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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行動科技之普及，以及視訊資料傳播之便利，資訊傳播的途徑近年來產
生了很大的改變。在多媒體科技之環境下，微電影的出現迎合了新媒體文化的發
展特點。圖書館透過微電影之拍攝結合創意，表達行銷訊息之內涵，透過視覺資
訊行銷圖書館的服務。
本研究在於探討微電影設計與行銷內涵。研究進行方式以設定之標準，針對
由優酷與 YouTube 等大陸與台灣之視頻網站篩選出的 50 部台灣與大陸地區大學
圖書館行銷微電影，深入分析其內容。透過內容分析法解析影片之內容、行銷成
果等。針對影片之類型、敘述方式、拍攝技巧等類別統整分析。依據研究觀察，
分析之影片以愛情片居多，常以第一人稱為敘述視角，點閱次數與使用率較高之
影片在拍攝技巧之運用較具巧思。另外，觀察到分析之影片行銷內容都涵蓋圖書
館內硬體設施，軟體類行銷內容（例如宣傳活動、服務等）佔比較少，且大部分
影片內容以故事劇情的敘述為主。行銷管道的單一性也影響圖書館行銷之發展。
本研究為初探性之分析，具相當研究限制。期望藉由本研究初探性之分析內
容，提供微電影設計以及未來圖書館行銷規劃之考量。

關鍵字：電影、視訊媒體、新媒體時代、圖書館微電影、圖書館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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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opularity of mobile technology and the convenience of
video data communication, the path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has
changed greatly in recent years. In the context of multimedia
technology, the emergence of microfilms caters to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culture. Integrated into library settings, the filmproduction effort for library marketing services can invite
creativity, and express the connotation of visual information.
The study aimed to analysis the design and content for library
marketing microfilms. Fifty library marketing microfilms i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were selected from Youku and YouTube for in-depth
analysis of their contents based on the set criteria. The contents and
marketing functions of the microfilm were analyzed and categorized in
their types, narrative styles, shooting techniques, etc.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indicate that the microfilms analyzed are mostly love
stories, and often referred to as " first-person” narrative
perspective. The microfilms with higher number of clicks and use rate
are more skillful in the use of shooting techniques. It is observed
that the contents for promoting the hardware facilities and software
(such as publicity activities, services, etc.) in the library is
iii

relatively less than those for narrating the story. The single channel
of marketing also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marketing.
This study is preliminary and has its limitations. It is hoped that
the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is research will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microfilm design and the futur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library
microfilms.

Keywords: film, video media, New Media Age, library microfilm, library
marketing

iv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 ................................................. 1
第二節 研究動機 ................................................. 2
第三節 研究問題 ................................................. 3
第四節 研究之重要性 ............................................. 4
第五節 名詞解釋 ................................................. 5
第二章 文獻分析 ..................................................... 7
第一節 電影與微電影之發展歷程 ................................... 7
第二節 圖書館微電影行銷及其影響與未來發展 ...................... 15
第三節 微電影在大學圖書館之應用實例與微電影之設計要素 .......... 24
第三章 研究方法 .................................................... 31
第一節 研究設計 ................................................ 31
第二節 資料分析步驟 ............................................ 36
第三節 資料之處理 .............................................. 42
第四節 研究流程 ................................................ 43
第四章 內容分析與結果 .............................................. 47
第一節 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現況 ............................... 47
第二節 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內容特徵 ........................... 52
第三節 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行銷型態 ........................... 88
第四節 綜合討論 ................................................ 106
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 111
第一節 研究結論 ................................................... 111
第二節 建議 ....................................................... 116
參考文獻 .......................................................... 121
附錄一 歷屆 IFLA 國際營銷獎獲得者名單 .............................. 127
附錄二 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連結總表 ................................. 130

v

圖目次
圖 2-1 國際非常短片節主頁 ........................................... 10
圖 3-1 微電影分析之設計要素 ......................................... 39
圖 3-2 微電影「圖書館獵人」時間軸 ................................... 41
圖 3-3 研究流程示意圖 ............................................... 45
圖 4-1 行銷影片年度產量之曲線分佈 ................................... 49
圖 4-2-2 微電影「Library」時間軸 .................................... 60
圖 4-2-3 微電影「書瘟」時間軸 ....................................... 66
圖 4-2-4-1 平角鏡頭之微電影畫面 ..................................... 71
圖 4-2-4-2 仰角鏡頭之微電影畫面 ..................................... 73
圖 4-2-4-3 俯角鏡頭之微電影畫面 ..................................... 74
圖 4-2-5-1 遠景之微電影畫面 ......................................... 76
圖 4-2-5-2 全景之微電影畫面 ......................................... 78
圖 4-2-5-3 中景之微電影畫面 ......................................... 79
圖 4-2-5-4 近景之微電影畫面 ......................................... 80
圖 4-2-5-5 特寫之微電影畫面 ......................................... 81
圖 4-3-2 微電影「早安·圖書館」時間軸 ................................ 98
圖 4-3-3-1 「早安·圖書館」之台灣大學圖書館網站頁面 ................. 103
圖 4-3-3-2 「索書號」之自由時報報導頁面 ............................ 104

vi

表目次
表 3-1 內容分析項目表 ............................................... 34
表 4-1-1 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發行年與產量統計表 ................... 48
表 4-1-2 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時長與產量統計表 ..................... 50
表 4-1-3 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點閱次數分析表 ....................... 51
表 4-2-1-1 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影片類型分類表 ..................... 53
表 4-2-1-2 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影片類型分類統計表 ................. 57
表 4-2-2-1 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敘述視角分類表 ..................... 58
表 4-2-2-2 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敘述視角分類統計表 ................. 62
表 4-2-3-1 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時序呈現分類表 ..................... 63
表 4-2-3-2 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時序呈現分類統計表 ................. 68
表 4-2-4-1 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取鏡角度分類表 ..................... 69
表 4-2-4-2 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取鏡角度分類統計表 ................. 75
表 4-2-5-1 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鏡頭景別分類統計表 ................. 82
表 4-2-6-1 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運鏡方式分類表 ..................... 83
表 4-2-6-2 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運鏡方式分類統計表 ................. 88
表 4-3-1-1 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行銷內容分類表 ..................... 89
表 4-3-1-2 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行銷內容分類統計表 ................. 96
表 4-3-2-1 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行銷重點分析表 ..................... 99
表 4-3-2-2 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圖書館相關分析表 .................. 100
表 4-3-3-1 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行銷方式分類表 .................... 101
表 4-3-3-2 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行銷方式分類統計表 ................ 105

vii

第一章 緒論
隨著新媒體的發展日新月異，圖書館透過微電影的新興模式行銷圖書館之途
徑日益受到重視。本研究在於針對大學圖書館微電影之內容加以分析，歸納其製
作型態以及傳播所達成的目的，以促進圖書館微電影與閱聽人之互動關係，提供
未來微電影設計之參考，以及圖書館行銷之規劃。本章節共分為四節。將依研究
背景、研究動機、研究問題，以及研究預期貢獻，概述本研究之背景與整體架
構。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在新媒體興起並快速發展的今天，人類透過使用互聯網、手機等新媒體技術
來接觸生活的比重越來越高，資訊傳播的途徑與型態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其中，
新媒體是指利用電腦（計算及資訊處理）以及網路（傳播及交換）等科技，對傳
統媒體的形式、類型以及內容進行轉製成為利於傳播的形式，以提供大眾閱聽的
形式日益普及（李柏鋒，2016；程世嘉，2017）。隨著新媒體普及的同時，以報
紙、廣播、電視等媒介作為代表的傳統媒體亦正面臨愈來愈多挑戰的發展空間
（戚曉鐘，2015）。數位內容、數位學習或數位典藏等資訊內容不斷的產出，而
互動的模式亦更為多元。近年來風行的社交軟體 LINE 或 KakaoTalk 等，以及社
交平台 YouTube、Facebook、Google、Twitter 因應而生（程世嘉，2017）。而
這些社交媒體所提供的平台更可以涵蓋動態影像內容，讓互動的方式有多樣化的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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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圖書館不僅在實體館藏的服務不斷推陳出新，並必須將各種服務需
要透過管道而行銷（張璇，2010）。在新媒體環境的衝擊下，圖書館行銷有不同
的契機。新媒體中的微電影作為一種行銷方式，是微資訊的重要載體，其改變了
傳統影院電影的消費方式，創造並迎合了現今人們對於資訊的即時性訴求（祖紅
波，2014）。

第二節 研究動機
圖書館藉由媒體行銷服務之形式日益受到重視。就定義而言，媒體主要是傳
播資訊的介質，透過特定的宣傳平台，承載所需要傳播之內容（何欣，2015）。
1967 年，美國哥倫比亞廣播電視網（CBS）技術研究所所長 P·戈爾德馬克（P.
Goldmark）發表的一份關於開發電子錄像商品的計劃中,首次提出了「新媒體」
（new media）之概念。而就廣義的定義而言，新媒體的意義亦涵蓋載體、內
容，以及工具的突破。傳統電視台、廣播電台、報紙、雜誌在數位化科技的衝擊
下，不斷由載體、內容，以及工具層面力求突破。世界各國家亦不斷研發新的科
技媒體以因應資訊社會的需求。近年來，各種媒體型態（不同於過去之科技與傳
播型式）不斷推陳出新。各類媒體與網路、行動科技結合，提供使用對象更方便
的操作環境（李柏鋒，2016）。在新媒體環境下，微電影的出現迎合了新媒體文
化的發展特點，而微電影的發展亦為科普知識的宣傳提供了更有效的傳播形式
（何德民，2015）。
在講求數位行銷的今日社會，行銷必須結合變化迅速、互相融匯的文化產業
與科技產業（蘇郁婕，2010）。因此，圖書館的行銷方式就在文化產業與科技產
2

業發展迅速的影響下，有了各式各樣不同的呈現風貌。其中，微電影（拍攝影
片）成為圖書館新興的行銷方式之一。隨著圖書館以微電影行銷之日益普及，微
電影之影片類型、劇情之設計、導演之拍攝技巧等層面，以及營造的閱聽效果值
得深入分析。本研究在於分析大學圖書館微電影的影片，歸納其共同特徵與特
色，以及其行銷型態，希望藉由這方面的研究，促進圖書館微電影與閱聽人的互
動關係，以供未來微電影設計之參考，並有效規劃圖書館行銷。

第三節 研究問題
圖書館行銷方式多樣，微電影作為新媒體產業成為新興的行銷方式，受到大
眾極大關注。在眾多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中，透過統整比較分析可以找出其共
同點以及特色。本研究在於歸納微電影設計與呈現的內容，藉由研究分析，評析
現況，以供未來電影發展之建議參考。因此本研究將以 YouTube 以及優酷、騰
訊、愛奇藝等視頻網站現有的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進行內容分析，並就以下問
題進行探討：
一、 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產量現況如何？
二、 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影片具備那些內容特徵？
三、 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行銷有那些不同型態？
四、 大學圖書館進行行銷影片所運用之創意設計有那些限制？未來設計與開發
上有那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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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之重要性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在於針對大陸與台灣大學圖書館的行銷微電影影片之製
作，分析其影片之風格特色、作品之創作理念，以及運用之拍攝手法。本研究依
據不同地區不同大學之圖書館行銷自己的共通性與不同的特色，解析這些微電影
如何吸引客戶（閱聽人）觀看微電影內容。藉由這些分析，期望能夠提升微電影
製作和欣賞水平，從而使圖書館的宣傳或資源服務微電影的製作和傳播的效果更
具影響力。
由於圖書館的行銷是以讀者為中心，讀者利用圖書館的目的，不只在於圖書
館所擁有的圖書資訊、館藏資源是否精準或量足，而是為了滿足自身的需求（莊
馥瑄，2004）。因此，微電影影片的創作應深入圖書館的範疇，以因應讀者所需
之館藏與服務，對圖書館之服務工作更要有深刻認識與深入了解。基於微電影普
及層面廣，可透過行動載具，經由視頻網站以及各類社交軟體，隨時隨地與讀者
分享與傳遞資訊，向讀者推廣圖書館本身的服務等，從而達到行銷圖書館的目的
（彭春珠，2015），本研究對於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設計具有相當意義。圖
書館可藉以重新定位圖書館的行銷模式。提高圖書館微電影的創作水準也是行銷
圖書館的重點的一部分。
圖書館結合微電影的行銷方式，推播所需推廣之活動、服務，或館藏，能使
其逐漸成為圖書館資源與信息服務的成熟有效的工具。微電影行銷效果亦可結合
量化的評估資料，以檢核其績效（吳立奇、王巧玲，2011）。預測未來圖書館微
電影之行銷模式將持續地不斷發展，這方面的研究相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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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名詞解釋
一、 影片類型（film genre）：亦稱影片的片種，基於電影的影像風格、拍攝
製作方法或情感表現的不同，以影片類型來界定相似類別的影片分類
（wikipedia，2018）。
二、敘述視角（point of view）：亦稱敘述聚焦，是指影片的拍攝透過不同的
人物視角，觀察並敘述故事情節（張榮翼、李松，2012）。
三、時序呈現：亦稱敘述方式（narration），指影片記敘與述說的方式，時序
呈現是一種敘事或講述故事來龍去脈的表述方式（劉立行，2005）。
四、取鏡角度（angle of framing）：影片拍攝中，取決於攝影機的拍攝角度，
可透過不同的攝影角度營造出被攝對象的不同氛圍（林威志，2019）。
五：鏡頭景別（shots）：通常是指攝影機與被攝主題在鏡框中由於距離的差
異，這種差異的選取方式會呈現出影像的不同範圍與大小（高騰，2013）。
六、運鏡方式（camera movement）：通常是指影片拍攝時，攝影機機身處於某
一位置時，透過鏡頭的移動或變化，引導或改變觀眾的注意力（劉滄碩，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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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分析
圖書館行銷方式多樣，近年來微電影行銷作為一種新興的方式，發展迅速，
使用廣泛。以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為例，藉由分析行銷微電影影片內容之製
作，包括影片之風格特色、作品之創作理念，以及運用之拍攝手法等。促進圖書
館微電影與閱聽人之間的互動，以提供之後行銷微電影之借鑒，以及圖書館行銷
規劃。然而追溯微電影之起源，則必須由電影之發展歷史開始論述。本章分別針
對電影之發展歷史、微電影、圖書館微電影行銷、大學圖書館微電影應用實例與
設計要素，以及其影響與未來發展分節敘述。

第一節 電影與微電影之發展歷程
一、電影之發展歷史
文化產業是二十一世紀的新興產業，就西方文化產業而言，其通常包括「大
眾文化」（如電視電影、流行音樂等）、大眾傳播媒介等。二十世紀 90 年代以
來，文化產業迅速發展，其中的電影產業則是文化產業的核心層（唐月民，
2008）。追溯「電影」的起源發展，始於動態影像（motion graphic）的出現。
電影起源於 1888 年，路易斯·普林斯（Louis Aimé Augustin Le Prince，被稱
為「電影教父」）是使用單鏡頭相機拍攝電影的發明人，他於 1888 年 10 月最早
放映的「郎德海花園場景」是歷史上第一部電影。早期的電影（film）將影像資
訊以光學方式（類比）記錄於硝酸（celluloid）纖維材質之媒介上。十九世紀
美國國家生活水平上升後，電影成為大眾所需要的娛樂產物之一。1889 年，愛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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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Thomas Alva Edison）發明電影攝影機。1893 年，愛迪生以攝影棚拍攝電
影。「黑囚車攝影棚」成為世界上第一座電影攝影棚，這被視為美國電影史的開
端。1894 年 4 月 14 日，愛迪生又在紐約開闢第一家活動電影放映機影院
（Wikipedia，2018）。伴隨全球化的進程，電影作為新興文化產業，開始迅速
進入人類日常生活，並對社會各領域帶來影響並形成衝擊（朱潔，2006）。1896
年 8 月 11 日，電影傳入中國上海，電影發展至今已有百多年歷史了。電影可以
由攝影機拍攝影像後製作完成，後期的電影之生產亦可以利用動畫科技製作完
成。1912 年，愛迪生發明了「有聲電影」，使得電影正式進入了有聲時期，無聲
電影亦迅速銷聲匿跡，而彩色電影於 1930 年左右引入市場。隨著科技之進步，
電影之發展歷經了社會歷史各個階段，經歷了從黑白影像到彩色影像，從無聲影
像到立體聲環繞，可見電影發展速度之快速及發展強度之可觀。二十世紀後，伴
隨美國政治與經濟能力的強大，特別是媒介產業的發展迅速，好萊塢電影成為世
界電影產業中最引入注目的現象（尹鴻，2000）。自美國電影推行全球化的策略
以來，各國相繼引進好萊塢的影片。三十年代的美國電影在各國流行，美國的流
行文化自然移植，受到各國歡迎（翁巧嫣，2009），好萊塢的影響幾乎無處不
在。長期以來，各國的電影消費市場受到美國電影工業的衝擊，好萊塢電影已經
成為一股穩定的主流（吳廷勻，2006），而其亦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著人們的生
活方式、消費方式和社會心理、文化心理（朱潔，2006）。好萊塢影片市場乃全
球化影片事業之焦點，好萊塢亦隨全球化之經濟浪潮，於世界之影視市場盤踞主
導的地位（郭東益，2004）。電影事業之發展遍及世界各國，且持續性發展。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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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有各種國際性或地區性的電影之頒獎與慶典活動，都是以鼓勵電影的創作與製
作，電影事業之發展備受全球之重視。
電影不只是因為娛樂而存在，同時具有文化之功能，是社會文化的重要元素
之一（林世強，2014）。電影作為一種創造價值的工具，其創造可能有著創作者
提供的對社會表達、尋求共識之意義（鄭淳予，2011），電影的美學即是對電影
進行分析欣賞的一種方式，並且是一種極具特殊意義的思考方式。透過電影之賞
析，能夠進一步提高電影藝術之創作性和欣賞性（王志敏，1996）。電影作為一
種媒介手段，能夠像描繪自然的東西一樣描繪幻想中的東西來紀錄社會現象片
段，並紀錄自然現象的片段（王志敏，2005；卡維爾，1990）。

二、微電影之特質
微電影由電影發展而來。相較於傳統的電影的長時間播放，微電影（micro
film）即微型電影，播放時間短，通常稱為 Micro Film。一般定義為有完整故事
情節，但普遍篇幅較小的短片，常在一些新興的媒體平台播放，如 YouTube、優
酷、愛奇藝等。為了響應微電影之創作，自 1999 年起，全球會在不同的國家同
時舉辦「國際非常短片節」（The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Very Shorts，
詳見圖 2﹣1），以鼓勵優質之微電影創作。而創作之內容形態包含許多類型，如
公益推廣類、商業定制類、個人創意等，受到民眾強烈的歡迎（范睿濱，2013；
Wikipedia，2018）。微電影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並應用於各個行業各個領
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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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國際非常短片節主頁

資料來源：國際非常短片節主頁，上網時間：2018 年 4 月 27 日，取自：
https://trescourt.com/en

微電影（micro film）於 2007 年興起，是一種小型的創作；就微電影的特質
而言，它具有短時但故事情節（劇情）完整的特性，並且能確切表達創作者的想
法，完成對影片理念的宣揚與推廣。微電影並不是純創作的短片，相較於其他電
影創作，它更像是電影創作中故事行銷的一種分支（劉興隆、康詠鏵、程子桉、
董紹春，2016）。電影是一門綜合藝術，包含著戲劇、文學、攝影、音樂等元
素，以視覺為主。微電影也是一種電影，能夠真實反映現實生活，其包含了許多
藝術元素，並融合了傳統的藝術門類，微電影與電影的表現手法也幾乎相同。
微電影的風行，突破了傳統電影與電視廣告形式播放的時空限制，藉由新的
傳播通訊平台與載體而傳遞訊息（胡光夏、陳竹梅，2013）。微電影方便於各種
新媒體平台上進行播放，並為一種適合在移動狀態或短時間休閒狀態下觀看的視
頻模式。在台灣，微電影相關的民間組織包括台灣微電影創作協會(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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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 Film Association)、中華民國微電影協會(Micro Movie Association)、
in 微創影視創作平台 (in movie 由得利影視股份有限公司創立)。中國大陸微電
影之播放平台包括優酷、愛奇藝等影音網站。微電影適合透過載具而接收，方便
個人在行動狀態或是短時間休憩的狀態下觀看。觀眾在欣賞觀看的同時可進行轉
發和分享，實現快速擴散的行銷效果，也符合廣告客戶的期盼（肖時勝，
2013）。微電影通常以公益推廣、形象宣傳、商業定制、個人創意等為目的。這
種短小但完整的電影模式愈來愈受到觀眾的歡迎，而這種電影模式愈來愈被廣泛
使用。
微電影具有微型、題材各異、篇幅短小等特點。通常，微電影時長短，都在
10~60 分鐘；製作週期也較短，一般在 7~14 天或者數週，投資規模也都不高，產
製的經費比起一般的廣告商業影片或電影的經費較少（劉一賜，2012）。微電影
的互動性與參與性較強，「人人都可以當導演」也是其特色之一。微電影的題材
多樣，包含有幽默搞笑、青春愛情、奮鬥勵志、親情至深等。微電影可以單獨成
篇，也可以成為系列微電影集。基於網路互動性的特點，其製作往往影響閱聽人
心理反應和心理需求，而其短小精悍的形式亦契合了現代生活中觀眾的觀影訴求
（李莉，2013）。
微電影的本質是電影，因此也必須遵循電影藝術的基本規律，具備電影藝術
的基本語言。但微電影無序遵守電影起承轉合的敘事模式，可以在結構形式上做
出改變，可以單刀直入或是反道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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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微電影之誕生背景
微電影的概念是由凱迪拉克汽車品牌最早提出並推廣，該公司與華人影壇巨
星吳彥祖攜手打造的具有時代意義的微電影作品「一觸即發」更是以號稱中國首
部微電影影片的全球首映宣傳語做宣傳，但有文獻指出網路視頻才是微電影的初
期「發育胚胎」（王安權、汪慶華，2013）。在此之後，微電影作為一種平台，
不斷出現在網際網路中，微電影的概念也逐漸廣為人知。
每種新型傳播行為都是有其深刻的技術背景、媒介環境、社會背景以及內在
的驅動因素等條件下才產生的。微電影是微時代（網路時代）的電影形式，事實
上脫胎於國外早已有之的「短片」（肖時勝，2013），可見微電影的誕生及其迅
速崛起同樣是多方位因素促成的。
微電影是在新的技術支撐下產生的新型媒體形式，被賦予為「第五媒體」之
形象（李莉，2013）。微電影受到網路視頻平台的強大競爭，它是互聯網時代的
必然產物。從 Web1.0、Web2.0，以至 Web3.0，網路文化發展，進入個性文化的
時代，微電影發展中的若干瓶頸問題也因應 Web3.0 的科技而有更多的突破（阮
艷萍，2015）。網路技術的發展為微電影的出現提供了一切物質基礎和歷史條
件，網民亦由此擁有更大的互動和分享空間，因此，微電影是因應了 Web3.0 發
展的需要。
微電影的風行，「碎片化」信息接收方式的形成也是其因素之一。「碎片
化」出自英文 fragmentation，本意為完整的東西打碎至零散狀態。「碎片化」
是一個社會經歷不同時代變更的基本特徵（錢增、王龍玉，2015），新興媒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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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使得「碎片化」的發展更為廣泛。社會進入微時代，生活節奏不斷加快，
人們很難有大塊時間去接收訊息，而微電影簡潔的故事配合緊湊的節奏，恰好在
形式上契合了閱聽人即時消費的需求，它既能滿足閱聽人在媒介傳播上「碎片
化」的需求，又符合閱聽人快速接受資訊的需求。除此之外，行動載體的發展完
善、普及化及廣告行銷管道之需要也影響了微電影的產生，行動載體為微電影的
崛起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張超，2012）。微電影亦充分把握了新興媒介的互動
性、移動性和碎片化的發展趨勢，並且強化傳播的互動性與雙向之特質。藉由互
動性與雙向溝通的特質，傳播加入了多元互動的元素，不僅訊息的傳播者可透過
媒介內容影響訊息接受者，訊息的接受者亦能透過回應的意見而影響傳播者。傳
受兩者之間互相促進與推動，也展現在由於新技術的應用，雙向傳播模式，甚至
多向傳播模式得以廣泛應用（劉思佳，2013）。綜合這些特質，微電影充分利用
了人們透過零星時間閱聽的需求，並達到了雙向傳遞信息的目的，即凸顯了微電
影「移動性」、「碎片化」，以及「雙向性」這三大特性。

四、微電影之發展趨勢
微電影的發展不但改變人們生活方式，也讓人們在獲取資訊上產生變化。大
眾對於資訊的共享離不開微電影新媒體的應用，微電影發展之迅速也正逐漸成為
主流媒體。從 2012 年開始，微電影以不同往常電視節目的形式出現，並藉助新
媒體平台廣泛傳播。同時，微電影具有網路色彩，人們透過微電影表達對社會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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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更自由更直接（丁波，2015），微電影作為一種新的影視藝術形態正快速發
展。
2010 年起，各題材類型的微電影出現，「微電影」一詞開始進入廣泛的使用
階段。目前，微電影已經呈現「欣欣向榮」之勢（葉志飛，2012），但它的流行
基於新興媒體的傳播平台。微電影的成功發展必須要掌握「創意」與「行銷」兩
個重點：創意就是要在內容上創新，抓到受眾的興奮點；行銷就是要達到預期的
推動成效。微電影因為有不同的微電影導演而出現不同的風格，這些都成為微電
影的賣點。可以說創意是微電影之中心，但微電影的發展亦需要配合行銷。
人們對於微電影所需搭配使用的硬體技術不斷地變遷更新，在 1995 年出現以
影像傳感器（Charge Coupled Device，簡稱 CCD）作為標準的影像體系，影像傳
感器是相機的核心，在傳統的相機中，膠片是一種感光材料，它會把拍攝到的影
像記錄下來，而在後期出現的數碼相機中，影像傳感器替代了膠片的位置，形成
了電子影像。但對於軟體技術而言，從公認的國內第一部微電影「一觸即發」出
現至今七年多，對於微電影的審美認識和藝術把握並沒有得到明顯的提升（李建
強，2015）。
隨著網際網路之普及、頻寬之擴充，微電影的數量與形態多元，風格亦多
變，但其製作的品質良莠不齊，廣告性質的作品亦較多。專家批評許多微電影之
藝術、哲學和文學價值並不高，只體現了其商業價值（丁波，2015）。無論是電
影還是微電影，本質都是電影，技術上統一的同時，都是要用鏡頭與影像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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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以圖書館微電影進行行銷之發展必須考量設計與目的。未來圖書館微電影
之製作必須針對所創作之作品提升品質與內涵，以確保其傳播與行銷的價值。

