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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總總總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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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院區交通及改造展示空間改善院區交通及改造展示空間改善院區交通及改造展示空間改善院區交通及改造展示空間 

� 正館公共空間改善 

� 展覽動線調整 

� 正館周邊環境改善 

2. 舉辦國內外文物展覽與學術研究研討會舉辦國內外文物展覽與學術研究研討會舉辦國內外文物展覽與學術研究研討會舉辦國內外文物展覽與學術研究研討會 

� 籌劃舉辦展覽 

� 舉辦學術研討會 

3. 推展數位典藏及推展數位典藏及推展數位典藏及推展數位典藏及網路文化建設發展計畫網路文化建設發展計畫網路文化建設發展計畫網路文化建設發展計畫（（（（數位博物館數位博物館數位博物館數位博物館），），），），提供網際網路資訊服務提供網際網路資訊服務提供網際網路資訊服務提供網際網路資訊服務 

� 故宮文物數位典藏系統之研製 

� 故宮文物數位博物館建置與加值應用 

� 故宮文物數位學習 

� 推動行政業務電腦化 

4. 改善全院導覽系統及落實博物館教育推廣改善全院導覽系統及落實博物館教育推廣改善全院導覽系統及落實博物館教育推廣改善全院導覽系統及落實博物館教育推廣 

� 博物館教育推廣目標(持續性教育目標) 

� 有效運用社會人力資源，達到節省政府開支及教育推廣之目標 

� 博物館館際交流與資源分享活動 

5. 健全全球化出版授權並加強行銷健全全球化出版授權並加強行銷健全全球化出版授權並加強行銷健全全球化出版授權並加強行銷 

� 建立本院文物數位影像授權電子商務平台，利用網際網路擴大全球化授權。 

� 建立本院多國語文編譯小組，主動進行出版品翻譯及授權發行，建構國際行銷網絡。 

6. 加強書畫維護保存及文物科技維護加強書畫維護保存及文物科技維護加強書畫維護保存及文物科技維護加強書畫維護保存及文物科技維護 

� 提升本院維護文物修復軟硬體設施 

� 新增文物材質分析儀器設施 

� 加強文物保存科技研發技術 

� 辦理文物科技展示與教育推廣。 

7. 強化文物安全維護管理系統強化文物安全維護管理系統強化文物安全維護管理系統強化文物安全維護管理系統 

� 文物清點情形 

� 安全系統方面 

8. 籌建南部分院籌建南部分院籌建南部分院籌建南部分院 

� 籌建南部分院之宗旨 

� 故宮分院的展望與規劃 

� 九十三年度故宮南分院工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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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 器物管

理 

 

一、器物庫房管

理與維護： 

(一)山洞庫房、行政大樓庫房及陳列

室，為防蟲害而定期噴灑藥劑；更

換溫濕度表、低壓電器設備檢查、

偵煙器檢查；每月例行定期庫房安

檢。 

(二)配合總務室、管制室等單位，每

月例行實施檢查安全系統（防盜、

火警、監視器及電腦讀卡機）與電

器設備。 

(三)配合管制室更新庫房火警系統工

程施作。 

(四)配合新動線工程，山洞庫房的管

線調整工程施作。 

(五)本處文物陳列二十一項二十二

室，約佔全院展出空間的三分之

二，除經常性的維護、清潔工作

外，每半年並大規模清掃一次。 

(六)配合科技室運用科學儀器測試及

相關研究，來控制器物庫房恆溫恆

濕展覽室之溫濕度，及適當的照明

與陳列設施。 

(七)因業務需要，進行經常性之開

箱、提件、清理、編目、照相與數

位攝影、歸箱等管理工作。 

(八)改善器物包裝、使用無酸材質包

裝及製作紙盒。 

(九)器物數位典藏計畫執行。 

(十)收集庫房文物保存所相關資料，

進行改箱為櫃的策劃。 

(十一)庫房管理電腦化。庫房管理系

統的研商、建置。 

 

已完成： 

完成確保器物安全之任務，

各項業務接順利推行完成；

並同時加強學術研究工作，

以提升學術層次、擴大研究

與運用之範圍。 

 

 二、器物管理維

護與社會服

務： 

(一)庫房改箱為櫃工程規劃、執行。

93 年執行玉器庫、文具庫、漆器庫

的改櫃工程。 

(二)收集文物資料，研究各類器物，

其研究成果加以建檔或出版。 

(三)接受各界人士詢問有關器物方面

之疑義，提供學術性之參考意見 

(四)接受國內外學術界人士、研究生

或國賓等申請提件特別參觀。 

(五)配合各項特展提供相關之專題演

講。 

(六)配合各項特展舉辦學術研究討論

會，加強文物之宣揚。 

(七)器物數位加值應用案的參與研

議，以及提件拍照等。 

(八)接受申請拍照之提件拍照。 

 

已完成： 

保持典藏文物之最佳狀態，

確保古文物典藏與完好。促

進國際文化交流、提升國民

文化及藝術素養、針對民眾

的需求提供最佳的服務品

質。 

 

貳、 書畫管

理 

一、書畫管理： (一)配合安管室、電機房、科技室定

期檢查、維修、測試書畫庫房及展

已完成： 

八月二十九日書畫處民防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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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示櫃內外之各種儀器、設備，使之

