣傳並未進行得很好，且有待加強。本組應該更多臉書行銷方式

進行宣傳，如「好康抽獎」活動等的行銷手法提高臉書宣傳的效益。 

2. 常設書展： 

對於常設書展的回饋，本組利用李克特量表的方式設計了兩個相關問題，分別為

「我認為此次書展主題是吸引人的」和「我認為此次書展的展場布置規劃和設計是

吸引人的」，並以 1 至 5 分給予參觀者投選。回饋最總結果大部分是正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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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書展導覽： 

本組相同地利用了李克特量表的方式設計了相關的兩個問題，分別是「我認為書展

導覽內容是有趣的」以及「我認為書展導覽內容對我是有幫助的」。回饋的結果大

部分也是正向的。 

 

4. 整體書展： 

最後，本組於表單中利用李克特量表方式提出「請問您對這次書展的整體看法？」

以及以開放式問題的方式設計了「其他任何想對我們說的話？」此問題。希望以此

兩種型式使參與者進行回饋與建議，而參觀者對於本組書展的整體看法是較滿意

的，也對於本組的導覽方式給予正向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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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書展最終書單 

書名 簡述 

以探索世界為目的出發（遊記） 

《最美的抵達，最近的遠

方：五座歐洲首都的一日漫

步》 

從布拉格到巴黎，再到阿姆斯特丹與布魯塞爾，最後

抵達柏林，五座風格迥異卻各有魅力的歐洲首都，肆

一用自己的旅行步調，在城市的街道漫步，用步伐去

記憶每一個地方。 

《在世界的角落遇見自己：

一張單程機票，相遇 24 個

旅人故事，人生就是要為自

己冒險一次》 

一位男孩花了四個月旅行，八個月工作和生活。走遍

加拿大東、西岸，最北深入北極圈，最南走訪墨西

哥，遇見烹煮著一道道法式寂寞的老廚師、流放邊境

的泰國公主、不離不棄的亂世鴛鴦、顛沛流離的七國

語言天才、偷雞蛋的神鵰俠侶、和風對話的孩子、被

納粹挖去眼珠的慘綠少年……。旅行，最讓人回味再

三的是，當你以為回歸原點而什麼都沒有改變的時

候，卻發現一切已悄然改變…… 

《享受吧!一個人的旅行 : 

108 則追求享樂與平衡的故

事》 

在令人疲憊的婚姻結束之後，作者在義大利、印尼、

印度等三個不同國度之間尋找自己。108 個短篇象徵

了靈魂探索、自我發現之旅：到義大利品嘗感官的滿

足，在世上最好的披薩與酒的陪伴下，靈魂就此再

生。她再到了印度，與瑜珈士的接觸，洗滌了她混亂

的身心。峇里島上，她尋得了身心的平衡...... 

《不列顛.旅人》 

 

作者旅居英國多年的行旅筆記，以一種生活的方式旅

行，每天的生活就像在旅途中探險新鮮事物一樣，旅

行讓平凡的生活不只是生活，全書以海濱、莊園、鐵

道、城堡、教堂、聚落等不同地理風景區分，也以文

學、設計、電影、建築、藝術等不同主題，引領讀者

探索穿梭大不列顛島上迷人遺世的角落，傳達旅人們

的驚豔鍾情與流連忘返。 

《舉起你的手，一個女生搭

便車勇闖西班牙》 

作者花了 38 天，10 大城市，深入當地，遇見最真實

的西班牙！透過與人交流，深入瞭解西班牙文化。也

搭便車認識新朋友，看清他們的內心，也看清自己的

樣貌。 



10 
 

《白日夢冒險玩：吳沁婕的

冰島奇幻旅程》.. 