第二節 圖書館微電影行銷與未來發展
一、圖書館行銷之應用
行銷是銷售的方式之一。依據美國行銷協會（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對行銷的定義，行銷是一種組織的功能，是一種創造、溝通並傳
達價值給顧客的過程，也是一種管理顧客關係而使組織本身及其社會關係人活力
的過程。廣義上說，就是各種不同規模的推銷方式，是形成產品並進行走動式推
銷的方式。行銷觀念（the marketing concept）是企業界引進的一種經營理
念，能在兼顧組織目標的情況下，致力於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圖書館同樣可以研
究並借鑒市場的行銷理念，以市場的目光與行銷方式來經營圖書館的資源及服
務，以真正提高圖書館的吸引力與競爭力（劉麗輝，2008）。
Dodsworth（1998）指出：圖書館策略性行銷需包含四大要素：一、推廣之標
的物：如特殊服務、館藏；二、選擇目標與對象；三、適當的推廣方式，及四、
評估效果。圖書館可藉由下列之策略落實行銷之概念，包括：檢索服務（access
services）、公眾服務（public services）、技術服務（technical
services）、館藏發展（collection development）、科學技術
（technology）、資源分享（resource sharing）、公共關係（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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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特殊服務（special services）、非書資料（non-print
media）、硬體設備（physical facilities）。
進入 21 世紀後，圖書館從傳統館藏閱覽的單純功能，演變為資料收集完整
化、資訊提供自動化、服務品質效率化的多功能型圖書館（柯春媚，2006），行
銷觀念的落實，對圖書館的經營有著重要的意義。圖書館行銷之目的在於主動探
討顧客之需求，透過行銷規劃來幫助圖書館挖掘潛在顧客，以使用者為中心，並
以最大程度滿足使用者之需求（莊靜芬，2008）。而社會大眾面對知識與資訊的
雙重變革以及新媒體時代的衝擊，亦催促圖書館必須作出對應調整。在圖書館的
經營理念中加入行銷的理念，可以將閱聽人有效地與圖書館聯繫在一起，不僅可
以增強圖書館服務的效能，也能將行銷理念融入圖書館管理中（柯春媚，
2006）。
圖書館行銷（library marketing）是在建立客戶（閱讀者）認知的同時，提
高在原本運營模式下之產品能更快地被使用。相較於銷售，行銷突出之處在於
「行」，重視「行走」並銷售，即「走動式」推銷。而銷售只有「售」這一個動
作。圖書館是一種非營利組織，圖書館行銷是典型的非營利組織行銷行為，主要
透過公關宣傳手段行銷，吸引更多的社會群體使用其服務，同時也為自身的發展
爭取經費，獲取資源（張雲龍，2010）。圖書館作為現代社會維護信息公平、保
障公民信息權利的一種象徵，向社會公眾宣傳圖書館的宗旨，倡導使用圖書館的
理念，是圖書館行銷最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吸引社會的資源、把市場化競爭
的策略引入圖書館管理工作，也是圖書館行銷的重要目的。而隨著科技媒體的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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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透過各種媒體行銷圖書館的服務也成為近年來普遍的趨勢。
圖書館行銷受到國際專業性組織之重視，例如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以下簡
稱「國際圖聯」）（即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簡稱 IFLA）舉辦的國際圖聯營銷獎（International
Marketing Award），即為鼓勵全世界圖書館推動圖書館之行銷活動。IFLA 是世
界圖書館最具權威及影響力的非政府的專業性國際組織，它是由聯合各國圖書協
會及學會共同建立的一個機構。截至 1995 年，已有 138 個國家和地區的 1381 個
協會、機構及個人參加了國際圖聯。國際圖聯每年定期於不同地點舉辦年會，凝
聚世界共識。IFLA 於 2000 年發起了國際圖聯營銷獎,作為鼓勵全世界圖書館推動
圖書館之行銷活動，並且提供交流行銷經驗的機會（吳立奇、王巧玲，2011），
增強其他圖書館對行銷之興趣。IFLA 國際營銷獎廣受好評，該獎項由國際圖聯管
理與市場營銷委員會（Management and Marketing Section）聯合 3M 圖書館系
統，於 2001 年正式啟動（詹潔、王祝康、易紅，2016）。IFLA 建立國際營銷獎
已有十餘年，歷屆營銷獎獲獎者如附錄一所列。

二、微電影行銷
微電影是為因應不同的行銷模式而出現在商業市場的（彭春珠，2015）。微
電影行銷經亦是由許多不同類型的行銷模式發展而來的，例如置入性行銷、故事
行銷等。因此，微電影行銷，不同於影視作品的商業化與視頻短片的大眾化，它
是介於影視作品與視頻短片之間的一種新興網路營銷方式。微電影採用電影的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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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技巧與手法，透過故事情節的表現形式，將產品或品牌資訊融入電影情節中，
並讓消費者進入品牌氛圍中，以滿足消費者欣賞和娛樂的需求（燕春蘭，
2012）。就企業而言，微電影的製作是採用了相較於傳統電影更為柔和的宣傳方
式，並藉由故事情節結合融入品牌文化，為企業度身定做，從而長期建立在消費
者心目中的企業形象（劉慧，2014）。
基於新媒體的出現，商業市場需要配合穩定的行銷模式，才得以穩定其日益
的發展與普及。行銷模式會依據不同的族群與市場需求而更新替換，而微電影行
銷涵蓋各種行銷模式的結合，以達成特定的行銷目的（范睿濱，2013）。但新媒
體時代的行銷不同於傳統的行銷模式，其不能只著重於產品的價格、特點及品質
上，更需透過故事情節來傳遞需要行銷的內容資訊（彭春珠，2015）。
整體來說，微電影是一些行銷傳播理論的綜合體（胡光夏、陳竹梅，
2013）。目前，透過微電影行銷之發展仍處於新媒體時代之初期，距達到成熟期
還有一定距離。微電影之創作、發展，以及與行銷目標的結合需要不斷精進，以
提升微電影行銷之效益。

三、圖書館微電影行銷方式
以微電影行銷圖書館服務內容的管道日益普及，而 IFLA 對於微電影在圖書館
行銷方面之推動，亦反映在利用微電影的優勢（耗時短、成本低等）。圖書館行
銷之成果，經過剪輯放在各種新媒體的平台上播放，改善了以往陳舊的行銷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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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十屆 IFLA 圖書館國際營銷獎評選中，大陸清華大學圖書館在 2011 年拍
攝的微電影項目「愛上圖書館」榮獲一等獎，是微電影行銷的成功案例之一。
「愛上圖書館」是清華大學圖書館指導，大學生自編自演的 5 集系列短劇構成的
微電影，影片內容具有典型的微電影特徵，其是以「遊戲式學習」（game-based
learning）為理念，將圖書館的服務與查尋文獻資料技能融入其中，展現了圖書
館理念、形象、資源與服務（秦劼，2014）。「愛上圖書館」系列微電影之獲獎
意味著 IFLA 對於以微電影作為一種新型，行銷管道之肯定與認同，亦反映 IFLA
在全球圖書館界倡導、宣傳、推廣微電影行銷的重視。
另外，圖書館微電影透過不同類型的宣傳方式，行銷圖書館內館藏資源與服
務。就行銷方式而言，可以運用網路行銷、新聞行銷、活動行銷與服務行銷等進
行歸類試分。針對網際網路的特定消費者，透過互聯網（如 Facebook、微博及校
園網等平台），對其產品或服務進行虛擬行銷（cyber marketing）策略與活動
（榮泰生，2007）者，稱為網路行銷（internet marketing）。相較於傳統行
銷，網路行銷以互聯網作為行銷之平台，降低行銷訊息傳播之成本，且傳播範圍
廣且速度快，並將與消費者保持良好互動關係作為行銷之核心（樂承毅、白曉
松、張太華，2015）。透過新聞報導、媒體採訪等形式，投放媒體之媒介進行行
銷者，稱為新聞行銷（news marketing）（蔡先容，2016）。以媒體客觀、公正
的立場發布報導，媒體行銷形成新聞傳播與口碑傳播之效應（祁定江，2008）。
透過舉辦活動（如校園比賽、政府活動等），吸引觀眾參與此活動，以達到行銷
之目的者，稱為活動行銷（activity marketing）（戴國良，2014），或稱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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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event marketing）。活動行銷圍繞活動展開，以活動實現有效傳播，並
引起行銷效應（歐陽國忠，2015）。透過新生讀者之需求以入館介紹、形象宣傳
等影片之展示作為行銷投放之平台者，稱為服務行銷（service marketing），
以微電影作為入館介紹方式，以直觀的方式達到行銷之目的（湯妙吉，2014）。
圖書館微電影透過不同類型的行銷方式，呈現不同的行銷型態樣貌。而微電
影作為一種圖書館行銷推廣自身的形式，不僅展現圖書館的獨特魅力，塑造圖書
館的公眾形象定位，更能加強讀者對圖書館的各項服務設施及其價值之瞭解與認
知（湯妙吉，2014）。

四、透過微電影行銷影響群眾
圖書館微電影為圖書館有利之行銷工具之一。在微電影興起前，圖書館主要
透過發放宣傳單、張貼海報、舉辦講座、開展研討會等傳統方式行銷。這些方式
侷限於特定範圍，受眾範圍小（秦劼，2014）。而微電影是透過網際網路傳播
的，其擴大圖書館宣傳，對於吸引讀者利用圖書館資源和服務能夠發揮相當的作
用。圖書館以微電影作為行銷的模式，反映圖書館以微電影行銷模式創新與策略
上之肯定與認同（張維寧，2014）。
圖書館不以營利為目的，是因使用而存在，以服務為目的。圖書館行銷服
務，必須有別於其他提供類似服務的競爭者。透過行銷來推廣圖書館的服務或產
品，並非立基於盈利的目的，而是在於創造更多的價值（Blackstead & Shoaf,
2002）。Burnham（2002）亦認為非營利組織的核心反映在該組織的所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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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著該組織所呈現具有一致特性與態度的獨特價值與服務。圖書館員可以利用
品牌策略強調圖書館的服務角色，讓客戶（閱聽人）更瞭解圖書館的服務，並能
常利用圖書館，認同圖書館服務之價值（McCaughan，1991）。
傳統行銷模式中，以圖書館為行銷主體，讀者作為行銷對象。以微電影為行
銷模式後，除圖書館之外，個人用戶、數位資源供應商、傳統出版商、學術團
體、網路媒體等都有可能成為行銷主體（秦劼，2014），微電影行銷的這種模式
鼓勵不同主體參與圖書館微電影創作的積極性。在原本非網路環境下，圖書館行
銷傳播效果受到侷限，圖書館微電影行銷模式，透過網際網路與多元化行銷平
台，實現資訊的「多點到多點」、「面到面」的傳播效果。網路社交媒體對微電
影的評論，也進一步推動了遞增式的行銷（張維寧，2014）。微電影開拓了新的
行銷管道，又使圖書館有機會與能力把不同主體聚集，促成「社會行銷圖書
館」，這種行銷的影響力更為可觀。

五、圖書館微電影行銷之未來發展
圖書館微電影之興起，仍處於初期發展階段。伴隨現代多媒體技術突飛猛進
的發展，特別是以多媒體與網際網路為主的傳播之興盛，迅速帶動圖書館行銷之
發展，因此圖書館都期望透過微電影的方式，來行銷自己的圖書館。近年來可觀
察到微電影劇本和視頻隨之大量湧現。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不少問題，譬如有微
電影影片質量不高、影片內容不符合實際圖書館行銷內容、微電影題材主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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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缺乏整合的立體行銷模式、缺乏相關微電影的理論研究等（郭明環、段新
嬋, 2016）。
圖書館中亦有缺少拍攝影像的專業團隊與技術部門的現象。欲成功地行銷圖
書館，創作團隊必須有一定的專業技術、藝術品位以及文化素質。但由現有發行
現影片來看，大多圖書館微電影都缺乏這些要求。許多影像細節處理不夠細膩，
有些細節是需要靠編導在製作前期進行有意識挖掘的，另外在初剪、精剪、配
音、配樂、特效等後期製作中，細節的處理更為重要（郭瑞華，2014）。特別是
行銷類的微電影，要求創作人員兼具電影和廣告兩個領域的知識，對人的要求更
高（肖時勝，2013）。
圖書館創作微電影系列是為了行銷圖書館的資源或服務。然而當微電影創作
者為圖書館員時，通常由於創作者缺乏相關拍攝影像的知識與技術，無法將圖書
館需要行銷的內容透過故事最較好地傳達，導致故事情節與行銷圖館部分脫節，
無法融合；當創作者不為圖書館員時，由於創作者缺乏圖書館知識與圖書館實踐
經驗，不了解圖書館資源以及圖書館工作流程，則所製作之圖書館行銷系列微電
影與圖書館本身內容不符。微電影設計與製作的品質需求反映製作人才的需求。
人才的缺失是當下最為迫切的問題，因此需要培養適應此形勢發展的人才，來推
動圖書館之行銷（翁巧嫣，2009）。
圖書館微電影製作的內容、創意值得重視。目前圖書館行銷微電影的題材雷
同，不免都是從愛情或學業兩個方向。相似的故事題材不但無法達成圖書館行銷
目的，欠缺新意反而會淡化圖書館原有的特色。微電影製作必須多從不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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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角度作為出發點，提供圖書館的不同面貌。想要使圖書館贏得廣大讀者的喜
愛，就要讓微電影具備一定的趣味性。「微」決定了它必須在短時間內，高效性
吸引觀眾并使其有繼續看下去的興趣。因此，微電影在內容上不僅要表現圖書館
及其服務，且要適當採用詼諧幽默的方式增加其有趣程度（郭瑞華，2014）。多
充實圖書館特色的劇情，才能使圖書館微電影產生更多的共鳴點，從而達到更好
的行銷效果。
社會化媒體在大學圖書館之宣傳與推廣日益普及，圖書館使用微電影社會媒
體的行銷宣傳方式具有相當潛力。然而並非圖書館所有的資訊與服務都適合社會
化媒體行銷，也並非所有閱聽人都習慣與適應這種行銷方式。由於微電影不同於
傳統形式上的傳播模式，即並不像電視、報紙、雜誌等媒介可進行多次投放，通
常閱聽人只觀看一次，易被遺忘（當廣告遇見微電影課題組，2014）。因此，圖
書館微電影的傳播可考量與報紙期刊、新聞電台等的合作關係，來幫助微電影的
傳播。徐漢榮（2016）指出：「三網融合」時代促進了新聞電台行銷功效的日益
強大，而「三網融合」中的三網指的是以電話網（包括移動通信網）為代表的電
信網、以有線電視為代表的廣播電視網，以及以網際網路（internet）為代表的
互聯網（黃勇，2010）。微電影行銷只是其中一個方面，需要融合其他行銷方式
方法，不能割裂傳統媒體行銷方式與社會化行銷方式之間的關係，融合多功能的
立體行銷方案，才能更好的實現行銷最大化。
相關研究如何圖書館微電影的行銷特點、行銷策略等，以形成核心的研究體
系非常重要。相關理論如何透過研究提供參考亦非常重要。圖書館微電影的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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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點、行銷策略等，還沒有形成核心的研究體系。而電影市場最終要走向電影行
銷專業化，這樣才能夠與國際電影行銷接軌，才能具備與世界性質的電影行銷抗
衡的資本（翁巧嫣，2009）。圖書館微電影行銷必須由品質與市場的角度出發，
以建構可供應用的發展模式。透過這方面研究與理論的建構，才能提供未來圖書
館電影行銷應用之參考。圖書館微電影處於初步發展階段，而相關圖書館微電影
的理論研究相當有限，有待進一步的研究，以提供更有力之支持論點。

第三節 大學圖書館之應用實例與微電影之設計要素
一、大學圖書館之應用實例
微電影創作是當前炙手可熱的視頻制作與傳播方式，圖書館界掀起拍攝微電
影的風潮，作為行銷圖書館資源與服務的一種方式。以「愛上圖書館」為代表的
一系列微電影，亦成為圖書館視頻製作與呈現的參考模式，圖書館重視微電影領
域的發展動態，亦期利用微電影方式傳播圖書館理念、資源與服務。深入瞭解閱
聽人對圖書館微電影的看法與想法可以為圖書館今後推出之微電影提供參考建議
（郭瑞華，2014）。以下即是圖書館行銷微電影的代表作品：
(一)、台灣清華大學圖書館
「第七號嫌疑犯」於 2013 年 4 月 24 日首映。這部影片是由台灣清華大學學
生自己製作，為配合宣傳清華大學建置新館之需要。影片以偵探娛樂片為主軸，
藉由主角所帶出的背後故事，以宣傳新館相關服務及設施（張淑華，2013）。微
電影官方影片 15 分鐘版本在 YouTube 上的瀏覽率很高。當時台灣清華大學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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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館長指出：微電影的推廣方式不僅迅速增加圖書館的曝光率，也能表達讀者對
圖書館的看法，還能透過微電影中故事情節的娛樂性及渲染性，引發觀眾對圖書
館的好奇心。

(二)、台灣成功大學圖書館
「索書號」於 2012 年 9 月 20 日首映。 這部影片是由台灣成功大學學生自組
的 N & M Studio 團隊製作。此微電影熱潮，不但吸引台灣成大新生的目光，也
透過將影片放置在網頁及 YouTube 平台的方式，加深外界（包括國內外）對台灣
成大圖書館的印象。微電影劇情是描述年輕學生掙扎在夢想與現實之間的故事，
影片還呈現了男女主角在圖書館中使用藏書區、閱讀空間等資源，巧妙的結合，
配上細膩的拍攝手法更是吸引目光。

(三)、台灣大學圖書館
「早安，圖書館」於 2008 年 9 月在 YouTube 上廣為流傳。這部影片是由台灣
大學學生為新生訓練而拍攝製作。這部影片介紹該館的設施與各服務項目（王梅
玲、謝寶煖，2014），破除圖書館的刻板印象，塑造親切的新形象，行銷了圖書
館充滿書香與溫情的意象，達到圖書館廣為宣傳的目的。

(四)、大陸清華大學圖書館
「愛上圖書館」系列短劇於 2011 年首映。這部影片是由大陸清華大學學生自
身發起並製作，為該校 SRT(Student Research Training)大學生研究訓練計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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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 多個項目的其中之一，內容涉及到流通通知、手機圖書館、反佔座現象等相
關服務和規定。此作品於 2012 年 3 月 23 日獲第十屆 IFLA 圖書館國際營銷獎一
等獎。

(五)、北京大學圖書館
「天堂圖書館」於 2011 年 11 月 14 日在紀念北京大學圖書館建館 110 週年慶
典儀式上首映。 這部影片是由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生合作製作，講述祖孫兩代與
北大圖書館之間的不解情緣，交織著北京大學圖書館厚重的歷史和獨特的人文精
神，以及圖書館及其中人們的過去與未來。該片真正意義上影響到圖書館微電影
的發展。

二、 微電影之設計要素
由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實例中，反映多元設計的要素蘊藏於影片之中。微
電影的設計要素不但需要涵蓋圖書館行銷的內涵，而且必須顧及不同的設計要
素。就影片類型而論，圖書館行銷微電影的影片內容，可以以劇情片、喜劇片、
愛情片、懸疑片、資訊影片等影片類型歸類試分。圖書館微電影亦可經由不同的
影片類型呈現圖書館行銷微電影的影片內容。
微電影之呈現以故事劇情為主題，並以故事的劇情變化或角色性格的發展帶
動整部影片的進行的，則將此影片列為一般劇情片（drama film）。對於強調幽
默的劇情效果，則將此影片列為喜劇片（comedy）。而中心劇情主要圍繞故事主
角戀愛關係發展的，將此影片列為愛情片（romance）。而劇情之情節使人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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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人物的命運引起關切，而造成高度焦慮和緊張感的，將此影片列為懸疑科幻片
（suspense film）。另外非劇情影片，拍攝目的在於傳達訊息或某種觀念，通
常是圍繞特定的訊息重點來構思與製作，如教學影片、工業影片等，重點在於以
直接呈現的方式傳遞重要資訊，屬於資訊影片（information film）（徐立功、
井迎瑞、黃建業、王介安，1996）。圖書館微電影可以透過不同設計之需求，融
合不同類型之故事劇情或資訊內涵設計，以達成圖書館微電影影片行銷之目的。
就敘述視角而論，圖書館行銷微電影的影片內容，可以以第一人稱敘事、第
二人稱敘事、第三人稱敘事等歸類試分。電影作為敘事結構中敘事情景，可以視
為敘述視角的三種人稱鏡頭（程予誠，2008）。電影通常以主觀鏡頭
（viewpoint shot），畫面中的演員所看方向與內容的，將此影片列為第一人稱
敘事（first-person narrative）。通常多以兩人對話的過肩鏡頭，兩人對話中
的「我」與「你」的，將此影片列為第二人稱敘事（second-person
narrative）。另外，以一邊旁觀事件發生的鏡頭，為大多數電影處理的鏡頭方
向，讓觀眾成為近距離的旁觀者，觀看故事的過程的，將此影片列為第三人稱敘
事（third-person narrative）。這些鏡頭之處理的運用，也成為圖書館界微電
影製作上可運用的技巧。
就時序呈現而論，圖書館行銷微電影的影片內容，可以以順敘、倒敘、插
敘、補敘等歸類試分。最普遍的時序呈現為按敘述的先後順序，即順敘。影片之
時序呈現按照事件發生或發展的時間先後順序，來進行敘述的，將此影片列為順
敘。若先把敘述事件的結果或發展過程中某個突出片段提前在開頭講述，之後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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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事件發生的先後過程進行敘述的，將此影片列為倒敘（樊楊楊，2009）。通
常在敘述主要事件的過程中，根據表述的需求，暫停主線的敘述而插入另一與中
心事件有關之內容的敘述，將此影片列為插敘（劉春雪，2011）。通常敘述在同
一時間內的不同空間，有兩件（或以上）的事件以平行的模式同時發生，將此影
片列為平行敘述，即平敘（楊凱麟，2012）。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中出現不同時序
呈現的影片，都作為參考研究的樣本。
就取鏡角度而論，圖書館行銷微電影的影片內容，可以運用平角鏡頭、仰角
鏡頭、俯角鏡頭等歸類試分。當攝影機與被攝對象處於與地平線持水平狀態時的
拍攝角度被稱為平角鏡頭（eye-level shot），其符合人眼的視線。若攝影機鏡
頭從低角度向上（由下往上）拍攝的被稱為攝影機仰角鏡頭（low-angle
shot），呈現莊嚴感、向下道感覺。若攝影機以高角度向下（由上往下）拍攝則
稱為俯角鏡頭（high-angle shot），使被攝對象的高度縮小，而刻意營造卑微
的感覺（楊馥如，2009）。不同的拍攝角度針對不同的圖書館行銷微電影，其呈
現內涵之重點亦不同。
就鏡頭景別而論，圖書館行銷微電影的影片鏡頭景別之運用，大致可以以遠
景、全景、中景、近景、特寫等歸類試分。通常將在畫面中呈現環境、人物兩者
間關係所使用的景別為遠景（long shot）。遠景有助於介紹人物的活動環境與
氛圍（衣鳳翱，2008）。將攝取整個人物從頭到腳的景別為全景（full
shot），更具體、清晰表現人物。攝取角度取人物膝蓋以上的景別為中景
（medium shot），攝取人物半身（胸部以上）或景物局部的景別列為近景

28

（medium close-up）（王光祖、黃會林、李亦中，1992），表現人物的面部表
情與情緒。強調拍攝人物局部的景別為特寫（close-up），有效凸顯從背景中分
離出來的拍攝對象（李興國，1998）。鏡頭景別所表現的視覺性與敘事性，有利
於表達圖書館微電影不同類型的行銷要點。
就運鏡方式而論，圖書館行銷微電影的影片內容，大致可以以推軌鏡頭、搖
鏡頭、跟拍鏡頭、升降鏡頭、固定鏡頭等歸類試分。當攝影機架設在底座上，透
過帶有輪子的平台或軌道，進行平滑地移動並拍攝，都歸類為推軌鏡頭（dolly
shot），流暢平穩地連接不同的場景（許立衡、張凱淯，2018），擴大觀眾可見
的空間視野（楊錫彬，2015）。攝影機底座不動，將鏡頭向左右任一方（由左掃
右、或由右掃左）、或向上下任一方（由上掃下、或由下掃上）擺動，都歸類為
搖鏡頭（pan/tilt），以呈現廣闊之空間環境（詹季衡、鐘世凱，2008）。攝影
機跟隨被攝對象的活動而進行活動之拍攝，都歸類為跟拍鏡頭（following
shot），展現在不同環境下被攝對象的運動過程（王涵，2011）。攝影機固定機
位，並借助一些具升降功能之設備（如搖臂等）在升降的同時進行拍攝，歸類為
升降鏡頭（crane shot）。攝影機固定機位進行拍攝的鏡頭，都歸類為固定鏡頭
（static camera），是一種極為特殊的運動鏡頭（常江、王曉培，2017）。各
種不同運鏡的運用，有利於營造不同的視覺興趣，創造不同動態的美感，傳達圖
書館之不同類型行銷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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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 textual analysis）作為研究方
法，分析國內外圖書館微電影作品，針對微電影內容，探討其結合圖書館資源與
服務之行銷。研究之進行首先藉由相關文獻分析，探討圖書館行銷微電影呈現的
發展趨勢、行銷模式，以及與潛在的問題，進而依據文獻，擬定內容分析所分析
的構面，以便於後續內容分析之進行。本研究期藉由分析歸納，提供圖書館微電
影的行銷模式，以供未來圖書館微電影發展。本章將分別就研究設計、研究流
程、研究步驟等詳作說明。