能維持正常運作，達到防火、防

水、防盜、防蟲並維持標準溫度、

溼度、光度以確保文物安全。每日

由一位同仁輪值，巡察陳列室，紀

錄溫、溼度。每月定期會同科技

室、管制室，巡察庫房、陳列室，

確保溫溼度的控制及消防設施的

正常運作。 

(二)依序於換展時，大規模清理各展

示室。 

(三)因業務需要進行經常性之開箱、

提件、整理、編目、照相與歸箱等

管理工作。 

(四)製作庫房保存冊頁之藍布套，93

年更新增 110 件。 

(五)配合各項特別參觀申請案，執行

文物提件及訪問者接待事宜。 

 

實際演練。 

完成確保書畫安全之任務，

各項業務皆順利推行完成；

並同時加強學術研究工作，

以提升學術層次、擴大研究

與運用之範圍。 

 

 二、書畫研究： (一)配合各項特展提供相關之專題演

講及學術研討會。 

(二)接受各界人士詢問有關書畫方面

之疑義，以學術立場提供參考意

見。 

(三)接受國內外學術界人士、研究生

或國賓等申請提件特別參觀。 

(四)與財團法人林宗毅博士文教基金

會合作，四月編印出版定靜堂中國

書畫名品選。 

(五)德藝百年圖錄。 

(六)編輯書畫圖錄第二十三冊。於十

二月底出版。 

(七)規畫編寫八十週年院慶書畫名作

叢書。 

(八)製作「北宋書畫」中英文網站，

於十二月建置完成。 

(九)配合「書畫數位典藏計畫」之計

畫時程，執行文物提件照相、影像

數位化及典藏管理系統後設資料

之建置，93 年底預計可完成明代精

華書畫 1800 件。 

 

均依計畫完成下列展覽。 

 

 

 三、書畫維護 配合各項展覽，執行文物修復及重

裝，每年約可完成 200 件以上。 

 

  

 四、書畫展覽 (一)筆有千秋業－書法的發展。 

(二)造型與美感－繪畫發展史。 

(三)受贈書畫展。 

(四)新視界－清代前期宮廷繪畫展。 

(五)敘事畫。 

(六)在嘉義民雄演藝廳舉辦「異國風

情－亞洲文物展」。 

均依計畫完成下列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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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在高雄市美術館，與器物、文獻

合辦「璀璨東方－故宮文物珍品

展」，繪畫方面展出清院本「清明

上河圖」等 28 件。 

(八)赴德國波昂舉辦「天子之寶展」，

展出書畫 74 件。 

(九)十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一日舉辦

「懷素自敘帖特展」。 

(十)策畫九十五年院慶「北宋書畫特

展」，召開策展會議，擬定展覽主

軸，初選目及向國外博物館借展選

件目，並發函商借。 

(十一)配合「北宋書畫特展」，與器

物處、圖書文獻處商議舉辦北宋藝

術學術研討會，研擬討論會主題、

邀請學者名單及相關細節。 

(十二)規畫九十四年書畫展，研擬「造

型與美感展」於正館動線及改建期

間，調整展覽主題。 

 五、學術交流 (一)配合「新視界－清代前期宮廷繪

畫展」，九十三年一月五日邀請台

大藝術史研究所傅申教授演講「重

建乾隆皇帝的靜寄山莊」。 

(二)配合「古色－十六至十八世紀的

仿古風」特展，於一月十五、十六

日，與器物、文獻處合辦「玩古、

賞新－明清的賞玩文化學術研討

會」，國內外學者約 500 人參與。 

(三)籌備九十五年院慶「北宋書畫特

展」，一月至六月召開策展會議四

次，並邀請中研院史語所柳立言教

授、東吳大學歷史系劉靜貞教授、

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謝明良教

授為顧問，研討展覽主題。 

(四)八月十二日瑞典斯德哥爾摩博物

館史美德受邀演講「元代私人宅邸

的呈現」。 

(五)九月二日日本黑川古文化研究所

竹浪遠受邀演講「董源寒林重

汀」。 

(六)十月十二日至二十日日本東京文

化財研究所山梨繪美子等三位專

家來院合作進行「懷素自敘帖」檢

測，並簡報檢測結果。 

(七)十月二十七日東京大學小川裕充

教授受邀演講「唐宋元代中國繪畫

對日本的影嚮」。二十九日演講「關

於美術叢書的出版」。 

(八)十月三十日、三十一日中華書道

學會舉辦「懷素自敘帖與唐代草書

學術研討會」，提供自敘帖檢測結

果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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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 圖書文

獻管理 

一、圖書文獻庫

房管理與維

護： 

(一)定期實施安全系統與電器檢查，

控制庫房與展覽室溫度、濕度。 

(二)製作文獻光碟及微片，增加文獻

研究之便利，並減少不必要之提

件，維護圖書文獻安全。 

已完成。  

 二、圖書文獻管

理維護與社

會服務： 

(一)修裱補善本書籍 14 種 139 件。 

1. 修錶軍機處檔摺件及傳稿傳包

1,527 件。 

2. 裝訂秘書室移交清冊 24 冊。 

3. 修補妙法蓮華經七卷及乾隆南

巡圖 16 本。 

4. 揭裱輿圖、詔書、平圖等 21

幅。 

已完成下列工作計畫。  

  (二)製作善本書四合錦盒 45 個，修護

錦盒 19 個，製作文獻護匣 126 個。 

  

