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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 

(一) 已完成施政計畫重點概述： 

1.文物展陳與空間改造： 

94 年度本院正館改善工程持續進行，工程期間致力於加強院區指標系統，確保參觀動線
清晰與參觀者安全；展區縮減的同時，加強展場設計及遊客引導，以保持參觀環境的舒
適安全。 
籌建南部分院，公開甄選世界級之設計師，完成建築及園區設計；持續進行分院展覽研
究及資料收集，利於後續布展設計，籌備開館。 
配合正館改善工程第一階段完工，將更以觀眾的角度出發，力求生活化、活潑化方式籌
劃舉辦各項展覽，主動邀請各級學校學生及社會團體來院參觀。 

2.學術研究與學術交流： 

提昇專業研究水準；舉辦學術演講暨研討會；加強館際合作；推展數位計畫，完成數位
典藏資料庫建檔，數位學習內容的開發，使學習內容能不斷的增加，並有效兼顧內容品
質，為全民提供良好的學習服務。 
配合文物展覽建立完善展示、導覽系統；以新型人性化高科技導覽系統提供參觀者更豐
富的展覽資訊，達到展覽的推廣效益；配合本院特展內容，選擇適當合作對象，於社區
大學或縣市文化中心、區域藝文據點辦理相關專題演講或教育活動，區域性或全國性教
師研習會；整合國內公私立博物館資源，每年辦理座談會或研討會，藉由經驗的分享、
討論、對話，凝聚共識，促進博物館界密切而多元的合作，推動國內文化藝術的發展。 

3.落實博物館教育推廣： 

加強本院簽約志願服務導覽志工之培訓與管理，提供高品質文物解說服務。 
配合本院常設展及特別展覽內容，，提供多國語言之文物解說。 
於文物展覽時，配合製作各種主題之多媒體節目，於多媒體放映室放映。 
於院內與展覽內容配合設計相關教育活動，如專題演講、藝術展演、文化活動、親子活
動等，達到博物館教育的目的。並舉辦「走出故宮」等院外系列演講活動、設置藝文宣
傳據點。 
於文物展覽時，配合製作各種主題之多媒體節目，於多媒體放映室放映，分國語、英語
介紹。 
運用本院典藏之文物及專家研究之成果，滿足社會人士專門知識之需要，經常舉辦文物
研習及講習活動。 

4.健全全球化出版授權並加強行銷： 

以系統彙集台灣史料，提供各界學術研究參考；合作出版本院文物、圖錄及有聲出版品，
兼辦文物藝術發展基金月刊、圖錄及各項出版品產銷；提供各界申請租借文物底片資料；
與民間企業共同合作研發本院加值產品；加強故宮網路商城功能與推廣行銷；實體及虛
擬經銷商之徵求。 

5.加強文物典藏與維護： 

器物庫房改箱為櫃計劃，汰換舊鐵箱並整理與包裝文物；舉辦學術演講與研討會，配合
本院推廣教育功能；研究及修護文物，提升善後性保存管理與技術。 
有效監控本院文物安全維護管理系統；切實執行文物清點計畫，每年不定期抽點院藏書
畫、器物及文獻等各類文物。 



(二) 施政計畫分項說明： 

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 施 內 容 已完成或未完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一、 文物展陳

與空間改造 

1、 改善院區交通及

改造展示空間 

一、參觀動線標識改善情形： 

（一）正館西側門廳動線改善工程、全館禁止攝

影之宣導標示、宣傳書籤製作，戶外圍籬

展覽資訊宣導及戶外導引指示整合。 

（二）於每次本院圖書文獻大樓舉辦特展期間，

皆於院區路口醒目處設置大型輸出看板

及路旗以為指引。 

（三）於捷運士林站設置大型輸出看板及中、英

文交通地圖指引，將參觀指示的範圍延伸

至院外的交通重要據點。 

（四）於正館及圖書文獻大樓展區地板貼上地

貼，以箭頭標示方向，以協助觀眾辨認適

當之動線。 

（五）正館各陳列室編號標示，配合電梯旁之平

面圖，有助於辨認動線。 

（六）「故宮通訊」及「故宮導覽圖」附有院區

及正館平面圖，標示各展覽名稱及陳列室

編號，有助於辨認參觀動線。 

二、書畫陳列室教育推廣空間設計製作。 

三、改善正館及圖書文獻大樓服務台設計，讓觀

眾更易於獲得所需服務。配合本院各項教育

推廣活動，設計製作各式標示牌及指引海報。 

已完成。  



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 施 內 容 已完成或未完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2、 籌建故宮分院 一、專案管理顧問： 

