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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作業基金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作業基金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作業基金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作業基金    

業務計畫及預算說明 

中華民國 100 年度 

壹壹壹壹、、、、    基金概況基金概況基金概況基金概況    

一一一一、、、、    設立宗旨設立宗旨設立宗旨設立宗旨：：：：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以下簡稱本館)，隸屬教育部，掌理各種

圖書之蒐集、編藏、考訂、展覽、研究等業務及輔導臺灣地區圖書館事

業之發展事宜。 

本館自 97 年度納入「國立社教機構作業基金」實施範圍，於該基

金下設「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作業基金」，未來將更注重成本效益

觀念，加強開源節流措施，提高經費使用效能，以減輕政府財政負擔，

提升營運績效與服務品質，增加對社會的服務功能。 

 

二二二二、、、、    組織概況組織概況組織概況組織概況：：：：    

 依據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組織條例，置分館長 1人，綜理館務。

下設 5組 2室，分別掌理有關事項： 

(一) 採訪編目組：掌理圖書徵集、選購、登記、分類、編目及交換事項。 

(二) 閱覽典藏組：掌理金石、輿圖、文獻、圖書、資料之庋藏、互借、

圖書資料陳列、閱覽、出借及閱讀指導等事項。 

(三) 參考服務組：掌理對讀者提供國內外各種資料與諮詢之答覆，編製

各種專題目錄等事項。 

(四) 推廣輔導組：掌理調查、統計、研究、視察、輔導、推廣及館際聯

繫等事項。 

(五) 總務組：掌理文書、庶務、財物管理、出納及不屬其他各組之事項。 

(六) 人事室：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七) 會計室：依法辦理歲計、會計事項，並兼辦統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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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基金歸類及屬性基金歸類及屬性基金歸類及屬性基金歸類及屬性：：：：    

本基金係預算法第 4條第 1項第 2款所定，凡經付出仍可收回，而

非用於營業之作業基金，並編製附屬單位預算之分預算。    

    

貳貳貳貳、、、、    前年度及前年度及前年度及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前年度決算前年度決算前年度決算前年度決算結果結果結果結果及及及及上年度預算截上年度預算截上年度預算截上年度預算截

至至至至 99999999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止止止止執行情形執行情形執行情形執行情形))))    

一一一一、、、、    前前前前((((98989898))))年度決算結果年度決算結果年度決算結果年度決算結果：：：：    

(一) 業務收入：決算數 1億 6,525 萬 5 千元，較預算數 1億 2,111 萬元，

增加 4,414 萬 5 千元及 36.45%，主要係其他補助收入增加所致。 

(二) 業務成本與費用：決算數2億3,571萬8千元，較預算數1億4,277萬

元，增加 9,294 萬 8 千元及 65.10%，主要係辦理教育部補助計畫

及提列折舊、折耗及攤銷費用增加所致。 

(三) 業務外收入：決算數 2,601 萬 2 千元，較預算數 2,169 萬 7 千元，

增加 431 萬 5 千元及 19.89%，主要係利息收入、出版品等收入增

加所致。 

(四) 收支餘絀：決算數短絀 4,480 萬 2 千元，預算數賸餘 3 萬 7 千元，

由餘轉絀，主要係因折舊、折耗及攤銷費用增加所致。 

(五) 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與擴充：決算數 2,248 萬 3 千元，預算數

3,092 萬 3 千元，執行率約 72.71%，主要係因本館遷建工程之水

電消防工程承商，對結算金額異議進行訴訟，致設計監造費及相關

工程款無法明確結算及撥付，預算保留至 99 年度繼續執行所致。 

二二二二、、、、    上上上上((((99999999))))年度截至年度截至年度截至年度截至 6666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止預算執行情形日止預算執行情形日止預算執行情形日止預算執行情形：：：：    

(一) 業務收入：實際業務收入 7,828 萬 3 千元，較預計業務收

入 7,240 萬 8 千元，增加 587 萬 5 千元及 8.11%，主要係建教

合作收入及其他補助收入增加所致。 

(二) 業務成本與費用：實際業務成本與費用 1 億 2,272 萬 5 千元，較

預計業務成本與費用 1億 131 萬 1 千元，增加 2,141 萬 4 千元及

21.14%，主要係折舊、折耗及攤銷費用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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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業務外收入：實際業務外收入 1,303 萬 4 千元，較預計業務外收

