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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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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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989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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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97)(97)(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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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4 萬 2 千元，較預算數 1億 0,879 萬 8

千元，增加 2,804 萬 4 千元，約 25.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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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3萬 2千元，較預算數 1億 2,509

萬 8 千元，增加 9,323 萬 4 千元，約 74.53%，主要係辦理臺灣學

研究中心設置計畫等相關費用及提列折舊、折耗及攤銷費用較預算

數增加所致。 

(三) 業務外收入：決算數 3,357 萬 5 千元，較預算數 1,654 萬 2 千元，

增加 1,703 萬 3 千元，約 102.97%，主要係廠商違規罰款收入較預

算數增加所致。 

(四) 收支餘絀：決算數短絀 4,791 萬 5 千元，預算數賸餘 24 萬 2 千元，

由餘轉絀，主要係因折舊、折耗及攤銷費用較預算數增加所致。 

(五) 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與擴充：決算數3,490萬 2千元，預算數4,582

萬 5 千元，執行率約 76.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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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設計監造費及相關工程款

無法明確結算及撥付所致，其預算保留至 98 年度繼續執行。 

二二二二、、、、    上上上上(98)(98)(98)(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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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75 萬 4 千元，實際業務收入 8,015

萬 7 千元，較預計數增加 1,340 萬 3 千元，約 20.08%，主要係其

他補助收入較預計數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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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業務成本與費用：預計業務成本與費用 7,758 萬 2 千元，實際業務

成本與費用 9,800 萬 9 千元，較預計數增加 2,042 萬 7 千元，約

26.33%，主要係折舊、折耗及攤銷費用較預計數增加所致。 

(三) 業務外收入：預計業務外收入 1,084 萬 7 千元，實際業務外收入

1,283 萬 2 千元，較預計數增加 198 萬 5 千元，約 18.30%，主要係

本館委外經營權利金收入較預計數增加所致。 

(四) 業務外費用：預計業務外費用無列數，實際業務外費用 7千元，係

添購國際會議廳用無線麥克風電池所致。 

(五) 收支餘絀：預計賸餘 1 萬 9 千元，實際發生短絀 502 萬 7 千元，較

預計數減少賸餘 504 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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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0 萬元，實際執行數 710 萬元，執行率約 45.81%，主要係施工

廠商所提一審判決上訴案，業經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上訴駁

回」，且相關工程款項尚在辦理結算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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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效衡量指標預期成果 

(一)強化館藏發

展及擴充特

色館藏。 

1.強化館藏之建置與發

展，充分滿足讀者閱

讀需求。 

圖書資料（含中外文圖書資

料、視聽資料）全年採購量達

25,000冊（件）。 

2.充實視障館藏資料，

提供視障讀者終身學

習。 

(1)年度增加數位點字書 200

種、數位有聲書 100 種、錄

音帶 3,000捲、紙本點字書

200冊。 

(2)全年發行視障數位行動圖

書光碟約 1,500片，並郵寄

850 份予視障者及相關機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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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績效目標 續效衡量指標預期成果 

(二)獎助臺灣學

博、碩士論

文，鼓勵學

術 研 究 出

版。 

鼓勵國內各大學研究生

研究本館臺灣學館藏資

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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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萬元、碩士

每名 2 萬元獎助金，預計

99 年 10月公佈名單。 

(2)全年蒐集臺灣學博、碩士論

文 500冊。 

(三)推廣臺灣學

研究。 

配合館藏臺灣資料之特

色，辦理系列講座，呈

現臺灣本土風情及豐富

館藏特色。 

(1)辦理「臺灣學」系列講座全

年共 12場次。 

(2)編印出版 98 年度臺灣學系

列講座專輯 500 冊，預計

99 年 11月發行。 

(3)全年辦理 4至 6場館藏臺灣

學系列展覽與巡迴展，並出

版書展專輯。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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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提供讀者即時網路查

詢下載。 

(1)本年度新增數位掃瞄 30 萬

影幅資料及詮釋資料 3,500

筆。 

(2)即時提供學校機構申請及

讀者網路查詢下載服務。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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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裱線裝書全年 100冊。 

(2)修復日文舊籍全年 200 冊。 

2.辦理圖書維護專題展

覽及講座，推廣圖書

保健觀念。 

預計 99年 7至 8月辦理圖書維

護專題展覽1至 2場次及講座 2

至 4場次。 

(六)強化親子及

高齡讀者服

務。 

1.鼓勵親子閱讀，推展

親子閱讀風氣。 

(1)全年舉辦 120場說故事、影

片欣賞及推廣閱讀等活

動，預計參加人數 4,000

人。 

(2)親子資料中心使用人次較

98 年增加 5,000 人，借閱

冊數增加 10,000冊。 

2.推動高齡者終身學

習。 

(1)全年增購樂齡主題圖書資

料約 1,00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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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績效目標 續效衡量指標預期成果 

(2)預計99年10月前辦理共 10

場樂齡系列講座、不定期影

片欣賞活動及研習課程，參

加人數約 1,000 人。 

(七)提升本館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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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 99年 8月辦理讀者問卷調

查，發放 1,000份問卷，提

升讀者整體滿意度 1﹪以

上。 

2.推動提升服務品質實

施計畫。 

(1)分季辦理讀者服務教育訓

練及電話禮儀測試，依實際

情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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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本館服務品質。 

