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台中圖書館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經資門併計

5320011105 國立台中圖書館行政及推展 預算金額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單位 :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98年度

479,939

預期成果：計畫內容：

  1.完成蒐集圖書資訊及文獻資料，提供優質閱覽環境  1.蒐集保存各類型圖書、文獻與視聽等資源，推展參

    。    考諮詢與特殊讀者服務；辦理全國讀書月活動，落

  2.增進公民資訊及美學素養、建立多元文化差異的學    實平等閱讀權。

    習社會，邁向「全民閱讀，健康台灣」的理想目標  2.辦理全國同日好書交換活動，倡導資源共享，平衡

    。    城鄉差距。

  3.推廣圖書館利用，培養民眾終身學習能力與閱讀習  3.推展公共圖書館資訊服務網路及資料庫建置，促進

    慣。    資源共享，整合圖書館資源。

  4.運用社會資源，推展人才培訓研習與志工制度，全  4.持續推廣圖書館利用與經管人才培育計畫；運用社

    面提升台灣地區公共圖書館服務效能。    會資源，推展志工制度，協助服務品質提升。

  5.興建一座多元化、現代化公共數位圖書館，引導民  5.持續辦理「國立臺中圖書館遷建計畫」包括督促專

    眾善用圖書館資源進行終身學習，以提升全民知識    案管理及加速工程發包施工等工作。
  

    力與國家競爭力。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預算金額 承辦單位 說                      明

83,924 國立台中圖書 本項計需經費83,924千元，其內容如下：01 人員維持

館 1.本科目職員71人，技工2人，工友8人，聘用人

83,924   員5人及約僱人員6人，編列人事費56,681千元0100 人事費

48,225   ，年終工作獎金及考績獎金12,318千元，合共0103 法定編制人員待遇

4,756   68,999千元。0104 約聘僱人員待遇

3,700 2.加班值班及其他給與5,518千元，包括員工超0105 技工及工友待遇

12,318   時工作加班費815千元及不休假加班費2,200元0111 獎金

2,503   ，其他給與2,503千元。0121 其他給與

3,015 3.員工退休及離職儲金4,298千元，包括：0131 加班值班費

4,298   (1)公務人員退撫基金政府負擔部分4,100千元0143 退休離職儲金

5,109      。0151 保險

  (2)約聘僱人員離職儲金政府負擔部分198千元

     。

4.員工保險費5,109千元，包括：

  (1)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政府負擔公務人員部

     分2,504千元，勞工部分958千元，合共3,4

     62千元。

  (2)公務人員保險保險費政府負擔部分1,300千

     元。

  (3)勞工保險保險費政府負擔部分347千元。

12,281 國立台中圖書 本項計需經費12,281千元，其內容如下：02 基本行政工作維持

館 1.辦理員工在職進修及教育訓練等220千元。

11,951 2.水費及電費1,951千元。0200 業務費

220 3.現有首長座車1輛每月油耗量151公升，每公升0201 教育訓練費

1,951   35.6元計65千元，公務機車2輛每月油耗量280202 水電費

860   公升，每公升35.6元計24千元，及購置辦公室0203 通訊費

320   公務用品等437千元，合共526千元。0211 土地租金

117 4.電話費及數據通訊、郵資等860千元。0221 稅捐及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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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預算金額 承辦單位 說                      明

883 5.本館與中興堂租用市有土地之租金、稅捐、保0231 保險費

526   險費及規費等1,320千元。0271 物品

5,880 6.文書處理電子發文、會計資料登錄及相關業務0279 一般事務費

462   處理等委外人力1,105千元。0282 房屋建築養護費

98 7.辦公器具、機械設備及房屋建築養護費等8120283 車輛及辦公器具養護

  千元。費

252 8.員工文康活動費按職員71人、技工2人、工友80284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

