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立故宮博物院接受外界捐贈 102 年(截至 12 月 31 日)辦理情形
103.01.27
捐贈者

執行期間

捐贈內容

捐贈用途

有限責任 99/3/15國立故宮 100/5/23博物院員
工消費合
作社

現金 400 萬元 至善園廁所建造工程
現金 200 萬元

財團法人 99/4/28成陽藝術
文化基金
會

現金 20 萬元

本院器物處學術交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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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情形
1.施工廠商詳霖工程有限公
司因本院建照未能即時
申請完成，依契約申請終
止契約。
2.因本工程範圍恐座落於大
故宮擴建計畫範圍內，為
利整體規劃，經奉核本工
程不另行招標。
3.已於 102 年 5 月返還消合
社 500 萬元，餘款 439,008
元亦於 10 月 23 日結算後
返還並完成結案。
1.成陽基金會贊助邀請大英
博物館研究員霍吉淑
（Jessica Harrison -Hall）
女士來院進行學術交流
及兩場演講：〈紋章瓷與
個別客戶：東西方間的對
話和陶瓷製作的形貌〉、
〈越南陶瓷：依附與獨
立〉 (101.3.20 ~101.3.25)
2.成陽基金會贊助邀請中國
社會科學院自然科學史
研究所韓琦教授來臺進
行學術交流及兩場演
講：〈從新史料看馬國賢
在康熙時代的活動〉
（101/8/ 10）
，
〈乾隆時代
的宮廷、傳教士和科學傳
播〉（101/8/13）。
3.102 年 7 月 2 日成陽基金
會贊助邀請美國佛羅里
達大學來國龍教授來院
進行一場演講：〈中西青
銅器收藏、辨偽、品評的
異同〉。
4. 102 年 12 月 6 日（星期五）
下午二時至四時邀請北
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齊
東方教授來院演講，講題
為「才子與佳人--唐傳奇
《李娃傳》的考古學詮
釋」。

鳳凰衛視 99/12/28-10 現金 1000 萬元 兩岸文化交流事務
有限公司 2/12/31

贊助兩岸文化交流活動，包
括赫赫宗周特展、嶺南畫派
特展等相關經費已於 102 年
3 月份執行完畢。
開曼島頂 101/1/6-102/ 現金 200 萬元 故宮週末夜藝文表演活動 「當 young people 遇上故宮
新控股有 12/31
補助社會大眾或學生表演 －故宮週末夜表演藝術活
限公司
現金 100 萬元 團體經費及相關行銷、人 動」：
味全食品
事、舞台、燈光、音響等費 1.102 年度上半年（1－6 月）
工業股份
用
本活動申請團隊共計 100
有限公司
件，經 1 次評審會議審查
後，共選出 26 個表演團體
(含節慶特別活動元宵
節)，又大年初一節慶特別
活動特邀請 1 團體，共計
27 團演出，涵蓋了中西音
樂、舞蹈、戲曲、民俗技
藝等多元藝文表演內容。
觀賞人數總計 11,436 人
（含 2 場節慶活動觀賞人
數 1,650 人）。
2.102 年度下半年（7－12
月）本活動申請團隊共計
65 件，經 1 次評審會議審
查後，共選出 22 個表演團
體；又為配合 10 月之「國
慶、本院院慶、乾隆大展」
特邀請 4 團體參與，共計
26 團演出，涵蓋了中西音
樂、舞蹈、戲曲、相聲說
唱、擊鼓等多元藝文表演
內容。觀賞人數總計 8,250
人。
3.102 年 度 觀 賞 人 數 總 計
19,686 人（含 2 場節慶活
動觀賞人數 1,650 人）。
4.自 97.11.01 至 102.12.28
止，本活動共已辦理 276
場，觀賞人數累計達人
196,033 次。
5 .101.1.6 匯入之贊助款 300
萬(頂新 200 萬、味全 100
萬)，截至 103 年 1 月支用
完畢。

2

張光賓先 101/4/13生

現金 1000 萬元 提供故宮同仁研究書畫、篆 相 關 經 費 尚 未 執 行 。
刻藝術之用
102/12/25 完成基金管理辦
法修正，將捐贈款正式納入
基金運作，本項捐贈款未來
將採以支息不支本金方式
運作，移入 401 基金專戶辦
理定存作業。
鳳凰衛視 101/4/18~10 現金 800 萬元 提供兩岸文化交流事務
贊助兩岸文化交流活動，包
控股有限 2/12/31
括嶺南畫派特展、十全乾隆
公司
-清高宗藝術品味展等相關
經費已全部執行完畢。
五洲製藥 101/9/4-102/ 現金 200 萬元 兩岸文化交流活動
贊助兩岸文化交流活動，包
股份有限 12/31
括十全乾隆-清高宗藝術品
公司
味展等相關經費已全部執
行完畢。
財團法人 101/10/29- 現金 20 萬元 本院器物處學術交流使用 相關經費尚未執行。
成陽藝術
文化基金
會
臺灣中小 102/5/28-1 現金 400 萬元 辦理兩岸文化交流活動，包 贊助兩岸文化交流活動，包
企業銀行 03/5/31
括「溯源與拓展—嶺南畫派 括十全乾隆-清高宗藝術品
股份有限
特展」以及「十全乾隆－清 味展等相關經費已全部執
公司
高宗的藝術品味特展」
行完畢。
長榮航空 102/8/12
借展品運輸空 辦理「十全乾隆-清高宗的 辦理「十全乾隆-清高宗的
股份有限
運運費及人員 藝術品味特展」之借展品運 藝術品味特展」之借展品運
公司
機票費
輸與人員機票。
輸與人員機票。
多朋保險 102/9/5
「十全乾隆- 辦理「十全乾隆-清高宗的 辦理「十全乾隆-清高宗的
經紀人股
清高宗的藝術 藝術品味特展」借展文物運 藝術品味特展」借展文物運
份有限公
品味特展」自 輸保險。
輸保險。
司
借展單位借展
文物之牆至牆
藝術品綜合保
險全險之保險
費
松山奉天 102/10/28 現金 200 萬元 辦理「十全乾隆-清高宗的 贊助本院辦理文化藝術推
宮
藝術品味特展」等文化藝術 廣及交流之用，截至 12 月
推廣及交流之用
31 日 止 尚 餘 約 1,550,959
元。
有限責任 102/11/22 三希堂裝修工 三希堂營業用
已登入財產帳。
國立故宮
程四項
博物院員
工消費合
作社
金門酒廠 102/12/20 現金 150 萬元 辦理「十全乾隆-清高宗的 相關經費尚未執行。
藝術品味特展」等文化藝術
實業股份
推廣及交流之用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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