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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提案第 16367 號

案由：行政院函請審議「教育部所屬機構作業基金設置條例草案」
案。

行政院函
受文者：立法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6 月 1 日
發文字號：院臺教字第 1070176803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attch1
主旨：函送「教育部所屬機構作業基金設置條例」草案，請查照審議。
說明：
一、本案經提本（107）年 5 月 31 日本院第 3602 次會議決議：通過，函請立法院審議。
二、檢送「教育部所屬機構作業基金設置條例」草案（含總說明）1 份。
正本：立法院
副本：教育部、行政院主計總處（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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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所屬機構作業基金設置條例草案總說明
近年來政府財政面臨重大考驗，收支差短縮減不易，而債務餘額持續攀高，相關支出因依法
律及義務性支出之增加而產生排擠效果，難有成長空間，甚至呈現負成長情形。為提供教育部所屬
國立社會教育機構發展之空間，行政院於九十五年核定「教育部設立『國立社教機構作業基金』計
畫」，九十六年訂定發布國立社教機構作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國
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國立臺灣圖書館、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及國立海洋科技
博物館等機構加入實施。為提升前開辦法之位階，以提供現行實施之「國立社教機構作業基金」更
具彈性運作空間；同時為期從事各類教育研究之教育部所屬國立教育研究機構將來能透過實施作業
基金，促使人事進用、經費運用以及業務推動發展更為靈活，強化教育智庫功能，爰規劃設置教育
部所屬機構作業基金（以下稱本基金），擬具「教育部所屬機構作業基金設置條例」（以下簡稱本
條例）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本條例之立法目的。（草案第一條）
二、本基金之屬性、依本條例設置作業基金之條件、本基金之主管機關及各機構作業基金之管理機
關。（草案第二條）
三、依本條例設置作業基金之機構，其一切收支均應納入各該機構作業基金。（草案第三條）
四、本基金之來源及用途。（草案第四條及第五條）
五、本基金保管、運用、存儲之監督及應業務需要得投資之範圍。（草案第六條及第七條）
六、本基金受贈之財產及投資取得之財產，得免依國有財產法相關規定辦理之情形。（草案第八條
）
七、本基金會計事務處理，由教育部統一訂定會計制度據以辦理。（草案第九條）
八、本基金年度決算賸餘之處理方式。（草案第十條）
九、本基金年度預算之編製與執行及決算編造，應依預算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草案第十一條
）
十、本基金結束時之處理方式。（草案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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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所屬機構作業基金設置條例草案
條

文

第一條 教育部為因應所屬機構發展趨勢，提
升社會教育及教育研究品質，增進財務經營
管理之能力，設置教育部所屬機構作業基金
（以下簡稱本基金），特制定本條例。

說

明

一、參考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一
條及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金設置條例
第一條規定，明定本條例之立法目的。
二、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三條第三款
規定「機構：機關依組織法規將其部分權
限及職掌劃出，以達成其設立目的之組織
。」同法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機關於其
組織法規規定之權限、職掌範圍內，得設
附屬之實（試）驗、檢驗、研究、文教、
醫療、社福、矯正、收容、訓練等機構。
」爰本條例所稱「教育部所屬機構」係指
教育部將其組織法所定部分權限及職掌劃
出，以達成其設立目的之組織，目前有國
家教育研究院、國家圖書館、國立海洋生
物博物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國立科
學工藝博物館、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國
立教育廣播電臺、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國立臺灣圖書館、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及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第二條 本基金屬預算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
所定之特種基金，編製附屬單位預算；下設
納入本基金之各機構作業基金，編製附屬單
位預算之分預算。
前項納入本基金之各機構作業基金，其
自籌財源須達一定比率，始得依本條例之規
定設置。

一、第一項參考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
例第二條、國立社教機構作業基金收支保
管及運用辦法第二條第一項、國立文化機
構作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二條第
一項規定，明定本基金之屬性。
二、為明定教育部所屬機構得設置作業基金之
條件，避免其設置浮濫，不符效益，爰為

本基金以教育部為主管機關；納入本基
金之各機構作業基金，以各該機構為管理機
關。

第二項規定。所稱自籌財源須達一定比率
，參考行政院於九十五年核定之「教育部
設立『國立社教機構作業基金』計畫」，
係以年度經費自籌比率（年度歲入除以年
度歲出）達百分之十五認定之。
三、目前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國立海洋生物
博物館、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國立臺灣
科學教育館、國立臺灣圖書館及國立海洋
科技博物館等教育部所屬機構自籌財源比
率達百分之十五，已依上開計畫及預算法
規定設置作業基金，而國家教育研究院、
國家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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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廣播電臺及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之自
籌財源比率未達百分之十五，爰尚未設置
作業基金。本條例完成立法公布施行後，
尚未設置作業基金之教育部所屬機構，其
年度經費自籌比率如達到百分之十五，得
依本條例規定向行政院申請設置作業基金
。
四、第三項參考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金設
置條例第二條、國立社教機構作業基金收
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二條第二項、國立文
化機構作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二
條第二項規定，明定本基金之主管機關及
各機構作業基金之管理機關。
第三條 依本條例設置作業基金之機構，其一
切收支均應納入各該機構作業基金，依法辦
理。

