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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博物館 107年第 2次館務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107年 2月 27日(二)上午 11時 00分 

二、開會地點：體育博物館辦公室 

三、主    席：邱館長炳坤                          記錄：黃乙純 

四、出    席：奧林匹克中心林主任岑怡、典藏展覽組李組長彩鳳、典藏展覽

組黃乙純 

五、列    席：林專門委員榮通 

六、主席致詞： 

七、報告事項： 

(一)確認前次(107年第 1次館務會議)會議紀錄。主席裁示：洽悉。 

(二)重要業務報告及通知事項： 

1. 107年 2月 1日參加博物館數位人文之期許與實踐(二)文化+創意+

產業：國立故宮博物院之新使命/文創行銷處處長林國平講座工作坊

心報告： 

(1).故宮門票與商店營業額近三年趨近，文創授權金收益減少，品牌

授權金增加。 

(2).各館不一定要做文創授權，須依法令、需要及效益考量，以免徒

增成本，而無效益，並建議各小館聯合平台授權外，文創實體鋪

應聯合辦理，較能提高知名度及購買人潮。 

2. 「體大 30週年校史展」延期至 3月 2日，待蒙古團貴賓參觀完畢即

辦理撤換展事宜。 
3. 有關「2018年亞運會加油!－女性運動員特展」展覽製作及開幕式

活動，辦理進度如下說明(附件)： 

(1).文物徵集情形及文物清單，總計聯繫 20位選手及中華奧會，目前

確定有 12位可提供文物作展出。 

(2).開幕式活動貴賓名單，參考四年前貴賓名單，加上本次文物借展

人，以及大學體育博物館聯盟成員，目前名單共計 218位。 

(3).開幕式記者會之活動流程及請柬設計稿。 

4. 轉知人事室公告：106-2學期子女教育補助申請開放申請。 

5. 教育部深耕計畫中通過辦理奧林匹克精神推廣與探討：增強學生對

以運動會友及團結、和諧、公平競賽的運動精神之認識，獲經常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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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000元經費，擬分項辦理： 
B4-3.1增加學生對國際體育賽事之歷史、哲學之認識辦理研討會

或論壇或青年營/每學期 1場(規劃 10萬) 

B4-3.2深化學生對國際體育賽事參與之經驗辦理奧運日相關活動/

每年 1場 (規劃 5萬) 

B4-3.3擔任國際賽會志工/每 2年 1次 1(規劃 4萬 1) 

B4-3.4導覽志工培訓/每年 1場(規劃 10萬)  

提請協助 B4-3.4導覽志工培訓之規劃。(備註：請乙純協助導覽志

工專業課程(4~8小時)，有關校史室及特展之導覽文稿。) 
 

八、指(裁)示事項辦理情形： 

項次 指(裁)示事項/日期 辦理情形 
承辦 
人員 

預訂完
成日期 

備註 

一 

107年展覽：「2018年亞
運會加油!－女性運動員
特展。」 
106.12.12 

1、本案業已於 107年 01月
30日上網徵求展覽製作計畫
書。 
2、羅列預計徵集之文物清
單，執行以主題式概念徵集
相關文物。 
3、規劃開幕式記者會活動及
貴賓聯繫。 

李彩鳳 
黃乙純 

107.10  

二 

體育博物館「運動選手心
路歷程數位影片製作計
畫」 
106.08.15 

1、本案於 12/28線上申請及
郵寄紙本計畫書至文化部申
請經費。 
2、依文綜字第 1073003701
號函，本計畫獲核定補助 30
萬元整，並需於 3月 2日前
檢附新版計畫書及修正說明
表回函報部。 

李彩鳳 
黃乙純 

107.12  

九、討論提案： 

提案一 

案由：有關「國立體育大學文物分類簡表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配合導入文典系統，特參考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文物分類簡表，修訂

適用本館分類簡表，以利系統詮釋資料之著錄。 

二、檢附：國立體育大學文物分類簡表草案(如附件一)、文典系統編目著錄

範例(如附件二)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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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有關「國立體育大學體育博物館藏品及其他管理物件第一階段篩選分級

之基本作業原則」，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執行本校體育博物館藏品及其他管理物件分類分級作業，訂定第一階

段之篩選分級之基本原則，俾利館員進行分類分級作業時有所依據，特

訂定本基本原則。 

二、檢附：「國立體育大學體育博物館藏品及其他管理物件第一階段篩選分

級之基本作業原則」(如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案由：有關 107年體育博物館「運動員心路歷程紀錄片製作」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有關本案依文化部文綜字第 1073003701號函，需於 107年 3月 2日回

函檢附新版計畫書及修正說明。 

二、依 106學年度第 1次體育博物策展管理小組暨典藏品審議及管理小組聯

合會議紀錄提案三決議：配合展覽主題以本校女性學生或校友為優先，

擇選：陳葦綾、連珍羚、吳蕙如、陸雲鳳、曾櫟騁等人，製作時間長度

約 10分鐘之紀錄片。 

三、經連絡結果如下: 

