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體育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 次圖書館委員會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05 日(三)中午 12 時 10 分
貳、 開會地點：圖書館大樓四樓學術討論室
參、 主

席：楊館長宗文

記錄：賴堯賢

肆、 出席人員：委員代表(詳如簽到單)
伍、 列席人員：圖書館人員（詳如簽到單）
陸、 主席致詞：略。
柒、 報告事項：
一、 詳見附件 1。
二、 104 學年度第 2 次圖書館委員會會議紀錄同意備查。
捌、 討論事項： 無
玖、 臨時動議： 無
壹拾、 主席裁示：
一、請檢視圖書館網頁英文版之可讀性，以確實能便利外籍生使用。
二、校慶活動期間本館將舉辦影片欣賞與演講等不同型態的閱讀，例如 11 月
中旬邀請校友名電視記者簡懿佳小姐蒞校演講，敬請各位委員多多協助，
鼓勵同學參與。
壹拾壹、

散會： 12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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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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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體育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 次圖書館委員會會議議程

壹、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5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0 分
貳、 開會地點：圖書館大樓四樓學術討論室
參、 主

席：楊宗文 主任委員

肆、 出席人員：委員代表
伍、 列席人員：圖書館人員
陸、 主席致詞：
柒、 報告事項：
一、105 年 6 月 16 日召開之 104 學年度第 2 次圖書館委員會會議紀錄報告。(詳見附
件 1)。
二、105 學年度 105 年 7 月起至 105 年 9 月業務報告及未來重要工作計畫：
（一）讀者服務組：
1. 館藏與館舍管理
(1) 館藏管理：圖書上架維護、持續年度館藏盤點找書工作、2樓參考書
區館藏因書櫃蛀蟲問題移藏至密集書庫，原區域規劃成閱覽空間與主
題書房供讀者利用；完成參考書移區典藏後之改號工作、持續年度盤
點工作。
(2) 館舍繕修：全館空調維修、完成空氣品質每2年定期檢查、完成105年
度下半年空氣品質巡檢、進行3樓機房搬遷評估。
2. 期刊及資料庫：
(1) 完成2016年中文期刊、西文期刊、大陸期刊及日文期刊之驗收付款。
完成華藝中文電子期刊、EBSCO ASE、SportDiscus 及跨資料庫整合平
台訂購。
(2) 本館電子資源統計表，以現有資源整合系統 Summon 提供之點擊統計
資料，進行資料庫使用與本館自購電子期刊統計，並每年請出版商提
供全文下載的統計數量。
(3) 依本館電子資源統計表，將停訂低使用率之西文電子期刊，開放全校
師長推荐新期刊。
(4) 將辦理2017年中文期刊、西文期刊、日文期刊及大陸期刊的訂購請購
作業。為有效提升本校資料庫之使用率，2017年將停訂 EM60資料庫改
訂 Taylor 休憩體育相關資料庫。
3. 推廣活動：
(1) 導覽參訪：為使各參訪單位能瞭解本校圖書館藏特色及提供之舒適環
境設備，於105年3/1-105年8/31共舉辦15場導覽，有196人次參與。
9/7辦理大學部新生訓練圖書館導覽以及9/9辦理交換生使用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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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導覽活動。
(2) 教育訓練：針對不同服務對象，開設利用教育訓練課程，以協助讀者
使用本館資源。9月至12月底辦理圖書館資料庫、電子書暨期刊推廣
活動共4場。9/22、10/5、10/8、10/19辦理4場研究生及在職專班同
學使用圖書館暨資料庫利用教育訓練。
(3) 藝文展覽：2樓展櫃呼應體育博物館進行前導性質展覽，主題為「郵
你真好!」奧運史(郵票)暨體大參賽選手特展(下個檔期主題為世大
運)。
(4) 影視播放：每日中午及夜間依賽程轉播運動賽事。每周舉辦主題或節
慶時事電影的賞析2場次。
(5) 閱讀推廣：於2樓海報區進行電子書主題書展，以吸引本校讀者多加
利用；於主題書房進行｢早鳥開學祭」展覽，展覽至10月31日。校慶
閱讀月活動：11月7日至25日辦理「圖書館閱來愈有趣」校慶推廣活
動。
(6) 專題演講：11月中將與通識中心合作，辦理「懿佳開講」演講活動，
延請本校傑出校友簡懿佳小姐蒞校專題演說。
4. 讀者服務：
(1) 考量校區復電後供電負載，圖書館自供電後空調開放皆以2樓為主，
將視供電情況於105學期恢復2、3樓空調開放。
(2) 104學年考古題上傳。
(3) 獲教育部「建構優質校園教學研究圖資環境」經費，全館讀者用電腦
將進行更新，將安裝美工軟體、文書處理軟體、統計軟體等供同學使
用，並因應程式學習教育，安裝程式語言設計環境供同學使用，並配
合相關書籍推廣，預計10月上旬前完成。
5. 其他：
(1) 配合校務系統研究，協助提供圖書館借閱資料、館藏資料、進館次數、
讀者資料等數據。
(2) 配合本校智慧財產權提報，協助完成圖書館部分填報，並持續加強圖
書館利用之智慧財產權宣導。
(3) 協助人事室查填教育部調查大專院校兼任助理情形統計。
(4) 104學年論文授權書上傳國家圖書館。
（二）技術服務組：
1.館藏增加量：
105 年 6-9 月底止，增加圖書資訊 2,305 件：中文圖書 689 冊、西文圖書
395 冊、中文數位論文 123 篇、電子書 894 本、期刊合訂本 87 冊、光碟 117
片。扣除歷年報廢館藏，本校館藏總量為 305,547 件，採購件數詳見附表。
2.