第一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以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作為分析之對象，而進行之前，先藉由文獻
分析論述研究相關之背景。文獻分析的架構分別由電影之背景及發展歷史，說明
微電影之特質、發展趨勢，進而分析圖書館微電影行銷之特質及重要性。文獻分
析提供研究進行之理論基礎，以幫助研究後續之歸類分析。而基於研究之目的在
於分析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產量現況、影片之內容特徵、行銷之不同型態及對影
片所運用之設計，本研究採取內容分析法，分析現有圖書館行銷微電影所運用之
設計技巧。以下針對內容分析法之特色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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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容分析法之概念
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乃針對物件、文件，或其它實體或虛擬形
式的內涵進行研究分析。它是一種針對傳播內容，進行客觀、系統地描述交流內
容的研究方法，適用於語言的語意層面（Berelson，1952）。本研究採取內容分
析法，分析現有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實例，藉以由原始資料，而深入觀察資
料的內涵，並進行歸納分析。
美國社會學家 Babbie（1995）將內容分析法與其它統計資料的分析與歷史比
較法列為同一類，為「非干擾性的研究」（unobtrusive research）。內容分析
法可以同時具備質化和量化的特徵。當內容分析作為一種量化研究，在進行研究
時，研究者就需對所有變項進行操作性定義，並決定測量變項所用的測量標尺，
才得以使內容分析之結果成為統計分析的基礎，並且更精確的解釋研究發現（黃
營杉、汪志堅，2002）。在其他領域，學者會藉由內容分析法將一些非量化的資
料透過書面規則的操作以及進一步分析，來推論研究對象及其資料所傳達之意涵
（蘇中信、吳訂宜、洪宗德，2012）。從質化之角度看時，內容分析法是以主觀
程序、非系統化以及彈性程序等特性來區分量化之內容分析法與質化之內容分析
法（George，1959）。內容分析法廣泛應用於社會學、歷史學、新聞學等領域。
就研究方法角度而言，內容分析法不但具有搜集資料的程序，也常成為訪談法與
問卷法等資料搜集方式完成後，更進一步進行資料處理與分析的途徑（蘇中信、
吳訂宜、洪宗德，2012）。本研究將藉由原始資料之文本描述，歸納特定影片觀
察特質之分析，進而以計量統計之分析結果，以呈現觀察結果之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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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內容分析法之優缺點
(一)、內容分析法之優點
就內容分析法之對象為作品資料本身。就研究花費而言，內容分析法不須太
多的花費，較為經濟。在效益方面，內容分析僅針對現有資料進行分析，但能從
其所含信息量及其變化中，推斷分析出大量內容及其內涵（楊孝濚，1991）。另
一方面，由於不須透過干擾式之觀察，亦即不透過訪談，或要求對象提供反應資
料,是一種非接觸研究，且較為客觀的研究方法（陳建和，2002）。本研究之內
容分析法乃針對對象（影片資料本）直接的觀察。這種觀察方式不會在研究過程
中讓觀察對象因為研究行動本身之干擾，而出現反應不穩定之現象。

(二)、內容分析法之缺點
內容分析具有相當的限制，通常其分析法適用範圍雖較廣，但適用於研究所
定義的內容（content），通常較為侷限。必須由研究者重複操作，篩選意義較
明顯、可以直接理解的對象。由於缺乏取得反應性資料，研究過程完全需藉由資
料本身進行分析。故而存在相當的主觀性（簡建忠，1994）。而相關文獻亦指出
內容分析可以配合其他相關資料以提出結論。相關文獻亦批評內容分析存在非主
觀性，無法體現使用者的主觀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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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內容分析項目
本研究之進行使用內容分析法，首先篩選約 50 部大陸及台灣地區大學圖書館
行銷微電影影片，針對所有影片逐一進行影像內容分析，並依據其拍攝與呈現形
式加以分類，遂而由圖書館行銷的觀點加以整理，歸納影片之不同行銷型態蘊含
之意義與價值。針對各個研究問題，所對應之分析指標詳見表 3-1。
表3-1 內容分析項目表
研究問題
1. 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
影之現況

2. 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
影之內容特徵

3. 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
影行銷之不同型態

4. 大學圖書館行銷創意
設計之建議

分析指標

簡述

影片點閱次數、

影片之點閱次數、影片每年

影片年產量、影片發

發行產量等可作為分析之資

展現況等

料數據。

影片類別、影片風

統整影片之內容特徵，以此

格、劇情設計、拍攝

作為比較分析並分類歸納其

技巧、影片時間軸等

共同點及特色之依據。

行銷之對象（目
標）、行銷之重點、
行銷之成果等

以圖書館行銷之目標，將分
析影片行銷型態加以歸類，
並與影片使用情形，進行計
量性分析。

藉由分析之結果，針對圖書館行銷影片之開發應
用，加以歸納值，並提出未來圖書館行銷微電影製
作之建議。

資料來源：
郭瑞華（2014）。微電影在圖書館的實踐現況及建議。圖書館理論與實踐，
2014(7)，81-83。
湯妙吉（2014）。基於微電影的圖書館社會化媒體行銷策略。圖書情報工作，
58(14)，7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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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片之現況：Gillin（2008）指出影片之影響力通常可藉由高點閱率的
影片內容，並且透過閱讀閱聽人觀看影片之評論意見而加以分析。因此，可藉由
影片之點閱次數、影片後的評論數或評論內容、及影片之優劣評語，而搜集相關
資訊。這些資訊都可作為後期分析整合的資料數據。

（二）、影片之內容特徵：影片的內容可依據運用的描述方式，例如影片類別、
影像風格、劇情設計、拍攝技巧等資訊，並對影片內容作時間佈局的分析，由此
更有利於後期的影片分類歸納。

（三）、影片行銷之不同型態：大學圖書館透過數位管道行銷，讓閱聽人擁有接
觸與評論的平台。而每一使用者的評論反饋都可能被放大傳播，使得傳佈加速擴
散（Wertime & Fenmick, 2008）。因此，不同的行銷型態體現在圖書館影片之
行銷目標（包括提供的族群館藏、服務等），從影片使用情形之分析中得到的行
銷結果，都可作為不同型態分析之依據。

（四）、行銷之建議：圖書館行銷策略的實際應用中，大部分的圖書館都會利用
課程及舉辦活動、公關活動及網路行銷，但最終都以讀者意見來評估成效，並以
此展望未來（Wood, Miller and Knapp, 2007）。因此影片資料分析之結果，可
藉由圖書館行銷的重點，提出未來圖書館行銷微電影在影片內容、創意設計等方
面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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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資料分析步驟
本研究之分析與調查對象為大陸與台灣地區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影片。影
片內容之選擇之依據以大學圖書館為場景之內容，介紹圖書館或相關服務之影片
為選樣之對象。本研究進行方式，乃透過 YouTube、優酷、土豆視頻等播放平
台，總共選出於 2008 年至 2018 年十年內發行的 50 部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
（詳見附錄二）作為分析之對象。本研究深入描述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中圖書館服
務內容，由影片中的角色串聯出圖書館行銷特色。分析之重點將針對一系列圖書
館行銷微電影以影片類型、敘述視角、時序呈現、取鏡角度、鏡頭景別、運鏡方
式不同而分類歸納，整理出現有圖書館行銷系列微電影的樣貌。以下分別由選樣
標準與篩選過程加以說明：
一、選樣標準
本研究之選樣標準以圖書館行銷微電影為選樣基礎。圖書館類型則限定為大
學圖書館。為了掌握近年來的影片內涵，本研究針對影片發行時間的選樣上加以
限制，而以 2008 年至 2018 年十年間發行之影片作為分析之對象。由時間的選擇
上，亦可藉由這些影片的觀察分析其發展的趨勢。

二、篩選過程
藉由 YouTube 平台，在搜索欄上搜尋關鍵字「圖書館微電影」，獲取約
32400 條結果，在過濾條件中，以上傳日期作為排序依據，由於本研究將所要分
析之微電影時間限定在 2008 年至 2018（4 月 3 日）年內發行者，篩選得到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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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結果。再將地區限定在台灣地區，篩選得到 164 條結果。以大學圖書館（不包
括社區大學等）為主，篩選得到 71 條結果。最後將非行銷類微電影、非官方類
微電影（包括毛片、作業、參賽類作品、預告片、教學影片、重複或大學不明影
片等）排除，最終得到限定時間內台灣地區圖書館行銷微電影正片 18 部。
另一方面，藉由大陸視頻網站，包括：優酷、騰訊、愛奇藝視頻平台，在搜
索欄上搜尋關鍵字「圖書館微電影」，獲取 1100 條結果。在過濾條件中，以相
關性作為排序依據，並將頻道欄位選擇為「電影」，以作為更進一層次之篩選。
本研究所分析之微電影時間限定在 2008 年至 2018（4 月 3 日）年內發行者，經
篩選後再將地區限定在大陸地區，以大學圖書館為主，最後將非行銷類微電影、
非官方類微電影（包括毛片、作業、參賽類作品、預告片、教學影片、重複或大
學不明影片等）排除，最終得到限定時間內大陸地區圖書館行銷微電影正片 32
部。

三、分析過程
先簡述微電影影片之基本資訊（包含影片長度、點閱次數等），針對微電
影以分析的過程將影片之故事內容先以文字敘述加以說明，並針對其拍攝的技
巧，導演所呈現的意境加以描述，再針對全部分析的所有影片之內容特徵進行歸
納分類並分析。分析過程也將以時間軸的流程呈現影片呈現的方式，以作為時間
布局的分析。以下則以以台灣清華大學圖書館的行銷微電影「圖書館獵人」為
例，解說影片初步分析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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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片基本資料與拍攝意境：
本研究針對影片拍攝之意境進行分析，以台灣清華大學圖書館的行銷微電
影「圖書館獵人」於 2014 年製作完成。影片總共時長為 5 分 01 秒，在 YouTube
平台上播放量為 2891 次（截止 2018 年 8 月 6 日中午 11 點）。影片透過描述女
主角每晚都負責把自助借書籍中的書籍歸整，而圖書館的書籍在天黑閉館後會化
作一個個真實的人類，當女主角為解救被困同學，與一個個由書籍化身的人類追
逐打鬥的故事。

（二）、影片內容特徵分析：
影片內容特徵分析過程中，針對影片類型、敘述視角、時序呈現等層面進行
歸納分類。例如：以「圖書館獵人」為例，導演對於影片的拍攝以圖書館的空間
設施作為背景，並運用移動的跟拍鏡頭之加快方式，搭配令人緊張的背景音樂，
增加影片的懸疑感。影片以第三人稱的旁觀者視角敘述，並以故事情節的發展始
末順序（順敘）進行敘述。其中，以圖書館的背景環境，為影片劇情發展作鋪
墊，繼而呈現圖書館的各項服務。拍攝過程中，將刷學生證入館、24 小時自助還
書系統、圖書除菌機、圖書館的智慧型置物櫃系統、智慧書庫、「高頻無線射頻
辨識」（UHF-RFID）技術等設施服務之畫面陸續加入。這些圖書館的服務透過各
種方式的運鏡手法配合拍攝畫面的切換，而引出影片劇情的主軸。整部影片全程
無一台詞，唯一一處角色聲音僅為第 1 分 53 秒男生的尖叫，亦非台詞。全程以
影片音效、各角度的鏡頭與畫面，配合角色之表情神態與動作，作為呈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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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時間軸分析：
本研究針對影片時間軸進行分析。影片的拍攝技巧透過敘述視角、時序呈
現、取鏡角度、鏡頭景別與運鏡方式這五個設計要素進行分類描述。其中，每項
設計要素之具體技巧說明如圖 3-1 所示。

圖 3-1 微電影分析之設計要素

以「圖書館獵人」為例，進行時間軸之敘述分析。導演在影片開頭的前 5 秒
以一系列圖書館內部的環境畫面。影片第 6 秒開始，呈現圖書館的各項服務，包
括有刷學生證入館、24 小時自助還書系統、圖書除菌機等。身為館員的女主角在
第 24 秒出場，第 32 秒伴隨影片片名的出現，影片進入正軌。第 33 秒透過縮時
攝影的方式，描繪天從白天變為黑夜，交代圖書館天黑閉館的背景，女主角即將
下班。影片在第 41 秒介紹了該圖書館的智慧型置物櫃系統，面對鏡頭即可偵測
人臉，再刷卡從而解鎖置物櫃。在第 51 秒的鏡頭對焦從女主角身上轉移到書車
上的圖書，書本的莫名振動引起女主角的注意，營造出懸疑恐怖的氛圍，為影片
後半段的故事高潮埋下伏筆。影片 1 分 05 秒，在描繪天黑閉館的環境後，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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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為「羅密歐與朱麗葉」的圖書自己在自助還書機中運作。由書籍化身成為人類
的在影片 1 分 22 秒處，以一隻想要爬出還書箱的手的形象，在昏暗的燈光以及
恐怖的環境音的襯托下出現在畫面中。在腳部特寫後，書中的「羅密歐」正式出
現並行走在圖書館中。從 1 分 22 秒開始，全黑的館內燈光一盞盞亮起，智慧書
庫的燈光陸續全部亮起，自助取書櫃上的書本陸續飛出，化身成為一個個真實存
在的人類。這介紹了圖書館內的「智慧書庫」，將書鑲上「高頻無線射頻辨識」
（UHF-RFID）技術，直接追蹤書本位置，若讀者線上預約，到圖書館的機器上查
詢，馬上會亮出燈號指示位置，即完成自助取書的動作，從而省下館員預約找
書、守候讀者取書的人力。每本書化身的人類在圖書館內聚集，甚至開始活動，
「羅密歐」與「朱麗葉」甚至跳起舞。1 分 53 秒驚現男生的尖叫，引起女主角的
注意。 1 分 53 秒至 2 分 11 秒，所有書裡的人開始在圖書館裡聚集並活動，女主
角在 2 分 12 秒出現，解救尖叫的男生，開始與書裡的人搏鬥，女主角手拿還書
儀器，一個個將書裡的人收回還書箱或是智慧書庫。2 分 49 秒至 3 分 14 秒，宅
男與女主角在電梯裡獨處休息，宅男還為女生的傷口貼上了 OK 繃。女主角在 3
分 14 秒至 4 分 23 秒，再次與書裡的人交鋒。最終宅男犧牲自己解救了危險時刻
的女主角，女主角在 4 分 36 秒才恍然，原來宅男也是書裡的人，劇情告終。4 分
36 秒至 4 分 43 秒，再次出現微電影的片名，以及至 05:02 的片尾與字幕至終
（詳見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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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

圖書館環境 m

00:05

女主角出現

介紹圖書館服務

00:24
00:32

下片名
天黑，圖書館閉館

00:41
00:51

介紹智慧型置物櫃系統

書本莫名振動

01:05

一本書在自助還書機運作

01:22

有人爬出還書箱
智慧書庫的燈光陸續亮起

01:36
01:41

書裡的人化身真人並聚集
01:53

有男生尖叫

書裡的人在圖書館裡活動
02:11
02：49

女生解救尖叫的男生，
與書裡的人搏鬥

宅男在電梯裡為女生貼 ok 繃
03：14

女主角再次與書裡的人交鋒
04：23

宅男犧牲自己救女主角，女
主角恍然宅男是書中人
04：36

再次下片名
04：43

片尾與字幕
05：02

圖 3-2 微電影「圖書館獵人」時間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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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畫面時間比例分析：
描述圖書館環境包含 14 秒，占影片總時長的 5%；透過畫面呈現圖書館各項
服務包含 55 秒，占影片總時長的 15%；敘述故事劇情包含 3 分 24 秒，占影片總
時長的 70%，其中角色人物台詞為 0 句；片頭片尾與字幕包含 23 秒，占影片總時
長的 10% 。該影片呈現圖書館相關內容（包括圖書館環境與透過畫面呈現圖書館
各項服務等）的影片長度佔影片總時長的 20%，其他內容（包括故事劇情與片頭
片尾及字幕）佔影片總時長的 80%。

第三節 資料之處理
本研究透過內容分析，先針對所篩選的資料逐一對資料進行敘述性的描述。
而敘述性描述的方式則配合文字與圖示結合的形式，提供明確的詮釋方式。繼而
將分析資料的內涵依據分析的類別，而進行歸納，以進行後續的描述性統計分
析。分析之類別除涵蓋影片類別、影片風格、拍攝方式，以及時間軸的呈現之
外，也將透過畫面時間所佔之比例，以觀察每一部影片。針對其圖書館環境畫面
呈現、圖書館各項服務、故事劇情，以及片頭片尾與字幕等所佔總影片長度的百
分比數作為資料數據，進而進行歸納分析。
本研究也針對所有影片放置平台上所呈現之基本資料（包括影片長度、影片
之播放平台、影片之設計要素等），涵蓋影片之點閱情形，以及觀眾的互動資料
進行進一步的分析與統整， 進而得到與圖書館相關的系統性資料數據，以作為
所有微電影影片中圖書館相關（包括圖書館環境及相關服務等內容等）之資料與
其在放置平台上的點閱情形（包括點閱次數及點贊數等）之比較性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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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針對大學圖書館行銷類微電影的影片分析，透過 YouTube、優酷、土
豆視頻等視頻網站平台上，篩選台灣與大陸地區之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 50
部。本研究之文獻分析部分，針對電影與微電影之發展、圖書館微電影行銷之概
念與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應用實例及其與微電影設計要素之關聯進行敘述性
分析。研究以內容分析，針對其影片內容，歸納其內容特徵，例如微電影之拍攝
技巧、劇情之設計、導演之拍攝手法等層面，綜整研究結果，統整比較後分析其
共同點及特色，並提出相關建議。本研究意在促進圖書館微電影與閱聽人之間的
互動關係，藉由這些分析，期望能夠提升微電影製作和欣賞水平，從而使圖書館
的宣傳或資源服務微電影的製作和傳播的效果更具影響力，以供微電影設計之參
考，並且有效規劃未來圖書館的行銷（研究流程如圖 3-2 所示）。本研究研究流
程說明如下：
一、 訂定研究動機：本研究之研究動機主要針對微電影之拍攝技巧、劇情之設計
等層面加以分析。透過背景的描述，擬定本研究之研究動機。

二、 訂定研究問題：本研究依據背景與研究動機，而訂定研究之問題。研究針對
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產量現況、所具備之內容特徵及不同行銷方式等議題
進行探討。

三、 文獻分析：本研究藉由所訂定之研究問題，分析相關之文獻。文獻分析之重
點在於分析電影與微電影之發展歷程、圖書館微電影行銷以及大學圖書館
43

相關行銷微電影之實例分析及影響，以作為後續研究之參考。

四、 研究方法：本研究藉由相關文獻分析，擬定內容分析所分析之構面，並藉由
篩選之影片，整理現有圖書館行銷系列微電影之樣貌。

五、 分析結果與討論：本研究藉由資料分析之結果，進行討論，並針對研究之資
料分析結果，加以詮釋。本研究資料分析之重點在於針對圖書館行銷微電影
之影片類別、影片風格、拍攝方式等資料加以歸納，並藉由過去相關之文獻
以論述詮釋觀察之結果。

六、 研究結論與建議：本研究藉由資料分析之過程得到研究結果，進而歸納結論，
透過研究結論之呈現，提出圖書館行銷微電影相關之建議與未來研究之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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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與背景

研究問題與預期貢獻

相關文獻分析探討

電影與微電影

圖書館微電影行銷

大學圖書館微電影

研究設計：內容分析法

大學圖書館

大學圖書館

大學圖書館

行銷微電影之

行銷微電影之

行銷微電影之

產量現況

內容特徵

行銷型態

分析結果與討論

研究結論與建議

圖 3-3 研究流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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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內容分析與結果
本研究在於針對台灣與大陸地區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進行內容分析。透過
所篩選的樣本，逐一深入分析其內容，以綜整觀察結果。本章根據第三章之研究
方法，由優酷、騰訊、愛奇藝等大陸視頻網站與 YouTube 視頻網站所篩選出的 50
部台灣與大陸地區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透過內容分析法解析影片之內容、現
況與行銷成果，並利用分析結果經由統整分類，據以提供微電影設計之參考，以
供規劃未來圖書館行銷之考量。本章依據下列節次分別說明：大學圖書館行銷微
電影之現況、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內容特徵、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行銷
型態、以及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行銷創意設計建議。

第一節 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現況
本研究於 2018 年 4 月以中文「圖書館微電影」為關鍵字分別在 YouTube 與優
酷、騰訊、愛奇藝、土豆視頻網站平台進行搜尋，將所得檢索結果限定發行時間
為 2008 年至 2018 年 4 月 3 日間、地區為台灣，圖書館類型為大學圖書館，並去
除非行銷、非官方類微電影（包括毛片、作業、預告片、大學不明影片等）與重
複影片，篩選出台灣地區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正片 18 部，大陸地區大學圖書
館行銷微電影正片 32 部，即為本研究進行內容分析的 50 部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
影樣本，詳見附錄二。因此，本研究藉由影片點閱次數、年度產量、影片評論
（評論數或評語內容），了解 50 部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受閱聽人與圖書館之
間的使用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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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分析影片之區域性與發行年
50 部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樣本中，有 18 部為台灣地區大學圖書館，佔比
36%，其餘 32 部（64%）為大陸地區大學圖書館。以發行年作為分析指標，2008
至 2010 年各 1 部，2011 年共 4 部，2012 年共 9 部，2013 年共 13 部，2014 年共
10 部，2015 年共 7 部，2016 年共 2 部，2017 年共 1 部，2018 年（1-3 月）共 1
部，詳見表 4-1-1。
表 4-1-1 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發行年與產量統計表
影片產量（部）
發行年

比例
台灣

大陸

合計

2018 年 1-3 月

1

0

1

2%

2017 年

0

1

1

2%

2016 年

2

0

2

4%

2015 年

2

5

7

14%

2014 年

3

7

10

20%

2013 年

4

9

13

26%

2012 年

1

8

9

18%

2011 年

2

2

4

8%

2010 年

1

0

1

2%

2009 年

1

0

1

2%

2008 年

1

0

1

2%

合計

18

32

50

100%

*以 50 部分析之樣本觀察每年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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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本研究之篩選標準所觀察之影片而計，近十年來，台灣大學圖書館行銷
圖書館每年數量以 1-2 部居多，而 2012-2015 年間的數量較多。這 50 部影片
中，大陸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至 2011 之後之增長相對可觀。但在 2017 年與
2018 年（2018 年僅 1 月至 3 月的不完整統計）間，圖書館微電影之產量開始有
停滯不前的狀況出現，可能與前期（2012-2015 年）過多影片在同時期大量產出
有關。詳見圖 4-1。

*以 50 部分析之樣本觀察其年代分佈
大學圖書館行銷影片產量
（截止2018.4.3）
台灣

10

大陸
9

9
8

8

7

7
6

5

5
4

4

3

3
2

2
1

1

1

1

0

0
2008

0
2009

0
2010

2

2

1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0
2016

1

1

0
2017

0
2018

圖 4-1 行銷影片年度產量之曲線分佈

二、 分析影片之區域性與時間長度
50 部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樣本影片的時間長度在 3 分 24 秒至 24 分 53
秒。其中時長在 5 分鐘以內的影片只有 4 部，佔總數的 8%，佔總產量的很小一部
49

分；影片長度在 5 到 10 分之間（不含 5 分）的影片為數最多，共有 20 部，佔總
數的 40%，佔總產量的最大比重；影片長度在 10 分到 15 分之間（不含 10 分）的
影片共有 15 部，佔總數的 30%，也佔總產量較大比重；影片長度在 15 分到 20 分
之間（不含 15 分）的影片共有 8 部，佔總數的 16%，其中台灣 1 部，而大陸多達
7 部；影片長度在 20 分到 25 分之間（不含 20 分）的影片共有 3 部，只佔總數的
6%，為總產量的最小佔比，其中台灣在此影片長度無影片產出，僅大陸 3 部。詳
見表 4-1-2。
表 4-1-2 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時長與產量統計表

0-3 分
3 分 1 秒-4 分
4 分 1 秒-5 分
0-5 分（不含 0）
5 分 1 秒-6 分
6 分 1 秒-7 分
7 分 1 秒-8 分
8 分 1 秒-9 分
9 分 1 秒-10 分
5-10 分（不含 5 分）
10 分 1 秒-11 分
11 分 1 秒-12 分
12 分 1 秒-13 分
13 分 1 秒-14 分
14 分 1 秒-15 分
10-15 分（不含 10 分）
15 分 1 秒-16 分