(一) 「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新建工程

委託專案管理顧問服務案」甄選出寶

維士聯盛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Bovis Lend Lease)擔任本案專案管

理顧問。 

(二) 每個月定期召開「南部院區規劃委員

會」。由院內主管及各領域專家學者組

成，協助南院規劃。 

二、 土地徵收與地目變更： 

本年度完成「土地徵收計劃」。開發計劃獲

內政部許可。完成土地徵收。 

三、 園區景觀設計 

(一) 園區景觀設計已進行至設計發展階

段。 

(二) 甄選出境群國際規劃設計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擔任本院園區景觀工程設計技

術服務廠商。 

四、 整地施工 

(一) 整地工程於 11 月 19 日正式啟動。並

舉辦動土典禮。 

(二) 進行「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朴

子支線渠道改道工程」施工。 

(三) 「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排水工

程」上網公告招標。 

五、 建築設計 

(一) 完成「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分院院區

新建工程建築顧問服務案」議價簽約。

進入建築設計方案設計階段。 

(二) 準備「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新建

工程技術服務案」前置作業 

六、 策展與研究： 

(一) 共舉辦 4次學術交流活動及演講。 

(二) 完成「東南亞織品」二批、「西潮下的

藝術」一批、「佛教文物」三批等文物

採購。 

(三) 完成南部院區願景館第一期工程驗

收。 

已完成。   

3、 增加展覽內容 

、場次與多元化 

1-6 月舉辦書畫常設展：「筆有千秋業－書法的發

展」、「受贈寄存展」二檔，專題展「繪畫欣賞四

部曲」（1-3 月）、「故事人物畫」（4-6 月），策畫

「西遊記人物」（7-9 月）、「乾隆皇帝的動物園」

展（10-12 月），及與德國波昂聯邦藝術展覽館合

作，規劃「蒙古帝國－成吉思汗及其世代特展」

之借展事宜，舉辦嘉義民雄演藝廳「天下第一家」

特展及台中國美館「女人香－東西」女性形象交

流展。「圖畫此人間－院藏圖籍精品展」

(93.06.03-94.05.13)。「知道了－硃批奏摺特展」

(93.09.01-94.05.13)。「飯塚一教授損贈古地圖

展」(94.05.19-94.10.02)。「佛光普照－院藏佛

經佛畫珍品展」(94.10.07-95.01.15)。配合德國

波昂、慕尼黑借展「蒙古帝國－成吉思汗及其世

代特展」提供圖書二件。(94.06.16-95.01.08)。 

已完成。  



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 施 內 容 已完成或未完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4、 增加參觀人數 94 年 1至 12 月參觀本院外籍人士共計 371,019

