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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提案第 15350 號之 748

案由：國立故宮博物院函，為 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
「文物管理及展覽」原列 1 億 7,321 萬 8,000 元凍結十分之一
解凍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國立故宮博物院函
受文者：立法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2 月 25 日
發文字號：台博秘字第 1050002261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陳 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決議事項關於本院「凍結第 2 目『文物管理及展覽』原列 1
億 7,321 萬 8,000 元之十分之一」預算解凍書面報告 1 份，請鑒察並惠予解凍。
說明：依據總統 105 年 1 月 6 日華總一義字第 10400156531 號令公布「中華民國 105 年度中央政府
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修正本）」（國立故宮博物院部分）決議事項第(二)項辦理。
正本：立法院
副本：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本院院長室、副院長室、主任秘書室、器物處、書畫處、圖書文
獻處、南院處、教育展資處、秘書室（研考科）、國會暨公共事務室（均含附件）

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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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故宮博物院凍結第 2 目「文物管理及展覽」原列 1 億 7,321
萬 8,000 元之十分之一預算解凍書面報告
大院第 8 屆第 8 會期審查 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國立故宮博物院部分）通過決議事項(
二)：「凍結第 2 目『文物管理及展覽』原列 1 億 7,321 萬 8,000 元之十分之一，俟國立故宮博物
院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對於大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以上決議
，謹就本院「文物管理及展覽」預算編列暨相關業務辦理情形向各位委員報告，請各位委員支持與
指導。
本院「文物管理及展覽」項下包括「器物管理研究及展覽」、「書畫管理研究及展覽」、「
圖書管理研究及展覽」、「南院文物管理研究及展覽」及「展示服務與社教推廣」等預算科目，茲
就相關預算編列與計畫推動情形說明如下：
壹、器物管理研究及展覽
一、器物管理：包含 1.改善庫房文物存放環境之包裝與耗材，以及文物典藏所需工具、盒匣等用
品之更替；2.數位計畫資料之維護、攝影器材更新及臨時人力費用支付等。
二、器物研究：包含一般研究資料的蒐集及出國參訪與出席會議經費，今（105）年度編列較多經
費係為文物出國展覽展前作業所需而編列，如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借展及休士頓美術
館借展等。
三、器物展覽：105 年除常設展外，並辦理「院藏玻璃器特展」。此外，是項經費包含展覽資料蒐
集之業務費及陳列室裝修設計之設備費，今（105）年度並增列燈光改善計畫先期評估作業費
。「器物陳列室燈光改善計畫先期評估作業」乃為改善陳列室燈光效果，在維護文物原則下
，呈現文物清晰面貌與美感需求的先期評估作業。本院既有陳列室及陳列櫃的燈光配置，無
論色溫、亮度、燈具都亟待改善方能呈現各種不同類型的文物，並符合現代展陳需求。近年
來書畫與文獻陳列室已陸續進行燈光改善，然器物特性與書畫、文獻等文物的需求不同，本
院規劃進行全面改善，105 年度先行編列小額預算進行先期評估，預計結合院內保存維護與電
機專業人員，並尋求合作廠商，以本院北部院區正館 106 室的多材質展廳為中心，兼及其他
通櫃式展廳作一評估，瞭解不同文物材質、不同展櫃形式對不同燈具的需求，評估經費與節
電、展陳等效益，以便日後逐年編列預算改善各展廳燈光，並維護文物安全，給予觀眾更好
的參觀體驗。
貳、書畫管理研究及展覽
一、書畫專業攝影器材設備更新費：
本院書畫處的數位攝影棚自民國 93 年架設迄今，設備多數已老舊毀損，確有更新及升級