台灣
0
1
2
3
3
3
1
0
1
8
1
1
2
1
1
6
0

影片產量（部）
大陸
0
0
1
1
1
2
5
3
1
12
0
3
3
1
2
9
3

總計
0
1
3
4
4
5
6
3
2
20
1
4
5
2
3
15
4

16 分 1 秒-17 分
17 分 1 秒-18 分
18 分 1 秒-19 分
19 分 1 秒-20 分
15-20 分（不含 15 分）

0
1
0
0
1

2
2
0
0
7

3
4
0
0
8

影片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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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0%
2%
6%
8%
8%
10%
12%
6%
4%
40%
2%
8%
10%
4%
6%
30%
6%
4%
6%
0%
0%
16%

20 分 1 秒-21 分
21 分 1 秒-22 分
22 分 1 秒-23 分
23 分 1 秒-24 分
24 分 1 秒-25 分
20-25 分（不含 20 分）

0
0
0
0
0
0

0
0
2
0
1
3

0
0
2
0
1
3

0%
0%
4%
0%
2%
6%

三、 分析影片之點閱次數
本研究的 50 部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中，影片點閱次數高達 15.6 萬次，台
灣地區點閱次數最高者為台灣大學圖書館的「早安·圖書館」，至 2018 年 4 月 3
日該影片點閱次數達到 10.4 萬次，大陸地區點閱次數最高者為大陸清華大學圖
書館的「愛上圖書館」系列微電影，至 2018 年 4 月 3 日該影片點閱次數達到
15.6 萬次。詳見表 4-1-3。
表 4-1-3 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點閱次數分析表
排序

點閱次數

發行年

微電影名稱

地區與學校

1

15.6 萬

2011

「愛上圖書館」

大陸 清華大學

2

11.3 萬

2012

「天堂圖書館」

大陸 北京大學

3

10.4 萬

2008

「早安·圖書館」

台灣 台灣大學

4

8.1 萬

2015

「在路上」

大陸 南京理工大學

5

4.3 萬

2012

「索書號」

台灣 成功大學

6

3.2 萬

2013

「戀書館」

台灣 台北市立大學

7

2.3 萬

2011

「LIBRARY」

台灣 台北藝術大學

8

2.2 萬

2011

「無位風雲」

大陸 中山大學

9

1.9 萬

2010

「圖書館喜歡你」

台灣 台灣大學

10

1.5 萬

2013

「圖書館那些事」

大陸 廣東工程職業技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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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內容特徵
本研究藉由影片內容分析之影片長度、發布時間、影片故事內容（情節）、
拍攝技巧、影片時間軸、以及畫面內容時間佔比，進行描述性分析，描述性分析
之重點在於影片類型、敘述視角、時序呈現歸納分類，解析這 50 部大學圖書館
行銷微電影內容之共同點及特色。
由分析的 50 部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實例中，觀察到多元設計的要素蘊藏於
影片之中。除了涵蓋圖書館行銷的內涵外，微電影的設計必須顧及不同的設計要
素，例如：劇本劇情的類型、敘述的視角安排，以及呈現影片的時間安排等設
計。本研究藉由影片內容分析項目指標作描述性分析，再針對影片類型、敘述視
角、時序呈現作為歸納分類之指標，以了解 50 部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內容之
共同點及特色。
一、 影片類型分類
本研究的 50 部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中，其中微電影設計要素，就影片類型
之設計上（詳見表 4-2-1-1），有論述愛情片故事的愛情片、提供資訊類方面的
影片、以逗趣為題材的喜劇片、製造高度焦慮與緊張感的懸疑影片、以故事劇情
或角色性格作導向的一般劇情片，以及以鼓勵追求積極向上的勵志影片。透過不
同類型的影片設計而傳達圖書館行銷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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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1 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影片類型分類表
影片類型
一、

台灣地區

大陸地區

「明日的履歷表」、「心動 「愛上圖書館」、「天堂圖書

一般劇情片 的開始」

館」、「心理師」、「書緣」、
「邂逅」、「幸福的圖書館——書
之戀」、「文學貓的足跡」、「聽
說你也曾來過」、「爾雅——我與
圖書館的情緣」

二、

「群書劇場·人與書的各種

喜劇片

可能」

三、

「戀書館」、

「在路上」、「圖書館那些事」、

愛情片

「LIBRARY」、「圖書館喜

「遇見」、「踏上心旅圖」、「愛

歡你」、「從二到∞」、

之季——遇見」、「轉角遇到

「愛上·圖書館」、「聽

愛」、「我在圖書館等你」、「在

書」

圖書館遇見幸福」、「還記得」

四、

「書瘟」、「圖書館獵
懸疑科幻片 人」、「第七號嫌疑犯」

「無位風雲」、「時光 觸摸」

五、

「早安·圖書館」、「相遇

「圖書館 Yes or no」、「廣告微

資訊片

時刻」、「Your Smart

電影」、「文明圖書館」

Library」
六、

「索書號」、「VOICE」、

「圖書館裡的航天夢」、「只因有

勵志片

「幸運之書」

你」、「閱時光」、「與圖書館談
場戀愛」、「書蜜」、「那些年，
我們泡在圖書館的日子」、「成
長」、「圖書館——成長」、「不
忘初心」

在分析的 50 部影片中，大學圖書館影片大部分以角色人物相互仰慕的情節作
為劇情的主線，共有 15 部。例如台北市立大學圖書館的行銷微電影「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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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影片描述了女主角與男主角相遇相識的過程，男主角在女主角幫助找關於
多益書本的過程中萌生愛戀，寫下表達愛慕之意，但信件卻誤寫成女主角朋友的
名字而被誤取，產生誤解。後來藉由不同的劇情橋接，讓三人之間的誤會得以釐
清。另外，以大陸南京理工大學圖書館的行銷微電影「在路上」為例。這是首部
以線上 app 圖書館為題材的微電影。影片描述了女主角開學後參加了學校圖書館
的新生入館教育講座，瞭解到移動圖書館的資源豐富，之後大學生涯中的女主角
無論身處何處，都一直使用移動圖書館的資源。女主角偶然在書中發現一張書
評，透過移動圖書館找到了書評的主人，邂逅了一段愛情。這類影片的特色在於
角色愛戀情節的影片，將真實生動的情感融入行銷影片的故事情節中，使行銷意
涵的傳達透過戀情的發展而帶出來。而圖書館的館藏內涵，以及提供的服務、規
定之相關介紹，藉由場景與人物對話，引出蘊藏的重點。
以一般故事劇情作為導向的劇情片，共有 11 部。例如台灣大學圖書館的行銷
微電影「明日的履歷表」。影片描述了男主角在看到大學錄取名單後幻想自己輕
鬆愉快的大學生活，但實際進入大學後因不努力讀書獲得不好的成績而醒悟，到
圖書館使用館內館藏查詢、期刊閱讀、文獻傳遞等各類設施與服務，通過認真的
學習畢業後贏得了好的工作。這類運用故事情節的多樣化，有的強調人物性格的
發展，有的以特定事件為背景，推動故事劇情進程。另外，以大陸清華大學圖書
館的行銷微電影「愛上圖書館」系列為例。影片描述了男女主角在大學圖書館偶
然相遇後發生的故事，他們在館內透過索書號互通訊息，使用館內的各類館藏與
服務。影片中還含有女主角以介紹者的身份，透過男主角的例子以介紹館內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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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與服務。一般故事劇情導向的劇情片將圖書館作為故事發生的主要場景，並在
故事劇情中插入圖書館相關的服務、館藏內涵，帶出圖書館蘊藏的內涵與重點。
在 50 部分析之影片中，以詼諧、幽默色彩的喜劇片為最少之微電影類型，僅
1 部。例如台北市立大學圖書館的行銷微電影「群書劇場·人與書的各種可能」。
影片描述了以角色扮演書中特色的人物角色，作為讀者挑選書的方式。影片中以
讀者的視角在館內使用各類服務，並以歡樂的背景音樂與詼諧搞笑的字幕作為搭
配呈現畫面。這類故事內容通常以幽默愉快的方式行銷圖書館，將生活或學習中
的現象，以誇張的方式處理，吸引觀眾的注意與共鳴。圖書館的服務資源也成為
娛樂或教育的元素而融入影片當中，營造輕鬆氛圍中娛樂與教育觀眾的效果。
利用偵探、調查或幻想性情景的懸疑、科幻片，共有 5 部。例如台灣交通大
學圖書館的行銷微電影「書瘟」。影片描述了在男主角 A 與 B 為讓同學珍惜館藏
的計畫之下，圖書館藏書目被病毒傳播，後又被救回的故事劇情。整部影片被導
演透過色調的灰暗、奇怪的廣播聲音與館員與讀者的恐慌狀態之情節、以及壓抑
的配樂，營造出懸疑的設計與恐怖的氛圍。另外，以大陸中山大學圖書館的行銷
微電影「無位風雲」為例。影片描述了主角 A 不想在大學碌碌無為，就與主角 B
約定在期末為一位出資者做一件大事，於是兩人分頭召集幫手，開始密謀整個計
畫的路線。故事中隱含推理的情節，以引發人探索。影片雖然只是單純的圖書館
的佔位現象，但為了呼籲圖書館使用的文明舉動，設計出引人深思的劇情內容。
這種影片透過拼湊線索解決問題的劇情，而營造出懸疑的氛圍。影片呈現上，通
常都藉助於音樂、攝影機的拍攝角度、或者令人意外的劇情逆轉吸引人們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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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至於圖書館相關的資訊則蘊藏於故事情節或主旨中，在營造懸疑氛圍的同
時，帶出圖書館的元素與重點。
傳統介紹圖書館服務與資源的資訊類影片，共有 6 部。例如台灣大學圖書館
的行銷微電影「早安·圖書館」，乃是首部以 MV（Music Video）形式製作的圖書
館行銷微電影，為台灣大學學生的新生訓練而拍攝，影片中以盧廣仲改編的歌曲
作為配樂，畫面呈現出圖書館內資源豐富的藏書區、可安靜自習的座位區、與可
借閱聆聽多媒體資料的視聽卡座區的設施畫面，以及借還書服務與視聽館藏借用
使用的服務畫面。另外，以大陸華中科技大學武昌分校圖書館的行銷微電影「圖
書館裡 Yes or no」為例。影片透過旁白的方式，介紹圖書館內的各類服務並實
際舉出規則之說明，涵蓋：勿佔位及飲食、按時還書、學會使用館藏圖書搜索工
具、下雨天提供愛心傘等。傳統圖書館服務與資源之資訊類影片以提醒與重點方
式介紹圖書館設施與服務，通常都緊緊圍繞著圖書館內的資源、規定或服務等具
體內涵來構思與製作，更為直接地傳達出圖書館的重點與觀念。
勵志片的設計中，主要以帶有青春夢想的勵志概念為主軸，共有 12 部。例如
台灣成功大學圖書館的行銷微電影「索書號」。影片的劇情描述了男女主角在圖
書館中使用移動式書架尋找圖書館館藏時偶然遇見，男主角幫忙女主角在館內找
資料，當男主角在現實與夢想中徘徊時，女主角在不經意間給了他提點，透過
「索書號」的指引，男女主角各自規劃出不同的夢想藍圖。另外，以大陸南京航
空航天大學圖書館的行銷微電影「圖書館裡的航天夢」為例，影片中描述主角在
畢業五年後回母校，回憶起自己於大學時期在圖書館與同學們一起學習奮鬥、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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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航天夢想的日日夜夜，直到成功成為一名飛行員。這類勵志故事劇情以主角的
夢想為主軸的影片，通常以積極向上的年輕人作為故事的主角，抓住其努力奮鬥
的特點加入情節，並將圖書館相關的資源、服務等重要意涵融入其中，鼓勵年輕
人多利用圖書館的資源，以規劃與實現自身的夢想。這類影片透過感人的勵志故
事情節設計，引起觀眾的共鳴，觀眾能夠藉以得到激勵而樂於使用圖書館的資
源、服務。
綜合台灣與大陸大學圖書館影片類型如表 4-2-1-2 所示，以愛情片為最多，
共 15 部，佔總數的 30%；其次為勵志類影片，共 12 部，佔總數的 24%，喜劇片
為最少之微電影類型，共 1 部，佔總數的 2%，其中大陸地區大學圖書館沒有喜劇
類型微電影之產出。其餘於詳見表 4-2-2-2。
表 4-2-1-2 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影片類型分類統計表
影片產量（部）
影片類型

比例
台灣

大陸

合計

一、劇情片

2

9

12

22%

二、喜劇片

1

0

1

2%

三、愛情片

6

9

15

30%

四、懸疑科幻片

3

2

5

10%

五、資訊片

3

3

6

12%

六、勵志片

3

9

12

24%

18

32

50

100%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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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影片敘述視角分類
本研究的 50 部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中，影片敘述角度以微電影設計要素之
敘述視角的不同人稱而作分類以分析（詳見表 4-2-2-1），分為以主角描述為主
的第一人稱、以主角之外角色為敘述故事角度的第二人稱，以及以客觀視角綜觀
全局的第三人稱敘事。其中，用非「我」或「你」的旁觀者視角敘述事件發生的
第三人稱影片最多，其次為以自稱、用「我」作為說話方的視角進行敘述的第一
人稱影片。圖書館微電影透過不同之敘述視角，更全面傳遞行銷之要點。
表 4-2-2-1 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敘述視角分類表
敘述視角
一、第一人稱

台灣地區

大陸地區
「在路上」、「圖書館裡的航天

「LIBRARY」、
「VOICE」、「相遇時

夢」、「只因有你」、「閱時

刻」、「心動的開始」

光」、「與圖書館談場戀愛」、
「書蜜」、「心理師」、「踏上
心旅圖」、「圖書館 yes or
no」、「成長」、「圖書館——
成長」、「文學貓的足跡」、
「不忘初心」、「聽說你也曾來
過」

二、第二人稱

「Your Smart Library」

三、第三人稱

「早安·圖書館」、「索書 「愛上圖書館」、「天堂圖書
館」、「無位風雲」、「圖書館
號」、「戀書館」、「圖
書館喜歡你」、「從二到

那些事」、「遇見」、「時光 觸

∞」、「書瘟」、「圖書

摸」、「愛之季——遇見」、

館獵人」、「明日的履歷

「書緣」、「邂逅」、「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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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愛上·圖書館」、

年，我們泡在圖書館的日子」、

「幸運之書」、「第七號

「幸福圖書館——書之戀」、

嫌疑犯」、「聽書」、

「廣告微電影」、「轉角遇到

「群書劇場·人與書的各種

愛」、「文明圖書館」、「我在

可能」

圖書館等你」、「在圖書館遇見
幸福」、「還記得」、「爾雅—
—我的圖書館情緣」

以主觀鏡頭的第一人稱作為描述視角，使「我」同時兼具講述者與故事角色
的影片，共有 18 部。例如台北藝術大學圖書館的行銷微電影「LIBRARY」。影片
開頭以男主角的內心獨白作為故事旁白，呈現了男主角在馬路上騎著單車的畫
面，透過男主角第一人稱直接的心理描述，突出表現了男主角內心對尋找丟書女
主角的迫切心情。影片中多次以內心獨白的方式（詳見圖 4-2-2），包含有：影
片第 1 分 41 秒，在咖啡廳工作的男主角出場，介紹了女主角的喜好及其相遇的
緣由；影片第 2 分 40 秒，男主角對女主角抱持著好感，並在收拾桌子時發現女
主角不小心遺忘在咖啡廳的書；影片第 3 分 38 秒及第 4 分 48 秒，男主角想將書
歸還女主角，卻在咖啡廳總等不到女主角的光臨，突出男主角內心想要再次見到
女主角的迫不及待。最終男主角去女主角學校的圖書館替其還書，影片第 7 分 27
秒，女主角在書中發現了男主角留在書中的信，男主角以獨白的方式，向女主角
介紹了自己並表達自己對她的好感。另外，以大陸南京理工大學圖書館的行銷微
電影「在路上」為例。影片以女主角對大學憧憬的內心獨白作為故事劇情的開頭
展開，以女主角的第一人稱視角展示了其大學移動圖書館的使用介面以及瀏覽館
藏時的視窗，也以女主角的主觀視角，交代了其與男主角因夾在書中的書評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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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知並相愛的故事。這類以主角的內心獨白，透過第一人稱視角，將主角的心理
展示給觀眾，並直接加入對圖書館環境、服務及其館藏的畫面，增強觀眾對故事
中人物角色的感受性與帶入感，更令人感同身受。

男主角騎單車，尋找女主角

00:00

01:41

男主角發現女主角
落在咖啡廳的書

男主角等不到女主角，
決定去學校圖書館找她

男主角與女主角
在咖啡廳的初次相遇

02:40
03:38

男主角在咖啡廳
等待女主角

04:48
07:27

男主角以書信獨白，
表達自己對女主角對好感

圖 4-2-2 微電影「Library」時間軸

以旁觀者的視角敘述，或者故事主角以「你」——第二人稱的稱謂出現之影
片，僅 1 部。例如台灣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Your Smart Library」。影片以
主持人作為影片內容的敘述講解者，將大學生視為傾聽對象，拉其進入影片中，
以「你」為敘述者設定的一個聽眾作表達，影片向大學生介紹了圖書館內豐富的
服務，包含館內可使用共用電腦查詢館藏、透過流通櫃台借閱書籍、可使用舒適
典雅的館內沙發及閱讀空間、亦可在學習開放空間與同學討論、以及使用休閒期
刊區的館藏與總圖多媒體服務中心的視聽館藏等。這些影片在無形中將「你」，
也就是觀眾，作為劇中敘述的一個參與者，將圖書館內多元的服務內容融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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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這種視角敘述方式，觀眾被視為虛擬傾聽者的形式，也使與圖書館相關的敘
述更真實、更生動形象。
在分析的 50 部影片中，大學圖書館影片大部分都採用旁觀者視角的方式，敘
述劇情者，共有 31 部。例如台灣大學圖書館的行銷微電影「早安·圖書館」。影
片以非故事內人物的敘述角度，搭配背景音樂中的歌詞內容，透過一系列自由、
無視角限制的畫面，呈現出圖書館內的各類資源與服務，包含大量的書目館藏與
視聽資料、移動式書架試聽卡座與自習室、熱情的圖書館員，以及圖書館的相關
規定。另外，以大陸清華大學圖書館的行銷微電影「愛上圖書館」為例。影片以
旁觀者的立場作開篇，描述了女主角想借閱一本書，卻總等不到書歸還，好不容
易等到久久不還書的男主角出現，幫其將書歸還並自己借閱。爾後男主角為了再
次與女主角相遇、佔座，並共同在圖書館內唸書，透過紙條隔窗對話並使用館
藏，女主角無意間發現男主角偷藏圖書館內的書，幫其歸還書籍。劇情透過不斷
游移、綜觀全局的敘述視角，看到男女主角的一切活動軌跡，從而直白地傳遞出
可透過圖書館網頁設置還書提醒、不能佔座、不能私藏圖書館圖書、可利用館內
網頁發送書目資訊的簡訊找書等要點。這類透過隨時變化，以及不受侷限範圍中
活動的視角，更靈活表現故事情節中存在的客觀事實，並讓讀者更全面地瞭解圖
書館的館藏服務與相關規章制度。
台灣與大陸大學圖書館影片敘述視角如表 4-2-2-2 所示。以第三人稱為最
多，共 31 部，佔總數的 62%；其次為第一人稱影片，共 18 部，佔總數的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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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人稱為最少之微電影類型，其中大陸大學圖書館沒有第二人稱敘事微電影之
產出。
表 4-2-2-2 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敘述視角分類統計表
影片產量（部）
敘述視角

比例
台灣

大陸

合計

一、第一人稱

4

14

18

36%

二、第二人稱

1

0

1

2%

三、第三人稱

13

18

31

62%

合計

18

32

50

100%

三、 影片時序呈現分類
本研究所篩選的 50 部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中，影片敘述方式以微電影設計
要素之時序呈現先後順序而分析（詳見表 4-2-3-1）。涵蓋按照時間或空間自然
推移進行始末敘述之順敘、先敘述事件結尾或故事情節中重要片段後再按事件發
生發展順序敘述之倒敘、根據內容的傳達需求隨機插入相關事件敘述之插敘、為
使內容完整充實而對前文作補充或回應敘述之補敘，以及對同時間內發生在不同
地點的多件事件進行交叉敘述之平敘。這些影片敘述方式透過不同時序呈現之設
計，表述圖書館行銷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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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1 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時序呈現分類表
時序呈現
一、順敘

台灣地區

大陸地區

「索書號」、「戀書館」、

「在路上」、「無位風雲」、

「圖書館喜歡你」、「從二到

「與圖書館談場戀愛」、「愛之

∞」、「VOICE」、「圖書館獵

季——遇見」、「書緣」、「邂

人」、「愛上·圖書館」、「聽

逅」、「那些年，我們泡在圖書

書」、「群書劇場·人與書的各

館的日子」、「成長」、「圖書

種可能」、「心動的開始」

館——成長」、「文學貓的足
跡」

二、倒敘

「LIBRARY」

「只因有你」、「閱時光」、
「心理師」、「踏上心旅圖」、
「幸福的圖書館——書之戀」、
「轉角遇到愛」

三、插敘

「愛上圖書館」、「天堂圖書

「書瘟」、「明日的履歷

館」、「圖書館那些事」、「圖

表」、「幸運之書」

書館裡的航天夢」、「遇見」、
「書蜜」、「不忘初心」、「我
在圖書館等你」、「在圖書館遇
見幸福」、「還記得」

四、補敘

「Your Smart Library」、
「第七號嫌疑犯」

五、平敘

「早安·圖書館」、「相遇時

「時光觸摸」、「圖書館 Yes or

刻」

no」、「廣告微電影」、「文明
圖書館」、「聽說你也曾來
過」、「爾雅——我與圖書館的
情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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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的 50 部影片中，大學圖書館影片大部分以故事情節的發展始末順序或
者時間的先後順序進行敘述，共有 20 部。例如台灣成功大學圖書館的行銷微電
影「索書號」。影片透過故事劇情發展的起承轉合展開，影片故事起始於男女主
角在圖書館使用移動式書架時偶然；承接至男女主角常在圖書館使用藏書區、閱
讀空間等資源，彼此逐漸熟悉；繼而轉折至男主角收到演員甄選通過的電話後，
不知如何選擇，掙扎在夢想與現實；最終由於女主角不經意的提點下，男主角豁
然開朗，兩人透過索書號的指引，各自規劃出不同的夢想藍圖。另外，以南京理
工大學圖書館的行銷微電影「在路上」為例，影片以故事發生的時間先後順序為
主軸敘述。劇情從女主角入學開始講述，女主角透過圖書館新生入館教育，瞭解
移動圖書館的存在並一直使用其豐富的資源；承接至女主角在放假後也常使用移
動圖書館的資源，並使用移動圖書館查學分與課表，熟悉移動圖書館 app 的幫助
找尋館藏，繼而轉折至女主角在閱讀一本書時偶然發現陌生人寫的書評，赴俄留
學仍能繼續使用大學移動圖書館 app，並找到書評的主人，最終兩人因共讀而結
識、在一起。這類按照時間或故事情節發展敘述的影片通常條例分明、結構完
整，將圖書館的各類型的資源與服務融入在時間軸中，便於讀者更明確瞭解所敘
述及欲傳達的圖書館重點。
故事劇情亦可採用倒敘的方式：先將故事劇情的結局或者高潮以倒敘的方式
放在影片開頭的畫面，以強調此情節的重要性的影片。這種倒敘之劇情共有 7
部。例如台灣台北藝術大學圖書館的行銷微電影「LIBRARY」。影片開頭呈現了
男主角在馬路上極速騎著單車像在尋找著什麼的畫面，將劇情的高潮預設在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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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開端，突出男主角為了尋找丟書的女主角而奮不顧身、迫切的心情，之後在以
時間先後順序交代男女主角的初次見面到彼此認識。另外，以中國礦業大學圖書
館的行銷微電影「只因有你」為例。影片開頭的女主角收拾完書包準備離開時，
不小心碰掉同學的書，撿起時陷入回憶，之後故事跳回女主角第一次來圖書館的
場景，從大一初次來訪的好奇懵懂，到大二在圖書館設置愛心魚缸，大三的女主
角找不到人生方向時，透過閱讀館內的藏書，找到了適合自己的未來方向，故事
劇情又來到如今的大四，女主角透過圖書館的各類館藏幫助自己順利完成畢業論
文，卻不捨離開。將劇情的結局放在影片開頭，以倒敘的方式突出了女主角畢業
後對圖書館的不捨與深深的眷戀。這類採用倒敘的敘述形式，能增強影片故事劇
情的生動性，或者增加某些故事情節的懸念，在使故事內容結構趨於豐富的同
時，帶出先進的圖書館的空間設備、館藏資源等內涵。
以插敘作為對故事情節的補充、或者作為某些劇情的詮釋說明的影片，共有
13 部。例如台灣交通大學圖書館的行銷微電影「書瘟」。導演為了營造影片的懸
念感，採用插敘的敘事方式以解釋某些故事情節的發展及突出劇情設計的必要性
（詳見圖 4-2-3），包含有：影片第 4 分 37 秒與第 8 分 12 秒在主角 A 提議救書
以及與 B 爭吵的情節中，插入三天前主角 A 與 B 在圖書館討論計畫的劇情畫面，
作為這些劇情先前已有設計的解釋說明；影片第 6 分 40 秒館員 A 與主角 B 在書
架邊遇到的情節中，插入先前同一地點兩人相遇的相同畫面，作為主角 B 設計此
計劃的鋪墊；影片 9 分 56 秒廣播宣告書上的細菌早已擴散的畫面後，插入三天
前主角 B 在圖書館入口處擦拭不明液體的畫面，作為劇情設計的解釋說明；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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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第 10 分 37 秒同學們分散救書後，插入三天前佈置病毒環境的畫面，解釋其
製作的細菌只是看似嚇人的書斑，以此揭示劇情設計是為了讓學生更珍惜圖書館
館藏的主旨。另外，以大陸清華大學圖書館的行銷微電影「愛上圖書館」為例。
影片在劇情第五集的故事情節中，男主角在捷運上回想自己與女主角之間發生的
故事，共插入 3 段回憶，包含有：影片第 38 秒的男女主角初次見面後，女主角
偷偷為其佔座位，影射出影片第二集劇情中提及到的請勿佔座的資訊重點；影片
第 2 分 14 秒，男主角為跑錯圖書館而向女主角道歉，再次強調影片第四集劇情
中傳遞的要點——分清圖書館分館；以及影片第 2 分 35 秒，男女主角共同在圖
書館裡學習，傳遞出要善於使用圖書館各類館藏與服務的重點。這類影片以暫時
中斷敘述時序，插入與主要劇情相關的回憶或故事的形式，推動故事情節的發展
並有助於表現圖書館內各類服務與館藏等內涵的重點。