  (三)完成文獻光碟製作：軍機處檔摺

件影像檔 28,000 件、目錄檔 30,000

件。宮中檔奏摺影像檔 30,000 件，

目錄檔 30,000 件。圖書類文獻 400

張。 

  

  (四)完成善本圖書光碟製作 1,255 冊。 

(五)借閱善本圖書 895 種 8,270 冊，文

獻檔案 10,591 冊（件），微片 113

種 8,245 片。 

  

  (六)讀者申請複印清代檔案奏摺、善

本書 20,726 張（含電腦列印清代檔

案目錄及影像 4,488 張）。 

  

  (七)與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國

立台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合

作舉辦「文物收藏、文化遺址與歷

史解釋國際學術研討會」。 

  

  (八)開辦第三期滿文班與藏文班。 

(九)提供林語堂紀念館「京華煙雲」

手稿封面、影像資料。 

  

肆、 文物科

技研析維護 

一、維護院藏文

物： 

(一)加強檢測分析發揮預防保存效

能： 

使用各種儀器設備，長年偵測各陳

列室及庫房之溫溼度變化狀況，測

量展品上所受的照度及紫外線強

度，並未發現有不適於存放文物之

狀況出現。增置不斷電系統與維修

恆溫恆濕機，維持溫濕度測定儀器

準度，確保文物環境控制標準。博

物館有害生物之綜合管理： 

 

已完成： 

加強正館內外環境空氣污染

物質偵測；進行本院特展、

借展如德藝百年借展文物展

前開箱、狀況檢視作業；與

展後狀況檢視及封箱運送環

境規範、偵測與控制。 

 

 

  (二)定期偵測文物展存環境，持續辦

理故宮院區對文物有害之生物的

防治作業，並研究博物館文物有害

生物之種類、習性、  危害特徵，

及加強冷凍及氮氣除蟲之無毒性

的物理除蟲方式。 

已完成： 

本院展場及庫房每月定時進

行溫濕度檢測及換表作業；

配合特展進行環境溫濕度、

照度之控制。 

 

  (三)燻蒸文物或相關材料，以殺菌除

虫： 

已完成院藏文物的除蟲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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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本院外購、捐贈之有機物質文物

或保存文物所用之有機材料，先送

入燻蒸庫殺虫滅菌，至目前為止，

成效良好，未見虫菌繁殖跡象。 

 

1. 冷凍除蟲文獻書籍２次

（含「經驗良方」５冊）。 

2. 脫氧除蟲處理書畫處書畫

２件。 

3. 展覽或典藏時文物襯墊材

質的酸鹼值測定及相關的

除蟲作業。 

4. 圖書文獻大樓展場特展前

消毒防蟲３次。 

5. 燻蒸院內單位等展場所用

美工裝潢用木料包括： 

(1) 四月「德藝百年」展場

施作材料燻蒸３次。 

(2) 七月書畫處一批；燻蒸

庫房用梓木櫃一批。 

(3) 九月展覽組一批。 

(4) 十月複合式燻蒸作業一

批。 

(5) 十一月文獻處一批。 

  (四)器物修復與展品狀況調查紀錄破

損狀況並清理破片，除髒去垢。接

合破片，補綴缺損部份。潤飾器

面。紀錄程序，存檔。改善修復設

備。 

已完成： 

院藏文物修復、處理等共

495 件。 

 

 

  (五)X 光攝影 

 

已完成： 

院內器物及借展器物拍攝 x

光片共 77 件、修復前後照片

共 1803 件。 

 

 二、文保及相關

研究 

文物防震實驗 

試驗改進文物防震技術：與成功大

學建築系合作進行文物防震實

驗，並在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測

試獨立陳列櫃內器物固定防震之

功效，同時運用二個獨立陳列櫃在

人工地震台上，測試櫃底型和櫃內

型隔震台的功能，作為未來採取防

震措施的參考。 

已完成： 

文物防震研究：與成功大學

國家地震研究中心合作進行

「文物防震實驗研究」。 

 

 

 

 

 

 三、文物仿製及

教育推廣： 

(一)專家指導： 

1. 充實文保科技內涵。 

2. 促進國際文保學術交流。 

已完成： 

1. 專家技術指導 12 次。 

2. 聘請國際文保專家學者

Prof. Ulrich Weilhammer

等 4 位來院指導。 

 

  (二)文物複製開發產品 已完成： 

文物仿製：陶瓷仿製共 348

件。 

1. 精製陶瓷仿製：銅紅玉壺

春 20 件、青瓷葵花碗 20

件、青瓷石榴尊 20 件、青

瓷旋文瓶 20 件、青花大天

球瓶 20 件、青瓷小蒜頭瓶

20 件、銅紅小蒜頭瓶 20

件、青花折枝瓶 20 件、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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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纏枝花卉瓶 20 件、青花

戲嬰扁球瓶 20 件、青花馬

蹄杯製樣品２件、葵花式

盤製樣品２件、銅紅太白

尊 20 件、青花小天球瓶２

件、青花花卉天球瓶樣品

１件、釉裡紅天球瓶樣品

１件。 

2. 開發委外新產品計有扇

子、絲巾、領帶、皮包扣

等 4 種。 

3. 自行開發新產品計有人足

獸鋬匜銅器、鳳鳥紋漆杯

兩種各 60 件共 120 件。 

  (三)文物保存維護研習 已完成： 

主辦文物保存專題演講８

場、座談會２場、研習（活

動）會 14 場，邀請國外學者

學術交流４人次。 

 