  人及約聘僱人員11人，計92人，每人每年3,84費

240   0元，編列354千元。0291 國內旅費

10 9.員工健康檢查費42千元(3,500元*12人)。0295 短程車資

132 10.依據建築法第77條與消防法第9條規定辦理公0299 特別費

330    共建築安全檢查簽證及消防安全檢查等經費50400 獎補助費

330    0千元。0475 獎勵及慰問

11.印製預算書、決算書、請購單、各式員工申

   請表、報告表、承辦案件登記簿、公文卷夾

   、信封、公開招標封套、公文條碼及工作手

   冊等印刷費100千元。

12.辦理各項講習會、專題演講、會議及典禮儀

   式等場地佈置、茶水、布條等費用8千元。

13.保全、清潔、駕駛人力、環境佈置綠化及空

   調維修等委外經費4,221千元。

14.公務接洽等短程車資及差旅費250千元。

15.退休退職員工三節慰問金330千元。

16.首長特別費132千元。

53,734 國立台中圖書 本項計需經費53,734千元，其內容如下：03 圖書館服務

館 1.視聽媒體中心、網路資源中心、參考資訊區、

28,488   圖書閱覽室、期刊室、兒童室等開放樓層所需0200 業務費

3,640   水費及電費3,640千元。0202 水電費

264 2.辦理好書交換活動、全國閱讀人才等各項培訓0203 通訊費

2,100   及閱讀推廣活動等通訊郵資費264千元。0215 資訊服務費

185 3.資訊維護委外作業，增進資訊系統、網路及週0231 保險費

2,734   邊設備穩定運作，對外網路及線路租用提供讀0249 臨時人員酬金

872   者網際網路連結等2,100千元。0250 按日按件計資酬金

10 4.配合推動文化教育政策，辦理各項圖書資訊採0262 國內組織會費

971   訪、編目、閱覽、典藏、參考、諮詢及視聽教0271 物品

14,540   育等圖書館服務工作，提供多元服務管道，參0279 一般事務費

1,000   加圖書館協會為會員所需繳納會費及服務人力0284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

  委外等費用3,629千元，包括：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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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   (1)配合推動文化教育政策，蒐集各類型圖書0291 國內旅費

352      資訊與數位資源之採訪徵集、媒體轉置、0293 國外旅費

620      編目等業務。0294 運費

24,496   (2)文獻資料之閱覽、出借、典藏與維護等業0300 設備及投資

3,414      務。0306 資訊軟硬體設備費

21,082   (3)實體與線上之參考諮詢服務多媒體資料之0319 雜項設備費

750      使用等業務。0400 獎補助費

750   (4)線上視訊隨選、數位學習資訊素養培育及0441 對學生之獎助

     虛擬社群服務，公播版館際合作播映服務

     及提供多元服務管道等業務。

5.舉辦文化推廣、數位資源學習、圖書館利用教

  育及終身學習等系列活動，提升民眾數位學習

  資訊及閱讀素養，加強虛擬社群服務等3,760

  千元，包括：

  (1)閱讀推廣活動，包括主題書展、國民小學

     班級訪問、說故事活動、故事劇、兒童數

     位資源推廣及小博士信箱等。

  (2)辦理數位資源推廣及圖書館利用教育業務

     （含手冊印刷、講師費、臨時短工及誤餐

     費等）。

  (3)辦理電子書閱讀、線上視聽媒體中心及遠

     距教學傳播中心等推廣利用教育業務（含

     手冊印刷、講師費、臨時短工及誤餐費等

     ）。

6.參加國內組織為會員之會費10千元。

7.辦理各項閱讀宣導活動參加人員展覽物品等保

  險費185千元。 

8.依年度計畫辦理志工各項訓練、講習及成長營

  活動，藉以精進志工服務品質，彌補本館人力

  之不足，充分運用社會人力資源，計需200千

  元。

9.結合全國25縣市及300多所鄉鎮圖書館共同辦

  理暑期全國性閱讀活動推薦好書、徵文、演

  講、工作坊、好書交換等推廣策略，結合數位

  化推廣策略與推廣方式，使民眾接觸好書閱讀

  好書、鼓勵民眾自發性閱讀、增加圖書館能見

  度及使用率，計需5,000千元。

10.辦理全國性閱讀人才培訓或讀書會領導人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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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活動，分北中南東四區委請文化局暨縣市