00:00

04:37

主角 A 與 B 在三天前
討論計畫中的爭吵情節

主角 B 三天前在圖書館
入口處擦拭不明液體

主角 A 與 B 三天前
在圖書館討論計畫

08:12
06:40

09:56
10:37

在先前時間同一地點，
主角 B 與館員 A 的相遇
主角 B 三天前在圖書館佈置
偽裝的病毒環境

圖 4-2-3 微電影「書瘟」時間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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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敘述影片情節的過程中，以補敘的方式對前文敘述內容作補充的影片，僅
2 部。例如台灣大學圖書館的行銷微電影「Your Smart Library」。影片以主持
人的身份在螢幕上採用條列式的方式介紹圖書館多元化服務內容，同時加入相關
服務內容的畫面作為具體內容的補充，包含有：使用圖書館 1 樓的共用電腦查詢
館藏的狀態及位置；於 1 樓的流通櫃台完成書籍借閱的手續；可使用舒適的沙發
及典雅的閱讀空間；可在地下 1 樓的自習室作 24 小時的學習；可在學習開放空
間與同學盡情討論報告；可在 1 樓的休閒期刊區休閒放鬆並聆聽輕音樂；在總圖
4 樓的多媒體服務中心可瀏覽豐富多元的視聽資料，這些畫面的補敘呈現使支持
人敘述的圖書館服務內容更為充實。這類補入與故事情節發展相關的影像內容以
完整故事結構的圖書館微電影，通常將圖書館內相關的設施資源以及服務的影像
內容作為補充的形式呈現，更加強調圖書館內涵的表達。
對於與同一事件（重點）相關的事件進行分支形式的敘述、或者對同一場景
不同時空（或者同一時間不同場景）的平行敘述，共有 8 部。例如廣東外語外貿
大學圖書館的行銷微電影「時光觸摸」為例。影片敘述了在同一場景——圖書館
內男女主角看書學習，男女主角常常有似乎要遇見彼此的錯覺，但其實兩人卻深
處不同世界。影片以平行敘述的方式，分別敘述了兩條並行的平行世界。在劇情
設計上，以硬幣的旋轉作為男女主角各自世界的分隔，又透過書與便條紙作為在
不同時空卻同一場景男女主角的聯繫。另外，以台灣大學圖書館的行銷微電影
「早安·圖書館」為例。影片透過畫面配合背景音樂中歌詞的形式，條列式呈現
了台灣大學圖書館內的各類資源與服務，依次包含有：大量書目館藏、視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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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視聽卡座、移動式書架、自習室、熱情的圖書館員、不可飲食，以及要將電
話調至震動或關機。這類將錯綜複雜的故事內容以條列式平敘的形式，清楚表
述，使圖書館相關的服務資源等內涵的呈現更為條理井然，便於讀者認知。
綜整台灣與大陸大學圖書館影片時序呈現如表 4-2-3-2 所示，影片時序呈現
以順敘為最多，共為 20 部，佔總數的 40%；其次為插敘形式之影片，共有 13 部
使用這種時序呈現方式，佔總數的 26%；補敘之影片為最少的微電影敘述方式，
共為 2 部，佔總數的 4%。其餘於詳見表 4-2-3-2。
表 4-2-3-2 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時序呈現分類統計表
影片產量（部）
時序呈現

比例
台灣

大陸

合計

一、順敘

10

10

20

40%

二、倒敘

1

6

7

14%

三、插敘

3

10

13

26%

四、補敘

2

0

2

4%

五、平敘

2

6

8

16%

18

32

50

100%

合計

四、 影片取鏡角度分類
本研究所篩選的 50 部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中，影片拍攝角度以微電影設計要
素之不同的取鏡角度而分析（詳見表 4-2-4-1），歸類分為：以攝影機鏡頭與被
攝對象高度持水平的平角鏡頭、當攝影機視角低於被攝對象時往高處拍攝的仰角
（低角度）鏡頭，以及當攝影機視角高於被攝對象時向低處拍攝的俯角（高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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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鏡頭。其中，平角鏡頭還包含以主觀鏡頭拍攝對象正面的正面平角、從正向
側面拍攝對象的正側平角、鏡頭傾斜位於拍攝對象側面的斜側平角，以及位於拍
攝對象背面的背面平角鏡頭。這些影片之取鏡角度透過鏡頭方向及高度的不同作
為設計分析要點，以呈現不同的圖書館行銷內涵。
表 4-2-4-1 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取鏡角度分類表
取鏡角度

台灣地區

大陸地區

一、

「早安·圖書館」、「索書

「愛上圖書館」、「天堂圖書館」、

平角鏡頭

號」、「戀書館」、

「在路上」、「無位風雲」、「圖

「LIBRARY」、「圖書館喜

書館那些事」、「圖書館裡的航天

歡你」、「從二到∞」、

夢」、「只因有你」、「閱時

「書瘟」、「VOICE」、

光」、「遇見」、「與圖書館談場

「相遇時刻」、「圖書館獵

戀愛」、「書蜜」、「時光 觸

人」、「明日的履歷表」、

摸」、「心理師」、「踏上心旅

「愛上·圖書館」、「幸運

圖」、「愛之季——遇見」、「書

之書」、「Your Smart

緣」、「圖書館 Yes or no」、

Library」、「第七號嫌疑

「邂逅」、「那些年，我們泡在圖

犯」、「聽書」、「群書劇

書館的日子」、「幸福的圖書館—

場·人與書到各種可能」、

—書之戀」、「成長」、「圖書館

「心動的開始」

——成長」、「文學貓的足跡」、
「不忘初心」、「廣告微電影」、
「轉角遇到愛」、「文明圖書
館」、「我在圖書館等你」、「在
圖書館遇見幸福」、「還記得」、
「聽說你也曾來過」、「爾雅——
我的圖書館情緣」

二、

「索書號」、「戀書館」、

「愛上圖書館」、「天堂圖書館」、

仰角鏡頭

「LIBRARY」、「圖書館喜

「在路上」、「無位風雲」、「圖書

歡你」、「從二到∞」、

館那些事」、「圖書館裡的航天

「書瘟」、「VOICE」、

夢」、「只因有你」、「閱時光」、

「相遇時刻」、「圖書館獵

「書蜜」、「時光 觸摸」、「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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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明日的履歷表」、

師」、「踏上心旅圖」、「書緣」、

「愛上·圖書館」、「第七

「圖書館 Yes or no」、「幸福的圖

號嫌疑犯」、「群書劇場·

書館——書之戀」、「成長」、「圖

人與書到各種可能」、「心

書館——成長」、「文學貓的足

動的開始」

跡」、「不忘初心」、「廣告微電
影」、「轉角遇到愛」、「我在圖書
館等你」、「還記得」、「聽說你也
曾來過」、「爾雅——我的圖書館情
緣」

三、

「早安·圖書館」、「索書

「愛上圖書館」、「天堂圖書館」、

俯角鏡頭

號」、「戀書館」、

「在路上」、「無位風雲」、「圖

「LIBRARY」、「圖書館喜

書館那些事」、「圖書館裡的航天

歡你」、「從二到∞」、

夢」、「只因有你」、「閱時

「書瘟」、「VOICE」、

光」、「遇見」、「與圖書館談場

「圖書館獵人」、「明日的

戀愛」、「書蜜」、「時光 觸

履歷表」、「愛上·圖書

摸」、「踏上心旅圖」、「愛之季

館」、「幸運之書」、

——遇見」、「書緣」、「圖書館

「Your Smart Library」、

Yes or no」、「邂逅」、「那些

「第七號嫌疑犯」、「聽

年，我們泡在圖書館的日子」、

書」、「群書劇場·人與書

「幸福的圖書館——書之戀」、

到各種可能」、「心動的開

「成長」、「圖書館——成長」、

始」

「文學貓的足跡」、「不忘初
心」、「廣告微電影」、「轉角遇
到愛」、「文明圖書館」、「我在
圖書館等你」、「在圖書館遇見幸
福」、「還記得」、「聽說你也曾
來過」、「爾雅——我的圖書館情
緣」

分析的 50 部大學圖書館行銷影片，都涵蓋以平角鏡頭（如圖 4-2-4-1）作為
水平拍攝角度進行拍攝，共 50 部。例如台灣大學圖書館的行銷微電影「早安·圖
書館」。影片的第 12 秒和第 50 秒，（平角鏡頭 a、b）以正視的鏡頭，展示了台
灣大學校園中的建築環境、圖書館的外觀樣貌，以及影片劇情人物的出場。以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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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視角平行的正面鏡頭，更自然地呈現出圖書館莊嚴且穩重的視覺觀感。另外，
以台灣成功大學圖書館的行銷微電影「索書號」為例。影片的第 1 分 12 秒，
（平角鏡頭 c）以平視的角度呈現出男主角認真看書的側面畫面；影片的第 1 分
16 秒，（平角鏡頭 d）以平視的角度呈現女主角在圖書館裡走動尋找圖書的背面
畫面。以平角的鏡頭拍攝，僅主角或環境的側面或背面，為故事劇情營造懸念
感。再以大陸清華大學圖書館的行銷圖書館「愛在圖書館」為例。影片第三集的
第 26 秒，（平角鏡頭 e）用正視的角度呈現女主角在圖書館自習室內認真閱讀學
習的側面畫面。這類運用平角鏡頭拍攝的影片，更自然帶出圖書館的視覺外觀，
使畫面及圖書館內涵之呈現更具立體感。

平角鏡頭 a（正面）

平角鏡頭 b（正面）

平角鏡頭 c（正側）

平角鏡頭 d（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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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角鏡頭 e（正側）
圖 4-2-4-1 平角鏡頭之微電影畫面
資料來源：微電影「早安·圖書館」、「索書號」與「愛上圖書館」第三集，上
網時間：2019 年 8 月 5 日，取自：https://youtu.be/7PF7U_WIlTo、
https://youtu.be/AH0GSVRDfyc 、http://t.cn/RnFz6Pa

部分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有採用低角度的仰角拍攝的方式（如圖 4-2-42），共有 38 部。例如台灣成功大學圖書館的行銷微電影「索書號」。影片第 2
分 46 秒，（仰角鏡頭 a）以仰視的角度拍攝男主角朋友的臉部，突出男主角朋友
遺憾的表情神態，亦為下文男女主角的再次相遇作鋪墊。影片第 6 分 17 秒，
（仰角鏡頭 b）用仰視的視角呈現了男主角透過圖書館網站上館藏的行動條碼找
到書架上戲劇相關館藏的位置，又放回去其原位，傳達男主角對戲劇的喜愛，並
表現出其下定決心暫時放棄戲劇夢想。影片第 9 分 49 秒，（仰角鏡頭 c）以仰望
的鏡頭，呈現男女主角訴說對未來憧憬的畫面：男主角終於找到奮鬥目標，決定
努力考研究所，暫時將夢想當成興趣，表達出男主角對未來的期待以及對戲劇的
熱衷。再以大陸清華大學圖書館的行銷圖書館「愛在圖書館」為例。影片第一集
的第 1 分 52 秒，（平角鏡頭 d）鏡頭以低處往高處拍攝的角度，呈現女主角終於
找到久久沒還書的男主角的畫面，表現出女主角帶給男主角的壓迫感。這類仰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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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低角度鏡頭，增強人物存在感與重要性的同時，透過圖書館相關服務與資源的
畫面，帶出圖書館行銷的內涵。

仰角鏡頭 a

仰角鏡頭 b

仰角鏡頭 c

仰角鏡頭 d

圖 4-2-4-2 仰角鏡頭之微電影畫面
資料來源：微電影「索書號」與「愛上圖書館」第一集，上網時間：2019 年 8 月
5 日，取自：https://youtu.be/AH0GSVRDfyc、http://t.cn/RnFhgiv

以強調拍攝對象所處空間環境的俯角（高角度）拍攝也受到許多大學圖書館
行銷微電影的運用（如圖 4-2-4-3），共有 47 部。例如台灣大學圖書館的行銷微
電影「早安·圖書館」。影片第 1 分 12 秒，（俯角鏡頭 a）呈現劇情人物在圖書
館內歡迎大家光臨的場景，從高處往下的鏡頭，表現人物在圖書館空間內之小，
突出圖書館的空間之大。影片第 1 分 46 秒，（俯角鏡頭 b）從高處拍攝圖書館內
進館的場景。影片第 2 分 55 秒，（俯角鏡頭 c）以俯視的角度呈現還書服務的畫
面。另外，以大陸清華大學圖書館的行銷微電影「愛上圖書館」為例。影片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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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第 2 分 25 秒，（俯角鏡頭 d）以由上往下的俯視角度呈現男主角不知如何回答
女主的問話，表現男主角此時的無奈與無助感。透過這類高角度的俯視鏡頭，將
圖書館設施場景的畫面加入影片，並融入圖書館內的相關服務，凸顯圖書館這個
大環境的寬闊優雅的氛圍，更突出圖書館服務與館藏的行銷意涵。

俯角鏡頭 a

俯角鏡頭 b

俯角鏡頭 c

俯角鏡頭 d

圖 4-2-4-3 俯角鏡頭之微電影畫面
資料來源：微電影「早安·圖書館」與「愛上圖書館」第一集，上網時間：2019
年 8 月 5 日，取自：https://youtu.be/7PF7U_WIlTo、http://t.cn/RnFhgiv

綜整台灣與大陸大學圖書館影片取鏡角度如表 4-2-4-2 所示，影片取鏡角度
以運用平角鏡頭為最多，共為 50 部，選取之所有影片都運用這種鏡頭；其次為
運用俯角鏡頭之影片，共有 48 部運用這種取鏡角度，佔總數的 96%；運用仰角鏡
頭之影片為相對最少之微電影取鏡角度，共為 38 部，佔總數的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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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2 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取鏡角度分類統計表
影片產量（部）
取鏡角度

比例
台灣

大陸

合計

一、平角鏡頭

18

32

50

100%

二、仰角鏡頭

14

24

38

76%

三、俯角鏡頭

17

31

48

96%

五、 影片鏡頭景別分類
本研究所篩選的 50 部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中，影片取景之鏡位以微電影設
計要素之不同的鏡頭景別而分析，可歸類為：透過畫面呈現視覺距離較遠或空間
範圍較廣的遠景；展示被攝對象之全貌的全景；表現人物膝蓋以上部分之畫面的
中景；展現人物上半身（胸部以上）或者被攝物體局部之畫面的近景；以及呈現
人物肩部以上或者強調人物局部細節之畫面的特寫。其中，遠景包含可交代人物
與環境共存關係之畫面的一般遠景與攝取人物極小而整個環境極大的大遠景
（extreme long shot）；特寫包含近距離拍攝人物或物體（例如人的臉部或者
手部）的一般特寫與以極近距離、極其放大某局部（例如人的眼睛或嘴巴）的大
特寫（extreme close-up）。這些影片之取景角度透過鏡頭方向及高度的不同作
為設計分析要點，以呈現不同的圖書館行銷內涵。
分析的 50 部大學圖書館行銷影片，運用遠景（如圖 4-2-5-1）為微電影選取
鏡位，共 50 部。例如台灣大學圖書館的行銷微電影「早安·圖書館」。影片第 43
秒，（遠景 a）呈現校園環境與圖書館外觀，以攝影機機位極遠的取景，突出校
園環境的優雅與圖書館外觀建築的宏偉。影片第 1 分 46 秒，（遠景 b）透過較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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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鏡位攝取圖書館內進館的場景，交代圖書館內的人們來去匆匆之樣貌。另外，
以大陸清華大學圖書館的行銷微電影「愛上圖書館」為例。影片第二集第 15
秒，（遠景 c）以較遠的景別，呈現圖書館外的男主角跟隨女主角身後上階梯的
畫面，清楚交代男女主角即將走進圖書館的活動狀態；影片第 50 秒，（遠景 d）
透過較遠的選景，刻畫出圖書館外的部分外觀。這類透過攝取較遠的畫面，重點
展現圖書館的空間與環境特色，亦可表現出人物角色的活動狀態，並呈現出人物
角色與場景間關係。

遠景 a（大遠景）

遠景 b

遠景 c

遠景 d
圖 4-2-5-1 遠景之微電影畫面

資料來源：微電影「早安·圖書館」與「愛上圖書館」第二集，上網時間：2019
年 8 月 12 日，取自：https://youtu.be/7PF7U_WIlTo、http://t.cn/RnFz2Jg

所有大學圖書館之行銷微電影攝取人物角色全身樣貌之全景鏡頭（如圖 4-25-2），共 50 部。例如台灣成功大學圖書館的行銷微電影「索書號」。影片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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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36 秒，（全景 a）以攝影機鏡頭拍攝選取女主角全身（從頭到腳）之鏡位，呈
現女主角在圖書館內使用移動式書架時，男主角在不遠處的書架間試圖躲開之畫
面。影片第 10 分 19 秒，（全景 b）呈現男女主角在校園中互相告別的全身鏡
位，表達出男主角對未來有所規劃後的輕鬆心情與無限憧憬。另外，以大陸清華
大學圖書館的行銷微電影「愛上圖書館」為例。影片第二集開頭，（全景 c）攝
影機攝取完整的女主角與其同學的全身樣貌，呈現女主角與其同學告別後前去圖
書館的畫面，為下文男主角每天都在圖書館等待女主角的故事情節作鋪墊。影片
第五集第 4 分 26 秒，（全景 d）呈現男主角重返校園後拖著行李箱來圖書館尋找
女主角的側面全身畫面，清楚展現男主角在圖書館環境中的肢體活動。透過攝影
機攝取人物在環境中的活動狀態，渲染出角色人物情緒的同時，呈現圖書館的外
觀或館內環境，更能使圖書館的行銷重點之表現具有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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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景 a

全景 b

全景 c

全景 d
圖 4-2-5-2 全景之微電影畫面

資料來源：微電影「索書號」與「愛上圖書館」第二、五集，上網時間：2019 年
8 月 12 日，取自：https://youtu.be/AH0GSVRDfyc、http://t.cn/RnFz2Jg、
http://t.cn/RnFZrBq

介於全景與特寫兩者間，攝取人物半身之中景（如圖 4-2-5-3）受到大學圖
書館行銷微電影的運用，共 50 部運用中景鏡位。例如台灣大學圖書館的行銷微
電影「早安·圖書館」。影片第 3 分 14 秒，（中景 a）呈現同學們坐在圖書館內
多媒體服務中心的視聽卡座，觀看視聽館藏的膝上畫面，表現同學們對視聽資源
的喜愛。影片第 3 分 43 秒，（中景 b）透過攝取人物膝蓋以上的畫面，呈現躲在
圖書館書架間的男同學在一位化名為萊彼瑞（Library）——「圖書館人」角色
的鼓勵下，決定向正在自習區學習的女同學表白。影片第二集第 53 秒，（中景
c）呈現男主角來到圖書館準備為女主角佔位子的膝上鏡位。影片第 2 分 48 秒，
（中景 d）呈現男主角遲遲等不到女主角後向圖書館外的貓咪吐露心聲，表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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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主角見不到女主角的難過心情。借助人物膝蓋以上畫面的攝影機選景，更好地
描繪人物的活動狀態，表現人物的表情神態與情緒，更明確地突出圖書館內的館
藏設備及服務等行銷重點。

中景 a

中景 b

中景 c

中景 d
圖 4-2-5-3 中景之微電影畫面

資料來源：微電影「早安·圖書館」與「愛上圖書館」第二集，上網時間：2019
年 8 月 12 日，取自：https://youtu.be/7PF7U_WIlTo、http://t.cn/RnFz2Jg

大學圖書館之行銷微電影善於運用表現被攝物體局部特徵或人物胸部以上畫
面之近景（如圖 4-2-5-4）。共 50 部運用近景鏡位。例如台灣成功大學圖書館的
行銷微電影「索書號」。影片第 2 分 49 秒，（近景 a）呈現同學們在圖書館內自
習室認真看書的胸上鏡位之畫面。影片第 3 分 18 秒，（近景 b）呈現一位坐在圖
書館內頭綁「pass（通過）」頭巾的男同學正在努力複習各類考試及報告作業的
胸上畫面。影片第 10 秒，（近景 c）呈現女主角利用圖書館內共用電腦查詢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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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卻發現欲借館藏依舊沒有歸還的近景畫面，刻畫女主角借不到想借的書而極
其無奈的面部神態。影片第 2 分 25 秒，（近景 d）透過近景鏡位，呈現出遲遲沒
有還書的男主角在女主角的質問下，不知如何回答的手足無措。運用表現人物角
色性格或面部神態之近景鏡位，配合圖書館內館藏或服務內容之畫面，拉近觀眾
與被攝對象間的距離，達到行銷之目的。

近景 a

近景 b

近景 c

近景 d
圖 4-2-5-4 近景之微電影畫面

資料來源：微電影「早安·圖書館」與「愛上圖書館」第一集，上網時間：2019
年 8 月 12 日，取自：https://youtu.be/7PF7U_WIlTo、http://t.cn/RnFhgiv

透過近距離之特寫畫面（如圖 4-2-5-5），可表現被攝物體或人物角色的局
部細節，所有大學圖書館之行銷微電影都運用特寫鏡位，共 50 部。例如台灣成
功大學圖書館的行銷微電影「索書號」。影片第 23 秒，（特寫 a）呈現圖書館內
女主角刷卡入館的背影局部之特寫畫面。影片第 1 分 4 秒，（特寫 b）呈現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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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手拿著記滿館藏索書號的紙條之特寫畫面。影片第 5 秒，（特寫 c）以手部特
寫刻畫女主角正在使用圖書館內共用電腦查詢館藏的場景。影片第 1 分 34 秒，
（特寫 d）透過男主角臉部特寫之畫面，傳遞出男主角想方設法希望能與女主角
相見而認真思考，表現出男主角想盡辦法時的苦惱。這類透過描繪事物或人物角
色的細節特寫，直接表現並突出其細節特徵，更準確地傳遞圖書館館藏設備及服
務等行銷要點。

特寫 a

特寫 b

特寫 c

特寫 d
圖 4-2-5-5 特寫之微電影畫面

資料來源：微電影「索書號」與「愛上圖書館」第二集，上網時間：2019 年 8 月
12 日，取自：https://youtu.be/AH0GSVRDfyc、http://t.cn/RnFz2Jg

綜整台灣與大陸大學圖書館影片取鏡角度如表 4-2-5-1 所示，影片景別以運
用遠景、全景、中景、近景，以及特寫鏡頭為共同最多，共為 50 部，選取之所
有影片都運用這些鏡頭景別。
81

表 4-2-5-1 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鏡頭景別分類統計表
影片產量（部）
鏡頭景別

比例
台灣

大陸

合計

一、遠景

18

32

50

100%

二、全景

18

32

50

100%

三、中景

18

32

50

100%

四、近景

18

32

50

100%

五、特寫

18

32

50

100%

六、 影片運鏡方式分類
本研究所篩選的 50 部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中，影片鏡頭之運用透過微電影設
計要素之不同的運鏡方式以歸類分析（詳見表 4-2-6-1），分類包含有：將攝影
機固定在推車或帶有軌道之平台上，沿線性方向平穩推動、拉出或橫向滑動拍攝
的推軌鏡頭；攝影機底座固定，僅向左右一方搖擺鏡頭拍攝的搖鏡頭；攝影機跟
隨被攝對象對象移動拍攝的跟拍鏡頭；將攝影機放置於搖臂或升降機上可自由移
動拍攝的升降鏡頭；以及攝影機機位固定，拍攝被攝對象之靜態畫面的固定鏡
頭。這些影片透過攝影機不同類型的活動拍攝，拉近鏡頭與人物角色及觀眾間的
連繫，更確切強調圖書館欲傳遞之行銷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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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1 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運鏡方式分類表
運鏡方式
一、
推軌鏡頭

二、
搖鏡頭

台灣地區

大陸地區

「愛上圖書館」、「天堂圖書館」、
「索書號」、「戀書
館」、「LIBRARY」、「圖 「在路上」、「無位風雲」、「圖書
館那些事」、「圖書館裡的航天
書館喜歡你」、「書
夢」、「只因有你」、「閱時光」、
瘟」、「相遇時刻」、
「書蜜」、「時光 觸摸」、「踏上
「圖書館獵人」、「明日
心旅圖」、「書緣」、「圖書館 Yes
的履歷表」、「幸運之
or no」、「那些年，我們泡在圖書
書」、「第七號嫌疑
館的日子」、「幸福的圖書館——書
犯」、「心動的開始」
之戀」、「成長」、「不忘初心」、
「廣告微電影」、「文明圖書館」、
「我在圖書館等你」、「在圖書館遇
見幸福」、「爾雅——我的圖書館情
緣」
「早安·圖書館」、「戀書 「愛上圖書館」、「天堂圖書館」、
館」、「LIBRARY」、「圖 「在路上」、「圖書館那些事」、
書館喜歡你」、「從二到 「圖書館裡的航天夢」、「只因有
∞」、「書瘟」、
你」、「閱時光」、「遇見」、「與
「VOICE」、「相遇時
圖書館談場戀愛」、「書蜜」、「時
刻」、「圖書館獵人」、 光 觸摸」、「心理師」、「踏上心旅
「明日的履歷表」、「愛 圖」、「書緣」、「圖書館 Yes or
上·圖書館」、「第七號嫌 no」、「邂逅」、「那些年，我們泡
疑犯」、「聽書」、「群 在圖書館的日子」、「幸福的圖書館
書劇場·人與書到各種可
——書之戀」、「圖書館——成
能」、「心動的開始」
長」、「文學貓的足跡」、「不忘初
心」、「廣告微電影」、「轉角遇到
愛」、「我在圖書館等你」、「在圖
書館遇見幸福」、「還記得」、「聽
說你也曾來過」、「爾雅——我的圖
書館情緣」