  (四)知識經濟計畫－裝潢織品工藝研

究： 

搜集元明時期織錦圖文資料，進行

紋樣與織造技法之比對研究，建立

染織技術史研究資料庫。 

織品彩色圖片建檔約 600

張。 

 

 

  (五)赴國外研習 

 

岩主任素芬赴日本東京文化

材研究所研習３個月、王助

理研究員竹平赴巴黎法國博

物館研究與修復中心研習大

羅浮加速器陶瓷文物科學分

析研究２個月。 

 

 四、新置文保設

備儀器 

 

 

已完成： 

1. 十一月完成購置「法國陶

藝家 Jean Girel 先生仿古

瓷器十一件」，提供古陶瓷

燒造技術之考證，並充實

本室負責規劃「傳統工藝

探索展場」展覽內容。提

昇我國文保科技國際地

位。 

2. 添購Ｘ光螢光分析儀。 

3. 增設燻蒸攝影檢測設備。

提昇除蟲裝置設備及攝影

技術。 

4. 增設實驗設備隔間。 

 

伍、 安全系

統管理維護 

五、安全系統管

理維護 

(一)國定假日及例假日均依原訂計畫

加強院區之嚴密警戒與督導。 

均依下列計畫完成。  

  (二)定期執行安全系統設施保養維

護，並委請專業廠商駐院實施，以

確保設施正常運作。 

  

  (三)各項安全系統運轉資料均備份儲

存，並按日列製報表存檔備查。 

  

  (四)辦理駐警人員常年訓練，控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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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及管理人員在職教育訓練，以增

長執行知能，落實安全管理維護運

作。 

  (五)完成院區警戒巡邏、消防安全防

護與夜間警戒計畫，確保院區安

全。 

  

  (六)完成行政大樓消防火警自動警報

系統更新。 

  

  (七)安全設施中央電腦週邊人機介面

更新及 DGP 設備昇級執行第二年

工程。完成人機介面更新及文獻大

樓、行政大樓之 DGP 汰換。 

正館 DGP 因動線空間改善

工程延誤而辦理保留。 

 

  (八)辦理全院防護團基本訓練及文物

搶救演練，提昇員工危機意識及救

災技能。 

  

陸、 文物展

覽 

 

一、文物展覽 一一一一、、、、院藏展覽與精製品巡展院藏展覽與精製品巡展院藏展覽與精製品巡展院藏展覽與精製品巡展：：：： 

(一)器物展覽： 

1. 國立自然科博館「慾望天堂－

寶石特展」借展器物二件（92

年 10月 10日～93年 4月 11日止）。 

2. 天子之寶－德國展波昂站（92

年 11 月 21 日～93 年 2 月 29

日）。 

3. 古色－十六至十八世紀藝術的

仿古風（92 年 12 月 13 日～93

年 3 月 7 日）。 

4. 璀璨東方－故宮文物珍品展(92

年 12 月 26 日～93 年 3 月 21

日)。 

5. 皇帝的印章(93 年 3 月～94 年

10 月正館動線工程完工)。 

6. 清代皇室珍玩 93年 3 月～94年

10 月正館動線工程完工。 

7. 比上帝還精巧(首版)(93 年 6 月

～93 年 10 月)。 

8. 德藝百年(93 年 6 月～93 年 8

月)。 

9. 比上帝還精巧(加長版)(93 年 10

月～正館東邊動線工程完工)。 

10. 法象威儀－彭楷棟先生捐贈

文物展(93 年 10 月～正館動線

完工)。 

已完成： 

各項展覽皆已順利推出，展

現本院典藏之多樣化精緻文

物，並將院內藏品有系統之

介紹，藉由多樣化的展覽，

培養國人藝術之鑑賞力、提

高國民生活品質，以達到推

廣文化教育之目的。 

 

 

  (二)書畫展覽： 

1. 筆有千秋業－書法的發展。 

2. 造型與美感－繪畫發展史。 

3. 受贈書畫展。 

4. 新視界－清代前期宮廷繪畫展。 

5. 敘事畫。 

6. 在嘉義民雄演藝廳舉辦「異國風情

－亞洲文物展」。 

7. 在高雄市美術館，與器物、文獻合

辦「璀璨東方－故宮文物珍品

均依計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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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繪畫方面展出清院本「清明

上河圖」等 28 件。 

8. 赴德國波昂舉辦「天子之寶展」，

展出書畫 74 件。 

9. 十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一日舉辦

「懷素自敘帖特展」。 

10.策畫九十五年院慶「北宋書畫特

展」，召開策展會議，擬定展覽主

軸，初選目及向國外博物館借展選

件目，並發函商借。 

11.配合「北宋書畫特展」，與器物處、

圖書文獻處商議舉辦北宋藝術學

術研討會，研擬討論會主題、邀請

學者名單及相關細節。 

12.規畫九十四年書畫展，研擬「造型

與美感展」於正館動線及改建期

間，調整展覽主題。 

 