(2)全年辦理志工教育訓練計 6

次，並進行志工年終考核，

以強化志工服務專業知能。 

(3)降低讀者負面意見投書

率，預計較 98 年度降低 5

﹪以上。 

(八)推動社會教

育，強化終

身 學 習 體

系。 

1.辦理研習班、講座及

讀書會，提供民眾多

元化終身學習機會。 

(1)分別於 99 年 2 月及 9 月辦

理各類研習班各 45 班，每

期課程期間 4個月，預計招

收學員 2,160名。 

(2)全年辦理終身學習系列講

座及與作家有約導讀活動

24場。 

2.結合社會資源，強化

圖書館活動行銷。 

結合其他政府機關、學術機

構、社教館所、民間團體、出

版社等，全年不定期共同辦理

閱讀推廣活動。 

(九)力行節能措

施，共同維

護 生 活 環

境。 

1.每月召開節能小組會

議加強節約能源措

施。 

全年辦理 12次節能會議，集思

廣義研討節約能源措施，實施

以後可使電力費用預計較98年

度降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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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績效目標 續效衡量指標預期成果 

2.再利用雨水或欲汰換

廢水，灌溉澆花及定

期裝設省水器及查修

廁所用水設備。 

預計節省自來水費用較98年度

降低 5﹪。 

3.加強設施設備管理。

事務用品節約計畫，

並建立優良廠商名

錄，部分以外包或租

賃方式辦理。 

預計設施維修、事務用品採購

費用較 98 年度降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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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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一))))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本年度預算編列 2,500 萬元，均屬一次性項

目，並由自有資金支應(包括營運資金1,000萬元及國庫撥款1,500

萬元)，編列項目如次：    

1. 房屋及建築 20 萬元，主要係改善本館館區相關建築設施等。 

2. 機械及設備 212 萬元，主要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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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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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交通及運輸設備 15 萬元，主要係購置通信設備等。 

4. 什項設備 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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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置視障讀者相關圖書、臺灣學研究相關圖書、資料庫及相關

設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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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來源資金來源資金來源資金來源 營運資金40.00%國庫撥款60.00%

(二) 99 年度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及其資金來源圖： 

99999999 年度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來源年度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來源年度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來源年度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來源 

 

 

 

 

 

 

 

 

 

 

 

 

 

    

    

    

    

    
單位：新台幣千元 

 

建設改良擴充  99 年度預算 資  金  來  源  99 年度預算 

房屋及建築                    200 自有資金                      25,000 

機械及設備                    2,120  營運資金                    10,000 

交通及運輸設備                150  國庫撥款                    15,000 

什項設備                      22,530                                 

    合      計                25,000     合      計                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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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12%
交通及運輸設備0.60%機械及設備8.48%房屋及建築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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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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9 萬 5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億 2,111 萬元，

增加 1,018 萬 5 千元，約 8.41%，主要係教學收入及其他業務收入

增加所致。 

(二) 業務成本與費用 1億 9,544 萬 4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億 4,277

萬元，增加 5,267 萬 4 千元，約 36.89%，主要係因折舊、折耗及攤

銷費用增加所致。 

(三) 業務外收入 2,297 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2,169 萬 7 千元，增加 127

萬 3 千元，約 5.87%，主要係利息收入、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增

加所致等。 

(四) 業務總收支相抵後，計短絀 4,117 萬 9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賸餘數

3萬 7千元，增加短絀 4,121 萬 6 千元，約 111,394.59%，主要係

因折舊、折耗及攤銷費用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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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年度及最近 5 年收入與短絀、成本與費用圖表，列示如下： 

99999999 年度收入年度收入年度收入年度收入與與與與短絀短絀短絀短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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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及短絀  99 年度預算 成本與費用  99 年度預算 

業務收入                      131,295 業務成本與費用                195,444 

 勞務收入                    305  勞務成本                    116,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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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業務收入                128,790  管理及總務費用              76,982 

業務外收入                    22,970                                 

本期短絀                      41,179                                 

收入及短絀總額                195,444 成本、費用總額                195,444 

成本與費用成本與費用成本與費用成本與費用
勞務成本59.69%教學成本0.92%

管理及總務費用39.39%

收入與短絀收入與短絀收入與短絀收入與短絀
教學收入1.13%其他業務收入65.90%

業務外收入11.75% 本期短絀21.07%勞務收入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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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元

 95  96  97  98  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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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台幣千元 

                           年度 

     項目 
 97 年度決算  98 年度預算  99 年度預算 

收入                                 

 業務收入                     136,842 121,110 131,295 

 業務外收入                   33,575 21,697 22,970 

收入合計                       170,417 142,807 154,265 

費用                                 

 業務成本與費用               218,332 142,770 195,444 

成本與費用合計                 218,332 142,770 195,444 

本期賸餘(短絀-) -47,915 37 -4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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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7萬9千元，連同以前年度未填補短絀 4,787萬8

千元，共計短絀 8,905萬 7 千元，悉數留待以後年度填補。 

(二) 本年度及最近 5 年賸餘分配圖表，列示如下： 

 

最近最近最近最近５５５５年賸餘分配年賸餘分配年賸餘分配年賸餘分配    

 

單位：新台幣千元 

                           年度 

     項目  97 年度決算  98 年度預算  99 年度預算 

賸餘分配                             

 未分配賸餘                     279   

    合      計                   279   

註：本基金係 97 年度設立。 

050
100150200250300

千元

 95  96  97  98  99年度

　未分配賸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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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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0 萬 7 千元，包括： 

1. 本期短絀 4,117 萬 9 千元。 

2. 調整非現金項目5,488萬 6千元，係折舊及折耗 5,488萬 6千元。 

(二) 預計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2,500萬元，係增加固定資產 2,500萬元。 

(三) 預計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1,500 萬元，係增加基金之數。 

(四) 預計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淨增 370 萬 7 千元。 

(五)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4,572 萬 6 千元。 

(六)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4,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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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