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體育大學 105 學年度第 2 次圖書館委員會會議紀錄
壹、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8 日(四)中午 12 時 10 分
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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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伍、主席致詞：略。
陸、報告事項：本學期業務報告(詳會議議程，如附件 2)
柒、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有關教職員工眷屬可辦理借書證 1 案，提請討論。
說明：配合修改「圖書館使用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 3)及製作「教職員工
眷屬借書證申請表」(附件 4)。
決議：修正通過，將送行政會議審議。
捌、臨時動議：無
玖、主席裁示：
一、有關委員建議採購論文抄襲比對系統 1 案：本館將洽廠商提供本校師生試用
後，評估是否採購。
二、有關委員建議開放漫畫區之圖書可以提供外借 1 案：由本館進行評估。
拾、散會： 12 時 5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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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體育大學 105 學年度第 2 次圖書館委員會會議議程

壹、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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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10 月 5 日召開之 105 學年度第 1 次圖書館委員會會議紀錄報告。(詳見附
件 1)。
二、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業務報告：
（一）讀者服務組：
1.館藏與館舍管理：
(1)館藏盤點:中文書第3次盤點工作共檢查4,410本館藏之 RFID 晶片，已完成，
並將圖書館藏盤點報告檢送總務處園管組。
(2)節能措施：1月19日桃園市政府節能 E 世代服務專家學者至本館進行實地訪
查，並提出節能改善建議。
(3)館舍修繕： 106年3月完成室內空氣品質巡檢、圖書館門禁系統檢修、4樓
梯廳磁磚突起修繕等。
(4)室內空氣品質稽查：106年1月12日桃園市環保局來館稽查圖書館2樓至4樓
共9處”二氧化碳檢查，合格。3月8日桃園市環保局來館稽查圖書館室內空
氣品質，在2樓設置檢測儀器，24小時連續檢測二氧化碳、懸浮微粒、甲酫
及細菌4項指標。
2.期刊及資料庫：
已於5月24日發 mail 給全校教師，可進行2018年新訂期刊推荐，圖書館將匯整
資料，擬請各相關系所圖書委員協助審核並給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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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日-106年5月31日共舉辦12場導覽，有2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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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華藝 CEPS 教育訓練、在職專班與交換生同學進行電子資源
教育訓練、辦理圖書館資料庫查詢與電子資源利用教育訓練、學位論文上
傳教育訓練，以上4種類型之講習課程，共7場次，計153人次參加。
(3)影視播放：106年2月1日-106年6月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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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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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日-6月30日主題書房
-世界古文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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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日至4月30日圖書借閱最多前20
名可獲小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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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論文授權率最高 (前5名授權率
皆為100%)
(2) 學位論文審核及上傳：據教務處註冊組說明，本校105學年第2學期辦理
碩士生離校手續開始日為106年6月26日。將配合上述時程辦理。
2.106年經費執行狀況(106.1.1~106.5.31)
執行率

餘額

經常門

75.46%

625,765 元

資本門

81.80%

1,219,201 元

3.館藏增加量：
(1)106年1月1日至106年5月31日共增加圖書資訊2,224件：中文圖書1,549
冊、西文圖書285冊、中文數位論文31篇、西文數位論文170篇、電子書
3件、電子期刊年購刊數35種、光碟151片。
(2) 統計至106年5月31日，本校館藏總量為309,800件。
4.贈書處理：
105年12月1日至106年5月31日處理贈書933筆，含：
(1)105年12月8日本校洪得明教授捐贈圖書一批。
(2)106年3月20日台灣科技大學詹德基教授捐贈圖書36本、郵票3箱。
5.圖書資料採購：
(1)中文圖書折扣標契約：
a.契約於3月9日開始，契約總價556,000元，截止至6月7日，已經發訂
239,873元，執行率為43%。
b.已於6月2日辦理分季驗收之第一次驗收。
(2)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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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加入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30萬元，已於5月8日完成驗收，新增數位
論文170篇。
(3)華藝電子書：
採購華藝電子書聯盟共享方案，辦理中。
6.主題書展：
學期
時間
主題
105年第1學期 105年12月至今 跟 TED 學表達，說故事的力量：演
講類相關圖書
105年第1學期 105年12月至
筆記術
106年4月
105年第2學期 106年4月至今
樂齡心生活：護老主題相關圖書
7.106年世界圖書日生命教育系列活動(4月25日~4月28日)，活動含
(1)生命教育講座：活動開幕日(4月25日)特別邀請黃世岱副總(小丑蛋黃哥)
到校演講生命教育。
(2)照片有獎徵選：阿公阿嬤跟孫子的甜蜜時光。
(3)中、西文圖書及視聽資料現貨展示：師生推薦熱絡，共推薦188種
(4)電影欣賞。
捌、 討論事項：教職員工眷屬可辦理借書證，詳附件 2(圖書館使用規則修正條文對
照表)、附件 3(教職員工眷屬借書證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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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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體育大學圖書館使用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106.6.8