  (三)圖書文獻展覽： 

1. 年度舉辦「福爾摩沙-十七世紀的台

灣、荷蘭本與東亞」，向國內外借

展文物近 350 組件，造成轟動，社

會各階層均前來本院參觀。 

2. 舉辦「王城再現」特展，本院首度

在台南市辦展覽，協助推動台南七

縣市的文化活動。 

3. 提供十一件文物協助蒙藏委員會

與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辦「21 世紀蒙

古展」。 

4. 提供五件複製檔案協助台灣博物

館舉辦「西仔反：清法戰爭史料展」 

5. 提供十三件文物參與德國「天子之

寶：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收藏」 

6. 提供五十五件文物參與高雄「翠玉

白菜遊南台  璀璨東方-故宮文物

珍品展」。 

 

均依計畫完成。  

  (四)辦理精製文物國內外巡迴展覽： 

1. 國內巡展： 

九十二年接受高雄市楠梓區加昌

國小洽借，將該批故宮珍藏文物複

製品，包括法書、冊頁、名畫、陶

瓷、青銅器等續借至該校，預定於

九十二年 12 月~94 年 2 月展出。之

後巡迴高雄市小港區鳳林國小、前

鎮區民權國小、鹽埕區光榮國小、

苓雅區凱旋國小、三民區新莊國

小、楠梓區援中國小等共計八所學

校展出。 

  

  2. 國外巡展：未派員出國辦理巡迴展

覽。 

 

因應政府節約凍結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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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文物宣揚 二二二二、、、、社教與推廣社教與推廣社教與推廣社教與推廣：：：： 

(一)禮遇來訪國際嘉賓： 

院長親自接待來訪嘉賓 1150 人增

進實質外交與國際友誼。 

 

均依計畫完成 

 

 

  (二)加強學生導覽服務： 

免費接待學生參觀，大專 159 校次

計 7,611 人次，高中 101 校次計

13,521 人次，國中計 136 校次計

17,795 人次，國小 430 校次計

41,588 人次，教師 35 校次計 1,433

人次；其中提供導覽：大專計 5,090

人次，高中計 8,736 人次，國中計

10,698 人次，國小優質導覽計

33,393 人次，教師計 2003 人次。

學生參觀人數總計為 123,684 人

次。 

均依計畫完成  

  (三)提供一般導覽服務： 

1. 服務社會大眾，提供中文定時導覽

1,646 次，計 7,754 人次。 

2. 機關、團體貴賓：提供特別導覽服

務：中文 765 次，服務 40,629 人次。

外文：991 次，服務 12,751 人次。 

3. 張大千紀念館導覽服務：2,321 人

次。 

均依計畫完成 

 

 

 

 

  (四)擴大博物館教育功能： 

1. 舉辦藝文活動及促進藝術史教育： 

(1)舉辦專題及學術演講 15 次，1,727

人次。 

(2)舉辦文物研習會： 

a.寒假文物研習會 1 次，計 1,825

人次（10 堂課）。 

b.暑假文物研習會 1 次，計 3,846

人次（20 堂課）。 

2. 協辦觀光局「新進及在職觀光導遊

人員」研習會 1 次，計 111 人次參

加。 

3. a.藝術與人文教師初階養成研習班

共 2 梯次 120 位教師參加 b.藝術與

人文教師進階養成研習班共舉辦 7

次參加人數 287 人。 

4. 教師游藝進修專案 

週三下午游藝進修專案，共 19 梯

次 366 位教師參加。 

教師工藝游藝進修專案生活養成

體驗活動，共 3 梯次 61 位教師參

加。 

5. 協辦「2004 社教機構與文化創意產

業資源整合創新經營研討會」1

次，計 300 人參加。 

6. 「走出故宮」演講活動，與桃園縣

文化局東光文化基金會合作，自

均依計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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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1～9/18 每週日下午 2:30～4:30

舉辦系列演講，共 1,200 人參加。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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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人來院實習。.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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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7 張。 

9. 93 年 2 月 7 日至 4 月 10 日每週三、

六舉辦第一梯次兒童文物研習營

教育活動，計 59 人參加。另因動

線工程造成兒童館暫時關閉：於 93

年 7 月 26 日至 8 月 7 日舉辦 3 梯

次暑期研習營，計 106 人參加。 

10.印製文宣資料： 

(1) 「故宮通訊」編輯與印製： 

93 年 1-6 月編印中英文、日文版「故

宮通訊」第三十六卷第一期及第二

期，中、英文版 19 萬本及日文版 6

萬 7 千本，除放置於展場供參觀民

眾免費取閱之外，亦寄贈至台北各

大觀光飯店、台北捷運站、駐外單

位、文化機構等，供各地民眾免費

取閱。93 年 7-12 月年編印中英文、

日文版「故宮通訊」第三十六卷第

三期及第四期，中、英文版 19 萬

本及日文版 6 萬本。 

(2) 設計印製「德影百年－德國電影

三部曲」精美電影書籤 3 萬份及

宣傳海報 500 張供免費索取。 

(3) 「比上帝還精巧」展覽摺頁規

劃、文案撰寫與設計印製，初版

共印刷 6 萬份 (中文 16000、英文

22000、日文 22000)。 

(4) 「比上帝還精巧特展暨 3D 虛擬

文物展示系統」摺頁設計印製共

34 萬份 (中文 12 萬份、英文 10

萬份、日文 12 萬份) 