一、參考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九
條第一項、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金設
置條例第三條規定，明定依本條例設置作
業基金之機構，其一切收支應納入各該機
構作業基金。
二、有關地方政府認為實施作業基金之教育部
所屬機構經管地方所屬財產之收益，應依
地方自治條例等規定解繳市庫一節，說明
如下：
(一)鑒於教育部所屬機構對地方教育文化
推展有正面效益，可帶動地方經濟發
展及充裕稅收，使中央與地方互惠雙
贏；又行政院秘書長一百零六年六月
五日院臺財字第一○六○一七六一六
九號函意旨略以，博物館經管無償撥
用地方所有不動產提供使用之收益，
依博物館法規定納入為博物館作業基
金之收入，並無適用上之疑義，亦符
合支持館務營運發展之基金用途；爰
本條明定設置作業基金之教育部所屬
機構，其一切收支均納入作業基金，
尚無不妥。
(二)另地方政府經管國有財產並設有作業
基金之情形，其收取之相關收入依國
有財產法第七條等相關法令規定，仍
應解繳國庫，併予敘明。

第四條 本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二、門票及銷售收入。

一、為因應教育部所屬機構營運現況，使依本
條例設置作業基金之機構能夠廣泛吸納社
會資源，爰參考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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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場地設備管理收入。

置條例第三條、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

四、接受委託辦理之收入。
五、社會教育活動、推廣教育、研習及產學
合作收入。
六、資產使用費、權利金及回饋金收入。

金設置條例第四條、國立社教機構作業基
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三條、國立文化
機構作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三條
規定，明定本基金之來源。

七、受贈收入。
八、孳息收入。
九、出版品收入。
十、其他收入。

二、第一款所定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係指
教育部於預算中指定核撥用於該機構基本
維運之經費。
三、第四款所定接受委託辦理之收入，係指教
育部所屬機構接受政府機關或民間委託辦
理之計畫或研究案件收入。

第五條 本基金之用途如下：
一、展示策劃及蒐藏支出。
二、圖書資訊徵集、採編及閱覽支出。
三、教學及研究發展支出。
四、社會教育活動、推廣教育及產學合作支
出。
五、編制外人員人事支出，以自籌收入百分
之三十為限。
六、銷售支出。
七、管理及總務支出。
八、增置、擴充、改良資產支出。
九、其他有關支出。

一、為因應教育部所屬機構營運現況，使依本
條例設置作業基金之機構能夠有效運用本
基金，爰參考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
條例第四條、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金
設置條例第五條、國立社教機構作業基金
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四條、國立文化機
構作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四條規
定，明定本基金之用途。
二、為提高依本條例設置作業基金之機構人事
之彈性，解決人員不足之問題，爰參考國
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四條第二
款及博物館法第十二條第三項第八款規定
，於第五款明定本基金之用途包含編制外
人員之人事支出，並以本基金自籌收入百
分之三十為限。所定「自籌收入」，指第
四條第二款至第十款收入。

第六條 本基金之保管及運用應注重收益性及
安全性，其存儲並應依公庫法及其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

參考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六
條、國立社教機構作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
法第五條、國立文化機構作業基金收支保管及
運用辦法第五條規定，明定本基金之保管、運
用及存儲相關規定。

第七條 本基金為應業務需要，得購買政府公
債、國庫券或其他短期票券。

參考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十條第
一項第二款、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金設置
條例第七條、國立社教機構作業基金收支保管
及運用辦法第六條、國立文化機構作業基金收
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六條規定，明定本基金因
應業務需要得投資之範圍。

第八條 本基金受贈之財產，除附有負擔者外
，以各該機構為管理機關，教育部為主管機
關，免依國有財產法第三十七條規定辦理。

一、依國有財產法第三十七條規定「國家接受
捐贈之財產，屬於第三條規定之範圍者，
應由受贈機關隨時通知財政部轉報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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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受贈及投資取得之動產、有價證

，視其用途指定其主管機關。」為簡化行

券及權利，得報經教育部同意予以處分，不
受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規定之限制。
前項有價證券出售，應依證券交易相關
法令規定辦理。

政流程，爰參考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
置條例第十四條、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務
基金設置條例第九條第一項規定，於第一
項明定除附有負擔之捐贈仍應踐行前揭國
有財產法第三十七條規定程序外，其他本
基金受贈之財產得免依該條規定辦理，而
以各該機構為管理機關，教育部為主管機
關。
二、依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規定「主管機關
或管理機關對於公用財產不得為任何處分
或擅為收益。但其收益不違背其事業目的
或原定用途者，不在此限。」各該受贈及
投資購買之財產，須先變更為非公用財產
後，始得處分。為發揮本基金運用效益，
爰參考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金設置條
例第九條第二項規定，於第二項明定本基
金受贈及投資購買之動產、有價證券及權
利，不受該法第二十八條規定之限制，得
報經教育部同意後予以處分。
三、參考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金設置條例
第九條第三項規定，於第三項明定有價證
券之出售應依證券交易法令規定辦理。

第九條 本基金會計事務之處理，由教育部統
一訂定會計制度，供依本條例設置作業基金
之機構據以辦理。

參考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十二條
及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十一
條規定，明定本基金會計事務之處理方式。

第十條 本基金年度決算如有賸餘，應依規定
辦理分配。

參考國立社教機構作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
法第九條、國立文化機構作業基金收支保管及
運用辦法第九條規定，明定本基金年度決算賸
餘之處理方式。

第十一條 本基金年度預算之編製與執行及決
算編造，應依預算法、會計法、決算法、審
計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參考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八
條、國立社教機構作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
法第七條、國立文化機構作業基金收支保管及
運用辦法第七條規定，明定本基金之年度預算
、決算及會計事務處理依據。

第十二條 本基金結束時，應予結算，其餘存
權益應解繳國庫。

參考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十
四條、國立社教機構作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
辦法第十條、國立文化機構作業基金收支保管
及運用辦法第十條規定，明定本基金結束之處
理方式。

第十三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明定本條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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