人，本國籍觀眾、學生團體共計 987,163 人。 

已完成。  

1、 提升專業研究水

準 

一、書畫處於 1-6 月於故宮文物月刊發表專論文

章11篇。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1人。 

二、參與國科會研究計畫 4人。 

三、籌備「北宋書畫特展」，定期召開策展會議，

完成展覽計畫書，進行作品研究及展覽圖錄

文稿撰寫。 

四、研擬與東京文化財研究所合作，進行李唐「萬

壑松風圖」等四件宋代書畫物質檢測計畫。

已於九月實施完成。 

五、接受國、內外學者的特別提件參觀申請，具

體增進學術交流的機會。 

六、圖書文獻處對外發表研究報告 18件。 

已完成。  二、 學術研究

與學術交流 

2、 舉辦學術研討會 一、舉辦「文獻足徵－第二屆清代檔案國際學術

研討會」(94.11.03-05)約計有 300 人次與

會。 

二、全年舉辦 13 場小型學術研討會。 

三、本院同仁全年對外發表研究報告計 30篇。 

四、軍機處檔摺件影像檔掃描 65,000 頁。 

五、完成「皇城聚珍－殿本圖書欣賞」、「湘軍

攻克金陵之戰」多媒體光碟製作。 

六、完成「追蹤台灣原住民發展足跡」光碟製作。 

七、出版「知道了－硃批奏摺展」、「圖話此人

間－院藏圖籍精選展」導覽手冊。 

八、配合「佛光普照展」上展，出版院藏佛經三

種。 

九、新編圖書文獻導覽手冊。 

十、滿文原檔照相出版十冊。 

十一、搜尋並編輯清代宮中檔臺灣史料，編輯出

版《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 11、12 冊》。 

十二、配合九十五年北宋特展，與器物處、圖書

文獻處聯合籌備「開創典範：北宋的藝術與

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將邀請國內外學者

約 45 人與會發表論文。 

 

已完成。  



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 施 內 容 已完成或未完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3、 推展數位計畫 一、製作數位博物館「天下一人：宋徽宗

與北宋書畫」中英文光碟。 

二、執行「書畫數位典藏計畫」，94 年完成清代

書畫後設資料 2,280筆，數位影像資料 3,064

筆，8X10 正片 5,356 張。 

三、積極建構「書畫人名權威資料庫」及「款識

印記資料庫」，以充實研究院藏書畫家、收藏

家的基礎資料。 

四、持續透過具現代感之藝文宣傳片，將行銷數

位故宮的觸角，伸向民眾日常生活的角落，

包括公車 BeeTV、捷運 PDP、電視牆、提款機

等。另外，更隨時維護更新分布於院內、外

的數位展示系統，包括中正國際機場及捷運

站，讓民眾隨時都能分享數位故宮最新的成

果。 

五、故宮文物數位學習計畫-「故宮 e 學園」完成

陶瓷課程中文 6堂、英文 2堂，至 12 月 31

日止上網人數已達 31,907，會員人數 8,512

人。 

已完成。   

4、 增加故宮全球資

訊網瀏覽人數 

一、一到六月於故宮文物月刊發表專論文章 41

篇。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 3人。 

二、參與國科會研究計畫 4人。 

三、籌備「北宋書畫特展」，定期召開策展會議，

完成展覽計畫書，進行作品研究及展覽圖錄

文稿撰寫。 

四、與東京文化財研究所合作，進行李唐「萬壑

松風圖」等四件宋代書畫物質檢測計畫。於

九月 12 ㄖ至 9 月 30 日實施。 

五、接受國、內外學者的特別提件參觀申請，具

體增進學術交流的機會。 

六、94 年 1月至 12 月故宮全球資訊網瀏覽人數

已約達 1,783,000 人次。 

七、進行故宮全球資訊網自動上稿系統建置。 

八、94 年度完成計有「第一季造型與美感」、「第

一季寄存受贈書畫展」、「知道了：硃批奏摺

展」、「第二季造型與美感」、「第二季寄存受

贈書畫展」「經緯天下 飯塚一教授捐贈古地

圖展」、「比上帝還精巧」「瓷器、玉器、象牙、

雕刻與多寶格」「皇帝的印章」「玉器精品

展」、「松花石硯展」「歷代佛像雕塑藝術展」、

「皇室珍玩展」、「邦國重器-中國古代銅器菁

華」、「造型與美感-（西遊記）的世界」及「筆

有千秋業；書法的發展」、「佛光普照-院藏佛

經、佛畫珍品」、「天下第一家；清代帝王文

物展」「明清雕刻展」展覽網頁製作上線。 

九、94 年度計有「玉之靈－曙光中的天人對話」、

「大觀－北宋書畫」、「汝窯傳奇」、「科技之

眼」等數位博物館主題網站上線。 

已完成。，  



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 施 內 容 已完成或未完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三、 落實博物

館教育推廣 

1、 改善導覽系統

（導覽人員定時

導覽、學生及團

體參觀教學、語

音導覽等） 

一、提供一般導覽服務：1.服務社會大眾，提供

中文定時導覽 1,401 次，計 6,064 人次。2.