(5) 「法象威儀」特展摺頁設計與印

製共 6 萬份 (中文 4 萬份，英文 1

萬份，日文 1 萬份)。 

(6) 「故宮通訊」改版設計案 

(93.10-12)。 

(7) 本院單色及彩色展覽說明書：

中、英、日文版 (1-12) 共計

1,446,000 張 

(8) 「故宮簡介」中、英、日文版撰

稿、編輯、設計印製採購案 

(93.09-94.01)，印製 72 萬份。  

(9) 「故宮導覽圖」中、英、日文版

撰稿、編輯、設計印製採購案 

(93.09-94.01)，每季 10 萬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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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規劃辦理「張大千紀念館簡介」

中、英、日文版撰稿、編輯、設

計印製採購案 (93.11-94.01)。 

  (五)培訓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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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本院簽約本國籍義工總人數

計 295 人，外國籍義工人數為 12

人，並於今年七月再度招募第三屆

高中文化志工，目前服務本院簽約

高中文化志工計 26 人。 

其服務績效： 

1. 本國籍志工： 

(1)共計提供了 2000 人次之導覽服

務，服務觀眾 19,000 餘人。 

(2)為學生團體提供 1900 人次之專

業導覽，服務 50,000 餘位中小學

生及大專學生。 

(3)提供外語導覽，包括英語、日語、

韓語、法語、德語共計 700 人次，

服務外籍遊客 13,000 餘人。 

(4)5~8 月支援德藝百年展導覽服務

562 人次，服務觀眾及學生團體

19,890 人次。 

(5)9~12 月支援法像威儀展 777 人

次。 

(6)支援服務台諮詢及相關行政工作

1755 人次。 

2. 外語志工 

����    現任義工人數與服勤狀況現任義工人數與服勤狀況現任義工人數與服勤狀況現任義工人數與服勤狀況 

外文義工的人數截至 93 年 11 月底

實際登記當班的外文志工有 11 位。 

本年度當班服務的次數截至 93 年

11 月止共有 406 場次的導覽。 

����    新進義工招募培訓新進義工招募培訓新進義工招募培訓新進義工招募培訓 

今年度的外文義工招募於今年的

九月份正式於網上公告招募的消

息，正式加入培訓課程共有 20 位。 

3. 高中志工 

高中學生文化志工 93 年支援服務

台諮詢 403 人次，英語定時導覽 31

人次，本國民眾親子導覽 22 人次，

學生團體導覽 22 人次，廣場活動、

問卷調查等行政支援 34 人次，兒

童文活動與創意營活動 59 人次。 

均依計畫完成  

柒、 文物登

錄及徵集 

一、徵集方面： (一)、增購舊籍 177 件，接受捐贈亞

洲文物 360 件、漆器 2 件、繪畫 1

件、法書 1 件、舊籍 37 件、地圖

34 件。以上共計受贈 435 件、收購

177 件，總計 612 件。 

依計畫已完成。 

 

 

  (二)、拍攝新增文物照片 850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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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數位管理： (一）積極推動本院「院藏文物管理」

電腦化作業，已協力完成故博、中

博所藏文物作業，同時推動器物處

珍玩及收購、捐贈總登錄資料建置

約 68,000 件、圖書文獻處文獻基本

資料 54 萬餘件之先期建置作業。

預期未來「院藏文物管」總登錄完

竣後，對於接軌本院典藏文物全面

電腦化與數位化工程，將有奠基之

功能。 

  

  (二)目前進行之「數位典藏計畫」，

核校各單位清單之階段性作業，完

成茶文化 237 件、宣德官窯 279

件、明清琺瑯 249 件、藏瓷大系、

400 件、清宮蒔薈 152 件。 

  

  (三)院藏文物每季庫房點檢。 

依據「國立故宮博物院組織條例」

第二條第一款「關於古文物及藝術

品之保管、清點、編目、整理、維

護、修裱等事項」的規定，本院於

九十三年進行院藏文物之定期抽

點四次，共計抽點 1,964 件。 

  

 三、借展作業： 進行本院與借展單位簽約暨辦理

借展品保險、點驗（含製作點驗清

單）、裝（開）箱與接（歸）運事

宜。九十三年度本院借展作業計

有： 

均依計畫已完成。 

 

 

  (一)「天子之寶－台北國立故宮博物

院的收藏特展」 

展出地點：德國波昂聯邦藝術及展

覽館 92/11/21~93/02/29 

波昂館向本院借展文物 323 件。 

  

  (二)「慾望天堂－寶石特展」 

展出地點：台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

館 92/10/10~93/03/31 

科博館向本院借展文物 6 件。 

  

  (三)「翠玉白菜遊南台 璀璨東方－

故宮文物珍品展」 

展出地點：高雄市立美術館

92/12/26~93/03/21 

高美館向本院借展文物 200 組件冊 

  

  (四)「異國風情－亞洲文物展」 

展出地點：嘉義民雄縣立文化中心

演藝廳 93/01/17~93/04/18 

民雄演藝廳向本院及國內公、私藏

家共九家借展 140 組件冊。 

  

  (五)「德藝百年－德意志藝術的黃金

時代�柏林國家博物館珍藏」特展 

展出地點：本院文獻大樓

93/05/01~93/08/01 

本院向普魯士文化資產基金會轄

下六家博物館借展 193 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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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幾何抽象』在台灣」特展 

展出地點：台北市立美術館

93/08/14~93/10/10 

北美館向本院借展現代畫作 1 件。 

  

  (七)「法象威儀」特展 

展出地點：本院文獻大樓

93/10/05~93/12/03 

本院向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

借展「日本文化財」2 件。 

  