作者以特殊幽默文風加上手繪插圖，搭配豐富冰島景

觀照片，以獨特觀點與角度來介紹自己兩趟的環島旅

程認識冰島的地理、人文與自然風情。 

《攜手天涯 : 尋找快樂小王

子 3 城記》 

作者與朋友相伴走過了一程又一程的路途，途中有兩

人的歡笑和疲累，有共同面對的驚險和驚奇。這種共

同擁有的經歷，是一個人流浪的路途所無法體會的。

也因為這趟旅行，讓作者更加了解，能夠一起攜手漫

步在長長的人生路上，是多麼幸福的一件事。 

《阿爾卑斯山.山旅筆記》 阿爾卑斯山區裡豐富的人文風情、飲食文化、山居傳

統面貌，總令人一次又一次地驚豔不已。為資深旅遊

記者的作者數次走訪在這壯闊的山林之間，一點一滴

地拼湊出曾經走過的步履行程。當作者進一步親近山

林，在雄偉恢弘的氣魄中，各式各樣的風景與文化都

是令人深深迷戀於阿爾卑斯山的風情。 

《出發去南美: 玻利維亞、

智利和厄瓜多的冒險之旅》 

作者在 2012 年因為參與國際志工組織，而前往祕魯，

順道拜訪了玻利維亞、智利、厄瓜多三個南美國家。

靠著流利的西班牙語和熱愛旅行的心，她探訪當地的

風俗文化，撫觸各國的人文肌理，深深愛上南美洲的

土地與氣味。 

以服務為目的出發（志工） 

《60 人生多美好：一個法國

男人的退休故事》 

這是一位法國記者博納•奧利維在六十歲前失去妻

子、失去職場，一度陷入人生邁入後段班的恐慌，對

未來不再懷抱希望時，透過行腳，審視過去，並規劃

未來。在這之後，決定創立「門檻」基金會，運用自

己的行腳經驗幫助犯錯的年輕人。 

《三杯茶》與《三杯茶 2 石

頭變學校》 

摩頓森放棄自己白天的工作，決定替偏鄉地區的孩童

蓋學校。最後，總共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及西藏山

區，蓋了不止一所，而是六十所學校，特別是能讓女

孩子上學的學校。 

《白色微笑，寮國》.. 此書主要是闡述一個迷惘的青年，在神祕國度──寮

國 777 天，傾盡所有，打造 800 支牙刷與 200 條牙膏

的圓夢計畫， 

重振熱情活力，積極、自信過有意義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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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寮國七百多個在寮國的日子，從生活、思想和價

值觀上，親眼目睹文明與落後的差異，也經由這塊土地

上的人與事，獲得珍貴的啟發。 

《邊境漂流 : 我們在泰緬邊

境 2000 天》 

作者在 2003 年赴泰緬邊境擔任國際志工，以個人探索

為出發點，以關懷人群的公民責任為主軸，將五年多

來國際志工及海外服務工作的點滴紀錄下來，召喚年

輕人跳脫現實功利，藉由公益服務過程貼近他人的生

命，傾聽自己的內心。 

《穿越一條柏油路到古都

古：1 個醫師、4 萬 6000 公

里，那段我帶著夢想走在地

獄與天堂的日子》 

作者以醫學系學生的身分，前往地圖上陌生的角落

──印度加爾各答作為志工的開端。隨後，決定前往

非洲布吉納法索當醫師讓更多像他曾經走過無數徬徨

與拉扯的年輕人，找回做夢的無限勇氣。 

 

《一枝鉛筆的承諾》.. 作者 25 歲生日那年，他放棄華爾街高薪工作去銀行

開了一個 25 美元的帳戶。4 年後，他在全世界已創辦

超過 220 間學校提供貧民孩童超過 1 千 5 百萬小時的

教育課程。而所有的承諾都從一枝鉛筆的承諾開

始…… 

《 追尋角落的微光 》 作者以志工的身分闡述在印度所見的各種事物。 

童工，在不人道的環境下，每天工作超過十二個小

時；德里仍有九萬名街友，為了生計不得不離鄉背

井，過著餐風露宿的生活。藉由這樣的故事，體認到

人可以很渺小也能偉大。藉由髒亂和貧窮，感受雖是

不同人種，卻可以有著人所該保有的信念和尊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