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臺灣臺灣臺灣臺灣圖書館作業基金圖書館作業基金圖書館作業基金圖書館作業基金    

業務計畫及預算說明 

中華民國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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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隸屬教育部，辦理各種圖書資訊

之蒐集、整理、保存、利用、推廣與臺灣學資料之研究及推廣等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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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圖書館作業基金」(原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作業基

金)。將持續注重成本效益觀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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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對社會的社教服

務功能。 

 

二二二二、、、、    組織概況組織概況組織概況組織概況：：：：    

 本館依據國立臺灣圖書館組織法，置館長 1人，綜理館務，並置主

任秘書 1 人，襄理館務。本館設 4 組 3 室及 1 派出單位，分別掌理有關

事項：  

(一) 企劃推廣組：館務之發展規劃與國內外學術機構及圖書館之合作交

流。終身學習講座、研習活動及藝文展覽之辦理。本館之導覽、行

銷及簡介刊物之出版。臺灣學資料之閱覽、典藏、參考諮詢、系統

整合及研究。 

(二) 採訪編目組：圖書資訊之選擇、採訪、交換、贈送及統計與分類、

編目、加工、移送及書目資料庫管理。多元文化圖書資訊之選擇採

訪、分類編目、閱覽典藏及多元文化活動之規劃辦理。 

(三) 閱覽典藏組：一般圖書資訊、期刊、視聽資料之陳列及供眾使用。

親子圖書資訊之閱覽典藏、讀者諮詢及親子共學活動之推廣。視障

圖書資訊之採訪編目、閱覽典藏、讀者諮詢及推廣活動之辦理。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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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圖書資訊之閱覽典藏、讀者諮詢及推廣活動之辦理。志工之召

募、運用、管理及教育訓練。 

(四) 參考特藏組：圖書資訊與特藏資料之參考諮詢及館際合作之辦理。

特藏資料之典藏、維護、閱覽、重製、研究及出版。臺灣圖書醫院

之營運與規劃、圖書資料之修護、人才之培訓、修護知能之推廣及

合作交流。微縮資料之攝製拷貝及典藏管理。 

(五) 秘書室：掌理文書、庶務、財物管理、出納及研考事項。 

(六) 人事室：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七) 主計室：依法辦理歲計、會計事項，並兼辦統計事項。 

(八) 陽明山中山樓管理所：掌理陽明山中山樓管理所之規劃、維護及營

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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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上年上年

度預算截至度預算截至度預算截至度預算截至 101010102222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333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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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0101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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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9萬 1千元，較預算數 1億 3,120萬 4

千元，增加 2,498 萬 7千元及 19.04％，主要係教育部核撥陽明山

中山樓管理所維持及發展經常門經費較預算數增加所致。 

(二) 業務成本與費用：決算數2億2,708萬 9千元，較預算數2億 4,287萬

3千元，減少 1,578萬 4千元及 6.50％，主要係提列折舊、折耗及攤

銷費用減少所致。 

(三) 業務外收入：決算數 2,731萬元，較預算數 2,435 萬元，增加 296

萬元及 12.16％，主要係利息收入、出版品等收入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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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業務外費用：決算數 13萬元，較預算數8萬元，增加 5萬元及 62.50

％，主要係繳回以前年度教育部補助「100 年閱讀推廣與館藏充實

補助計畫之輔導團工作計畫」結餘款所致。 

(五) 收支餘絀：決算短絀數 4,371萬 8千元，較預算短絀數 8,739萬 9

千元，減少短絀 4,368 萬 1千元及 49.98％，主要係因提列折舊、

折耗及攤銷費用減少所致。 

(六) 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與擴充：決算數 1,152 萬 2 千元，預算數

1,209 萬 7 千元，執行率約 95.25％，主要係執行本館遷建工程

之專案管理服務費，及配合業務需要購置各項設備。 

二二二二、、、、    上上上上((((101010102222))))年度截至年度截至年度截至年度截至 6666 月月月月 333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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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90 萬 7 千元，較預計業務收

