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立故宮博物院接受外界捐贈 104 年(截至 12 月 31 日)辦理情形
105.01.27
捐贈者

執行期間

捐贈內容

財團法人 99/4/28成陽藝術 101/10/29文化基金 104/7/3會

現金 20 萬元
現金 20 萬元

一般財團 103/02/01法人沖繩
美島財團

現金 739,136
元

104/04/07-

現金 644,272
元

北山堂基 99/11/2金
102/11/8-

現金 20 萬元

捐贈用途

辦理情形

本院器物處學術交流使用 1. 104/06/22 邀請德國海德
堡大學東亞藝術史研究
所王廉明助理教授演
講，講題:郎世寧入宮前
辦理「貴似晨星：清宮傳世
的藝術活動。
12-14 世紀青瓷」特展及相
2. 104/09/14 邀請黃建亮老
關學術活動之用。
師來院演講，講題為「由
考古材料略談紫砂研究
的新啟示」
3. 截至 104 年 12 月 31 日
止尚餘約 41 萬餘元。
1.
《清代琉球史料彙編－
出版《清代琉球史料彙
宮中檔硃批奏摺》已於
編》，分為宮中檔、軍機處
104 年 1 月底出版，並於
3 月初驗收上架。
奏摺錄副及其他檔冊之用
2. 105 年 2 月底預訂出版軍
機處檔奏摺錄副。
3. 截至 104 年 12 月 31 日
止尚餘約 42 萬餘元。

美元 5,000(合 利榮森紀念交流計劃所匯 1.
之行政費用，主要提供本院
新臺幣
153,320 元) 接待來院執行計劃訪問學
人之交通費、行政費、簽證 2.
美元
10,000(合新 費及其他相關費用，餘款可
3.
臺幣 293,650 撥用於學術演講經費。
元)

美元 5,000(合
新臺幣
155,800 元)
開曼島頂 103/1/1-103/ 現金 300 萬元 故宮週末夜藝文表演活動
新控股有 12/31
補助社會大眾或學生表演

104/5/15 辦理「第二屆
博物館藏品管理與應用
工作坊：國際交流展
覽」。
104/09/18 辦理「物華再
現─第二屆博物館保存
修護工作坊」。
截至 104 年 12 月 31 日
止尚餘約 32 萬餘元。

10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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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young people 遇上故宮
－故宮週末夜表演藝術活
動」：

限公司 104/1/1-104/ 現金 300 萬元
味全食品 12/31
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張光賓先 101/4/13生

團體經費及相關行銷、人 1.104 年度上半年（1－6 月）
事、舞台、燈光、音響等費 本活動申請團隊共計 90
件，經評審會議審查後，
用
共選出 27 個表演團體(含
5 月 18 日國際博物館日當
大年初一、元宵節)，涵蓋
了中西音樂、舞蹈、戲曲、
天邀請新北市立烏來國民
民俗技藝等多元藝文表演
中小學泰雅傳唱社與歐開
內容。
合唱團賴院共同演出「原鄉 2. 104 年度下半年（7－12
天籟‧美聲傳奇」節目。依 月）本活動申請團隊共計
57 件，經評審會議審查
「補助偏遠弱勢學生觀賞
本活動之相關費用」規定， 後，共選出 21 個表演團
體，涵蓋了中西音樂、舞
補助新北市立烏來國民中
蹈、戲曲、民俗技藝等多
小學校內合唱團參與本次
元藝文表演內容。
3.自
97.11.01 至 104.12.31
活動之交通費用。
止，本活動共已辦理 385
場，觀賞人數累計達
224,683 人次。
4. 截至 104 年 12 月 31 日
止尚餘約 67 萬元。

現金 1,000 萬 張光賓先生提供故宮同仁
元
研究書畫、篆刻藝術之用

1.相關經費尚未執行。
2. 103 年 2 月份已依相關規
定移入基金專戶辦理定存
作業，103 年 3 月份起每月
已有固定之孳息。待孳息累
積至一定程度後，再研擬相
關計畫補助同仁進行研究
書畫、篆刻藝術等相關活
動。
松山奉天 102/10/28-1 現金 200 萬元
贊助本院辦理文化藝術推
04/12/31
宮
文化藝術推廣、交流及相關 廣及交流之用，截至 104 年
103/7/30-10 現金 200 萬元 庶務支出之用
12 月 31 日止尚餘約 37 萬餘
元。
4/8/30
104/8/30-10 現金 200 萬元
5/8/30
金門酒廠 102/12/20-1 現金 150 萬元 辦理文化藝術推廣及交流
之用
實業股份 05/5/31
103/1/30現金 400 萬元
有限公司
105/5/31
104/3/1現金 450 萬元
105/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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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本院辦理文化藝術推
廣及交流之用，截至 104 年
12 月 31 日止尚餘約 464 萬
餘元。

財團法人 103/8/28-10 現金 200 萬
富御華夏 4/12/31
文化基金
會

辦理文創教育推廣及相關
庶務之用。

贊助本院辦理文化藝術推
廣及交流之用，截至 104 年
12 月 31 日止尚餘約 118 萬
餘元。
用於辦理本院 90 周年院慶 贊助本院辦理文化藝術推
活動暨其他本院辦理之文 廣及交流之用，截至 104 年
12 月 31 日止尚餘約 183 萬
化藝術研究、交流與教育推
餘元。
廣等活動之用。
用於辦理偏鄉教育推廣、南 贊助本院辦理文化藝術推
院開幕活動暨其他本院辦 廣及交流之用，截至 104 年
12 月 31 日止尚餘約 435 萬
理之文化藝術研究、交流與
餘元。
教育推廣等活動之用。
用於辦理 105 年度故宮週末 相關經費尚未動支。

財團法人 103/7/2廣達文教
基金會 104/8/2-

現金 100 萬元 辦理藝文研究及交流之用

臺灣中小 104/6/10企業銀行 105/6/30
股份有限
公司

現金 200 萬元

財團法人 104/6/10RC 文化藝 105/5/31
術基金會

現金 500 萬元

現金 100 萬元

1. 本款項計畫辦理第五屆
國寶衍生商品設計競賽
之用，本競賽活動採購
案已於 104 年 1 月 5 日
上網公告，並於 104 年 2
月 4 日與得標廠商簽
約，5 月 5 日甄選報名截
止，5 月 7 日辦理初選，
7 月 3 日辦理決選，9 月
3 日舉行頒獎典禮，並於
9/8~9/21 在本院正館一
樓入口處右側展出。
2. 截至 104 年 12 月 31 日
止尚餘約 4 萬餘元。

財團法人 104/6/10-1 現金 250 萬元
麗寶基金 06/12/31
夜表演藝術活動補助
會

作為辦理「天國的寶藏-教 辦理「天國的寶藏-教廷文
物特展」翻譯費用，104 年
廷文物特展」之用。
12 月 31 日，尚餘約 12 萬餘
元。
華南金融 104/12/25-1 現金 500 萬元 用於辦理故宮南院開幕活 相關經費尚未動支。
控股股份 05/12/31
動暨偏鄉教育推廣之用。
有限公司
潘思源先 104/12/25- 現金 37 萬
用於資助本院優秀職員工 相關經費尚未動支。
國裕生活 104/12/2
股份有限
公司

現金 30 萬元

生

5000 元

潘思源先 104/12/25生

現金 100 萬元 用於辦理善本古籍修護之
用。

赴大陸地區進行研究交流
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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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經費尚未動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