三、
跟拍鏡頭

「愛上圖書館」、「天堂圖書館」、
「早安·圖書館」、
「在路上」、「無位風雲」、「圖書
「索書號」、「戀書
館」、「LIBRARY」、「圖 館那些事」、「圖書館裡的航天
夢」、「只因有你」、「閱時光」、
書館喜歡你」、「從二到
「遇見」、「書蜜」、「時光 觸
∞」、「書瘟」、
摸」、「心理師」、「踏上心旅
「VOICE」、「相遇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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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圖書館獵人」、
「明日的履歷表」、「愛
上·圖書館」、「Your
Smart Library」、「第七
號嫌疑犯」、「聽書」、
「群書劇場·人與書到各種
可能」、「心動的開始」

圖」、「圖書館 Yes or no」、「邂
逅」、「那些年，我們泡在圖書館的
日子」、「幸福的圖書館——書之
戀」、「成長」、「圖書館——成
長」、「文學貓的足跡」、「不忘初
心」、「廣告微電影」、「轉角遇到
愛」、「文明圖書館」、「我在圖書
館等你」、「在圖書館遇見幸福」、
「還記得」、「聽說你也曾來過」、
「爾雅——我的圖書館情緣」
「天堂圖書館」、「在路上」、「圖
書館裡的航天夢」、「書蜜」、「成
長」、「我在圖書館等你」

四、
升降鏡頭

「書瘟」、「心動的開
始」

五、
固定鏡頭

「愛上圖書館」、「天堂圖書館」、
「早安·圖書館」、
「在路上」、「無位風雲」、「圖書
「索書號」、「戀書
館」、「LIBRARY」、「圖 館那些事」、「圖書館裡的航天
夢」、「只因有你」、「閱時光」、
書館喜歡你」、「從二到
「遇見」、「與圖書館談場戀愛」、
∞」、「書瘟」、
「書蜜」、「時光 觸摸」、「心理
「VOICE」、「相遇時
師」、「踏上心旅圖」、「愛之季—
刻」、「圖書館獵人」、
—遇見」、「書緣」、「圖書館 Yes
「明日的履歷表」、「愛
or no」、「邂逅」、「那些年，我
上·圖書館」、「幸運之
們泡在圖書館的日子」、「幸福的圖
書」、「第七號嫌疑
書館——書之戀」、「成長」、「圖
犯」、「聽書」、「群書
書館——成長」、「文學貓的足
劇場·人與書到各種可
跡」、「不忘初心」、「廣告微電
能」、「心動的開始」
影」、「轉角遇到愛」、「文明圖書
館」、「我在圖書館等你」、「在圖
書館遇見幸福」、「還記得」、「聽
說你也曾來過」、「爾雅——我的圖
書館情緣」

分析的 50 部大學圖書館行銷影片，共有 33 部影片使用到推軌鏡頭，即保持
攝影機鏡頭不變，借助推車或軌道移動拍攝。例如台灣成功大學圖書館的行銷微
電影「索書號」。影片第 42 秒，攝影機攝取男主角胸上正面之近景，由男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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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右側穩定橫向滑動至左側，呈現男主角坐在書桌前做題思考，承接至起身轉身
離開座位的畫面。另外，以大陸清華大學圖書館的行銷微電影「愛上圖書館」為
例。影片第三集第 5 秒，鏡頭攝取從圖書館內女主角唸書的背面遠景，由左側穩
定向右橫向滑至亦在唸書的男主角之背面遠景，鏡頭同時涉及書架側面近景之畫
面，將男女主角與圖書館之環境起到連結的作用。透過攝影機鏡頭不變，並將圖
書館之場景作為劇情發生之場域，利用推軌等器材造成視野與視覺角度之差異變
化，擴大圖書館環境之觀察視野，以達到圖書館行銷之目的。
分析之大學圖書館行銷影片，共有 42 部使用到搖鏡頭，即保持攝影機機位不
動，其鏡頭只向左右一方或上下一方穩定搖擺拍攝，表現更廣闊的空間或交代人
物之某些動作過程。例如台灣大學圖書館的行銷微電影「早安·圖書館」。影片
第 1 分 1 秒，攝影機鏡頭由圖書館內書架之近景，平穩地向右橫搖（pan）至人
物出場之近景畫面。影片第 2 分 56 秒，畫面呈現掃描兩本欲借書目的條碼後，
鏡頭緩緩向上直搖（tilt）至另一本欲借書目被借書系統掃描的近景畫面。另
外，以大陸清華大學圖書館的行銷微電影「愛上圖書館」為例。影片第一集第 50
秒，攝影機底座不懂，鏡頭平穩由右向左橫搖，呈現女主角騎腳踏車的中景畫
面，交代女主角騎車去圖書館的活動狀態。影片第 1 分 29 秒，鏡頭平穩向上直
搖，呈現女主角走進圖書館的遠景畫面，以過渡至拍攝圖書館之外觀樣貌。將攝
影機穩定，僅搖擺鏡頭方向之運鏡方式，更平穩地呈現人物角色的活動型態，表
現出更寬闊的圖書館空間，亦使圖書館相關行銷要點之敘述更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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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之大學圖書館行銷影片，共有 46 部影片使用到跟拍鏡頭，即攝影機跟隨
被攝對象的移動拍攝，強調被攝對象與周圍環境間的互動。例如台灣大學圖書館
的行銷微電影「早安·圖書館」。影片第 52 秒，分別從人物騎車的腳部俯視特
寫、人物正面近景與人物背面遠景三個不同鏡位及角度攝取人物之活動狀態，透
過連續運用的三個跟拍鏡頭，詳細呈現人物騎車前往圖書館的完整活動過程。另
外，以大陸清華大學圖書館的行銷微電影「愛上圖書館」為例。影片第三集第 35
秒，鏡頭以移動的狀態，模擬男主角的視角，呈現躲藏在打開的書中，又探出頭
偷看遠處正在唸書的女主角的畫面，表達男主角對女主角的傾慕之情，亦為下文
男主角透過紙條與女主角隔窗對話的情節作鋪墊。透過跟隨被攝對象的移動而活
動拍攝之運鏡方式，更均衡地保持鏡頭呈現之畫面構圖，更完整地呈現出被攝對
象行動的動線，強化人物與所處空間環境之互動性以及其變化，更全面地展現圖
書館內館藏與服務等行銷內容的影像畫面。
分析之大學圖書館行銷影片，僅有 8 部影片使用到升降鏡頭，即將攝影機放
置於搖臂或具有升降功能的機器上拍攝，展現從高處觀察之場景，表現事件或場
景之規模氣勢。例如台灣交通大學圖書館的行銷微電影「書瘟」。影片開場的 12
秒內，攝影機透過附搖臂的升降機上拍攝，由從上及下的弧線軌跡，以掃視圖書
館內二樓閱讀區至一樓流通櫃台等空間環境的視角，展現出圖書館內的舒適環境
與大規模的館藏空間，作為介紹劇情發展環境的良好開場。另外，以北京大學圖
書館的行銷微電影「天堂圖書館」為例。影片第 3 分 14 秒，攝影機鏡頭跟隨手
拿收音桿的女主角，借助搖臂等器械斜向上升運動拍攝，鏡位從只攝取到女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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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背面近景，擴大至可看到圖書館入口處讀者刷卡出入的遠景畫面。攝影機透過
被放置於升降機或搖臂上之方式，自由升降拍攝，帶動觀眾視線之主觀感受，開
拓觀看之視野，展示圖書館內規劃之氣勢，透過不同的升降速度或節奏，調度不
同的場面，以達到圖書館不同類型的行銷重點。
分析之大學圖書館行銷影片，共有 49 部影片使用到固定鏡頭，即攝影機固定
機位所拍攝之影像，以自然、不帶感情的角度呈現畫面，交代故事內容。例如台
灣大學圖書館的行銷微電影「早安·圖書館」。影片開場的 35 秒內，連續運用 7
個固定的鏡頭，分別呈現出校園環境、圖書館外觀與圖書館內推車上的書目之畫
面。另外，以大陸清華大學圖書館的行銷微電影「愛上圖書館」為例。影片第一
集開場，以固定攝影機機位，呈現圖書館外觀的遠景畫面，凸顯圖書館主體建築
外觀的宏偉。影片第 5 秒，透過定鏡，呈現女主角借助圖書館內共用電腦查詢館
藏的手部特寫與人物側面近景之畫面，表現出女主角久久等不到想借的書書的失
望神態。這類固定機位，在影片開場攝取視野遼闊的圖書館遠景，交代故事劇情
發生的地點環境，在影片中呈現圖書館的相關服務或館藏之近景或特寫畫面，將
觀眾的視線都聚集於此，更客觀、有力地傳遞圖書館之行銷意涵。
綜整台灣與大陸大學圖書館影片運鏡方式如表 4-2-6-2 所示，影片運鏡方式
以定鏡為最多，共為 49 部，佔總數的 98%；其次為移動的跟拍鏡頭之影片，共有
46 部使用這種鏡位方式，佔總數的 92%；運用軌道的推拉或借用搖臂的升降鏡頭
之影片為最少之微電影運鏡方式，為 8 部，僅佔總數的 16%。其餘於詳見表 4-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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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2 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運鏡方式分類統計表
影片產量（部）
運鏡方式

比例
台灣

大陸

合計

一、推軌鏡頭

11

22

33

66%

二、搖鏡頭

15

27

42

84%

三、跟拍鏡頭

17

29

46

92%

四、升降鏡頭

2

6

8

16%

五、固定鏡頭

17

32

49

98%

第三節 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行銷型態
本研究藉由影片之行銷目標（對象）、行銷重點、行銷方式、以及行銷成
果，作為影片歸納分類之指標，再從影片之使用情形的分析歸納其行銷運用層
面，解析這 50 部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於行銷方式上之共同點與特色。
由分析的 50 部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實例中，反映圖書館以不同的行銷方式
設計行銷影片，以因應映不同的行銷目的。而不同的行銷目的則依據圖書館評估
自身定位的基礎、所需營造的氛圍，以及所需推廣的內涵，選擇適合的行銷重點
與行銷模式，以建立圖書館與讀者之間的關係。以下分別以圖書館行銷微電影影
片之行銷內容、影片之行銷重點，以及影片之行銷方式，說明分析指重點。
一、

影片之行銷內容

本研究所篩選的 50 部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中，影片行銷之內容透過微電影畫
面之呈現，再以圖書館服務與資源之類別作歸類分析（詳見表 4-3-1-1），分類
包含有：展示圖書館內實體（包含書目資料、視聽資料等）或電子的館藏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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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圖書館內學習、娛樂休閒等區域的環境設備；透過圖書館內共用電腦進行的
資料檢索；讀者透過流通櫃台或自助借書機進行的借還服務；館員（或工讀生）
工作實況；圖書館配合閱讀週、新生週等開展的展覽活動；圖書館制定的相關規
章制度。這些影片以不同類別之行銷內容作為畫面呈現，介紹圖書館所提供之資
源、服務，藉以與讀者產生良好的互動，提升圖書館資源、服務之能見度，並鼓
勵學生之使用。
表 4-3-1-1 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行銷內容分類表
行銷內容

台灣地區

大陸地區

一、
館藏資源

「早安·圖書館」、「索書
號」、「戀書館」、
「LIBRARY」、「圖書館喜
歡你」、「從二到∞」、
「書瘟」、「VOICE」、
「相遇時刻」、 「圖書館
獵人」、 「明日的履歷
表」、「愛上·圖書館」、
「Your Smart Library」、
「第七號嫌疑犯」、「聽
書」、「群書劇場·人與書
的各種可能」、「心動的開
始」

「愛上圖書館」、「天堂圖書館」、
「在路上」、「無位風雲」、「圖
書館那些事」、「圖書館裡的航天
夢」、「只因有你」、「閱時
光」、「遇見」、「與圖書館談戀
愛」、「書蜜」、「時光觸摸」、
「心理師」、「踏上心旅圖」、
「愛之季——遇見」、「書緣」、
「圖書館 Yes or no」、「邂
逅」、「那些年，我們泡在圖書館
的日子」、「幸福的圖書館——書
之戀」、「成長」、「圖書館——
成長」、「文學貓的足跡」、「不
忘初心」、「廣告微電影」、「轉
角遇到愛」、「文明圖書館」、
「我在圖書館等你」、「在圖書館
遇見幸福」、「還記得」、「聽說
你曾來過」、「爾雅——我的圖書
館情緣」

二、
環境設備

「早安·圖書館」、「索書
號」、「戀書館」、
「LIBRARY」、「圖書館喜
歡你」、「從二到∞」、
「書瘟」、「VOICE」、

「愛上圖書館」、「天堂圖書館」、
「在路上」、「無位風雲」、「圖書
館那些事」、「圖書館裡的航天
夢」、「只因有你」、「閱時光」、
「遇見」、「與圖書館談戀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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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遇時刻」、「圖書館獵
人」、「明日的履歷表」、
「愛上·圖書館」、「幸運
之書」、「Your Smart
Library」、「第七號嫌疑
犯」、「聽書」、「群書劇
場·人與書的各種可能」、
「心動的開始」

「書蜜」、「時光觸摸」、「心理
師」、「踏上心旅圖」、「愛之季—
—遇見」、「書緣」、「圖書館 Yes
or no」、「邂逅」、「那些年，我
們泡在圖書館的日子」、「幸福的圖
書館——書之戀」、「成長」、「圖
書館——成長」、「文學貓的足
跡」、「不忘初心」、「廣告微電
影」、「轉角遇到愛」、「文明圖書
館」、「我在圖書館等你」、「在圖
書館遇見幸福」、「還記得」、「聽
說你曾來過」、「爾雅——我的圖書
館情緣」

三、
資訊檢索

「索書號」、「從二到
∞」、「VOICE」、「明日
的履歷表」、「愛上·圖書
館」、「Your Smart
Library」、「聽書」、
「群書劇場·人與書的各種
可能」、「心動的開始」

四、
借還服務

「早安·圖書館」、「索書
號」、「戀書館」、
「LIBRARY」、「圖書館喜
歡你」、「從二到∞」、
「VOICE」、「圖書館獵
人」、「愛上·圖書館」、
「幸運之書」、「Your
Smart Library」、「第七
號嫌疑犯」、「心動的開
始」

「愛上圖書館」、「圖書館那些
事」、「圖書館裡的航天夢」、
「只因有你」、「遇見」、「與圖
書館談戀愛」、「踏上心旅圖」、
「愛之季——遇見」、「圖書館
Yes or no」、「邂逅」、「那些
年，我們泡在圖書館的日子」、
「不忘初心」、「廣告微電影」、
「在圖書館遇見幸福」、「爾雅—
—我的圖書館情緣」
「愛上圖書館」、「圖書館那些
事」、「圖書館裡的航天夢」、
「只因有你」、「閱時光」、「遇
見」、「與圖書館談戀愛」、「時
光觸摸」、「書緣」、「圖書館
Yes or no」、「邂逅」、「幸福的
圖書館——書之戀」、「成長」、
「廣告微電影」、「我在圖書館等
你」、「在圖書館遇見幸福」、
「爾雅——我的圖書館情緣」

五、
館員
工作實況

「早安·圖書館」、「戀書
館」、「LIBRARY」、「圖
書館喜歡你」、「從二到
∞」、「書瘟」、
「VOICE」、「圖書館獵
人」、「明日的履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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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上圖書館」、「天堂圖書館」、
「圖書館那些事」、「圖書館裡的
航天夢」、「閱時光」、「遇
見」、「與圖書館談戀愛」、「書
蜜」、「踏上心旅圖」、「書
緣」、「圖書館 Yes or no」、
「那些年，我們泡在圖書館的日

「愛上·圖書館」、「幸運
之書」、「Your Smart
Library」、「第七號嫌疑
犯」、「群書劇場·人與書
的各種可能」、「心動的開
始」
六、
展覽活動

子」、「幸福的圖書館——書之
戀」、「成長」、「廣告微電
影」、「我在圖書館等你」、「在
圖書館遇見幸福」、「還記得」

「在路上」、「圖書館那些事」、
「圖書館裡的航天夢」、「與圖書
館談戀愛」、「成長」

「心動的開始」

七、
規章制度

「愛上圖書館」、「無位風雲」、
「圖書館那些事」、「圖書館 Yes
or no」、「文明圖書館」、「在圖
書館遇見幸福」

分析的 50 部大學圖書館行銷影片，共有 49 部影片之行銷內容涵蓋館藏資源
（包含實體館藏或電子資源），即透過影像拍攝圖書館實體書目、視聽資料等資
源，以及線上圖書館的電子資源之畫面。例如台灣大學圖書館的行銷微電影「早
安·圖書館」。影片第 1 分 1 秒，畫面呈現了圖書館內大量的圖書館藏，並搭配
「有好多好多圖書在這裡」之具體歌詞內容作為補充。影片第 2 分 14 秒，影片
以尋找館藏的主觀視角，目睹豐富的視聽資料館藏。另外，以大陸清華大學圖書
館的行銷微電影「愛上圖書館」為例。影片第三集第 5 秒，以從左至右推軌的運
鏡方式呈現了圖書館裡豐富的書目館藏之畫面。影片第四集第 2 分 19 秒，透過
女主角找書之畫面呈現了圖書館裡大量的書目館藏。影片之行銷內容以畫面呈現
實體館藏或電子資源的形式，更直接地表現圖書館內資源之豐富，所傳遞行銷之
意涵在於期待學生能夠善加利用豐富的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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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之大學圖書館行銷影片，共有 50 部影片之行銷內容涵蓋了圖書館內的環
境及其設備，即透過畫面展示圖書館內環境區域，並展示區域中的相關設備。例
如台灣大學圖書館的行銷微電影「早安·圖書館」。影片第 1 分 14 秒，畫面以四
格分割的影像分別呈現了圖書館內流通櫃台、自習室、視聽卡座等區域與移動式
書架等設備。另外，以大陸清華大學圖書館的行銷微電影「愛上圖書館」為例。
影片第一集第 11 秒，畫面描述了女主角檢索資料的畫面，呈現出圖書館內設有
共用電腦以提供讀者檢索館藏。影片第二集第 50 秒，透過男主角長期在自習區
域為女主角佔位的畫面，呈現了圖書館內自習區域安靜良好的氛圍。影片第三集
第 22 秒，畫面呈現了圖書借閱區的座位分佈。影片第四集第 1 分 51 秒，以俯視
鏡頭呈現了圖書館內的分佈畫面，包含流通櫃台、資料檢索區，以及閱覽區域。
這類影片片段直接表現以圖書館內的舒適環境與豐富的視聽設施設備作為行銷行
銷的主體，行銷重點反映環境的吸引，藉以拉近圖書館與讀者間的距離。
分析之大學圖書館行銷影片，共有 24 部影片之行銷內容涵蓋圖書館之資料檢
索功能，即以影像呈現資料檢索之操作畫面。例如台灣成功大學圖書館的行銷微
電影「索書號」。影片第 35 秒，以弧線軌跡環繞女主角，呈現出女主角在一樓
設有的共用電腦上查詢書目館藏位置之背影畫面。影片第 5 分 59 秒，畫面呈現
出在共用電腦檢索館藏書目之螢幕畫面。另外，以大陸清華大學圖書館的行銷微
電影「愛上圖書館」為例。影片第一集第 4 秒，畫面呈現女主角檢索館藏書目位
置時的手部特寫畫面；影片第 11 秒，呈現女主角檢索到欲借書目還未歸館之失
望，而關閉檢索窗口之畫面。影片第 4 集第 2 分 16 秒，畫面呈現了男主角為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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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女主角的原諒，透過圖書館內電腦檢索索書號之對應書名，反映對女主角道歉
的語言表達；影片第 2 分 52 秒，畫面呈現女主角透過書架旁設有的共用電腦查
詢索書號之畫面，也作為回覆男主角的語言。這類透過圖書館內書目資料檢索之
畫面，呈現圖書館所提供的電腦檢索功能。藉由影片中畫面之索書號揭示查詢館
藏狀態及其位置的重要性。
分析之大學圖書館行銷影片，共有 30 部影片之行銷內容涵蓋圖書館之借還服
務，即透過畫面呈現流通櫃台館員提供的借還書服務或讀者借助自助借書機完成
借還書的操作流程。例如台灣大學圖書館的行銷微電影「早安·圖書館」。影片
第 2 分 54 秒，畫面呈現了圖書館流通櫃台為讀者提供借書的服務。另外，以中
國礦業大學圖書館的行銷微電影「只因有你」為例。影片第 4 分 25 秒，畫面呈
現了女主角抱著一疊書到自助借書機旁，將學生證放置正確的位置後自助將書刷
條碼完成借書的操作，並透過自助借書機的語音系統，傳遞每次借閱書目數量不
得超過六本的資訊。這類透過影像呈現借助流通櫃台或自助借書機完成借還書的
操作畫面，以教學方式的畫面描述借還書服務的快速與便捷，讓讀者更方便掌握
相關服務及其操作。
分析之大學圖書館行銷影片，共有 33 部影片之行銷內容涵蓋圖書館員（或工
讀生、志工等）之工作實況，即透過影像描繪圖書館內工作人員相關工作現狀之
畫面。例如台灣大學圖書館的行銷微電影「早安·圖書館」。影片第 1 分 14 秒、
第 1 分 51 秒與第 2 分 45 秒，畫面都以四格分割的影像形式呈現了流通櫃台內工
作中的館員、正在將館藏書目上架的工作人員以及在圖書館辦公室內工作的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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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另外，以大陸清華大學圖書館的行銷微電影「愛上圖書館」為例。影片第 3
分 3 秒，畫面呈現了一位圖書館學生助理制止男主角擅自以書本佔位的行為，警
告讀者不要私自佔座，而指出此舉是一種浪費資源的行為。這類透過影像描述圖
書館員以及相關工作人員認真盡責的工作情形，展現圖書館員秉持服務的初衷以
及專業工作的熱誠，以塑造圖書館員的形象，行銷圖書館。
分析之大學圖書館行銷影片，共有 6 部影片之行銷內容涵蓋圖書館所策畫的
各類展覽活動，例如圖書館藉由閱讀週、學校開學新生週等契機所辦理的展覽或
相關文教與閱讀活動。例如台灣中原大學圖書館的行銷微電影「心動的開始」。
影片第 8 分 10 秒，畫面呈現了身為圖書館工讀生的男主角向女主角介紹圖書館
在不同月份開展不同的主題活動，包括讀書節、開卷節、圖書館週等，以及在圖
書館一樓的國際會議廳於每週四的中午還會舉辦博雅電影院播放電影的活動。另
外，以南京理工大學圖書館的行銷微電影「在路上」為例。影片第 1 分 47 秒，
畫面呈現了女主角參加學校圖書館開展的新生入館教育講座之場景，在講座中女
主角認識了移動圖書館的存在，並瞭解到移動圖書館內比紙本館藏更為豐富的書
目資源。這類透過影像呈現學校圖書館因應圖書館週、開學週等所開展的各類講
座活動，讓讀者更直觀瞭解圖書館所開展的豐富活動現況而參與其中。這些影片
片段在於推廣圖書館所辦理的活動，以鼓勵讀者參與，拉近與圖書館間的距離。
分析之大學圖書館行銷影片，共有 6 部影片之行銷內容涵蓋圖書館制定的相
關規章制度，即透過影像傳遞圖書館所訂定的閱覽規定或使用規則。例如大陸清
華大學圖書館的行銷微電影「愛上圖書館」。影片第一集描述了女主角欲借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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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遲遲等不到其歸館，並透過共用電腦檢索到男主角之借閱超過期限；影片第 1
分 57 秒，女主角向男主角指出其借閱書籍已超期借閱 24 天之久，告誡讀者借閱
書目不要逾期；影片第 2 分 37 秒，女主角向讀者介紹了學校圖書館網頁可設置
還書提醒的功能。影片第二集描述了男主角未與女主角再次相遇，私自佔座，受
到圖書館學生助理的出面制止；影片第 3 分 16 秒，女主角向讀者強調不要擅自
佔座，佔座是浪費資源的行為。影片第三集第 4 分 10 秒，描述了女主角將男主
角私藏的圖書館書籍歸還，告誡讀者不能私藏圖書館書籍。這類影片片段之呈現
講述了圖書館內在相關規章制度下所發生的違規案例，告誡讀者在圖書館內閱覽
或借閱時所要遵循的規定規則，達到宣傳圖書館相關規定的行銷目的。
綜整台灣與大陸大學圖書館影片行銷內容如表 4-3-1-2 所示，影片行銷內容
中以涵蓋環境設備者為最多，共為 50 部，佔總數的 100%；其次為涵蓋館藏資源
之行銷內容影片，共有 49 部行銷內容涵蓋圖書館館藏資源，佔總數的 98%；涵蓋
圖書館開展的展覽活動與制定的規章制度之影片為最少之微電影行銷內容，都為
6 部，僅佔總數的 12%，其中台灣的大學圖書館沒有圖書館規章制度相關內容微
電影之產出。其餘於詳見表 4-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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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2 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行銷內容分類統計表
影片產量（部）
行銷內容