的急迫性。為能有效提升展覽圖錄及文物加值應用的印刷品質，故於 105 年編列預算，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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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攝影相關設備的採購。
二、文物保存與維護用品：
本院的書畫典藏無論質或量，均足稱中華歷代文物之精萃，但因書畫作品屬於脆弱的紙
絹類有機材質，多數早已瀕臨劣化與傷損的威脅，亟需加強保護，故有必要在書畫管理業務
費項下，按年度添購桐木軸及無酸材質的包裝材料，以利文物的保存。
三、辦理書畫專題特展及例行展：
基於維護材質較脆弱的書畫典藏，本院的書畫展覽必須每三個月換展一次。105 年度共計
規劃 14 項展覽，其中包括「妙合神離─董其昌書畫特展」、「書中龍也─王羲之書十七帖特
展」、「清明上河圖特展」、「惠風和暢─明清書畫扇面」、「公主雅集─蒙元皇室的書畫
收藏」等中、大型專題特展，以及「筆有千秋業」、「造型與美感」、「典藏新紀元」等例
行展覽。期能提供觀眾豐富多元的藝術饗宴，並且落實推廣國人美育之政策目的。
四、書畫展廳光纖照明改善設備費：
為提升書畫陳列櫃內燈光照明之品質，同時配合政府節能減碳政策，自 100 年起，即按
年度分批執行改善工程。105 年擬針對尚未改善的 208、212 室陳列櫃進行燈光照明改善作業
。竣工後，除可直接解決本院展廳燈光硬體設備需汰換老舊之問題，對於文物保存、展演環
境及減省能源等方面，亦會有明顯助益。
參、圖書管理研究及展覽
本院圖書文獻處下設三科，謹就各科業務說明如下：
一、典藏科：本院圖書文獻處典藏文物迄去（104）年底止，計善本舊籍 214,503 件冊，清代檔案
395,548 件冊，數量可觀。近年來，資訊科技日新月異，本院與時俱進，積極將文物轉化成數
位影像，除完整保存文物外，對於展覽內容之強化與教育推廣之提升亦極具助益。鑑於文物
數量之龐大及典藏保存工作之緊要，本院持續編列改善文物包裝預算，使屬於紙質文物類的
善本舊籍及清代檔案得以維持最佳典藏狀況；另為降低文物因頻繁提取可能導致之損傷，兼
收活化文物利用之效，亦編列預算，持續進行文物數位影像拍攝。同時，為提供各界一交流
平臺，以活絡院藏之相關研究，本院亦編列圖書文獻研討會預算以為因應。另滿、藏文書籍
、文獻實為本院特有典藏，積極將之推廣亦屬自然，故編列講師鐘點費，開班授課，以培養
滿、藏文人才。
二、策展科：本院圖書文獻處除每年定期推出常設展向參觀民眾展陳院藏圖書文獻典藏，使民眾認
識與瞭解院藏善本文獻內容；另以專題型式規劃特展，呈現院藏圖書文獻具特色且具代表性
之文物，使參觀民眾於欣賞院藏圖書文獻之藝術性外，更可在特展中對文物之歷史背景獲致
深入瞭解。105 年除維持「古籍與密檔─院藏圖書文獻珍品展」之常設展外，亦推出「百年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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眸─故宮禁城及文物播遷影像特展」、「唵嘛呢叭咪吽─院藏藏傳佛教文物特展」及「清代
西南地區條約特展」三項特展。上述常設展與特展展示，策展人皆力求突破傳統思維，以新
的展示手法及多元觀點賦予展覽文物新的詮釋。同時，為提升展覽內容，特展中更進一步結
合影像多媒體與互動式多媒體製作，透過新媒體科技應用，使民眾參觀原件之外，對代表性
文物也有深入了解。由於展覽方式日趨多元，展示手法不斷推陳出新，相應之展示設計、說
明輸出、多媒體應用等所需之成本自然增加，是以本處至盼能在較充足的展覽經費上，製作
更優質展覽以饗廣大來院參觀之中外大眾。
三、圖書科：本院於民國 57 年成立設立圖書館，迄今館藏書刊共計 234,622 冊，以豐富之中國藝
術文化史研究資料見重士林。館藏採開放列架方式，提供各界讀者與院內同仁閱覽參考。此
外，圖書文獻處典藏清代文獻及善本舊籍總數 610,051 件冊，其中，清代文獻 395,548 件冊，
善本舊籍 214,503 件冊。圖書館設有善本書室，提供國內外各大學院校學者及研究生前來圖書
館借閱，多年來已造就甚多國際著名學者及博、碩士。本院圖書文獻館平均年度購書經費約
700 萬元，近年已逐年遞減，105 年購書經費編列 650 萬元，與 104 年度相同。以 104 年度為
例，計購置藝術、考古、文史、博物館學類專業資料庫 3 種、期刊 198 種、圖書 3,402 冊，備
供同仁研究參考，並開放各界讀者閱覽。至於年度業務費部分，多用於資料數位化、圖書期
刊裝訂、圖書館工讀人力等，以提供更便捷的數位資源，並協助圖書館技術作業。為持續服
務相關領域學者及本院同仁，祈請惠予預算解凍，俾維持圖書館正常運作，嘉惠士林。
肆、南院文物管理研究及展覽
故宮南部院區已於 104 年 12 月 28 日開館試營運，105 年初步估計 100 萬人次參訪，迄今
自 104 年 12 月 28 日至 105 年 2 月 17 日計有 24 萬 5 千 850 人次入博物館參觀，另有更多遊
客參觀遊覽園區，顯示南部院區充分發揮教育推廣提供休閒娛樂之功效。由於南部院區是新
設館舍，必須經年累積口碑，除維持一般營運外，本院將持續努力策劃精彩展覽，並進行學