入 1,147 萬 8 千元，增加 155 萬 6 千元及 13.56%，主要係場地出

租等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增加所致。 

(四) 業務外費用：預計業務外費用原無列數，實際業務外費用 1萬 9

千元，係編制外人員辦理年終業務檢討會相關費用所致。 

(五) 收支餘絀：實際發生短絀 3,142 萬 7 千元，較預計短絀 1,742 萬 5

千元，增加短絀 1,400 萬 2 千元，主要係因折舊、折耗及攤銷費用

較預計數增加所致。 

(六) 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與擴充：預計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與擴充

1,710 萬 8 千元，實際執行數 376 萬 1 千元，執行率約 21.99%，主

要係因本館遷建工程之專案管理廠商對服務費有爭議，目前申請仲

裁中，致無法核算服務費所致。 

    

參參參參、、、、    業務計畫業務計畫業務計畫業務計畫    

一一一一、、、、    營運計畫營運計畫營運計畫營運計畫：：：：    

業務計畫 績效目標 績效衡量指標預期成果 

(一)教育部補
助公共圖
書館閱讀
推廣與館
藏充實實
施 計 畫 -
複評及輔
導。 

 

1.辦理計畫說明會。 邀縣市鄉鎮圖書館相關人員參加計畫說
明會。 

2.成立審查小組。 聘請相關學者專家組立審查小組擔任複
審工作。 

3.辦理審查小組委員
會議及複評作業。 

完成複審作業(約 150件)，陳報教育部
決審。 

4.協助及輔導獲補助
圖書館計畫執行。 

輔導獲教育部核定申請補助計畫之圖書
館達成計畫執行。 

5.辦理計畫成果展示
及記者會。 

辦理計畫成果展示、計畫成果觀摩及標竿
學習 1至 2場。 

6.辦理審查小組委員
訪視事宜。 

辦理審查小組委員訪視事宜 1至 2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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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績效目標 績效衡量指標預期成果 

(二)擴充特色
館藏。 

1.蒐集臺灣研究相關
資料。 

增加臺灣文獻特藏 7,000冊/件。 

2.充實視障館藏資
料，提供視障讀者
終身學習。 

增加點字電子書 280 種、紙本點字書
500 冊及有聲書 3,000 件。 

(三)提升服務
品質。 

1.精簡圖書採購程
序，縮短新書進館
日程。 
 

為提高熱門書、暢銷書、書展用書等類型
圖書的進館速度，採取「閱選訂購」採購
方式，使其新書上架時程由 90 日縮短為
30日，年度內辦理 18次「閱選訂購」。 
 

2.辦理讀者意見及服
務滿意度調查，俾
利服務成效評估。 

辦理 1次讀者問卷調查，發放 1,000份問
卷，讀者整體滿意度及館員服務滿意度較
99 年度提升 1﹪以上。 

3.推動提升服務品質
實施計畫。（4%） 

 

(1) 辦理 4 次讀者服務教育訓練、4 次電
話禮儀測試，並修訂服務標準化作業
流程，按季追蹤執行情形並列入考
核，以強化館員專業知能。 

(2) 降低讀者負面意見投書率，讀者負面
意見投書率較 99 年度降低 3﹪以上。 

(四)強化親子
及多元族
群閱讀。 

1.鼓勵親子閱讀，推
展親子閱讀風氣。 

(1) 舉辦 120場說故事、影片欣賞、閱讀
推廣等活動，參加人數 6,000 人。 

(2) 親子資料中心使用人次較 99 年增加
10,000 人，借閱冊數增加 10,000冊。 

2.推動多元族群終
身學習。 

(1) 增購樂齡及新住民主題圖書資料
1,000件。 

(2) 辦理 6場樂齡及新住民系列講座。  

(五)推動社會
教育，強
化終身學
習體系。 

辦理研習班、講座、
展覽及推廣活動，提
供民眾多元化終身學
習機會。 

(1) 辦理各類研習班 45 班，招收學員
1,000名。 

(2) 辦理終身學習系列講座及與作家有
約導讀活動 24場。 

(3) 辦理各類社教藝文展覽 20場。 
(4)結合相關機構與學校辦理推廣
活動 6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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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績效目標 績效衡量指標預期成果 

(六)建置臺灣
學數位圖
書館，支
援教學研
究。 

持續辦理館藏日文臺
灣文獻資料數位化，
建置詮釋資料及影像
系統，提供讀者網路
查詢下載。 

(1) 新增數位掃瞄 258,000影幅資料，約
計 920冊圖書。 

(2) 新增詮釋資料 920筆。 

(3) 提供讀者網路查詢下載，較99年成長5﹪。 

(七)推廣臺灣
學研究 

1.辦理臺灣學系列講
座，推廣臺灣學研
究風氣。 

辦理「臺灣學」系列講座 12場。                       

 

