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體育大學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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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11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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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淑芳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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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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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一：圖書館於學期間假日開館時間調整一案。
說 明：
一、目前圖書館於學期間例假日之開放時間，週六為 10 時至 18 時，週日為 10
時至 17 時。其中週六閉館時間較晚，係因在職專班下課時間約 17 時，顧
及其還書需求而延後週六之閉館時間。
二、因應近來部分讀者反映希望假日開館時間可以提早，故提出調整方案如
下，提請委員討論：
（一）方案一
(1) 週六：開放時間自 10 時至 18 時，調整為 9 時至 17 時。
(2) 週日：開放時間自 10 時至 17 時，調整為 9 時至 17 時。
（註：週六開放時數不變，僅提前開、閉館；週日開放時數增加 1 小時）。
（二）方案二
(1) 週六：開放時間自 10 時至 18 時，調整為 9 時至 18 時。
(2) 週日：開放時間自 10 時至 17 時，調整為 9 時至 17 時。
（註：週六、週日開放時數各自增加 1 小時，提前開放。因週六由約聘
人員值班，圖書館須連帶調降該約聘人員週間平日的工時；另勞動型工
讀生採時薪制，每日工時 8 小時，週六無法全程排班）。
三、上開圖書館學期間例假日開放時間之調整方案如獲通過，擬自 107 年 11
月 1 日起實施。
決議：一致通過，採取方案一。
玖、臨時動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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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體育大學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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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11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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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淑芳 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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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5 月 31 日召開之 106 學年度第 2 次圖書館委員會會議紀錄報告(附件 1)。
二、107 年 6 月起至 107 年 10 月業務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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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館藏盤點：目前進行中文圖書盤點工作，截至 10 月 19 日已初盤 74,142 冊
（107 年 9 月止中日文圖書館藏 143,539 冊）。
(2) 館舍修繕：圖書館 3、4 樓局部書庫路口加裝感應燈；針對消防箱警示燈未
亮情形進行全區消防迴路改善；4 樓女廁磁磚澎管情形修繕；2 樓無障礙廁
所滑門軌道調整。
(3) 107 年上、下年度館舍空氣品質巡檢，稽核結果合格。107 年度空氣品質定
期檢查 6 月辦理完成，稽核結果合格（註：空氣品質巡檢須每半年 1 次；
定期檢查須每 2 年 1 次）。
(4) 107 年上半年度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維護勞務採購驗收完成；107 年下半年度
系統維護預計 12 月辦理驗收。
(5) 其他館務：。
2. 期刊及資料庫
(1) 2019 年中日文紙本期刊採購完成。
(2) 2019 年持續訂購運動休閒資料庫、SPORTDISCUSS、華藝中文電子期刊等資
料庫、華藝中文文獻相似度檢測服務等線上資源。
(3) 2019 年期刊推薦期程自 6 月起至 7 月 31 日，本館彙整所提需求名單後，經
請圖書委員審核，最終增訂：「British journal of sport medicine」一
刊。
(4) 另依校長指示對低使用率之西文電子期刊提出檢討，刪訂刪訂低使用率期
刊如「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等 14 刊。
3. 推廣活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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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6 至 10 月共辦理 8 場導覽，有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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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辦理華藝文獻相似度檢測服務教育訓練、9/7 辦理新生暨
交換生圖書館利用及智慧財產權教育訓練、9/15 辦理在職專班圖書館資源