捌、 文物攝

影出版 

一、為提昇國際

形象及擴大

行銷網絡 

本院積極參與大型國內外書展，分

別於 93 年 2 月 11 日至 93 年 2 月

16 日參加台北世貿展覽館舉辦之

第十二屆台北國際書展；93 年 9 月

1 日至 93 年 9 月 7 日參加 2004 年

北京國際書展；於 93 年 10 月 4 日

至 93 年 10 月 12 日參加 2004 年德

國法蘭克福國際書展；於 93 年 11

月 8 日至 93 年 11 月 14 日參加遼

寧博物館書畫研討會及研商基金

出版品拓展行銷；於 93 年 11 月 27

日至 93 年 12 月 8 日參加第七屆

EVA2004 國際會，積極推展本院出

版品。 

均依計畫完成。 

 

 

 
二、為擴大本院

出版品經銷

據點 

93 年增加皇城廣告印刷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金士盟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頑石創意有限公司、小書齋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維悅企業有

限公司、巴黎友豐書店等六家經銷

商，其中巴黎友豐書店位於法國，

對於本院拓展歐洲市場具有指標

意義。 

均依計畫完成。  

 三、文物攝照： (一)配合業務需要拍攝文物照片及

135 底片 6,516 張。 

(二)配合文物展覽需要拍攝大型照

片及 4＊5 及 8＊10 底片 7,054

張。 

(三)建立文物檔案、拍攝幻燈片、

照片 2,088 張。 

(四)沖洗黑白文物照片 502 張。 

均依計畫完成。  

 四、編印期刊 (一)編印「故宮學術季刊」五期，

每期 700 本。 

(二)編印「故宮英文半年刊」一期，

每期 750 本。 

(三)編印「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

料第九、第十冊」各 350 本。 

均依計畫完成。  

 五、出版品國際

化 

配合政府推行英語政策，增加多國

語言版本，使出版品更符合國際

化。 

均衣計畫完成。  

玖、 資訊管

理 

一、故宮文物數

位化典藏系

統。 

完成九十二年度數位典藏計畫器

物、書畫、清代檔案、庫房管理等

系統，增購儲存設備、電腦週邊軟

硬體，建置文物數位化的後設資

均衣計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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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說明文、高解析度影像檔、校

色方法、作業規格。 

 二、建置繁簡中

文、英、德、

日、法、西、

韓八種語言

版網頁內

容。 

配合網際網路的普遍應用，繼續充

實網站內容，以圖文並茂、多媒體

方式，建置完成繁體中文、檢體中

文、英、德、日、法、西、韓八種

語文版網頁，提供中外人士欣賞，

增進展覽、教學及研究效益。 

  

 三、建立電子化

公文作業系

統，以提升

行政效率。 

配合電子化政府之推展，更新行政

管理資訊系統，完成公文影像系

統、表單簽核系統、政府施政計畫

管理系統之建置及推行應用，以及

完成開發院內資訊服務網，提供同

仁透過網路，隨時獲得院內最新發

佈的院會決議、對外作業規定、各

項表單檔案資料等服務。 

  

 四、提升擴充全

球資訊網伺

服器、光纖

網路系統、

電腦設備

等。 

完成擴充全球資訊網伺服器、光纖

網路系統及多媒體開發播放系

統，並增購個人電腦 150 部、筆記

型電腦 32 部、印表機 20 部，提昇

網路應用環境。 

  

 五、定期維護電

腦軟、硬

體、網路及

機房，確保

系統正常運

作。 

完成 IBM 主機、WEBSERVER、

NT 等主電腦系統、光纖網路系

統、個人電腦及周邊設備等每月定

期維護及不定期故障檢修。 

器物、書畫、院藏文物資料、近代

館、人事薪資、管制、出版、展覽、

公文、差勤等管理系統，委託開發

廠商每月或季定期維護，改進功能

缺失。 

  

 六、配合國家「挑

戰 2008：數

位台灣國家

型科技計

畫」，執行

故宮文物數

位博物館建

置與加值應

用計畫，與

故宮文物數

位學習計

畫。 

規劃多媒體展示廳，並拍攝「歷史

典藏的新生命」及「經過故宮」等

數位電影，使大眾透過精緻藝術的

創作了解故宮，規劃博物館數位學

習示範中心，並建置完成故宮文物

數位學習網。 

  

壹拾、 一般

建築及設備 

一、營建工程 (一)拆除院區違建房舍工程。 已完成。  

  (二)院區老舊建築設施修繕乙種、丁

種宿舍屋瓦更新工程。 

已完成。  

  (三)正館後山院區擋土牆透排水改善

工程。 

已完成。  

  (四)正館公共空間、展覽動線調整與 本工程 91 年度預算遭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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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邊環境改善工程暨正館耐震補

強工程計畫，（已於 92.12.15 召開

評選，12.31 簽約完成）。 

 

院凍結，至今年 5 月解凍後

始開始作業，於 92 年 9 月

15 日重新辦理第一次公告

招標，同年 10 月 13 日截止

投標期限止，因僅 2 家廠商

投標 未達法定開標家數造

成本案流標。 

同年 10 月 28 日至 12 月 8

日舉行第二次公告招標。 

93年 12月底預定施作進度： 

1.排樁完成 92 支(設計預計

159 支) 

2.水樁試樁 6 支尚未開始施

作(設計 159 支) 