機關、團體貴賓：提供特別導覽服務：中文

667 次，服務 24,158 人次。外文：750 次，

服務 8,713 人次。3.張大千紀念館導覽服

務：2,321 人次。 

二、學生導覽服務：1.免費接待學生參觀，大專

39 校次計 1,883 人次，高中 43 校次計 7,289

人次，國中計 69 校次計 11,406 人次，國小

115 校次計 15,773 人次，教師 3校次計 124

人次；其中提供導覽：大專計 4,366 人次，

高中計 3,931 人次，國中計 5,665 人次，國

小優質導覽計 28,654 人次，教師計 1,339 人

次，學生參觀人數總計 78,947 人。 

三、禮遇來訪國際嘉賓：院長親自接待來訪嘉賓

355 人增進實質外交與國際友誼。 

四、提供多元導覽服務，委外經營「比上帝還精

巧展」、「法象威儀特展」中英日語版語音導

覽系統，由雅凱電腦語音有限公司台灣分公

司負責，共計借出 10,428 台。 

五、於 94 年 1 月起於行動博物館，利用 PDA 及

Webpad 對遊客提供無線導覽服務。 

已完成。  



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 施 內 容 已完成或未完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2、 推廣博物館教育

(種子教師培訓

及各項研習會 

一、舉辦藝文活動及促進藝術史教育。 

二、舉辦專題及學術演講 20 次，1,012 人次。 

三、舉辦文物研習會：寒假文物研習會 1次，計

1,494 人次（12 堂課）。暑假文物研習會 2次，

計 2,400 人次（20 堂課）。 

四、協辦觀光局「新進及在職觀光導遊人員」研

習 219 堂課，計 28,280 人次參加。 

五、藝術與人文教師初階養成研習班 1 梯次 20 位

教師參加。 

六、教師游藝進修專案：1.週三下午游藝進修專

案，94位教師參加。2. 教師工藝游藝進修

專案生活美感體驗活動，共 19 梯次 674 位教

師參加。 

七、與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合作辦理教師「比

上帝還精巧」特展進修活動，共 14梯次 604

人次參加。 

八、94 年 1 月至 12 月共發行中文版 24 期、英文

版 24 期之故宮電子報及一期中英文版「比上

帝還精巧」特刊。 

九、94 年 5 月起至 7月共舉辦六梯次藝術種子教

師培訓參與人次共 194 人次。種子教師培訓

除了在本院辦理，亦搭配資源中心特展之「御

花園」5月 13 日於台中、8月 4日於宜蘭、

10 月 8日於台東、12 月 11 日於屏東，舉辦

全國巡迴種子教師培訓活動。四梯次參加人

數為 202 人次。 

十、重新規劃游藝專案-生活美感體驗活動，廣為

行銷至社區大學、媽媽成長團體、教育基金

會、科技公司、94年共舉辦 13 梯次參加的

人次共 449 人。 

 

已完成。  



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 施 內 容 已完成或未完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3、 文化教育效益 一、「故宮通訊」編輯及印製-94 年 1-12 月本組

編印故宮通訊第三十七捲第一期及第四期

中 、英文版 89,500 本，日文版 15,500 本，

合計 105,000 本。每期寄贈故宮之友會員、

媒體、飯店及國內外文化及旅遊等機構，以

供民眾獲知本院展覽、教育推廣、出版品及

參觀等最新訊息。 

 

二、說明書-94 年 1-12 月說明書中、英、日文版

文宣品印製計 1,674,000 張，放置於本院陳

列室，以供來院觀眾免費取閱。 

三、展覽摺頁：「經緯天下：飯塚一教授捐贈古地

圖展」特展摺頁印製共 35,000 張；「法象威

儀-彭楷棟先生捐贈文物特展」展覽摺頁改版

加印中文版 35,000 份、英文版 35,000 份、

日文版 65,000 份，共計 135000 份。「佛光普

照-院藏佛經畫珍品展」特展摺頁印製共

30,000 張。 

四、故宮簡介摺頁：為因應本院外國遊客之參觀

需求，計 94 年 1 月編印出版之故宮簡介中、

英、日文版，於 94 年 5 月編印故宮簡介德、

法、西班牙、韓文版各 20,000 份，共計 80,000

份，以供外國遊客免費取閱，了解院史發展、

收藏特色及基本參觀資訊。 

五、故宮導覽圖：故宮導覽圖 94年 1-12 月印製

中英文版 240,000 份，日文版 207,000 份，總

計印製故宮導覽圖 447,000 份，提供到院參觀

遊客陳列室、院區平面圖、當期展覽簡述、最

新參觀資訊、交通指南等資訊。 

已完成。  



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 施 內 容 已完成或未完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4、 舉辦教育推廣活

