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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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及預算說明業務計畫及預算說明業務計畫及預算說明    

中華民國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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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編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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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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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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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度預算截至上年度預算截至上年度預算截至上年度預算截至 97979797年年年年 6666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止執行情形日止執行情形日止執行情形日止執行情形))))    

上上上上(97)(97)(97)(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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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業務收入 6,026 萬元，實際業務收入 7,239 萬 3

千元，較預計數增加 1,213 萬 3 千元，約 20.13%，主要係增加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學術合作案及教育部「臺灣學研究中心設置計

畫」等補助收入。 

二、業務成本與費用：預計業務成本與費用 6,821 萬 1 千元，實際

業務成本與費用 1億 0,040 萬 5 千元，較預計數增加 3,219 萬 4

千元，約 47.20%，係因折舊費用較預計增加所致。  

三、業務外收入：預計業務外收入 807 萬 1 千元，實際業務外收入

1,119 萬 7 千元，較預計數增加 312 萬 6 千元，約 38.73%，主要

係場地出租收入較預計增加所致。 

四、收支短絀：預計賸餘 12 萬元，實際發生短絀 1,681 萬 6 千元，

較預計數減少 1,693 萬 6 千元，係因折舊費用較預計增加所致。 

五、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與擴充：預算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與擴充

2,256 萬元，實際執行數 1,137 萬 4 千元，執行率約 50.42%，主

要係因施工廠商所提履約爭議調解及訴訟案，尚於爭議調解及法

院審理階段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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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提升讀者圖書資訊素養： 

利用讀者電腦教室，舉辦相關課程，以一人一機方式，由專

人教導網路資源檢索技巧及各種資料庫介紹，培養讀者具備

運用圖書館資料庫與網路資源能力及瞭解本館館藏資源。 

(二) 積極推廣閱讀活動，推動網路讀書會： 

為落實終身學習，推廣閱讀風氣，除館內辦理讀書會外，更



                                             

利用網路之便利性，服務向外擴展，讓無法來館參加讀書會

的讀者可透過網路讀書會進行閱讀心得交換、相互討論及專

家學者之文學賞析等。    

(三) 服務政策宣導與館藏特色推廣行銷 

製作服務資訊文宣提供讀者相關資訊，達到宣導服務政策之

效；針對本館未來發展方向，增購臺灣文獻資料及視障資料，

並規劃主題特展，推廣行銷本館特色館藏。 

(四) 行政網路及電腦主機軟、硬體維護 

進行資訊設備維護以維持使用效益，確保資訊服務品質。 

二二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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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充與其資金來源及其投資計畫之成本與擴充與其資金來源及其投資計畫之成本與擴充與其資金來源及其投資計畫之成本與擴充與其資金來源及其投資計畫之成本與

效益分析效益分析效益分析效益分析：：：：    

(一)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本年度預算編列 2,000 萬元，均屬一次

性項目，資金來源皆為國庫撥款，編列項目如次：    

1.機械及設備 98 萬元，主要係購置電腦及周邊設備所需。 

2.交通及運輸設備 2 萬元，主要係購置通信設備所需。 

3.什項設備 1,900 萬元，主要係購置行政事務設備及中西文圖

書與資料庫及視聽資料所需。 

(二)98 年度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及其資金來源圖： 

 

 

 

 

 

 

 

 

 

 

 



                                             

98 年度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來源 

    

建設改良擴充建設改良擴充建設改良擴充建設改良擴充機械及設備4.90% 交通及運輸設備0.10%
什項設備95.00%

 

資金來源資金來源資金來源資金來源

國庫撥款100.00%
 

    
       單位:新台幣千元

建設改良擴充  98 年度預算 資  金  來  源  98 年度預算 

機械及設備                    980自有資金                      20,000

交通及運輸設備                20 營運資金                    0

什項設備                      19,000 國庫撥款                    20,000

    合      計                20,000    合      計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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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 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億 0,879 萬 8