贈書整理：
8月11日臺灣科技大學詹德基教授捐贈圖書7大箱。待篩選複本，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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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書贈送，整理後並轉贈社區公共圖書館以將資源活化利用。
3. 105 年度圖書資料採購：
(1) 中文圖書：105 年度中、外文圖書陸續採購中。
(2) 本學期新增視聽資料；配合生命教育、性別平等教育、台灣與環保等
主題蒐集及展覽，採購近期出版之視聽影片供師生參考，預計 10 月
初可上架供借閱。
(3) 經費執行，至 10 月 3 日請購資本門達 92.23%；經常門達 96.15%。
4. 學位論文：
(1)本校學位論文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畢業博碩士論文共計有 123 篇。
(2)國圖論文系統無法查核舊系統(飛資德論文系統)論文等問題均已解
決，之前登錄在舊系統的都可以查得到，兩校合併期間的畢業論文
(97/02/01-98/07/31(96 下學年-97 學年)) 總共有 334 筆，逐筆查核
也都可查到。
5. 中文電子書:中文電子書 105 年起改參加逢甲大學｢iRead ebook 大學圖書
館電子書聯盟」採購，並於 5 月 30 日完成採購共享 894 冊，現已上線供
本校師生閱讀。
6. 活動辦理：
(1) 8 月配合里約奧運舉辦及本校舉辦｢2016 全球體育大學論壇」設置奧
運相關圖書資料展覽區。
(2)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預計辦理三、四樓主題書展「跟 TED 學表達，說故
事的力量」並彙整主題館藏清單於圖書館網頁供師生參考。
7. 其它館務：
(1) 配合整合查詢系統(Summon)設定，輸出書目檔供系統更新。
(2) 配合本校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制度建立，協助整理本館業務之個
資清冊與評鑑。
8. 圖書推薦:
(1)簡化圖書推薦流程，讀者可於本館網頁以線上表單之方式推薦圖書資
料。
(2)圖書推薦清單:
日期

姓名

語文

類型

1050801 楊孟容

外

電子書

1

1050801 黃小芬

中

圖書

5

1050801 黃小芬

中

DVD

6

1050909 吳冠璋

中

圖書

2

6

數量

館藏

說明

1050909 王俊人

中

圖書

96

1050909 黃東治

外

圖書

5

1050909 施碧霞

外

圖書

6

1050909 洪開燁

外

圖書

1

1050926 陳金定

外

DVD

5

1050926 陳張榮

外

圖書

1

7

4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