動 

一、配合本院「法象威儀特展」舉辦亞洲文化節

義賣活動，所得款項捐贈台灣世界展望會。 

二、「走出故宮」演講活動。 

三、與台北婦慈協會、中壢青霞教育基金會合作，

自 93 年 11 月～94 年 6 月，週一及週六舉辦

系列演講，共 760 人參加。 

四、到校服務：赴台北、台中地區國中小學，舉

辦博物館教育推廣活動，共計 12 所學校、30

場次，嘉惠 2152 名學子。 

五、加強在學生對本院的認識，配合辦理寒、暑

假實習生業務，共計 5人來院實習。 

六、發出大專院校藝術史系相關教師、學生、研

究生免費參觀證計 1,422 張。 

七、為推廣文化紮根及協助相關業務工作，辦理

義工招募及培訓。目前於本院服務之本國籍

志工總計 290 人，外國籍志工為 26人，第四

屆高中學生文化志工完成第三階段執勤人員

計 10 人，並於今年七月再度招募第五屆高中

學生文化志工。 

八、於 94 年 1 月至 3 月間，假中正紀念堂展出「舞

蝶迷香徑，翩翩逐晚風－宋徽宗的御花園」，

參訪人數累積為 12,375 人。4至 6 月於台中

縣港區藝術中心展出；至 5 月 31 參訪人數累

積為 46,508 人。 

已完成。  

1、 提高本院出版品

之流通範圍及銷

售率 

截至 94年 12 月 31 日止，本院共計銷售約

23,000 冊。 

已完成。  

2、 建立電子商務委

外合作機制 

一、本院於九十三年推動數位博物館之「故宮網

路商城」之計畫，以作為數位計畫整體加值

應用的實質收益的介面，目前已完成規劃與

建制，但礙於本院為非營利機構的法規限制

與人力考量，將於今年將此商城透過招標委

外經營，希冀藉由此網路通路，將本院數位

計劃所衍生之各類文化商品尋求完善的銷售

管道。 

二、本院網路商城建置案已驗收完成,，擬計畫於

九十四年七月中完成委外經銷商公開招標

（目前委外經銷商公開招標案正簽核中），七

月底正式委外上線運作，將本院出版品、文

物複製品、藝術紀念品及博物館商品等以電

子網路行銷至海內外。 

已完成。  

3、 提高本院文物圖

像授權業務 

截至 94年 12 月 31 日止，本院文物圖像使用費及

工本費收入約新台幣 2,457,203 元。 

已完成。  

四、 健全全球

化出版授權

並加強行銷 

4、 提高本院之紀念

品流通範圍及銷

售率 

94 上半年紀念品流通範圍及銷售率約達 90%。 已完成。  



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 施 內 容 已完成或未完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1、 文物預防性保存 一、展場一般文物維持最佳狀況相對溼度在