千元，增加 1,231 萬 2 千元，約 11.32%，主要係社教機構發

展補助收入及其他補助收入增加所致。 

(二) 業務成本與費用 1億 4,277 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億 2,509

萬 8 千元，增加 1,767 萬 2 千元，約 14.13%，主要係服務成

本增加所致。 

(三) 業務外收入 2,169 萬 7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654 萬 2 千

元，增加 515 萬 5 千元，約 31.16%，主要係資產使用及權利

金收入增加所致。 

(四) 業務總收支相抵後，計賸餘 3 萬 7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24

萬 2 千元，減少 20 萬 5 千元，約 84.71%，主要係勞務成本增

加所致。 

(五) 本年度及最近 5 年收入、成本與費用及賸餘圖表，列示如下： 

  

 

 

 

 

 

 

 

 

 

 

 

 

 



                                             

98 年度收入、成本與費用及賸餘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其他業務收入83.14%

勞務收入0.41% 教學收入1.26%業務外收入15.19%

 
 

成本與費用及賸餘成本與費用及賸餘成本與費用及賸餘成本與費用及賸餘本期賸餘0.03%
教學成本1.26%

勞務成本54.01%管理及總務費用44.70%
 

 

 

單位:新台幣千元 

收入  98 年度預算 成本與費用及賸餘  98 年度預算 

業務收入                      121,110業務成本與費用                142,770

 勞務收入                    590 勞務成本                    77,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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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業務收入                118,720 管理及總務費用              63,836

業務外收入                    21,697本期賸餘                      37

收入總額                      142,807成本與費用及賸餘總額          142,807 



                                             

最近５年收入與費用 

020000400006000080000100000120000140000160000

千元

 94  95  96  97  98年度

收入合計成本與費用合計

 
 

單位:新台幣千元 

           年度 

項目 
97 年度預算 98 年度預算 

收入                               

 業務收入                     108,798 121,110

 業務外收入                   16,542 21,697

收入合計                       125,340 142,807

成本與費用                              

 業務成本與費用               125,098 142,770

成本與費用合計                 125,098 142,770

本期賸餘(短絀-) 242 37

註：本基金係 97 年度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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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預計賸餘 3 萬 7 千元，連同以前年度未分配賸餘 24 萬

2 千元，共計賸餘 27 萬 9 千元，悉數留待以後處理。    

(二) 本年度及最近 5 年度賸餘分配圖表，列示如下： 

 

98 年度賸餘分配 依分配程序分依分配程序分依分配程序分依分配程序分
未分配賸餘100.00%

依所得對象分依所得對象分依所得對象分依所得對象分
留存非營業基金100.00%

 

 

   單位:新台幣千元

按分配程序分  98 年度預算 按所得對象分  98 年度預算 

填補累積短絀                    中央政府所得                    

提存公積                        留存非營業基金                279

賸餘撥充基金數                                                  

解繳國庫淨額                                                    

其他依法分配數                                                  

未分配賸餘                    279                                

    合      計                279    合      計                279



                                             

 

最近５年賸餘分配 

050
100150200250300

千元

 94  95  96  97  98年度

　未分配賸餘

 

單位:新台幣千元

年度 

項目 97 年度預算 98 年度預算 

賸餘分配                           

 填補累積短絀               

 未分配賸餘                   242 279

    合      計                 242 279

註：本基金係 97 年度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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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萬元，包括： 

1.本期賸餘 3 萬 7千元。 

2.調整非現金項目 99 萬 3 千元，係提列折舊 99 萬 3 千元。    

(二) 預計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 2,012 萬元，含增加固定資產 2,000

萬元，增加無形資產 12 萬元。        

(三) 預計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2,000 萬元，係為增加基金之數。    

(四)預計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淨增 91 萬元。 

(五)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21 萬 7 千元。 

(六)預計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112 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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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