利用課程、10/16 辦理大學部圖書館電子期刊教育訓練…等講習課程共 13
場次，計 335 人次參加。
(3) 電子論文上傳教育訓練：5/24 至 6/2 辦理共 7 場次，計 62 人次參加。
(4) 閱讀推廣：2 樓主題書展「由你豐四年！體大新鮮人書展」
(5) 智慧財產權宣導：配合 107 年校慶，預訂 107 年 11 月 5 日至 9 日再次舉辦
「好書值得再三回味：精彩二手書贈送」活動，以利舊書流通及降低讀者
複印的機會。
(6) 未來工作計畫：
A. 配合 107 年校慶，舉辦「圖書王之秘寶大進擊」活動，透過遊戲方式讓
讀者認識圖書館的場地資源，以及如何透過索書號去找到書籍。
B. 展櫃更新策展作業。
C. 落實生命教育，以我愛毛小孩為出發點，下學期規劃辦理「撫慰心靈的
小天使」主題電影院。
D. 響應本校提升圖書館服務多樣性之政策，持續辦理引進咖啡館之招商作
業。
（二）技術服務組
1. 博碩士學位論文：
(1) 本校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畢業學位論文，共計審核通過 139 篇，紙本論文
已經上架可供借閱。
(2) 博碩士學位論文網站文件更新：將文件的檔案格式改為開放格式(ODF、PDF
等)。
(3) 整理博碩士學位論文網站之「建檔說明」及「建檔檢核表」
，並蒐集放上各
系所論文封面格式說明的網址連結。
2. 挑選 107 學年主題書展：
(1)配合 10 月份體育博物館舉辦兵器展，挑選「武俠學術」相關圖書及視聽資
料，帶領愛好武俠文學的讀者大眾，進入江湖，一窺堂奧。
(2)配合新學年度新生報到，挑選「戀愛學分」相關主題書於圖書館四樓展示。
3. 整理 2F 語言學習專區：(1)簡化分類，並新增「華語區」 (2)更改圖書加工方
式，改善原本的加工方式遮住圖書封面的問題。
4. 圖書選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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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完成採購校慶期間視聽資料設攤展示時師生推薦之圖書及視聽資料。
(2) 完成採購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電子論文。
(3) 完成採購華藝電子書平台電子書。
(4) 完成採購 106 年 6~12 月出版之簡體中文體育運動類新書一批。
(5) 配合文官學院辦理公務人員專書閱讀心得寫作暨閱讀推廣競賽活動，採購
相關圖書。
5. 圖書進館處理
(1) 本(106)學年度第二學期增加圖書資料 3,185 件：中文圖書 2,004 冊、西文
圖書 622 冊、中文數位論文 123 篇、電子書 6 冊、光碟 269 片。
(2) 館藏總量：統計至 107 年 9 月 30 日，共 320,364 件。
6. 讀者及教師推薦書採購：中日文圖書共 329 套、西文圖書共 336 套。(統計至
107.10.16)
7.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NBINET)合作編目：每月上傳本館書目給國家圖書館。
8. 召開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圖書館委員會會議 (107 年 11 月 1 日)。
9. 完成 107 年 10 月校務資料庫填報作業(107 年 10 月 18 日)。
10. 未來工作計畫：
(1)配合校慶辦理活動：
a.辦理講座(11 月 6 日)：落實生命教育，了解寵物養護倫理。
b.現貨圖書展示：將邀請西文圖書及視聽資料廠商於 11 月 8、9 日到本校
設攤提供師長同學現場參閱推薦。
(2)協助讀者服務組辦理「圖書館咖啡餐飲區設置」一案。
(3)本校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畢業學位論文審核。
(4)指導陸上系射箭隊學生於圖書館之服務學習課程、協助完成期末上台報告。
(5)辦理「108 年度中文圖書資料及 60 套家用版視聽資料採購案」
(6)107 年度圖書資訊採購及進館處理。
(7)採購 107 年度出版之簡體中文體育運動類新書一批。

捌、 提案討論：
案由一：圖書館學期間假日開館時間調整一案。
說 明：
一、目前圖書館於學期間例假日之開放時間，週六為 10 時至 18 時，週日為 10
時至 17 時。其中週六閉館時間較晚，係因在職專班下課時間約 17 時，顧及
其還書需求而延後週六之閉館時間。
二、因應近來部分讀者反映希望假日開館時間可以提早，故提出調整方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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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委員討論：
（一）方案一
(1) 週六：開放時間自 10 時至 18 時，調整為 9 時至 17 時。
(2) 週日：開放時間自 10 時至 17 時，調整為 9 時至 17 時。
（註：週六開放時數不變，僅提前開、閉館；週日開放時數增加 1 小時）。
（二）方案二
(1) 週六：開放時間自 10 時至 18 時，調整為 9 時至 18 時。
(2) 週日：開放時間自 10 時至 17 時，調整為 9 時至 17 時。
（註：週六、週日開放時數各自增加 1 小時，提前開放。因週六由約聘人員值
班，圖書館須連帶調降該約聘人員週間平日的工時；另勞動型工讀生採
時薪制，每日工時 8 小時，週六無法全程排班）。
三、上開圖書館學期間例假日開放時間之調整方案如獲通過，擬自 107 年 11
月 1 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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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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主席裁示：
一、 圖書館近期正在努力籌劃咖啡餐飲的進駐，希望可以滿足教職員生們的期
待。
二、 下週二 10:40 本館舉辦專題講座：
「狗醫生來體大：談動物輔助與治療」，
地點在圖書館四樓學術討論室，當天會有黃金獵犬進入圖書館。請各位委
員幫忙宣傳，鼓勵同學們來參加。
三、 配合「兵器展」
，本館 4 樓主題書區正在展示「武俠文學」的主題書展，也
藉此紀念剛逝世的武俠小說大師金庸先生。請各位委員幫忙宣傳，鼓勵及
提升同學們的閱讀風氣。
壹拾壹、散會： 12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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