55%RH；金屬文物為 45%RH 以下。今年增加研

發溫溼度無線監視系統，便於監測庫房文物

溫溼度情況。 

二、遵照規定文物的展出條件，以維護文物永續

的保存。每次展覽之時限不得超過國際博物

館珍貴文物共同標準。 

三、每月均定期檢測庫房及陳列室之溫溼度及各

項安全設施，確定文物保存環境符合恆溫、

恆濕、防水、防火、防虫、防塵與安全照度

的要求。 

四、逐步更新包裹文物的布套，以加強對文物之

外層保護。 

已完成。  

2、 文物善後性修護 一、1 至 12 月保護整修文物檢視含庫房院藏文物

10 件； 

攝照含 x 光 18 件共 563 件；冷凍除蟲 9次共

31 冊及修復文物 11件；另燻蒸展場裝潢材

料 5次共 5 批。  

二、定期提送文物至裱畫室，進行局部修復、揭

裱或新裱等工作，讓文物能以最佳的面目，

參與各項展覽，同時有效延長文物保存的壽

命。94年度共計完成 239 件書畫之修復。 

三、圖書文獻處裱修室裱修文獻檔案及善本書籍

等共 2,573 件。 

已完成。  

3、 安全系統改善情

形 

一、按月完成安全設施中央電腦控制系統及安全

設施六大預警系統維護保養。 

二、每日進行展場開閉館安全檢查、院區巡查、

各大樓內部巡查，確保零事故發生。 

三、每半年舉行人員教育訓練及員工防護團訓

練，提昇員工緊急應變能力及危機意識。 

四、配合安管室、科技室，定期維護各項監測系

統。 

  

五、 加強文物

典藏與維護 

4、 文物清點情形 一、科技室配合器物處需求，進行檢視庫房院藏

文物，1至 12 月共 2次 16 件。 

二、每月均請書畫處策展科同仁參與庫房抽點事

宜，確實掌握文物保存及提調的現狀。 

三、每年書畫處與登記組合作一次，敦請院長、

副院長主持文物抽點事宜。 

四、書畫處與資訊中心合作，定期核對、更新庫

房管理系統之各項功能及內容，以精確統計

典藏文物的數量。 

  

 

 

 

 