比例
台灣

大陸

合計

一、館藏資源

17

32

49

98%

二、環境設備

18

32

50

100%

三、資訊檢索

9

15

24

48%

四、借還服務

13

17

30

60%

五、館員工作實況

15

18

33

66%

六、展覽活動

1

5

6

12%

七、規章制度

0

6

6

12%

二、 影片之行銷重點
本研究所篩選的 50 部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中，影片行銷之重點透過微電影行
銷內容之畫面呈現，將行銷內容作圖書館環境資源與服務之兩個類別作歸類分
析，計算影片中涵蓋各類別之時長及其比例（詳見表 4-3-2-1）。影片中涵蓋圖
書館環境資源包含有：圖書館內實體與電子的館藏資源、圖書館內學習及休閒區
域的環境設備、圖書館內可進行資料檢索的共用電腦。影片中涵蓋圖書館服務包
含有：讀者透過流通櫃台或自助借書機進行的借還服務、圖書館員提供的各項服
務及其工作內容、圖書館配合新生週開展的展覽活動、圖書館訂定的相關規定。
這些影片透過涵蓋圖書館行銷內容相關之片段時長及其佔比不同。雖然行銷重點
在於環境資源於服務，但由其中拍攝所佔比例而分析，通常以影片的劇情作為重
點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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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圖書館行銷內容畫面之時長比例分析而言，分析的 50 部大學圖書館行銷影
片中，分析其點閱次數較高者以涵蓋行銷圖書館環境資源類內容所佔比率較高，
與圖書館服務相關內容所佔比率相對較低（詳見表 4-3-2-1）。例如大陸清華大
學圖書館的行銷微電影「愛上圖書館」。影片中描述圖書館環境資源共 6 分 16
秒，佔總影片時長的 28%。其中，影片第一集前 30 秒，分別呈現圖書館的外觀規
模、圖書館內可供讀者檢索資料的共用電腦，以及館內大量的書目館藏；影片第
1 分 21 秒，影片呈現了圖書館的外觀。另外，透過畫面呈現圖書館內各項服務共
1 分 3 秒，僅佔總影片時長的 5%。影片第一集第 2 分 37 秒，畫面呈現了女主角
以講述者的身份，向讀者介紹學校圖書館網頁可設置還書提醒的功能。另外，以
台灣大學圖書館的行銷微電影「早安·圖書館」為例。影片中描述圖書館環境資
源共 1 分 53 秒，佔總影片時長的 36%（詳見圖 4-3-2）。其中，影片第 3 秒與第
36 秒，畫面呈現了圖書館的外觀及其規模；影片第 1 分 1 秒與第 1 分 37 秒，畫
面呈現了圖書館內豐富的書目館藏以及設立的自習室等公共區域；影片第 1 分 59
秒，以尋找視聽資料的主觀視角，呈現圖書館內大量的多媒體資料館藏；影片第
3 分 9 秒，畫面呈現圖書館內設立可借閱聆聽多媒體資料的視聽卡座區。另外，
透過畫面呈現圖書館內各項服務共 35 秒，佔總影片時長的 11%。影片第 1 分 14
秒，畫面以四格分割的影像分別呈現了在圖書館內流通櫃台、移動式書架旁等區
域認真工作的圖書館員。由這些行銷影片，反映圖書館微電影之行銷重點，以環
境及資源類之內容所佔之比重較高。重要在於影片通常提供一般性的介紹，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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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資源類之內容較容易表現，而服務則由深度與廣度之拿捏，較難以一般性的影
片介紹內容概括。

00:00
00:03

圖書館的規模與外觀

00:36

01:01

館內流通櫃台與移動式
書架旁認真工作的館員

01:14

01:37

圖書館內有大量的
多媒體資料館藏

圖書館的外觀

圖書館內豐富的館藏
與設備
館內豐富的書目館藏與
公共區域

01:59

03:09

館內設立可借閱聆聽
多媒體資料的視聽卡座區

圖 4-3-2 微電影「早安·圖書館」時間軸

98

表 4-3-2-1 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行銷重點分析表
圖書館環境資源
排序

圖書館服務

微電影名稱
時長

比例

時長

比例

1.

「愛上圖書館」

6 分 16 秒

28%

1分3秒

5%

2

「天堂圖書館」

4 分 19 秒

25%

50 秒

5%

3

「早安·圖書館」

1 分 53 秒

36%

35 秒

11%

4

「在路上」

3 分 21 秒

22%

28 秒

3%

5

「索書號」

3 分 36 秒

32%

9秒

1%

6

「戀書館」

1 分 15 秒

13%

8秒

1%

7

「LIBRARY」

1 分 57 分

16%

1分6秒

9%

8

「無位風雲」

30 秒

5%

3秒

0.4%

9

「圖書館喜歡你」

1分5秒

16%

1 分 17 秒

19%

10

「圖書館那些事」

2分6秒

10%

3 分 30 秒

16%

就圖書館相關與非相關畫面時長比例分析而言，分析的 50 部大學圖書館行銷
影片中，大部分點閱次數較高者涵蓋非圖書館相關之內容比率相對較高（詳見表
4-3-2-2）。例如大陸清華大學圖書館的行銷微電影「愛上圖書館」。影片中呈
現圖書館相關內容之畫面共 8 分 17 秒，即影片行銷內容中圖書館環境區域、設
備資源與館員工作、圖書館所提供之服務與圖書館所訂定之規定畫面時長之總
和，佔總影片時長的 38%；非圖書館相關內容之畫面共 13 分 44 秒，即除影片中
圖書館相關內容以外之畫面（包含故事劇情、片頭片尾）時長之總和，佔總影片
時長的 62%。另外，以台灣大學圖書館的行銷微電影「早安·圖書館」為例。影片
中呈現圖書館相關內容之畫面（包含圖書館環境資源、各項服務及相關規章制
99

度）共 2 分 28 秒，佔總影片時長的 48%；非圖書館相關內容之畫面（包含故事劇
情設定與片頭片尾）共 2 分 42 秒，佔總影片時長的 52%。透過紀錄畫面時長所佔
時間之分配比率之分析，可藉由評估圖書館行銷影片畫面與場景規劃之份量。
表 4-3-2-2 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圖書館相關分析表
圖書館相關
排序

非圖書館相關

微電影名稱
時長

比例

時長

比例

1.

「愛上圖書館」

7 分 19 秒

33%

14 分 42 秒

67%

2

「天堂圖書館」

5分9秒

30%

12 分 23 秒

70%

3

「早安·圖書館」

2 分 28 秒

48%

2 分 42 秒

52%

4

「在路上」

3 分 49 秒

25%

11 分 18 秒

75%

5

「索書號」

3 分 45 秒

33%

7 分 37 秒

67%

6

「戀書館」

1 分 23 秒

14%

8 分 20 秒

86%

7

「LIBRARY」

3分3秒

25%

8 分 59 秒

75%

8

「無位風雲」

33 秒

5%

10 分 41 秒

95%

9

「圖書館喜歡你」

2 分 22 秒

34%

4 分 32 秒

66%

10

「圖書館那些事」

5 分 36 秒

25%

16 分 28 秒

75%

三、 影片之行銷管道
影片之行銷能夠鼓勵觀眾的點閱，反映宣傳的成效。本研究所篩選的 50 部大
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中，可以就影片宣傳的不同類型行銷管道而歸類（詳見表 43-3-1）。這些行銷影片的方式可分為以網際網路為核心平台，透過網路
Facebook（簡稱 FB）、微博，以及各校園網站等社群網路平台進行投放宣傳的網
路行銷；透過電視或廣播新聞等傳統媒介報導傳播或投放的新聞行銷；透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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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政府等舉辦策劃活動或事件而展開的活動行銷；以及藉由圖書館響應新生入
館或圖書館課程介紹等平台展開的服務行銷。影片透過不同形式的行銷平台，可
增加行銷影片之點閱，藉以獲得圖書館內的資源與服務以及相關活動與規定，產
生閱聽的影響力，以達到圖書館之行銷目的。
表 4-3-3-1 大學圖書館微電影行銷方式分類表
行銷方式
一、網路行銷

台灣地區

大陸地區

「早安·圖書館」、「索書

「圖書館那些事」、

號」、「LIBRARY」、「從二

「只因有你」、「閱時光」、

到∞」、「書瘟」、「相遇

「我在圖書館等你」

時刻」、「圖書館獵人」、
「愛上·圖書館」、「第七號
嫌疑犯」、「群書劇場·人與
書的各種可能」
二、新聞行銷

「索書號」

「天堂圖書館」、「與圖書館
談場戀愛」

三、活動行銷

「愛上圖書館」、「天堂圖書

「VOICE」

館」、「無位風雲」、「圖書
館裡的航天夢」、「與圖書館
談場戀愛」、「時光觸摸」、
「心理師」、「愛之季──遇
見」、「書緣」、「圖書館 Yes
or no」、「邂逅」、「那些
年，我們泡在圖書館的日
子」、「圖書館——成長」、
「文學貓的足跡」、「廣告微
電影」、「還記得」、「爾雅
——我與圖書館的情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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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服務行銷

「戀書館」、「圖書館喜歡

「在路上」、「遇見」、

你」、「圖書館獵人」、

「書蜜」、「踏上心旅圖」、

「明日的履歷表」、「幸運

「成長」、「不忘初心」、

之書」、「Your Smart

「轉角遇到愛」、「文明圖書

Library」、「聽書」、「心

館」、「在圖書館遇見幸

動的開始」

福」、「聽說你也曾來過」

分析之大學圖書館行銷影片，共有 14 部影片運用網路行銷，即透過微博、
Facebook 與校園網站等互聯網之社群平台，以網際網路作為工具展開行銷活動。
例如台灣大學圖書館的行銷微電影「早安·圖書館」。影片之介紹呈現於台灣大
學圖書館多媒體服務中心的網站之推廣活動欄位中（如圖 4-3-1 所示），並在文
字後附上影片連結。另外，以廣東工程職業技術學院圖書館的行銷微電影「圖書
館那些事」為例。影片借助新浪微博的社會化媒體之平台發布微博行銷，透過發
起微博投票、轉發及留言抽獎，贏得行銷影片之關注，提高話題討論之熱度。這
類行銷方式建立在互聯網的基礎上，圖書館微電影借助互聯網這一平台之行銷過
程，更具互動性與全球性，不受時間與地點的侷限。結合網路傳播快速與廣泛之
便利，將圖書館行銷的重點加以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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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3-1「早安·圖書館」之台灣大學圖書館網站頁面
資料來源：台灣大學圖書館網站——多媒體服務中心推廣活動頁面主頁，上網時
間：2019 年 8 月 14 日，取自：
http://cvweb.lib.ntu.edu.tw/main/activity/film.htm

分析之大學圖書館行銷影片，僅有 3 部影片運用傳統的新聞行銷，即透過較
為傳統的電視電台之新聞媒體播報或採訪報導而得到傳播。例如台灣成功大學圖
書館的行銷微電影「索書號」。影片內容之介紹受到台灣自由時報之報導（如圖
4-3-2 所示），新聞報導內容包含影片之拍攝背景、拍攝團隊、劇情內容以及對
其圖書館資訊組長與拍攝團隊成員的訪問內容。另外，以北京大學圖書館的行銷
微電影「天堂圖書館」為例。影片透過傳統新聞媒體針對校慶 110 週年之契機報
導圖書館微電影，借助新聞媒體的影響力對微電影及其圖書館本身達到行銷之目
的。這類透過傳統形式的行銷手法，借助新聞媒體以新聞稿的形式投放在電視、
報紙或網站平台上，利用時事熱點之熱度，吸引讀者之關注，從而行銷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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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3-2 「索書號」之自由時報報導頁面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網頁之「索書號」相關報導，上網時間：2019 年 8 月 14
日，取自：https://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616368

分析之大學圖書館行銷影片，共有 18 部影片運用活動行銷，即透過參與圖書
館或圖書館相關組織所策畫之活動或比賽。例如台北大學圖書館的行銷微電影
「VOICE」。影片參加台北大學圖書館在 2013 年圖書館週「搜索圖書館」發起的
映象「心」館微電影比賽，並獲得第一名的好成績。另外，以大陸清華大學圖書
館的行銷微電影「愛上圖書館」為例。影片在第十屆 IFLA 圖書館國際營銷獎
中，榮獲一等獎。這類圍繞圖書館策畫之微電影比賽而開展之行銷活動，提升閱
聽影響力，吸引讀者關注度，提升讀者參與性，行銷圖書館。
分析之大學圖書館行銷影片，共有 18 部影片運用服務行銷，即因應圖書館開
學新生入館或圖書館課程講座介紹圖書館之資源或服務等平台所開展行銷。例如
台灣大學圖書館的行銷微電影「早安·圖書館」。影片藉由新生入館書院的圖書
館資源導覽課程而開展的行銷項目，影片以 MV 形式描述了圖書館內豐富的館藏
資源與活潑熱情的圖書館員，使課程更輕鬆多元，具有吸引力。另外，以南京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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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大學圖書館的行銷微電影「在路上」為例。影片藉由介紹南京理工大學移動圖
書館之教學平台，透過設計相關移動圖書館之故事情節，向讀者展示移動圖書館
的使用方法及其優勢，便於讀者瞭解並使用。這類影片藉由響應學校開學圖書館
新生入館介紹或圖書館相關課程講座之平台行銷，使介紹或教學過程更便捷易
懂，使讀者更容易掌握使用之技巧。
綜整台灣與大陸大學圖書館影片行銷方式如表 4-3-2-2 所示，影片行銷方式
以運用活動行銷者為最多，共為 19 部，佔總數的 38%；其次為運用網路行銷之影
片，共有 14 部使用這種行銷方式，佔總數的 28%；運用新聞行銷之影片為最少之
微電影行銷方式，共為 3 部，僅佔總數的 6%。其中，共有 4 部圖書館微電影運用
多種行銷方式行銷。其餘於詳見表 4-3-2-2。
表 4-3-3-2 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行銷方式分類統計表
影片產量（部）
行銷管道

比例
台灣

大陸

合計

一、網路行銷

10

4

14

28%

二、新聞行銷

1

2

3

6%

三、活動行銷

1

18

19

38%

四、服務行銷

8

10

18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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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綜合討論
本節綜合內容分析之結果及統計之數據，針對 50 部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影
片之產量、內容特徵以及行銷型態之現況、特徵，加以討論，探析現今大學圖書
館行銷微電影設計要素及行銷型態之共同特徵及特色。
一、 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影片產量之現況
針對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產量現況方面，依據本研究的分析結果（如圖
4-1 所示），50 部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樣本中，近十年來，台灣的大學圖書館
行銷圖書館每年數量大部分為 1-2 部，其中，2012-2015 年間之產量相對較多。
依據郭瑞華（2014）之調查，大陸的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自 2011 起之增長相
對可觀。本研究亦可反映出行銷微電影在大學圖書館之應用仍處於興起之階段。
在影片時長方面，由本研究內容分析結果（如表 4-1-2 所示）觀察，在本研
究的 50 部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樣本中，40%之影片的時間長度大部分在 5 到 10
分之間（不含 5 分）；極少數（6%）影片時長在 20 到 25 分之間（不含 20
分）。圖書館微電影之影片時長受到新媒體環境下閱聽人之閱讀習慣的影響，因
應現今快節奏生活下便於以「碎片化」時間閱讀之追求（秦劼，2014；劉思佳，
2013）。本研究的 50 部影片中大部分時長較短，反映類似現象。

二、 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影片之內容特徵
針對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影片類型方面，本研究分析結果（如表 4-2-12 所示）中，有 12%之影片（6 部）為傳統形式的資訊類型，佔比較少。類似相關
研究觀察指出：資訊類型影片往往透過畫面與解說（或畫外音）之配合介紹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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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內館藏設備、資源服務等內容為主，以典型的說教形式敘事宣傳，較為呆板，
重點不突出，多數圖書館拍攝使用的影片類型不採用這種敘事方式（牛勇、雷
萍，2015；湯妙吉，2014）。本研究中，資訊類型影片之產量僅有 12%之影片（6
部），亦可反映出此情形。
在影片之敘述視角方面，本研究分析結果（如表 4-2-2-2 所示）顯示：62%之
影片（31 部）以旁觀者視角的第三人稱敘事，觀眾透過第三人稱的敘述看到主角
經歷的所見所聞，並自由靈活地掌握完整的故事環境（簡政珍，2006），佔比為
最多。本研究中僅有 2%之微電影（1 部）的故事主角以「你」——第二人稱的稱
謂出現，其中大陸大學圖書館無一第二人稱敘事微電影之產出。簡政珍（2006）
研究觀察指出：第二人稱通常透過把「我」稱作「你」來審視自己，增加客觀
性，但電影較難處理，因此第二敘述之影片不多，本研究之分析結果亦反映此現
象。
在影片之時序呈現方面，本研究分析結果（如表 4-2-3-2 所示）顯示：共有
40%之影片（20 部）的時序呈現以故事情節發展之始末順序或者時間之先後順序
進行敘述的順敘，為最多。有 26%之影片（13 部）以插敘作為對故事情節的補
充、或者作為某些劇情的詮釋說明。僅有 4%之影片（2 部）在敘述影片情節的過
程中，以補敘的方式對前文敘述內容作補充，為最少的微電影敘述方式。相關研
究指出：在敘事型態上，傳統電影中故事情節的敘事結構還是以順敘式為主，但
現今的電影常採用非線性（非順敘）的敘事結構，觀眾透過多角度、多維度的視
角貼近影片的故事情節（范永邦，2009；葉志良，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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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片之取鏡角度方面（如表 4-2-4-2 所示），50 部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
樣本中，大部分圖書館微電影影片運用多個取鏡角度拍攝。其中，本研究中有
96%之微電影（48 部）運用當攝影機視角高於被攝對象時向低處拍攝的俯角鏡
頭。相關研究也針對不同取鏡角度拍攝之影片指出：俯角鏡頭拍攝雖然被很大比
例採用，但這種鏡頭僅作為一種拍攝手法出現，呈現之畫面並不具備特殊的畫面
構圖或影片風格之體現的意義（朱洋洋，2010）。本研究中所觀察之拍攝使用俯
角或仰角鏡頭影片亦反映出導演對於拍攝角度切換使用之運用。
在影片之鏡頭景別方面，相關研究觀察指出：在電影中呈現畫面開闊的自然
景象或盛大場面時，常選擇遠景或全景來表現（胡智鋒，2013）。依據本研究內
容分析結果反映：本研究中分析的 50 部大學圖書館行銷影片，所有圖書館微電
影影片運用多個景別拍攝。這些鏡位之運用呼應尹邦滿等人（2019）之建議：在
表現人物角色時，採用大量的中景，透過中景鏡頭展現人物的肢體動作，甚至用
近景、特寫鏡頭可凸顯人物神情樣貌，但鏡頭之運用必須有度，否則影響影像魅
力之體現。
在影片之運鏡方式方面，依據本研究內容分析結果（如表 4-2-6-2 所示）反
映：50 部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樣本中，大部分圖書館微電影影片運用多個運鏡
方式進行拍攝。本研究中共有 92%之影片（46 部）運用攝影機跟隨被攝對象移動
拍攝的跟拍鏡頭。類似相關研究觀察指出：跟拍鏡頭透過以鏡頭的移動（或改變
鏡頭的焦距），可拉近與觀眾的心理距離（張繼軍，2010）。有 16%之影片（8
部）運用搖臂或具有升降功能的機器拍攝的升降鏡頭，為相對最少之微電影運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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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張繼軍（2010）研究觀察指出：透過固定鏡頭與多種運動鏡頭的適當搭配
使用，更完整傳達故事情節與行銷內容，本研究分析之所有影片都不侷限於一種
運鏡方式，亦反映此情形。就拍攝運鏡方式之需求，多數的移動鏡頭單純透過攝
影機依附機械的作用展示人物角色的動作行為，並不帶有強烈有意義的戲劇目的
（朱洋洋，2010）。

三、 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影片之行銷型態
針對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影片之行銷內容方面，依據本研究的內容分析結
果（如表 4-3-1-2 所示）反映，50 部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樣本中，大部分圖書
館微電影影片中提及多項行銷內容。其中，影片行銷內容中以涵蓋環境設備者為
最多，所有影片（50 部）都涵蓋展示圖書館內實體（包含書目資料、視聽資料
等）或電子的館藏資源之相關內容。98%之影片（49 部）涵蓋圖書館館藏資源之
行銷內容，包含圖書館內學習、娛樂休閒等區域的環境設備。12%之影片（6 部）
涵蓋圖書館開展的展覽活動，即圖書館配合閱讀週、新生週等開展的展覽活動。
12%之影片（6 部）涵蓋圖書館制定的相關規章制度。涵蓋圖書館展覽活動與訂定
規章制度之相關內容都為相對最少之微電影行銷內容，其中台灣的大學圖書館皆
無圖書館規章制度相關內容。相關研究指出：微電影行銷圖書館為「軟行銷」，
將圖書館的資源與服務等行銷內容一一融入到影片的故事情節中，能產生潛移默
化的行銷圖書館之作用（秦劼，2014）。然而，湯妙吉（2014）批評：圖書館微
電影中圖書館相關行銷內容的參透零零散散，不夠深入，則影響影片對圖書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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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的作用。所觀察的微電影內容基於在短暫的幾分鐘內傳達行銷的概念，故而只
能就特定的行銷重點加以掌握，無法深入。
在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影片之行銷重點方面，本研究針對點閱次數較高之
影片分析結果（如表 4-3-2-1 所示）顯示：影片內容涵蓋行銷圖書館環境資源類
內容之所佔比率較高（畫面時長佔總時長比例較高），包含圖書館內實體與電子
的館藏資源、圖書館內學習及休閒區域的環境設備。相對而言，與圖書館服務相
關內容之所佔比率相對較低，包含讀者透過流通櫃台或自助借書機進行的借閱服
務、圖書館員提供的各項服務及其工作內容、圖書館配合新生週開展的展覽活
動，以及圖書館訂定的相關規定。就圖書館相關與非圖書館行銷內容相關比率
（畫面時長比例）分析反映（如表 4-3-2-2 所示），點閱次數較高者涵蓋非圖書
館相關之內容比率相對較高。張明霞（2011）研究觀察指出：圖書館的行銷亦須
考量讀者（顧客）對行銷內容的需求，因應讀者使用偏好。因此，透過微電影畫
面所提供的圖書館行銷相關內容，亦從讀者的角度出發考慮。
就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影片之行銷管道方面，依據本研究的內容分析結果
（如表 4-3-3-2 所示）反映，50 部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樣本中，極少數（4
部）圖書館微電影運用多個行銷管道進行行銷。雖然相關論述指出：圖書館在微
電影行銷中，盡可能聚合多種管道的行銷模式，尤其不能忽視傳統電視台的行銷
功效（秦劼，2014），本研究中，僅有 2%之影片（1 部）運用新聞行銷。可能基
於近年來新媒體之多元，故而行銷管道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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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新媒體之發展影響圖書館行銷之模式，圖書館透過微電影之新興模式行銷圖
書館之途徑亦日益受到重視。本研究針對圖書館微電影之現況、內容特徵及其行
銷型態作內容之分析，瞭解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共同特徵及其特色。本章統
整研究討論與發現，歸納出結論，並針對研究結論藉此提供未來圖書館行銷微電
影設計及其發展之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大學圖書館透過微電影之形式行銷，受到大眾極大關注。本研究採用內容分
析法，以台灣與大陸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作為研究之分析對象，探析大學圖書
館行銷微電影之影片現況、內容特徵及其行銷型態。本節根據 50 部微電影影片
內容之分析結果，歸納研究結論，並統整分析之圖書館行銷微電影在創意設計上
的共同特徵，以及影片所運用之創意設計之限制。
一、 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仍處於興起階段
本研究觀察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影片發展現況，其影片之時間長度迎合觀眾
「碎片化」觀看之需求。影片內容分析之結果發現：近十年來，大學（包含台灣
與大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自 2011 年起，產量之增長趨勢相對可觀，可見圖書
館突破傳統圖書館行銷之模式，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發展處於新媒體興起之
大環境中。但在 2017 至 2018 年（1-3 月）間，圖書館微電影產量有停滯不前的
狀況出現，可能基於微電影在大學圖書館之應用仍處於興起之階段，未來的發展
值得進一步觀察。另外，50 部大學（包含台灣與大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中，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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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點閱次數高者之時長大部分以 5 到 10 分之間（不含 5 分）居多。逐見圖書館
行銷微電影之時長在 5 到 10 分之間容易得到觀眾之接納。微電影時長短但故事
完整、且能隨時在新媒體平台播放的影像行銷模式，故而受到閱聽人之關注及歡
迎。少部分大學圖書館行銷影片之時長稍長，在行銷影片之設計上，較不符合
「碎片化」接收訊息之特徵。大部分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設計因應新媒介傳
播下閱聽人需求之影片時長及形式特色，能符合閱聽人觀看圖書館之行銷微電影
之需求。

