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立體育大學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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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年 10 月 26 日(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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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人員：圖書館人員（詳如簽到單）
陸、主席致詞：略。
柒、報告事項：
一、詳會議議程(附件 1)。
二、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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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期間本館舉辦系列活動(附件 2)，敬請各位委員鼓勵同學積極參與。
二、為豐富本校館藏以提供生師學習研究，敬請委員們推薦期刊及圖書視聽資
料，本館會盡快採購並給推薦者優先借閱。
壹拾壹、散會： 12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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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體育大學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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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10 月 24 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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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6 月 8 日召開之 105 學年度第 2 次圖書館委員會會議紀錄報告(附件 1)。
二、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工作成果報告：
（一）讀者服務組
1. 館藏與館舍管理
(1) 館藏盤點：完成西文圖書盤點工作，共盤點西文圖書共 30,252 冊，將與系統
比對後再進行查核。
(2) 新增教職員工眷屬借書：開放教職員工眷屬借書申辦，可借 10 冊，圖書借期
30 天、視聽資料 14 天，當教職員工離職時，眷屬借書權利同時失效。
(3) 館舍修繕： 配合世大運，圖書館整修 2 樓大門口及綠化周圍植栽。
(4) 上半年度館舍空氣品質巡檢完成。
(5) 上半年度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維護勞務完成。
(6) 其他館務：考古題、論文授權書上傳。
2. 期刊及資料庫
(1) 大陸與西文紙本期刊驗收完成。
(2) 更新本校在全國期刊聯合目錄之館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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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2/1-106/8/30 共舉辦 18 場導覽，有 273 人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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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辦理華藝 CEPS 教育訓練、3/1 與 3/11 辦理在職專班與交換生
同學進行電子資源教育訓練各 1 場、3/4、3/25、4/22 辦理圖書館資料庫查詢
與電子資源利用教育訓練各 1 場，以上 3 種類型之講習課程，共 6 場次，計
89 人次參加。
(3) 影視播放：106 年 3/1-106 年 6/30，每周舉辦主題或節慶電影賞析共 15 場次，
並於映後進行心得分享與討論，計約 75 人次觀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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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閱讀推廣：2 樓電子書主題書展-在夢想的路上、2/17 迄今主題書房- Atelier
In Library。
(5) 世界大學運動會簡史特展：2 樓藝文櫥窗展示區，配合體博館世大運特展陳列
歷屆世大運相關介紹及設計說明。
(6) 閱讀節活動：舉辦與全世界一起閱讀，4/1 至 4/30 圖書借閱最多前 20 名可獲
小獎品。
(7) 電子論文上傳教育訓練：5/17 至 5/20 辦理共 7 場次，計 77 人次參加。
（二）技術服務組
1. 學位論文
(1) 國家圖書館於 106 年 3 月 31 日舉行「臺灣最具影響力學術資源發布記者會」
公開頒獎。本校榮獲國立大學組 3 項大獎。
a.「知識分享獎」第 1 名：105 年論文電子全文下載率最高。
b.「最佳學術曝光獎」第 1 名：105 年論文點閱率最高。
c.「最佳學術傳播獎」第 4 名：104 學年度論文授權率列前 4 名。
(2) 105 學年第二學期畢業學位論文審核：共計通過 146 篇，紙本論文已完成編目
提供借閱。
2. 圖書進館處理(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
(1) 本(105)學年度增加圖書資料 8,246 件：中文圖書 4,037 冊、西文圖書 995 冊、
中文數位論文 147 篇、西文數位論文 170 篇、期刊合訂本 20 冊、光碟 932 片。
(2) 館藏總量：統計至 106 年 9 月 31 日，共 312,696 件。
(3) NBINET 合作編目：106 年 1 月至 10 月每月定期完成上傳本館書目至「全國圖
書書目資訊網」。
3. 中西文圖書挑選採購
(1) 華藝電子書聯盟採購約 28.4 萬，已於 5 月初上線可供讀者使用。
(2) 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 30 萬，已上線可供讀者使用。
(3) 中文圖書資料折扣標 55.6 萬，已完成第二期驗收。
(4) 性別平等 5 萬。
(5) 視聽資料一批約 34 萬，已上架可供讀者借閱。
4. 經費執行：(106.1.1 至 106.10.24)
執行率