姓名 亞運 奧運/國際級賽事成績 回覆 

曾櫟騁 
2002釜山亞運銀牌 

2006杜哈亞運銅牌 
2012奧運銅牌 有意願 

陳葦綾 2010廣州亞運銅牌 2008年奧運金牌 有意願 

許淑淨 2014仁川亞運金牌 
2012倫敦奧運金牌 

2016里約奧運金牌 

有意願/

可能有比

賽 

吳蕙如 
2006杜哈亞運團體銅

牌 

2004年雅典奧運射箭

團體銅牌 
有意願 

詹詠然 

2006、2010以及 2014

年連獲亞運女子網球

團體金牌 

2016奧運會 8強 

女子職業網球選手，

2017年 2月開始與瑞

士籍辛吉絲搭檔，並

於同年 10月與搭檔辛

吉絲獲選 WTA年度最

佳雙打，目前為女子

雙打世界排名第一。 

人在國外

没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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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亞運 奧運/國際級賽事成績 回覆 

詹謹瑋 

2002釜山亞運女子網

球團體銅牌、2006、

2014年連獲亞運女子

網球團體金牌、2014

亞運女子網球雙打金

牌 

 有意願 

連珍羚 2014仁川亞運第 4名  人在國外 

陸雲鳳 
2006杜哈亞運女雙銅

牌(陸雲鳳和黃怡樺) 

2004年雅典奧運，桌

球女雙前八名(陸雲鳳

和黃怡樺)。 

有意願 

 

決議：拍攝選手序位為陳葦綾、曾櫟騁、詹謹瑋、吳蕙如、陸雲鳳。 

 

提案四 

案由：有關向成功大學博物館引進館內科普展覽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增進大學博物館交流，本館是否願意引進非體育方面之展覽，並將本

館的展示借給各大學博物館，以一年一次或在館內部份展區方式辦理，

以擴展大展覽區域，增進教育推廣之效益。 

二、與各大學合作巡展，是否同意以不收場租，各館只負擔運費或提供圖文

說明供借展館方輸出展示，以達互惠原則。 

三、2017/2/12全國大學博物館聯盟第二次交流會議提及三項合作展示如

下，是否有意願引進館內展示。 

(一)藝游宇宙：蘇聯航太人文展 

(二)豆豆與神父：遺傳學家孟德爾神父在修道院後院種植豌豆時，發現並

總結出了兩條規律，後人稱之為孟德爾定律。他在 1856年至 1863年

間種下了約 5000株豌豆植株並進行雜交實驗，本展示由國外製版引

進以淺顯概念介紹植物科學知識，國內已 20多個單位巡展。 

(三)科學豪捷：《科技豪「捷」-從孟德爾、保時捷到醫學家》這個特展是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 2018年是建國 100年的紀念，國內各大學巡展

中。 

決議：申請「科學豪捷：《科技豪「捷」-從孟德爾、保時捷到醫學家》」特展於

本校展出；展示地點安排在本校行政大樓人潮多場地。 

 

提案五 

案由：有關是否明年接辦全國大學博物館聯盟交流會議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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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國大學博物館聯盟包括：1.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2.高雄醫學大學高

雄醫學大學高醫校史暨南台灣醫療史料館、3.國立臺灣大學校史館暨博

物館群、4.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博物館、5.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史

館、6.國立清華大學文物館籌備處、7.淡江大學海事博物館、8.國立體

育大學體育博物館、9.長榮大學圖書館校史特藏發展組、10.長庚大學

台塑文物館、11.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有章藝術博物館等 11所大學博物館

群。 

二、會中提及聯盟交流會議一年兩次，希望在不同的博物館辦理，互相瞭解

各博物館特性及展場，第一、二次交流會議已在南部成功大學舉辦，今

年 6月將在北部台大舉辦第三次交流會議，11月在師大辦理第四次交

流會議。 

三、會中提及桃園區台塑文物館與本館地理位置接近，如果接辦，可一次參

觀兩間博物館，是否連絡台塑文物館館長考慮明年兩館一起接辦，會議

地點建議在長庚大學，餐點費兩館各出一半，本館協助人力支援引導或

派車。 

決議：同意與長庚大學共同承接交流會議，將本活動納入本館明(108)年業務計

畫中，並協調本館提供會議便當之餐費、長庚大學提供會議地點與接待

服務。 

 

提案六 

案由：有關本館 107年度下半年展展覽主題，提請討論。 

說明： 

一、配合本校運動項目發展特色、展覽內容取材、文物徵集之可及性，規劃

以射箭為題特展。 

二、展覽內容架構以：射箭典故歷史故事、弓箭器物歷史與用途、射箭競技

運動，以及射箭傳奇人物及選手等內容介紹，架構展覽。本案計劃書初

稿請參考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 

 

十、臨時動議：(無) 

 

十一、主席裁示： 

1.請於展櫃增加擺設本校與蒙古交流之文物紀念品，供蒙古團貴賓蒞館參訪 

於 107年 3月 1日蒞館參觀時觀賞。 

2. 請與本校總務處營繕組蒐集學校重要工程圖以典藏校史發展。 

 

十二、散會：  12   時    2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