入 7,982 萬 6 千元，減少 591 萬 9 千元及 7.41％，主要

係其他補助收入較預計少所致。 

(二) 業務成本與費用：實際業務成本與費用 1億 2,072 萬 7千元，較

預計業務成本與費用 1億 3,597萬 8千元，減少 1,525 萬 1千元

及 11.22％，主要係折舊、折耗及攤銷費用實際數較預計少所致。 

(三) 業務外收入：實際業務外收入 1,783萬 5千元，較預計業務外收

入 1,266 萬 8 千元，增加 516 萬 7千元及 40.79％，主要係場地

委外經營等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較預計多所致。 

(四) 業務外費用：實際業務外費用 18 萬 3千元，較預計業務外費用 3

萬 6千元，增加 14萬 7千元及 408.33％，主要係以前年度教育部

補助計畫未執行項目經費繳回所致。 

(五) 收支餘絀：實際發生短絀 2,916 萬 8 千元，較預計短絀 4,352 萬元，

減少短絀 1,435 萬 2 千元及 32.98％，主要係折舊、折耗及攤銷費

用實際數較預計少及場地委外經營等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較預

計多所致。 

(六) 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與擴充：實際執行數 320萬 3千元，累計預

算分配數 627萬元，執行率約 51.08％，主要係本館外文期刊、視

聽資料等採購案件尚辦理採購及驗收程序中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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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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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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輔導與培

訓。 

1.協助及輔導獲補助

圖書館計畫執行。 

成立輔導團審查全國公共圖書館

閱讀推廣與館藏充實計畫，輔導

獲教育部核定申請補助計畫之圖

書館計畫執行。 

2.辦理閱讀起步走研

習及培訓事宜。 

辦理閱讀起步走館員及志工的培

訓研習課程共 4場。 

(二)推動及落實視覺

功能障礙者電子

化圖書資源利

用。 

1.整合及強化視障資

源。 

(1)製作電子點字書 300 種、有聲

書 50 種。 

(2)購置 2,000冊紙本書及 400種

出版品電子檔案。 

2.建構視障數位圖書

館。 

(1)增加「視障電子資源整合查詢

系統」視障資料書目筆數

2,000筆。 

(2)增加視障資源遠距教學教材 5

種。 

3.推廣視障讀者服務。 (1)辦理視障者終身學習課程及

館員、志工教育訓練課程，合

計 100小時。 

(2)舉辦視障資訊服務相關主題

學術研討會 1場次 

(3)舉辦全國性視障閱讀計畫推

廣活動 1場。 

(4)辦理視障相關研究論文獎

助，預計獎助博士 1 人、碩士

2人，另並得增列佳作若干名。 

4.加強館際合作。 與 8 家出版社及 5 個視障相關單

位建立視障資源徵集合作機制。 

 

(三)建構豐富多元館

藏，加速新書進

館時程。 

1.蒐集臺灣研究相關

資料。 

增加臺灣文獻特藏 3,500冊/件。 

 2.蒐集親子、青少年、

樂齡、新住民主題圖

書資料 

增加親子、青少年、樂齡、新住

民主題圖書資料 4,50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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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計畫 績效目標 績效衡量指標預期成果 

 3. 精簡 圖 書 採購程

序，縮短新書進館日

程 

採取「閱選訂購」採購方式，提

高熱門書、暢銷書、書展用書等

類型圖書的進館速度，使新書上

架時程由 90 日縮短為 30 日，年

度內辦理 14次「閱選訂購」。 

(四)提升服務品質。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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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讀者整體滿

意度及館員服務滿意度較 102 年

的成長率達 0.3％以上。 

2.推動提升服務品質

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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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年度

降低 1％以上。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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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說故事、影片欣賞、閱讀