3.室內施作一、二樓拆除

完，現在工期進度為：預定

進度：8.52%；實際進度：

4.03%；請款進度： 

  (五)餐應及第二辦公室改善工程已辦

理完成。另申請使用執照正送件辦理

中。 

 

依核定計畫實施。  

  (六)籌建中南部分院規劃設計監造

案。 

1. 完成南部分院整體規畫報告書 9

本。 

2. 國際建築顧問評選。 

3. 地目變更及環評作業。 

均依計畫完成。  

 二、其他設備 (一)老舊辦公桌椅等設備汰換已辦理

完成。 

  

  (二)自動化票務系統建置之委託規劃

設計及監造案已完成第一階段作業

（93 年 12 月 27 日止已支付 133,800

元）。 

因正館動線工程延後影嚮，

以致本項系統建置因而延後

實施規劃。  

配合正館動

線工程進度

一併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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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719,000 元，執行結果： 

(1) 賠償收入實收 641,133 元，較預算數 50,000 元超收 59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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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9,000 元，與預算數 6,159,000 元相同。 

(3) 廢舊物資售價實收 559,861 元，均為預算外收入，係報廢電腦等財產售價收入。 

(4) 供應收入實收 12,567,283 元，較預算數 17,456,000 元短收 4,888,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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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地設備管理收入實收 60,587,575 元，較預算數 92,904,000 元短收 32,316,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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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收入實收 1,275,136 元，較預算數 1,150,000 元超收 125,136 元，主要係文物研習報名費

收入因參加研習人次減少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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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4 元，均為預算外收入，係其他雜項收入 2,294 元。 

(8) 總計歲入實收 81,794,171 元，均經如數繳庫，達成率 69.48％，與預算數比較，計短收 35,924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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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5,112,000 元，資本支出 413,709,000 元（含第二

預備金 15,000,000 元），合計 1,098,8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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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221,000 元，決算支出實現數 429,669,316 元，賸餘 551,684 元。 

(2) 器物管理：預算數 14,263,000 元，決算支出實現數 14,128,198 元，含保留數 8,795,800 元,賸

餘 134,802 元。 

(3) 書畫管理：預算數 6,710,000 元，決算支出實現數 6,413,205 元，賸餘 246,795 元。 

(4) 圖書文獻管理：預算數 20,094,000 元，決算支出實現數 19,589,997 元，賸餘 504,003 元。 

(5) 文物展覽：預算數 34,786,000元，決算支出實現數 34,474,144元(含保留數 205,000)賸餘 311,856

元。 

(6) 文物登錄及徵集：原預算數 1,152,000 元，決算支出實現數 1,118,206 元，賸餘 33,794 元。 

(7) 資訊管理：預算數 317,993,000 元，決算支出實現數 285,277,779 元(含保留數 57,516,425)，賸

餘 32,715,221 元。 

(8) 文物攝影出版：預算數 6,640,000 元，決算支出實現數 5,938,861 元，賸餘 701,139 元。 

(9) 文物科技研析維護：預算數 5,260,000 元，決算支出實現數 5,077,575 元，賸餘 182,425 元。 

(10) 安全系統管理維護：預算數 16,802,000 元，決算支出實現數 16,540,056 元,賸餘 261,944 元。 

(11) 故宮文物藝術發展基金：預算數 20,000,000 元，決算支出實現數 20,000,000 元。 

(12) 營建工程：預算數 193,000,000 元，申請動支第二預備金 15,000,000 元，合計預算數

208,000,000 元，決算支出實現數 207,391,929 元(保留數 131,728,819 元)，賸餘 608,071 元。 

(13) 交通及運輸設備：預算數 1,000,000 元，決算支出實現數 962,700 元，賸餘 37,300 元。 

(14) 其他設備：原預算數 15,900,000 元，決算支出實現數 15,585,051 元，賸餘 314,949 元。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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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總計歲出支出實現數 1,062,167,017 元，執行率 96.66％，其中經常支出 650,102,293 元，資

本支出 412,064,724 元；支出保留數 201,242,044 元（約占預算數 18.31％），經常支出 8,340,635

元，資本支出 192,90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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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38,865 元。 

(二) 上年度部分： 

91 年度保留預算共計兩項 91,671,438 元，及 92 年度保留預算七項，已完成三項，繼續保留四項

571,880,781 元合計 663,552,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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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36341.51 
上年結存 35,636,341.51 (含 

  
) 本年支出 975,817,869.00    

   專戶存款或經費結存 
本年收入 958,767,487.00  

   
本年結存 18,585,959.51 (含 

18,585,959.51 
) 

收項總計 994,403,828.51     付項總計 994,403,828.51    

2. 結存分析結存分析結存分析結存分析：：：：專戶存款 18,585,959.51 元（較上年度減少 17,050,382.00 元），係保管款 16,979,633..00

元（較上年度增加 1,896,046.00 元）與代收款 1,606,326.51 元（較上年度減少 19,429,584.00

元），減有價證券 7,506,824.00 元（與上年度減少 183,399.00 元）之餘額。保留庫款

471,531,665.00 元，包括應付歲出款本年度 201,242,044.00 元，應付歲出保留款 663,552,219.00

元。押金 59,500.00 元（較上年度減少 5,800 元）包括以前年度部分 65,300.00 元，本年度減

少部分 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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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794,171.00 

本年收入 81,794,171.00  本年結存 0.00 

收項總計 81,794,171.00  付項總計 81,794,1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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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