2.配合館藏臺灣資料
之特色，辦理系列
展覽。 

辦理 6場系列展覽與巡迴展。 
 

3.鼓勵國內各大學研
究生研究本館臺灣
學館藏資料，獎助
臺灣學博、碩士論
文，並蒐集有關臺
灣學研究之博、碩
士論文。 

 

(1) 獎助博士論文 1 至 3 名、碩士論
文 5 至 10 名，提供博士每名新台
幣 5萬元、碩士每名 3萬元獎助金。 

(2) 蒐集臺灣學博、碩士論文 500冊。 

 

4.設置「日治時期臺
灣民族運動資料專
區」，積極蒐集及推
廣相關文獻資料。 

(1) 設置「日治時期臺灣民族運動資料
專區」，集中典藏及推廣館藏相關資
料，並持續加強臺灣先覺者文獻資
料徵集。 

(2) 與相關公私立機構或學術研究單位
合作辦理 1場學術研討會。 

 

(八)特藏維護
及推廣，
傳承圖書
修 復 技
術。 

1.修復特藏舊籍，延
續典藏年限，方便
讀者利用。 

(1) 修裱線裝書 150冊。 
(2) 修復日文舊籍 150 冊。 
(3) 冷凍除蟲 2,000冊。 

2.辦理圖書維護專題
展覽及講座，推廣
圖書保健觀念。 

(1) 辦理圖書維護專題展覽 2場次。 
(2) 辦理圖書維護專題講座 2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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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績效目標 績效衡量指標預期成果 

(九)研究出版。 
編印圖書館及臺灣學
刊物，並出版臺灣學
系列講座及館藏臺灣
學書展專輯，加強研
究推廣。 

(1) 編印出版《臺灣圖書館管理》季
刊 4 期。 

(2) 編印出版《臺灣學通訊》月刊 12
期及《臺灣學研究》半年刊 2期。 

(3) 編印出版 99 年度臺灣學系列講座
專輯 500冊。 

(4) 編印 100 年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專
輯 1,000冊。 

 

    

    

    

二、 固定資產之建設固定資產之建設固定資產之建設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改良改良改良、、、、擴充與擴充與擴充與擴充與其其其其資金來源及其投資計畫之成本與效資金來源及其投資計畫之成本與效資金來源及其投資計畫之成本與效資金來源及其投資計畫之成本與效

益分析益分析益分析益分析：：：： 

(一) 本年度預算總數為 1,500 萬元，其內容如下: 

1. 專案計畫部分:無。 

2.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部分： 

 (1)分年性項目:無。 

 (2)一次性項目:機械及設備 500 萬元、什項設備 1,000 萬元。 

(二) 資金來源:係均屬自有資金，其內容如下: 

1. 專案計畫部分:無。 

2.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部分: 

             (1)自有資金:營運資金 1,000 萬元，國庫撥款 500 萬元。 

             (2)外借資金: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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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年度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來源圖表，列示如下: 

100100100100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及其資金來源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及其資金來源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及其資金來源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及其資金來源    

 

 

 

 

 

 

 

 

 

 

 

 

 

 

 

 

 

 

 

 

 

單位:新台幣千元 

建設改良擴充 100 年度預算 資  金  來  源 100 年度預算 

機械及設備                    5,000 自有資金                      15,000 

什項設備                      10,000  營運資金                    10,000 

                                 國庫撥款                    5,000 

    合      計                15,000     合      計                15,000 

建設改良擴充建設改良擴充建設改良擴充建設改良擴充
什項設備66.67%

機械及設備33.33%

資金來源資金來源資金來源資金來源
國庫撥款33.33% 營運資金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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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本年度計編列 1,500 萬元，均係一次性項 

    目，明細如次： 

1. 機械及設備 500 萬元，主要為購置電腦設備及辦理「閱讀植

根與空間改造：圖書館創新服務發展計畫」，包含規劃整合本

館遠距服務系統、建置資安系統及其他機械設備等。 

2. 什項設備 1,000 萬元，主要係購置行政事務設備及中西文圖

書暨辦理「閱讀植根與空間改造：圖書館創新服務發展計

畫」，包含購置視障讀者相關圖書、臺灣學研究相關圖書、

資料庫及綠建築節能減碳等相關設施之用。 

肆肆肆肆、、、、    預算概要預算概要預算概要預算概要    

一一一一、、、、    業務收支及餘絀之預計業務收支及餘絀之預計業務收支及餘絀之預計業務收支及餘絀之預計：：：：    

(一) 業務收入 1億 2,949 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億 3,129 萬 5千元，