推廣等多元類型活動，參加人

次 6,000 人次以上，推展家庭

親子閱讀風氣。 

(2)培養闔家共讀習慣，提供申請

家庭借閱證服務，完成家庭借

閱證申辦張數 1,500張。 

2.推動多元族群終身

學習並提升其閱讀

能力與資訊素養。 

(1)辦理 10 場祖孫、樂齡、新住

民、青少年閱讀推廣與參訪活

動。 

(2)辦理各主題電子資源推廣課

程 12 場次。 

(3)辦理優良政府出版品主題書

展及講座推廣活動各 2 場次。 

(4)辦理好書交換活動 2 場次。 

(六)強化終身學習體

系，倡導閱讀推

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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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班，招收

學員 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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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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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計畫 績效目標 績效衡量指標預期成果 

(4)結合相關機構與學校辦理推

廣活動 6 場。 

(七)行銷特色館藏，

支援文史教學。 

1.有效行銷本館特色

館藏，支援文史教學

研究。 

(1)辦理 3場館藏臺灣學書展。 

(2)辦理館藏「行動展覽館」，至

全國各高中及大學展出 5 場。 

(3)編印出版《臺灣學通訊》雙月

刊 6期。 

2.設 計創意加值產

品，行銷館藏特色。 

辦理館藏文創商品寄售推廣，結

合館內活動販售，增加商品曝光

度；配合 100 週年館慶，加製及

開發 1-2 款館藏文創商品。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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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編輯相關館藏資料延伸閱讀書

目，提供網路下載及部分圖書展

示，另將演講內容於本館網頁「線

上演講廳」平台，透過網路擴大

講座效益。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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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預計獎助博士 1至 3 人，每人

新臺幣 50,000 元；碩士 5 至

10 人，每人新臺幣 30,000 元；

佳作若干名。 

(2)核定得獎之論文，本館將置於   

本館網頁供各界閱覽使用，並

安排論文發表。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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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藏舊籍修復 300 本(件)。 

(2)圖書除黴、冷凍除蟲 2,000冊。 

2.辦理圖書維護專題

展覽及研習講座，推

廣圖書保健觀念。 

(1)辦理圖書維護專題展覽 1 場

次。 

(2)編印圖書維護宣傳摺頁 1 種。 

(十)研究出版。 編印臺灣學刊物，並出

版臺灣學系列講座專

輯，加強研究推廣。 

(1)編印出版《臺灣學研究》半年

刊 2期。 

(2)編印出版年度臺灣學系列講

座專輯。 

(十一)加強節約能源

執行計畫。 

訂定加強節約能源措

施，並據以確實執行。 

(1)每年用電量較前一年減少 1％

為原則，每年用水量以較前一

年減少 2％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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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計畫 績效目標 績效衡量指標預期成果 

(2)規劃建置公文線上簽核系

統，以「電子公文減紙推動方

案」之公文線上簽核績效指標

103 年達 40％，並均逐年檢

討。 

(十二)陽明山中山樓

樓務管理 

1.場地使用服務。 增進民間使用古蹟，辦理社會教

育活動，以提升生活品質及公民

教育的需求，預計全年使用總場

次達 80 場次，參與人數 20,000

人次。 

2.參觀解說導覽服務。 以多種語言提供國內外賓客導覽

解說，全年預計提供 3,200 團

次，40,000 人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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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資金來源及其投資計畫之成本與效益資金來源及其投資計畫之成本與效益資金來源及其投資計畫之成本與效益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一) 本年度預算總數為 1,149萬 5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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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萬元、交通及運輸設備 149萬 5

千元、什項設備 87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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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9萬 5千元。 

(2)外借資金: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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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改良擴充建設改良擴充建設改良擴充建設改良擴充

交通及運輸設備13.01%機械及設備11.31%
什項設備75.68%

資金來源資金來源資金來源資金來源

營運資金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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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1010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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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臺幣千元 