修正條文
第二章 服務對象
第二條 本校榮譽教授、教職
員工生、兼任教師(教練)得
憑身分證、教職員證、學生
證辦理借閱圖書資料。教職
員工眷屬、訪問學者、退休
教職員工、校友、社會人
士、學分班學員等，依第三
條規定提出辦理借閱圖書資
料申請，核可後憑各相關證
件辦理借閱。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章 服務對象
本條增加「教職員工
第二條 本校榮譽教授、教職 眷屬」之身分別。
員工生、兼任教師(教練)得
憑身分證、教職員證、學生
證辦理借閱圖書資料。訪問
學者、退休教職員工、校
友、社會人士、學分班學員
等，依第三條規定提出辦理
借閱圖書資料申請，核可後
憑各相關證件辦理借閱。

第三條 教職員工眷屬憑身分
證明，填具「國立體育大學
圖書館教職員工眷屬借閱圖
書資料申請表」辦理申請。
訪問學者憑身分證或護照正
本及學者交流公文，填具
「國立體育大學學者借閱圖
書資料申請表(代契約)」辦
理申請。退休教職員工、校
友、社會人士憑本校退休
證、校友證、身分證或附有
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並填
具「國立體育大學退休教職
員工、校友暨社會人士借閱
圖書資料申請表(代契約)」
辦理申請。學分班學員憑學
員證，填具「國立體育大學
學分班借閱圖書資料申請表
(代契約)」辦理申請。

第三條 訪問學者憑身分證或 本條增加教職員工眷
護照正本及學者交流公文， 屬之申請辦法。
填具「國立體育大學學者借
閱圖書資料申請表(代契
約)」辦理申請。退休教職員
工、校友、社會人士憑本校
退休證、校友證、身分證或
附有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
並填具「國立體育大學退休
教職員工、校友暨社會人士
借閱圖書資料申請表(代契
約)」辦理申請。學分班學員
憑學員證，填具「國立體育
大學學分班借閱圖書資料申
請表(代契約)」辦理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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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體育大學圖書館使用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106.6.8

修正條文
第三章 圖書資料之借閱
第七條 借閱數量暨期限：
一、 榮譽教授、專任及兼任
教師(教練)暨訪問學者：以
30 冊（件）為限，借期60
天。
二、 研究生：以30 冊（
件）為限，借期30 天。
三、 大學部學生：以20 冊
（件）為限，借期30 天。
四、 職員工：以20 冊（
件）為限，借期30 天。
五、 教職員工眷屬：以10
冊（件）為限，借期30 天。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章 圖書資料之借閱
本條新增第五點教職
第七條 借閱數量暨期限：
員工眷屬借閱件數暨
一、 榮譽教授、專任及兼任 期限。
教師(教練)暨訪問學者：以
30 冊（件）為限，借期60
天。
二、 研究生：以30 冊（
件）為限，借期30 天。
三、 大學部學生：以20 冊
（件）為限，借期30 天。
四、 職員工：以20 冊（
件）為限，借期30 天。

第七章 附則
第三十一條 凡教職員工離職
，出國進修或停聘；學生畢
業、退學、休學離校者，其
所借圖書資料在離校前應悉
數歸還(含眷屬借閱)，始得
辦理離校手續。
讀者所借圖書資料逾期未還
或遺失、損壞者，應依本規
則規定辦理賠償事宜。如逾
三個月仍不辦理賠償手續時
，本館得以其原繳交之保證
金抵充之，借閱人不得異議
，且於該項應賠償事宜未處
理完竣前，不得再提出借閱
申請。

第七章 附則
本條增加教職員工離
第三十一條 凡教職員工離職 職，其眷屬借閱圖書
，出國進修或停聘；學生畢 資料應悉數歸還。
業、退學、休學離校者，其
所借圖書資料在離校前應悉
數歸還，始得辦理離校手
續。
讀者所借圖書資料逾期未還
或遺失、損壞者，應依本規
則規定辦理賠償事宜。如逾
三個月仍不辦理賠償手續時
，本館得以其原繳交之保證
金抵充之，借閱人不得異議
，且於該項應賠償事宜未處
理完竣前，不得再提出借閱
申請。

本條刪除本規則公布
施行或修正須經行政
第三十三條 本規則經圖書館
第三十三條 本規則經行政會 會議通過之規定，並
委員會通過，並陳請校長核
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 修改為須經圖書館委
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
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員會通過，方得陳請
同。
校長核定後公布施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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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影印收據，並釘於申請表背面，以備查核)