減少 180 萬 5 千元及 1.37%，主要係社教機構發展補助收入減少

所致。 

(二) 業務成本與費用2億 4,466萬 6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1億 9,536

萬 4 千元，增加 4,930 萬 2 千元及 25.24%，主要係因折舊、折耗

及攤銷費用覈實提列所致。 

(三) 業務外收入 2,280 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2,297 萬元，減少 17

萬元及 0.74%，主要係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減少所致。 

(四) 業務外費用 8萬元，係國際會議廳場地出租所需之維護支出。 

(五) 業務總收支相抵後，計短絀 9,245 萬 6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4,109 萬 9 千元，增加短絀 5,135 萬 7 千元，主要係因折舊、折

耗及攤銷費用覈實提列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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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本年度及最近 5 年收入與短絀、成本與費用圖表，列示如下： 

100100100100 年度收入年度收入年度收入年度收入與短絀與短絀與短絀與短絀、、、、成本與費用成本與費用成本與費用成本與費用    

 

 

 

 

 

 

 

 

 

 

 

 

 

 

 

 

 

 

 

 
單位:新台幣千元 

收入與短絀 100 年度預算 成本與費用 100 年度預算 

業務收入                      129,490 業務成本與費用                244,666 

 勞務收入                    500  勞務成本                    149,336 

 教學收入                    2,200  教學成本                    1,800 

 其他業務收入                126,790  管理及總務費用              93,530 

業務外收入                    22,800 業務外費用                    80 

本期短絀                      92,456                                 

收入及短絀總額                244,746 成本、費用總額                244,746 

收入與短絀收入與短絀收入與短絀收入與短絀

業務外收入9.32%
本期短絀37.78% 勞務收入0.20% 教學收入0.90%

其他業務收入51.80%
成本與費用成本與費用成本與費用成本與費用

教學成本0.74%
管理及總務費用38.22% 業務外費用0.03%

勞務成本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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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最近最近最近5555 年收入與費用年收入與費用年收入與費用年收入與費用    

 

 

 

 

 

 

 

 

 

 

 

 

 

 

甲甲甲甲、、、、    餘絀撥補之預計餘絀撥補之預計餘絀撥補之預計餘絀撥補之預計：：：：    

(一) 本年度預計短絀 9,246萬6千元，連同以前年度未填補短絀 1億3,381

萬7千元，共計短絀 2億2,628萬 3 千元，悉數留待以後年度處理。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目  97 年度決算  98 年度決算  99 年度預算 100 年度預算 

收入                                  

 業務收入                    136,842 165,255 131,295 129,490 

 業務外收入                  33,575 26,012 22,970 22,800 

收入合計                      170,417 191,267 154,265 152,290 

費用                                  

 業務成本與費用              218,332 235,718 195,364 244,666 

 業務外費用                    351   80 

成本與費用合計                218,332 236,069 195,364 244,746 

本期賸餘(短絀-) -47,915 -44,802 -41,099 -92,456 

註：本基金係 97 年度設立。 

020000400006000080000100000120000140000160000180000200000220000240000260000

千元

 96  97  98  99 100年度

收入合計成本與費用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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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餘絀撥補之預計餘絀撥補之預計餘絀撥補之預計餘絀撥補之預計：：：：    

(一) 本年度預計短絀 9,245 萬 6 千元，連同以前年度未填補短

絀 1 億 3,381 萬 7 千元，共計短絀 2 億 2,627 萬 3 千元，

悉數留待以後年度處理。 

(二) 最近 5 年無賸餘分配，本基金係 97 年度設立。 

                        

三三三三、、、、    現金流量之預計現金流量之預計現金流量之預計現金流量之預計：：：：    

(一) 預計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537 萬 1 千元，包括： 

1. 本期短絀 9,245 萬 6 千元。 

2. 調整非現金項目9,782萬 7千元，係折舊及折耗9,372萬 7千元、

攤銷410萬元。 

(二) 預計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1,800萬元，係增加固定資產 1,500 萬

元及增加無形資產 300 萬元。 

(三) 預計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500 萬元，係增加基金之數。 

 (四) 預計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淨減 762 萬 9 千元。 

 (五)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8,124 萬 2 千元。 

 (六)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7,361 萬 3 千元。 

四四四四、、、、    補辦預算事項補辦預算事項補辦預算事項補辦預算事項：：：：無無無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