   立圖書館共同辦理，提升地方推廣閱讀人才

   知能，增加閱讀人口等，計需 1,500千元。

11.辦理各項藝文活動及公關媒體文宣活動等1,5

   08千元，包括：

  (1)舉辦閱讀講座：邀請學者專家演講，並以

     隨選視訊的方式連線全國，約舉辦42場，

     計需200千元。

  (2)定期辦理書展：評選書商，定期假本館文

     化廣場展售書籍，提供上萬冊書籍特價優

     惠讀者，計12場*9,000元＝108千元。

  (3)編印春夏秋冬四季季刊共24,000冊，提供

     各社教機構及中部地區學校、讀者參閱，

     計24,000冊*50元＝1,200千元。

12.為培養閱讀興趣與提昇閱讀素養，於各民俗

   節令及節慶活動辦理「快樂暑假-閱讀」等推

   廣閱讀活動650千元，包括：

  (1)展場地佈置製作等250千元(一場10千元*25

     場)。 

  (2)鼓勵參加相關活動帶動全國優良閱讀氣氛

     所需文宣品300千元。

  (3)運用網路媒體行銷舉行記者茶會等方式宣

     導活動內容，增加活動參與人數，計需100

     千元。

13.辦理公共圖書館人才培訓等2,690千元，包括

   ：

  (1)辦理圖書館經營管理人才與發展研討會、

     創新機能永續發展及視聽人才研習等2,390

     千元。

  (2)編印公共圖書館人才培訓教材等300千元。

14.出版書香遠傳月刊，傳播文化教育訊息，提

   供民眾多元學習管道，建立國民文化意識，

   計3,000千元。

15.參加美國圖書館協會2009年年會之數位圖書

   館相關議題研討，參觀年會展覽，蒐集數位

   圖書館及各項閱讀推廣服務相關資料，另派

   員參加2009年會(義大利米蘭)，並參訪義大

   利境內中央圖書館安波羅修圖書館等社教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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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與藝文古蹟，作為本館新館遷建工程庭園

   藝術設計及公共藝術品設置參考，計需352千

   元。

16.設備及投資24,496千元，包括：

  (1)選購各類型圖書、期刊、視聽資料及電子

     媒體等14,026千元。

  (2)外遮陽鋁製推窗及鋁窗改善工程等1,680千

     元。

  (3)本館停車場、車道、垃圾區修繕及整建工

     程等1,700千元。

  (4)購置辦公室零星設備等3,676千元。

  (5)購置電腦軟硬體及周邊設施等3,414千元。

17.獎助博碩士論文獎助金等750千元。

330,000 國立台中圖書 新館遷建計畫，原編列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特04 新館遷建計畫

館 別預算，自本年度起納入總預算編列，總經費2,

500 000,000千元，分7年辦理，95至97年度已編列330200 業務費

45 7,900千元，本年度續編第4年經費330,000千元0203 通訊費

150 ，其內容如下：0250 按日按件計資酬金

50 1.業務費500千元，包括：
0271 物品

105   (1)電話費、數據通訊及郵資費等45千元。0279 一般事務費

100   (2)購買辦公室物品及碳粉耗材等50千元。0291 國內旅費

50   (3)印製計畫書、會議資料、辦理公共藝術品0294 運費

329,500      設置、說明會之場地佈置、茶水、海報及0300 設備及投資

323,277      宣傳等105千元。0302 房屋建築及設備費

6,223   (4)顧問或委員等出席費150千元。0321 權利

  (5)工作人員、顧問或委員等之出席費及旅運

     費等150千元。

2.新館建築工程費及數位圖書館建置費等329,50

  0千元，包括：

  (1)工程管理費：辦理建築證照費、工程圖說

     、公告、登報、鑑定、檢驗、工程開辦、

     協調、宣導、民俗、履約調解、郵電、水

     電、因公派員出國考察學習及其他工程管

     理等費用1,472千元。


  (2)委託專案營建管理技術服務費：賡續辦理

     徵選施工廠商及督辦完成25%施工進度等3,

     800千元。

  (3)設計監造技術服務費：賡續辦理徵選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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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及督辦完成25%施工進度等8,117千元

     。


  (4)主體建築工程費及數位圖書館建置費：辦

     理地下室開挖土方工程、地下2層至地上1

     層主體結構工程及數位資源購置等303,786

     千元。

  (5)物價調整費7,905千元。


  (6)空氣污染防治費4,42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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