國立體育大學 圖書館
教職員工眷屬借閱圖書資料申請表
茲申請國立體育大學圖書館圖書借閱權利，並遵守「國立體育大學圖書館使用規
則」所列之各項規定及個資使用同意，如有圖書資料遺失、損壞或逾期歸還情事，願接
受該規則之規定處理，保證人願承擔申請人應負之責，特此切結。

申請人
姓名

申請人(眷屬本人)：

(簽章)

保證人(教職員工)：

(簽章)

申請日期

年

申請人
身分證號

與保證人
之關係

教職員工
姓名

電話

E-mail
(教職員工通知 mail)

借書證效期

當教職員工辦理離校，眷屬借閱權一併失效

項目

金額

借書證申請費
用
圖
書
館

日

(教職員工聯絡電話)

教職員工
單位

費

月

新台幣 壹 佰 元整

實付金額
承辦人

新台幣

佰 元整

單位主管
(決行)

組長

□申請人及保證人已詳閱以下申請須知，同意遵守相關規定及上述申請表所填載之所有個人
資料，作為國立體育大學圖書館業務使用，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相關規定為必要之蒐集、

申
請
須
知

處理及利用。
申請人/或法定代理人：
保證人
:

(簽章)
(簽章)

1. 申請資格：本校教職員工之眷屬(含父母、配偶、子女)。
2. 申請時需檢附：
 1.身分證明正本(驗後退還)。 2.一吋脫帽近照一張。(電子檔亦可)
3. 辦理流程：
(1)填具本『借閱圖書資料申請表』。

(2)申辦費新台幣100元，請至本校自助繳費機繳納，取得繳費收據。
(3)攜帶說明2之資料、申請表、收據正本至圖書館服務台審核建檔。
4. 作業期限：
當天保證金繳納完成，且檢附資料完整即可完成申請；如遇假日申請，須於下一個上班日
5.

6.

7.
8.
9.

方可完成申請建檔作業。
借閱冊數、期限與相關規定：
(1) 僅限借閱圖書/視聽資料，以 10 冊（件）為限，圖書借期30天，視聽資料14天 。
(2) 借閱圖書資料期滿前，如無他人預約，得續借二次；視聽資料不得續借。
(3) 借閱圖書資料逾期時，本館得按日(得扣除閉館日)收取滯還金；每冊（件）逾期1日，
應繳滯還金新台幣5元，每冊（件）滯還金以新台幣300元為上限。逾期未還清所借圖
書資料或滯還金未繳清者，暫時停止其借閱圖書資料權利。
(4) 圖書遺失、毀損賠償及相關規則依「國立體育大學圖書館使用規則」辦理，本校保留
法律追訴權。
(5) 本申請不包含電子資源連線使用權、電腦設備、場館空間使用。
(6) 借閱證限本人使用，禁止將證件借予他人入館，違者本館將依情況取消該證借閱權。
(7) 本館於各讀者借閱圖書資料之到期日前後，將透過電腦自動發信系統，以電子郵件寄
發「讀者借閱圖書資料到期、逾期通知」，以提醒各讀者之服務措施，唯讀者若有因電
子郵件信箱空間不足，或因變更電子郵件帳號未自行上網更新，或網路線路障礙等情
事，通知信件便無法及時送達。到期、逾期通知係為確保圖書資料之公平使用為前
提，係屬提醒作用，各讀者仍應隨時掌握其個人借閱狀況，不得以未收到到期、逾期
通知為由，而據以拒絕繳交圖書資料逾期歸還處理費等。
(8) 借閱人如屬未成年，視聽資料須符合各影片分級制規定始得借閱。
掛失：借閱證掛失須在圖書館開放時間閉館前30分鐘以電話(03)328-3201轉6201或親洽本
館辦理掛失，目前並無24小時掛失服務。掛失前若遭人冒用，應由讀者自負相關賠償責
任。
掛失補發：借書證遺失或毀損，須繳交手續費新台幣100元，憑身分證明正本審驗後補
發。
進入本館應遵守本館使用規則及相關規定，共同維護館內閱覽環境，
個人資料維護：
謹遵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對於讀者因辦理借閱證而由本館取得之以下個人資料或各
項個人借閱流通使用紀錄，必將依法善盡保密之責：
(1) 蒐集範圍：本館於讀者申請借閱證，提供圖書資料外借、預約等服務時，將蒐集、處理
或利用您的姓名、身分證字號等個人資料。
(2) 蒐集目的：本館蒐集讀者資料之目的，係為控管讀者使用本館各項圖書資源之權限，或
執行圖書資料流通業務而為之。
(3) 讀者權益： 基於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之規定，您可行使查詢、閱覽、複本、補
充、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請求停止處理、請求停止利用、請求刪除等權利；您可自由
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若拒絕提供個人資料，本館將無法提供您相關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