二、 預算執行概況 

歲入(依來源別子目)、歲出(依機關別工作計畫)請按本年度及以前年度分別說明預算執行結果。 

(一) 本年度部分： 

1.歲入部分歲入部分歲入部分歲入部分：：：：本年度歲入法定預算數 116,622,000 元，執行結果： 

(1) 賠償收入實收 892,806 元，較預算數 50,000 元超收 842,806 元，主要係承商履約遲延，依實

際案件及罰款規定辦理。 

(2) 作業賸餘實收 7,693,000 元，與預算數 7,693,000 元相同。 

(3) 廢舊物資售價實收 167,125 元，較預算數 30,000 元超收 137,125 元。係報廢電腦及廢舊建材

五金等財產售價收入。 

(4) 供應費實收 14,380,037 元，較預算數 15,700,000 元短收 1,318,963 元。主要係公務預算編列出

版書刊減少，且經濟不景氣參觀人次減少購置出版品減少所致將朝擴大展覽出版宣導加強改

進。 

(5) 場地設備使用費實收 83,171,300 元，較預算數 92,904,000 元短收 9,732,700 元。主要係經濟不

景氣及本院動線工程施工影響,外國觀光客受限來台灣參觀,本地參觀人數也受影響,長達半年

之久,雖舉辦各項促銷活動,仍效果不佳,門票收入因而短收甚多。 

(6) 服務費實收 554,400 元，較預算數 245,000 元超收 309,400 元，主要係文物研習報名費收入因

參加研習人次增加所致，將朝研習課程多元化及增加宣傳管道著手，以增裕歲收。 

(7) 雜項收入實收 2,144,835 元，均為預算外收入，係收回以前年度收入 2,144,835 元。 

(8) 總計歲入實收 109,003,503 元，均經如數繳庫，達成率 93.47％，與預算數 116,622,000 元比較，

計短收 7,618,497 元。 

2.歲出部分歲出部分歲出部分歲出部分：：：：本年度歲出預算數原列經常支出 636,842,000 元，資本支出 198,099,000 元，合計

834,941,000 元，茲將各項工作計畫執行狀況分述如下： 

(1) 一般行政：原預算數 423,906,000 元，決算支出實現數 422,739,383 元（含保留數 178,900 元），

賸餘 1,166,617 元。 

(2) 器物管理：預算數 5,179,000 元，決算支出實現數 5,022,393 元，賸餘 156,607 元。 

(3) 書畫管理：預算數 6,780,000 元，決算支出實現數 6,774,919 元，賸餘 5,081 元。 

(4) 圖書文獻管理：預算數 20,094,000 元，決算支出實現數 19,950,678 元，賸餘 143,322 元。 

(5) 文物展覽：預算數 36,224,000 元（包括動支第一預備金 1,089,000 元 ），決算支出實現數

35,598,839 元(含保留數 562,500)賸餘 625,161 元。 

(6) 文物登錄及徵集：原預算數 1,152,000 元，決算支出實現數 1,101,128 元，賸餘 50,872 元。 

(7) 資訊管理：預算數 255,276,000 元，決算支出實現數 248,676,342 元(含保留數 26,909,658 元)，

賸餘 6,599,658 元。 

(8) 文物攝影出版：預算數 6,640,000 元，決算支出實現數 6,578,833 元(含保留數 285,000 元)，賸

餘 61,167 元。 

(9) 文物科技研析維護：預算數 2,360,000 元，決算支出實現數 2,301,524 元(含保留數 257,270 元)，

賸餘 58,476 元。 

(10) 安全系統管理維護：預算數 14,302,000 元，決算支出實現數 14,288,313 元(含保留數 2,716,196

元),賸餘 13,687 元。 

(11) 故宮文物藝術發展基金：預算數 10,000,000 元，決算支出實現數 10,000,000 元。 

(12) 營建工程：預算數 5,000,000 元，元，決算支出實現數 4,546,393 元，賸餘 453,607 元。        

(13) 其他設備：原預算數 48,028,000 元，決算支出實現數 47,848,974 元(含保留數 7,075,974 元)，

賸餘 179,026 元。 

(14) 第一預備金：預算數 1,089,000 元，全數移撥至「文物展覽」項下支付。 

(15) 總計歲出支出實現數 825,427,7190 元(含保留數 37,984,852 元)，執行率 98.86％，其中經常

支出 629,267,671 元，資本支出 196,160,048 元；支出保留數 37,984,852 元（約占預算數 4.54

％），經常支出 6,956,768 元，資本支出 31,028,084 元。 



3.統籌科目部分統籌科目部分統籌科目部分統籌科目部分：：：：婚喪生育及子女教育補助、公教員工資遣退職給付等項，均經照案執行，決算

支出實現數 51,923,344 元。 

(二) 上年度部分： 

91 年度繼續保留預算共計 1 項 3,023,259 元，及 92 年度保留預算 7 項，已完成 3 項，繼續保留 4

項 267,185,554 元，93 年度保留預算共計 2 項 106,627,499 元合計 376,836,303 元(詳如應付歲出明

細表)。 

 

三、 資產負債實況 

本院為實施國庫集中支付機關，所有歲出款項，除小額零星費款依規定由零用金支付外，其餘均經

財政部台北區支付處逐筆支付；歲入實收款項，均依規定適時解繳國庫。本年度收支狀況如下： 

(一) 經費類： 

1. 收支狀況收支狀況收支狀況收支狀況：：：： 

專戶存款 35,965,338.51 
上年結存 18,585,959.51 (含）

  
 本年支出 1,204,984,470.00    

   專戶存款或經費結存 
本年收入 1,222,363,849.00  

   
本年結存 35,965,338.51 (含 

18,585,959.51 
) 

收項總計 1,240,949,808,51     付項總計 1,240,949,808.51    

2. 結存分析結存分析結存分析結存分析：：：：專戶存款 35,965,338.51 元（較上年增加度減少 17,379,379.00 元），係保管款

21,143,325..00 元（較上年度增加 4,163,692.00 元）與代收款 14,822,013.51 元（較上年度增加

13,215,687.00 元），減有價證券 16,674,568.00 元（與上年度減少 9,167,764.00 元）之餘額。

保留庫款 308,129,761.00 元，包括應付歲出保留款本年度 37,984,852.00 元，應付歲出保留款

376,836,312.00 元。押金 56,600.00 元（較上年度減少 8,700 元）元，包括以前年度部分 59,500

元，本年度增加 2,900 元。 

(二) 歲入類： 

1.收支狀況收支狀況收支狀況收支狀況：：：： 

上年結存 0.00  本年支出 109,003,503.00 

本年收入 109,003,503.00  本年結存 0.00 

收項總計 109,003,503.00  付項總計 109,003,503.00 

 

2.2.2.2.結存分析結存分析結存分析結存分析：：：：本年度各科目均無餘額。 

四、 其他要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