二、 創意設計方面具有相當共同特徵及特色
就分析之大學（包含台灣與大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影片類型而言，以角
色人物相互仰慕之情節作為劇情主線的愛情片為最多，劇情大都以兩人偶然的初
次相遇為開頭，再以相知相識為故事發展之過程。而詼諧、幽默色彩的喜劇類型
的影片為最少，其中大陸大學的圖書館無一喜劇類型微電影之產出。可見圖書館
微電影之影片風格常透過愛情、懸疑等類型表現圖書館之行銷意涵，運用故事之
情節營造圖書館之親和力，將行銷內容與影片劇情互相融合，圖書館之行銷內容
（館藏資源及其服務等）才易被閱聽人接收、瞭解並善於利用。
在影片之敘述方式方面，分析之大學（包含台灣與大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
大部分都以主觀鏡頭的第一人稱作為描述視角，兼具講述者與故事角色。大部分
影片也常運用非順敘式之敘述時序敘事，可見非敘述式的敘述時序（包含插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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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敘、倒敘等）打破傳統的劇情發展順序，才得以吸引閱聽人對影片之注意力。
由這些分析反映打破傳統的時序在現今影片的應用方面運用受到重視。
就分析之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影片之拍攝技巧方面而言，本研究中的所有
影片都運用以攝影機鏡頭與被攝對象高度持水平的平角鏡頭。所有影片運用遠景
為微電影選取鏡位，亦依據影片之需求而運用不同鏡位，例如：介於全景與特寫
兩者間、攝取人物半身之中景鏡位；也以被攝物體局部特徵或人物胸部以上畫面
之近景鏡位以及近距離之特寫鏡位，表現被攝物體或人物角色的局部細節。並且
幾乎所有影片的運鏡方式都運用以攝影機固定機位拍攝影像的固定鏡頭。絕大多
數的大學圖書館都善於運用微電影拍攝的相關技巧，但點閱次數較高之大學圖書
館行銷微電影在相關劇情劇本的設計較具巧思，鏡頭畫面與運鏡的手法之運用程
度亦相對較高。由這些影片的拍攝技巧之運用固然必須顧及拍攝技巧之嫻熟（如
運鏡方式等）、畫面呈現之美觀（如取鏡角度、鏡頭景別等），故事劇情內容，
以及劇情發展緊湊亦為點閱決定性的要素。
在影片之行銷型態內容方面而言，分析之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所有影片
之行銷內容都涵蓋圖書館內環境區域及其相關設備，幾乎所有影片也涵蓋圖書館
之館藏資源的行銷內容（包含圖書館內的實體書目館藏、視聽資料、線上圖書館
的電子資源等）。較少數大學圖書館透過影片行銷圖書館所策劃的各類展覽或相
關文教與閱讀活動，以及傳遞館內所訂定的閱覽規定或使用規則。可見大多數大
學圖書館之行銷內容的宣傳著重於圖書館硬體設備上，軟體方面（包含宣傳活
動、提供的服務等）的行銷比重相對較小。而點閱次數較高之影片的行銷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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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涵蓋非圖書館相關的內容為相對較多。以點閱次數較高影片之行銷重點特徵而
分析：多數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將影片劇情放置較高的比重，主要藉由讀者對
於劇情內容之喜好需求，向讀者呈現相關圖書館的行銷內容。就影片行銷管道方
面，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大部分都以運用活動行銷為主，透過參與圖書館或圖
書館相關組織所策畫之活動或比賽作為行銷管道。以服務作為行銷微電影內容之
大學圖書館亦較多，尤其因應圖書館開學新生入館或圖書館課程講座介紹圖書館
之資源或服務等平台所開展行銷。就微電影的行銷方式方面而言，極少數大學圖
書館運用多於一種（不包含一種）的行銷方式，亦反映出大學圖書館普遍專注於
某一種獨立的行銷平台進行投放，因應新媒體發展快速的大環境。基於多數圖書
館經費的限制，如何在有限的經費下，儘可能同時聚合多於一種的行銷管道，為
圖書館較能運用的微電影之行銷。未來如何在有限經費之下，透過行銷鼓勵圖書
館微電影之設計製作，也是促進圖書館行銷微電影發展之要務。

三、 創意設計方面受部分限制
依據 50 部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影片分析結果，在微電影影片本身內容特
徵方面而言，大部分大學圖書館選擇愛情類型為行銷微電影之影片類型，愛情類
型影片之比率高，過份集中愛情類型影片類型，可能對閱聽人不產生吸引力。影
片內涵亦不足以吸引圖書館之認識與瞭解。有一部分微電影的設計以傳統資訊類
型呈現，較為呆板。這類影片以畫面與解說或說教式的敘事形式宣傳圖書館，無
法突出圖書館行銷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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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透過不同視角之敘述可以增強閱聽人（觀眾）對於圖書館行銷內容的體
驗觀感與瞭解程度。如何透過非傳統時序之運用吸引閱聽人對微電影影片之注意
力。而在所觀察的影片方面，就取景角度而言，大部分大學圖書館在影片中大量
運用非平角鏡頭（如俯角鏡頭）拍攝，但如何善加利用特殊的取鏡角度，並不僅
作為一種拍攝手法出現，使取鏡之角度有特殊的存在意義（包含畫面構圖或影片
風格之意義），對影片行銷重點有所幫助，值得反覆推敲與研究。大部分點閱次
數較低之微電影影片鏡頭運用之技巧不夠純熟。表現人物或場景時，多數運鏡方
式之使用僅作為單純的鏡頭呈現與畫面切換，不具特殊的戲劇含義或目的。如何
適度的運用影片之鏡頭景別與運鏡方式對影像畫面魅力之體現有所幫助。觀察這
些影片，否則影響圖書館行銷內容之呈現。
針對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行銷型態方面而言，大部分影片的行銷內容以
涵蓋非特色的常規圖書館外觀設備相關內容為主（如圖書館內環境設備、館藏資
源等硬體設備資源），相關圖書館之特色行銷內容較少（如圖書館開展的特色展
覽活動或訂定的規定等）。部分行銷微電影影片中圖書館相關的行銷內容參透亦
不夠集中或深入，圖書館的行銷內容（包含圖書館資源與服務等）與影片的故事
情節或畫面呈現之融合力度不夠強，可能會限制微電影對圖書館行銷的力度及作
用。另外，很多影片的行銷重點亦放置於故事劇情的表現上，圖書館行銷內容相
關之畫面比率較低（無關圖書館行銷內容之比率較高），單純由閱聽人（觀眾）
使用的偏好角度作為出發點，亦影響圖書館行銷的結果。在影片運用之行銷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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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大部分大學圖書館都侷限在單一的行銷平台上進行投放，要如何在經費有
限之情況下，善於利用聚合多種行銷管道而行銷自身，值得思考與探討。

第二節 建議
本節依據研究結論，針對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內容特徵的創意設計與行銷型
態兩個方面，提出本研究的建議。
一、 對於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影片創意設計之建議
本研究觀察分析結果發現，圖書館微電影的影片類型及故事情節的設計影響
閱聽人（觀眾）對圖書館使用之偏好。因此，應清楚瞭解閱聽人（觀眾）對圖書
館行銷內容之需求，評估後選擇適當的圖書館微電影影片類型，再設計適合且滿
足閱聽人（觀眾）使用需求與符合其使用偏好的圖書館相關故事情節。
本研究建議圖書館微電影創作者在創作影片時，適時運用拍攝技巧。影片設
計角度應考量新媒體環境下閱聽人（觀眾）使用圖書館資源之需求。透過突破傳
統形式的時序敘述方式，適當運用人物視角與取鏡角度，以及巧妙的鏡頭景別與
運鏡方式。例如在講述圖書館讀者的內心獨白時，以帶入感強的第一人稱敘述，
當鏡頭轉換到描述在圖書館大環境下讀者所發生故事的背景時，可切換至不受敘
述視角侷限的第三人稱進行陳述。自由切換敘述視角，能使圖書館相關內容的陳
述更具靈活性，吸引閱聽人（觀眾）觀看。另外，在鏡頭景別與運鏡方式的運用
方面，根據圖書館相關內容呈現的需求，選擇適當的景別與運鏡方式，例如在展
現圖書館讀者的人物形象時，要善於運用近景與特寫鏡頭，這兩種景別有利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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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閱聽人（觀眾）之注意力，並增強人物形象特徵的表現力。當要呈現圖書館內
寬敞明亮的環境時，可採用平穩推進的推軌鏡頭，以固定焦距拉近觀眾與圖書館
環境的距離，而非使用照相機所自帶的拉近放大功能，不順暢地變換焦距之過
程，影響觀眾的觀看舒適度。因此，善於運用拍攝技巧，才能有效展現圖書館的
行銷內容及其重點之魅力。

二、 對於大學圖書館微電影行銷型態之建議
依據本研究觀察分析，除圖書館微電影影片本身的內容特徵之外，影片中圖
書館相關行銷內容的多寡與其行銷重點的體現，亦反映在閱聽人（觀眾）對圖書
館資源與服務等內容項目的瞭解與使用情形上。在大學圖書館微電影之行銷內容
方面，建議先瞭解閱聽人（觀眾）對圖書館使用需求，在構思行銷內容時，可加
入校園圖書館內所開展的特色活動展覽或所設立的特色館藏資源等內容之設計。
而在行銷內容之比重上，要合理規劃資源、服務以及特色活動等內容的時間分
配，不能將影片的故事情節作過多篇幅的敘述。以愛情類型圖書館行銷微電影為
例，情感渲染的內容固然重要，但在描述主角們故事情節的細節時，可搭配圖書
館相關的內容，例如主角們在圖書館的書籍展示區附近尋找欲借閱書籍時相遇，
或是在電腦檢索區檢索資料時擦肩而過，而後可以將相遇的地點作為人物故事展
開的中心點，賦予圖書館某個地點成為故事人物情緒之宣洩、情感之寄託等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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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圖書館微電影的宣傳範圍更廣，行銷管道的選擇也同樣重要。本研究
觀察大部分圖書館都習慣於透過參與圖書館相關組織所策畫的活動比賽進行圖書
館影片行銷，或在圖書館於開學季所開展的新生入館、圖書館課程講座時，進行
行銷影片的投放。行銷管道（平台）的單一性可能也將影響閱聽人（觀眾）瞭解
圖書館資源服務的機會與程度。本研究建議在經費有限的情況下，對可利用的行
銷管道（平台）善加利用，妥善規劃出可參與的活動、平台。例如在大學所開展
的圖書館相關研討會等活動中，加入圖書館行銷影片的投放緩解，在論文發表的
某個階段，讓學校學生、老師，甚至其他職業的報名者，觀看學校圖書館的行銷
微電影，既能紓解發表者（觀眾）在研討會中的壓力，又能讓更多閱聽人（觀
眾）瞭解大學圖書館的資源設備、特色活動或服務等。同時，在學校圖書館網站
上（或學校圖書館 Facebook 粉絲專頁），宣傳此次圖書館行銷影片的投放以及
研討會的開展過程。吸引更多閱聽人（觀眾）關注，才能讓圖書館的空間、資源
為更多人使用。

三、 對於未來研究之建議
本研究藉由內容分析觀察圖書館行銷微電影的特徵特質與限制，針對後續未
來發展進一步的之關研究，提出相關之可能改善的方案與建議。基於需要瞭解且
考量新媒體環境下之閱聽人對圖書館使用的需求，建議未來研究可針對使用者
（閱聽人）作問卷式調查，邀請使用者（閱聽人）觀看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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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並紀錄使用者在觀看影片後的感受感想，並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瞭解其對
圖書館之使用的真實需求及偏好。
在微電影創作者方面，建議未來研究者在選擇研究方法時，可加入訪談法。
面對面訪談大學圖書館行銷微電影的創作者，紀錄創作者在創作影片背後的動機
目的，以及其在創作期間所遇到的問題、感受與建議。從創作者角度出發，瞭解
其創作需求。針對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作更深入的使用者（閱聽人）需求之探
究，更好地推動未來圖書館之行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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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歷屆 IFLA 國際營銷獎獲得者名單
屆次

一
2003

二
2004

名次

項目名稱

行銷項目簡介

美國

讀者卡的挑戰

2

卡爾加里
公共圖書館

加拿大

重新發現你的卡
爾加里公共圖書
館

3

法拉盛圖書館
（分館）

美國

法拉盛圖書館新
館開放與推廣

新館開放的宣傳，提升圖書
館資源利用意識

1

巴塞羅那
公共圖書館系統

西班牙

文學幽徑

泰國

朱拉隆功大學數
字知識資產

英國

我們為你播報圖
書館新聞

澳大利
亞

我來，我看，我
讀

俄羅斯

靈魂的妙藥

1

休斯頓
公共圖書館

2

1

四
2006

國籍

以提升讀者卡的申請與提升
活動參與為基本目標。藉由
以提高青少年對圖書館的使
用率
透過電視廣告，吸引卡爾加
里公共圖書館的潛在讀者之
使用，提高關注度

3

三
2005

圖書館名稱

2

朱拉隆功大學
學術資源中心
紐曼高等教育學
院圖書館與學習
資源中心
澳大利亞伊斯蘭
學院（中學）
圖書館
克拉舍寧尼科夫
地區研究圖書館

介紹圖書館組織、參觀、表
演設計等，藉以鼓勵讀者使
用參與
藉由宣傳大學的學術資源中
心，提高電子資源的利用率
創辦圖書館報紙「圖書館時
報」，鼓勵學生成為專欄作
家，以提升圖書館使用意識
以 cyber camp 為移民家庭
兒童提供教育服務，以及提
升閱讀能力之計劃
為老年人、殘疾人等特殊人
群提供公益推廣服務
為位於西非國家農業系統
（NARS）的農業研究人員提
供最新資訊

3

西非水稻發展
協會

科特迪
瓦

西非水稻發展協
會資源庫

1

斯派克尼瑟
公共圖書館

荷蘭

我們想念您

透過明信片，吸引圖書館過
去的使用者回歸

2

魁北克地區
公共圖書館

加拿大

魁北克公共圖書
館周

宣傳圖書館使用的特殊材
料，如購物袋的重新利用

3

卡斯蒂利亞﹣拉
曼恰地區
圖書館服務機構

西班牙

公共圖書館：無
需敲門

採用巡迴展覽的形式展示圖
書館在資訊社會的功能，新
的服務與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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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爾圖大學
圖書館

愛沙尼
亞

夜間圖書館與
「家長學生」圖
書館計劃

扎達爾
公共圖書館
聖克魯斯
公共圖書館
澳大利亞中西部
圖書館

克羅地
亞

流動圖書館

秘魯

在市集上閱讀

澳大利
亞

你做完功課了
麼？

2

列治文市
公共圖書館

加拿大

隨走隨學，每天
閱讀

3

卡爾加里
公共圖書館

加拿大

智者有其（借
閱）卡

1

新加坡圖書館
管理局

新加坡

去圖書館吧！

2

雷克瑟姆自治郡
理事會

英國

快樂日/重新審
視你身邊的圖書
館

1
五
2007

2
3
1

六
2008

七
2009

八
2010

九
2011

為滿足學生在考試週需求，
圖書館提供夜間開放服務，
為有孩子們提供兒童室
為扎達爾的兒童、殘疾人和
老年人提供圖書館服務
圖書館推著書車到集市，為
消費者提供閱讀服務
提供學生家庭作業在線指導
提升不熟悉公共圖書館服務
學生及家長利用圖書館資源
的意識
推動讀書卡的申請與使用，
打造圖書館成為社區集會場
所
致力於吸引讀者的多平台延
伸項目
重塑圖書館在社區中的形象
透過海報、電視等，宣傳線
上資源，鼓勵潛在讀者走進
圖書館
個性化資訊推播與參考諮詢
之宣傳

3

阿爾伯特圖書館

加拿大

阿爾伯特運動/
書籍與超越

1

印度商學院學習
資源中心

印度

知識同伴授權你

2

吉爾博登區公共
圖書館

美國

故事酷：孩子們
與書同在

鼓勵青少年與夥伴群組以視
頻製作行銷閱讀

3

卑爾根大學
圖書館

挪威

圖書館的魔術─
─展現卑爾根大
學圖書館

1

德國國家醫藥
圖書館

德國

試用者啟動項目

線上視頻宣傳，介紹圖書館
資源和部門，以提升學生對
圖書館的重視
關注特定的以搜索為主的網
站，整合交流渠道

加拿大

埃德蒙頓公共圖
書館的品牌重
建：從調研、實
施到結果

重塑品牌，改變一般人對圖
書館形象認知，積極鼓勵大
眾對圖書館之支持

在書架中迷失

透過搖滾秀宣傳圖書館文
化，提升圖書館使用意識的
電台活動

2

埃德蒙頓
公共圖書館

3

喬治亞理工學院
圖書館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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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2012

1

清華大學圖書館

中國

「愛上圖書館」
系列微電影

2

滑鐵盧大學
圖書館

加拿大

圖書館創意「紐
扣」活動

俄羅斯

全村閱讀項目

愛沙尼
亞

「會說話的課
本」

3
1
十一
2013

十二
2014

卡斯頓尼鄉村
圖書館
塔爾圖大學
圖書館

2

薩斯喀徹溫省
公共圖書館

加拿大

藏品與紐帶

3

哈卡斯共和國
兒童圖書館

俄羅斯

閱讀是個好習慣

1

布爾諾圖書館

捷克

電車上的圖書館

2

3

Regina Qu’
appelle 健康科
學圖書館
斯坦陵布什大學
圖書館/國家
圖書館管理局

吸引市民到訪閱讀
使用視頻廣告來推廣宣傳醫
院圖書館

希臘
南非/
新加坡

拍攝微電影，採用視頻和網
頁遊戲等方式提升圖書館品
牌意識和用戶素養
透過「紐扣」結合地理位置
之標示，作為圖書館視覺標
識，以鼓勵更多潛在讀者之
使用參與
鎖定讀者人群，提高資源利
用率
招募學生志工朗讀，幫助特
殊讀者通過考試
以「藏書·聯繫」新口號，
重塑圖書館品牌，
致力於圖書館與社區的聯繫
宣傳閱讀是有用的習慣，定
位兒童圖書館的休閒、文化
功能

圖書館研究周
/S.U.R.S

討論和展示圖書館在研究方
面的作用/透過 S.U.R.S 概
念推廣資訊素養技能

資料來源：
吳立奇、王巧玲（2011）。國際圖聯營銷獎及其對我國圖書館營銷的啟示。新世
紀圖書館，2011(8)，60-62。
詹潔、王祝康、易紅（2016）。IFLA 國際營銷獎公共圖書館獲獎案例研究及啟
示。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16(5)，8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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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圖書館行銷微電影之連結總表（依播放量排序）
微電影名稱

播放
平台

時長

連結

播放量
(~2018/4/3)

http://t.cn/RnFhgiv
http://t.cn/RnFz2Jg
http://t.cn/RnFz6Pa
http://t.cn/RnFzW3x
http://t.cn/RnFZrBq

6.6 萬次
2.9 萬次
2.1 萬次
2.2 萬次
1.8 萬次
(15.6 萬次)

1

「愛上圖書館」
清華大學 2011

優酷

3 分 18 秒
3 分 44 秒
4 分 50 秒
5 分 13 秒
4 分 56 秒
(22 分 1 秒)

2

「天堂圖書館」
北京大學 2012

優酷

17 分 32 秒

http://t.cn/RnFLZfb

11.3 萬次

3

「早安·圖書館」
台灣大學 2008

YouTube

5 分 10 秒

https://youtu.be/7PF
7U_WIlTo

10.4 萬次

4

「在路上」南京理
工大學 2015

騰訊

15 分 07 秒

http://t.cn/RnFSfxO

8.1 萬次

5

「索書號」
台灣成功大學 2012

YouTube

11 分 16 秒

https://youtu.be/AH0
GSVRDfyc

4.3 萬次

6

「戀書館」
台北市立大學 2013

YouTube

9 分 44 秒

https://youtu.be/PGJ
LVPqfDz8

3.2 萬次

7

「LIBRARY」
台北藝術大學 2011

YouTube

12 分 02 秒

https://youtu.be/dD3
ob_5Pu6A

2.3 萬次

8

「無位風雲」
中山大學 2011

優酷

11 分 14 秒

http://t.cn/RnFIQnX

2.2 萬次

9

「圖書館喜歡你」
台灣大學 2010

YouTube

6 分 53 秒

https://youtu.be/hUd
HSDbQFHc

1.9 萬次

優酷

22 分 04 秒

http://t.cn/RnFbg36

1.5 萬次

騰訊

15 分 08 秒

http://t.cn/RnF6k57

1.3 萬次

10

11

「圖書館那些事」
廣東工程職業技術
學院 2013
「圖書館里的航天
夢」南京航空航天
大學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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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從二到∞」
東海大學 2014

YouTube

14 分 58 秒

https://youtu.be/E8H
92tQko-A

1.2 萬次

13

「只因有你」
中國礦業大學 2014

優酷

16 分 59 秒

http://t.cn/RnFVhII

7866 次

14

「書瘟」
台灣交通大學 2013

YouTube

13 分 57 秒

https://youtu.be/2Bg
QVfenfSY

7838 次

15

「閱時光」
沈陽農業大學 2015

騰訊

11 分 18 秒

http://t.cn/RnFxOfG

5359 次

騰訊

24 分 53 秒

http://t.cn/RnFJnNs

5064 次

優酷

17 分 46 秒

http://t.cn/RnFG3Ze

4829 次

16

17

「遇見」
廣東農工商職業技
術學院 2015
「與圖書館談場戀
愛」廣州南洋理工
職業技術學院 2013

18

「書蜜」
華南農業大學 2014

優酷

8 分 31 秒

http://t.cn/RnFfs88

4789 次

19

「時光觸摸」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2012

優酷

7 分 04 秒

http://t.cn/RnFXkIO

3875 次

20

「VOICE」
台北大學 2013

YouTube

5 分 45 秒

https://youtu.be/niw
OcEvSKIg

3735 次

優酷

4 分 51 秒

http://t.cn/RnFf8Fa

3642 次

優酷

15 分 02 秒

http://t.cn/RnFL6xf

2898 次

21

22

「心理師」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2012
「踏上心旅圖」
浙江旅遊職業學院
2014

23

「相遇時刻」
健行科技大學 2016

YouTube

4 分 22 秒

https://www.youtube.
com/watch?v=EUVf7gaL
1Do

2882 次

24

「圖書館獵人」
台灣清華大學 2014

YouTube

5 分 01 秒

https://youtu.be/t6V
u9AQjzls

2748 次

25

「愛之季──遇
見」雲南大學 2013

優酷

6 分 14 秒

http://t.cn/RnFMfPH

2184 次

26

「明日的履歷表」
台灣大學 2009

YouTube

6 分 19 秒

https://youtu.be/lty
2qTT6rHM

213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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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8

29

30

31

32

「書緣」
山東絲綢紡織職業
學院 2013
「圖書館 Yes or
no」華中科技大學
武昌分校 2012
「邂逅」
上海海事大學 2013
「那些年，我們泡
在圖書館的日子」
浙江工商大學 2012
「幸福圖書館──
書之戀」
南京農業大學 2013
「成長」
深圳大學城 2017

優酷

7 分 48 秒

http://t.cn/RnFMS0i

1923 次

優酷

12 分 52 秒

http://t.cn/RnFfZbI

1788 次

優酷

13 分 55 秒

http://t.cn/RnFMBNO

1734 次

優酷

12 分 23 秒

http://t.cn/RnFaUmW

1425 次

優酷

9 分 34 秒

http://t.cn/RnFVMWa

1346 次

優酷

8 分 04 秒

http://t.cn/RnFcY1d

1126 次

「圖書館──成
長」廣東外語外貿
大學 2013
「愛上·圖書館」
台灣雲林科技大學
2015
「文學貓的足跡」
浙江工業職業技術
學院 2014

優酷

8 分 13 秒

http://t.cn/RnFc0qr

1040 次

YouTube

4 分 53 秒

https://youtu.be/ujG
n8nzd3og

940 次

優酷

5 分 26 秒

http://t.cn/RnFf6U2

930 次

36

「不忘初心」
浙江工商大學 2014

優酷

12 分 13 秒

http://t.cn/RnFiUBK

871 次

37

「幸運之書」
台北市立大學 2014

YouTube

7 分 15 秒

https://www.youtube.
com/watch?v=dQjRljBi6s

763 次

38

「廣告微電影」
西安交通大學 2012

優酷

7 分 39 秒

http://t.cn/RnFOhsA

732 次

39

「轉角遇到愛」
濟寧學院 2013

優酷

7 分 37 秒

http://t.cn/RnFCRpT

718 次

40

「Your Smart
Library」
台灣大學 2011

YouTube

3 分 24 秒

https://youtu.be/HMK
dz-Gr2ys

618 次

33

3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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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42

43

「文明圖書館」
大連民族學院 2012
「我在圖書館等
你」中國礦業大學
2015
「在圖書館遇見幸
福」山東師範大學
2012

土豆

6 分 57 秒

http://t.cn/RnFQVuO

491 次

騰訊

16 分 31 秒

http://t.cn/EXM4Rxt

415 次

騰訊

14 分 55 秒

http://t.cn/RnFChqb

409 次

44

「第七號嫌疑犯」
台灣清華大學 2013

YouTube

17 分 29 秒

https://youtu.be/QCG
9CnDzqmQ

394 次

45

「還記得」
廣東青年職業學院
2015

優酷

11 分 42 秒

http://t.cn/RnF5pFm

308 次

46

「聽書」
台北市立大學 2015

YouTube

6 分 27 秒

https://youtu.be/aNb
vzu6ix4w

289 次

愛奇藝

14 分 35 秒

http://t.cn/RnF6GhV

255 次

優酷

7 分 18 秒

http://t.cn/RnFVBH7

179 次

YouTube

12 分 27 秒

https://www.youtube.
com/watch?v=apvM2DYJL8

59 次

YouTube

10 分 40 秒

https://youtu.be/cFK
Tp7oxYRg

12 次

47

48

49

50

「聽說你也曾來
過」福建農林大學
2014
「爾雅──我與圖
書館的情緣」
哈爾濱工業大學
2014
「群書劇場‧人與
書的各種可能」
台北市立大學 2016
「心動的開始」
台灣中原大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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