建設改良擴充 103 年度預算 資  金  來  源 103 年度預算 

機械及設備                    1,300 自有資金                      11,495 

交通及運輸設備            1,495  營運資金                    11,495 

什項設備                      8,700                        

  合      計                           11,495     合      計                11,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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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本年度計編列 1,149 萬 5 千元，均係一次

性項目，明細如次： 

1. 機械及設備 130萬元：係本館規劃整合遠距服務系統及建置資

訊網路安全系統，以加強資訊服務品質，並提升行政效率等相

關設備。 

2.交通及運輸設備 149 萬 5 千元：係新購首長座車及汰購本館已

達年限之公務車各 1輛。 

3.什項設備 870萬元：係購置行政事務設備、中西文圖書資料庫、

視障讀者相關圖書、臺灣學研究相關圖書及綠建築節能減碳等

相關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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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1萬 8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億 5,779萬 4

千元，減少 177萬 6千元及 1.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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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6萬 7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2億 6,172

萬 2 千元，減少 1,865 萬 5 千元及 7.13％，主要係提列折舊、折

耗及攤銷費用減少所致。 

(三) 業務外收入 3,496 萬 4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2,535 萬元，增加

961萬 4千元及 37.93％，主要係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增加所

致。 

(四) 業務外費用 8 萬元，與上年度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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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6 萬 5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短絀

數 7,865 萬 8 千元，減少短絀 2,649萬 3千元及 33.68％，主要

係提列折舊、折耗及攤銷費用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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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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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與短絀收入與短絀收入與短絀收入與短絀

其他業務收入62.56%
勞務收入0.12% 教學收入1.48%本期短絀21.46%

業務外收入14.38%

10101010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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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本與費用成本與費用成本與費用成本與費用

勞務成本65.16%教學成本1.27%
業務外費用0.03%管理及總務費用33.54%

 
單位:新臺幣千元 

收入與短絀 103 年度預算 成本與費用 103 年度預算 

業務收入                      156,018 業務成本與費用                243,067 

 勞務收入                    300  勞務成本                    158,428 

 教學收入                    3,600  教學成本                    3,100 

 其他業務收入                152,118  管理及總務費用              81,539 

業務外收入                    34,964 業務外費用                    80 

本期短絀                      52,165                                 

收入及短絀總額                243,147 成本、費用總額                243,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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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000100000150000200000250000300000

千元

 99 100 101 102 103年度

收入合計成本與費用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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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99 年度決算  100 年度決算 101 年度決算 102 年度預算 103 年度預算 

收入                                    

 業務收入                    154,600 156,263 156,191 157,794 156,018 

 業務外收入          26,278 24,683 27,310 25,350 34,964 

 收入合計                      180,878 180,946 183,501 183,144 190,982 

費用                                    

 業務成本與費用              247,295 226,590 227,089 261,722 243,067 

 業務外費用                   0 181 130 80 80 

成本與費用合計                247,295 226,771 227,219 261,802 243,147 

本期短絀 -66,417 -45,825 -43,718 -78,658 -52,165 

註：本基金係 97 年度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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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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6 萬 5 千元，連同以前年度未填補短

絀 2 億 3,157 萬 2 千元，共計短絀 2 億 8,373 萬 7 千元，

除撥用公積填補短絀 2,723 萬 1 千元外，待填補短絀為

2 億 5,650 萬 6 千元留待以後年度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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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2 萬 7千元，包括： 

1. 本期短絀 5,216 萬 5 千元。 

2. 調整非現金項目 6,359萬2千元，係折舊及折耗6,090萬2千元、

攤銷 269萬元。 

(二) 預計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1,251萬5千元，係增加固定資產1,149

萬5千元、無形資產 102萬元。 

(三) 預計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淨減 108 萬 8 千元。 

 (四)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9,548 萬 7千元。 

 (五)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9,439萬 9千元。 

四四四四、、、、    補辦預算事補辦預算事補辦預算事補辦預算事項項項項：：：：無無無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