餘額

經常門

94.89%

13 萬 422 元

資本門

98.56%

9 萬 6,4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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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題書展：《樂齡心生活》圖書展示：護老主題相關圖書展示。
6. 配合「世界圖書與版權日」，舉辦系列活動，本次主題為「護老」相關。
(1) 《阿公阿嬤跟孫子的甜蜜時光》照片有獎徵選：透由攝影比賽回憶祖孫情。
(2) 《樂齡心生活》圖書展示：護老主題相關圖書展示。
(3) 《小丑人生與真實人生》講座(106.4.25)：特邀請現齡 66 歲的黃世岱先生
(小丑蛋黃哥)，分享如何將歡樂帶給其他銀髮族。
(4) 現貨書展(展示中西文圖書與視聽資料)，師生推薦熱絡，共推薦 188 種。
(5) 電影欣賞：護老主題影片欣賞。
a.年輕氣盛 Youth(米高肯恩 Michael Caine 領銜主演。
b.普羅旺斯的夏天(My Summer in Provence)尚雷諾(Jean Reno)領銜主演。
7. 召開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圖書館委員會會議 (106 年 6 月 8 日) 。
8. 圖書館網頁內容整理、本校碩博士論文系統內容整理。
9. 圖書館機房用電評估及改善一案：
(1) 已完成冷氣汰舊換新。
(2) 已完成購置機房雙空調交互運轉系統。
(3) 大 UPS 換小 UPS：施工中。
10. 配合 30 周年校慶：
(1) 協助秘書室完成本校歷年畢業紀念冊、10 周年及 20 周年校慶專輯電子化，
提供線上瀏覽閱讀。
(2) 協助秘書室完成本校 30 周年紀念專輯之歷屆校長介紹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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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6 學年度重要工作計畫
（一） 讀者服務組：
1. 館舍館藏管理
(1)館藏管理：圖書上架與架位整理維護。
(2)圖書盤點：查核己清點之西文圖書進行後續工作；接續進行中文圖書盤點工
作。
(3)下半年度空氣品質巡檢（已於 9 月 1 日完成，檢測結果正常）
。
(4)配合世大運，8 月 19 日（星期六）配合開館外賓參訪；世大運期間平日，開
放世大運選手、工作人員、志工及觀眾換證入館參觀。
(5)配合園管組規劃於圖書館屋頂設置太陽光電設備。
(6)新增藝文區吧台閱覽區：目前請廠商估價報價中，預計年底前完成。
2. 期刊及資料庫
(1) 辦理 107 年度中外文期刊及資料庫：請購西文期刊 52 種(其中電子期刊 36
種)，中文期刊 8 種,日文期刊 11 種，大陸期刊 25 種。續訂 SportDiscus、運
動休閒資料庫、華藝中文電子期刊資料庫等。
3. 推廣活動
(1) 新生導覽: 9/13-9/15 分批辦理本校各學系新生及交換生圖書館參訪導覽及智
慧財產宣導教育訓練活動。
(2) 教育訓練：9/27 辦理華藝 CEPS 教育訓練。
(3) 閱讀推廣：2 樓動漫主題書展。
(4) 閱讀@你的咖啡館：自 106 年 10 月至 107 年 1 月，針對每月借閱量前 10 名發
給 7-11 咖啡券以資鼓勵閱讀。
(5) 30 周年校慶活動：
a.運動電影展
b.祈禱之牆
c.體大人映像展
d.圖書館裡的閱讀運動會 ( 闖關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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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術服務組：
1. 配合校慶活動籌畫系列活動
(1) 《換個角度看體大》
：攝影師游淑如小姐空拍體大照片展。
(2) 《帶著翅膀的鏡頭：談空拍》
：邀請空拍展攝影講師游淑如小姐分享空拍技巧
(內容有專業創作的發想、如何確定主題、拍攝過程、畫面呈現等)。
*現場有抽獎活動，獎項豐富。
(3) 《眾智成館，要拚才會贏》
：製作圖書館及校園空拍拼圖由全校師生合力完成。
(4) 攝影主題圖書展示：4 樓圖書展示區。
(5) 中外文書展、視聽資料展：廠商前來佈展。
2. 召開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圖書館委員會會議 (10 月 26 日星期四，圖書館四樓學
術討論室)。
3. 辦理 107 年中文新書折扣標採購申請。
捌、 討論事項
玖、 臨時動議
壹拾、 散會
備註：
1. 本會議備有餐盒（若有素食者，請先告知以便準備）。
2. 請攜帶個人水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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