術交流與國際合作，辦理 105 年至 106 年度國外借展規劃等業務，提供多元豐富的教育推廣
活動及良好的服務，以吸引國內外觀眾到院參訪，並持續進行亞洲文物徵集、典藏增購審查
、文物寄存及文物贈與，豐富南院文物典藏。為達成以上目標，本院南院處於 105 年法定預
算編列 1 億 745 萬元，每項業務對於新建且甫開始營運的故宮南部院區而言，皆可發揮國家
重大文化建設及國際級博物館的火車頭典範，茲將各項費用說明如下：
一、南院文物管理：為文物保存及修護等實際需要，南部院區博物館空間規劃有修護室、登錄保存
實驗室、隔離室等文物修護保存空間，需編列各項文物保存耗材、包裝材、錦盒、棉墊等及
採購文物保存用器械，另為戶外及建築物空間、展廳進行蟲害防治，相關經費皆為文物展廳
及庫房營造良好的保存條件及空間環境，以提高文物完整度及延長文物壽命、並將呈現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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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展示效果於觀眾面前。
二、南院文物研究：為推展國際合作交流及研究需求，落實南部院區成為重要文化藝術研究中心，
持續與法國遠東學院合作及國內外學者專家交流，積極辦理國際學術研討會及藝術文化系列
演講活動等，以拓展國際視野，增進同仁及國民對亞洲文化及文物瞭解；此外，南部院區目
前徵集文物總數計 1675 件（含購藏 1660 件、捐贈 15 件），為持續擴增博物館典藏，規劃邀
請國內外專家學者協助文物審查、文物徵集考察，另為增加國際間博物館交流，以利後續國
際借展、學術研究等，編列參加國際博物館年會，及參加 AIC 2016 年年會以學習及交流文物
保存及修護相關技術及知識等。
三、南院文物展覽：南部院區推出開幕十大首展、「南北故宮．國寶薈萃」展，以華夏文物收藏為
基礎，積極策劃以陶瓷、玉器、茶文化、佛教、織品、國寶展為主題的展覽，業獲民眾讚譽
與熱烈參觀，後續將陸續推出精彩國際借展及回饋展，以饗國人對南院開館之高度期待；為
配合展覽研究等進行圖書購藏已達 11,396 冊，將持續擴充館藏；另為擴大教育推廣之普及率
，將提升網上教育推廣及進行多媒體教育系統開發更新及系統維護及數位影像處理與影像查
詢系統等建置；及為維持國際級博物館水準之展場服務提升服務品質，105 年將進行觀眾服務
及意見調查，並有效利用在地資源落實志工服務及採用替代人力，以達顧客滿意之服務。此
外，故宮南院為持續吸引旅客造訪，進行區域性觀光旅遊與文化活動的整合行銷，與地方互
生共榮，以達到提振地方經濟目標，相關推廣經費係為辦理節慶、藝術表演等活動及展覽與
活動宣傳之用。故宮南院盡心盡力以提供民眾體驗亞洲多元文化並結合休閒、娛樂之優質環
境，進而帶動臺灣雲嘉南地區文化及經濟發展，達到「藝術均富」的效益。
伍、展示服務與社教推廣
一、本院展示服務與社教推廣預算係為支應提供各類導覽、教育推廣活動、觀眾服務規劃與執行及
觀眾意見調查經費之所需。本院以有限經費發揮創意，常年於院內外辦理演講、親子活動、
複製文物展覽、兒童展示等各種推廣活動，持續深耕文化藝術與美感教育。再者，此項預算
亦包括本院兒童學藝中心及複製文物巡迴展展示設計製作及更新費用，本院以複製文物展覽
形式服務偏遠鄉鎮，或原住民、新住民比例偏高學校與其周邊學校及社區，甚至進入矯正機
關服務無法親炙故宮文物之收容人。此項預算實屬有限，如遭凍結，將衝擊本院針對各類分
齡分群觀眾之教育活動，以及本院走出故宮，服務社會與文化資源弱勢群體之服務。
二、此外，本院進行觀眾意見調查已行之有年，除了瞭解當年度觀眾對展覽、設施、服務等項目的
滿意度之外，也針對重要議題進行歷年數據之比較，以分析觀眾意見變化趨勢。題項除了反
映常態性之設施、展覽、人員服務之外，再輔以當年新增之服務項目，每年度調查的結果，
皆於本院提升服務品質會議中，逐項專案列管，研提改善方案，對本院觀眾服務之提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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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關鍵性的客觀數據，若預算刪減，則調查面向恐需相對縮減，難以完整呈現政府施政的公
開評估指標。本院為求精進調查研究水準，每年皆針對不同議題，公開徵求廠商之調查計畫
提案，去（104）年「國立故宮博物院觀眾意見調查暨經濟與社會影響評估」，則新增對正館
人流情形之調查，以及對廣大國民之電話訪問。再者，104 年度本院整體滿意度高達 94.7%，
顯見觀眾意見調查對於提升本院服務品質實有助益。
綜上，本院「文物管理及展覽」預算實為本院業務推動之必要性支出，懇請大院惠予解
凍，以利相關業務順利推展，請委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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