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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8 年補助公共圖書館閱讀設備升級實施計畫 
107.09.14 修正 

壹、依據 
依據「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補助辦理國家圖書館及公共圖書館提升閱讀

品質實施要點」辦理。 

貳、目的 
更新公共圖書館老舊服務設施，提升圖書館服務品質，營造優質且友善之閱

讀環境與氛圍。 

參、補助對象 

一、 直轄市立圖書館。 

二、 縣（市）立圖書館及縣（市）文化（教育）局（處）圖書館（以下簡稱縣

市圖書館）、鄉（鎮、市、區）立圖書館（以下簡稱鄉鎮圖書館）。 

肆、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本部。 

二、 承辦單位：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三、 執行單位： 

（一） 直轄市立圖書館。 

（二） 縣市圖書館。 

（三） 鄉鎮圖書館。 

伍、權責區分 

一、 主辦單位：辦理經費核撥及行政指導等相關事宜。 

二、 承辦單位：辦理本計畫複審、輔導協助及其他主辦單位交辦之相關事宜。 

三、 執行單位：辦理本計畫執行相關事宜。 

陸、實施期程：自核定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 

柒、補助基準及原則 

一、 補助基準：本部將依預算額度考量各直轄市、縣（市）財力等級，設算各

直轄市、縣（市）之核定補助經費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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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補助原則： 

（一） 由各縣市文化(教育)局(處)統籌申請全縣(市)設備升級計畫，獲補助之

縣（市）政府所編列年度計畫之行政規劃、輔導等相關統籌行政費用

以補助 5 萬元為上限，不足部分由地方政府自籌(直轄市不得申請)。

經費申請表應詳列經費項目、數量、單價及總價。 

（二） 提案館數及補助額度 

1. 補助優先原則：以三年內未獲教育部相關補助（民國 105 年至 107

年間閱讀環境、設備升級及典範案）之圖書館為優先，倘有剩餘經

費，再視各地方政府提案需求之急迫性及特殊性酌予補助。 

2. 補助額度及提案館數： 

(1) 以各縣市所轄三年內未獲教育部補助之館數分級，館數 10 館以

下（含 10 館）為第一級，每縣市補助最高額度為新臺幣 80 萬，

最多補助 3 館；館數為 11 館至 20 館（含 20 館）為第二級，每

縣市補助最高額度為新臺幣 150 萬，最多補助 6 館；館數為 21

館以上（含 21 館）為第三級，每縣市補助最高額度為新臺幣 250

萬，最多補助 9 館。 

(2) 教育部得依當年預算分配調整補助額度，每館補助金額最多不

超過 80 萬元，依審查結果而定。 

3. 以實際需求覈實補助。 

4. 閱讀設備未達使用年限者，不得汰換。 

5. 提出申請之設備內容，須與營造優質服務、閱讀氛圍有關，並應於

年度內執行完成。 

6. 各縣市可提案館數及補助額度請參考下表，並以實際補助情形為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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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所轄館數 
*新北市、桃園

市、臺中市、高雄

市總館數含山地

原住民區圖書館 

105 至 107 年未獲

相關補助總館數 

補助

分級 

最高補助額

度(萬) 

提案館數上

限(館) 

基隆市 10 1 1 80 3 

臺北市 45 44 3 250 9 

新北市 64 52 3 250 9 

桃園市 36 34 3 250 9 

新竹市 5 3 1 80 3 

新竹縣 14 6 1 80 3 

苗栗縣 20 10 1 80 3 

臺中市 45 34 3 250 9 

彰化縣 28 15 2 150 6 

南投縣 14 9 1 80 3 

雲林縣 24 13 2 150 6 

嘉義市 3 0 1 80 1 

嘉義縣 20 10 1 80 3 

臺南市 44 28 3 250 9 

高雄市 63 49 3 250 9 

屏東縣 38 23 3 250 9 

澎湖縣 7 2 1 80 2 

宜蘭縣 16 8 1 80 3 

花蓮縣 16 11 2 150 6 

臺東縣 16 8 1 80 3 

金門縣 5 2 1 80 3 

連江縣 6 3 1 80 3 

※ 每館補助額度最高不超過 80 萬元，依審查結果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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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競爭型補助 

本案計畫總額以 2,500 萬元為上限，採競爭型補助，由審查委員

依據提案計畫之必要性、經費編列合理性、圖書館服務情形、執行能

力（以往年度執行成效）、預期效益等評分，並據以排定建議補助順

序及計畫執行之合理需求經費，核定補助額度。 

捌、補助項目 

一、 圖書館設備充實與升級，項目範圍如下： 

1. 報紙期刊架、書架（櫃）、展示架等設備。 

2. 流通櫃檯及週邊設備。 

3. 閱覽桌椅，包含沙發、造型桌椅等。 

4. 影音相關設備（不得提列電腦、平板電腦、筆記型電腦等「教育部補

助公共圖書館作為社區公共資訊站實施計畫」核定補助項目）。 

5. 空調設備。 

6. 其他為提供讀者服務所需設備。 

二、 本計畫補助設備須以提供讀者使用為原則，不包含圖書資訊等館藏資料，

行政、辦公室相關設備及電梯之新設、維修、保養或汰換等事項。 

玖、申請及審查 

一、 申請： 

（一） 請於 108 年 1 月 10 日前，以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為單位彙送國立

公共資訊圖書館，以利審查。 

（二） 任何經費補助項目不得與本部其他相關計畫重複申請。 

二、 審查： 

（一） 由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邀集相關領域專家學者成立審查小組，辦理複

審作業。 

（二） 審查方式：採書面審查，預計 108 年 2 月 15 日前完成審查。 

三、 決審：由本部邀集相關單位與專家學者等組成決審小組辦理，預計 108 年

3 月 31 日前核定補助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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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部得依實際情況，調整上述各項作業時間。 

五、 本案所需經費如未獲立法院審議通過或經部分刪減，將依審議結果調整，

重新核定補助額度，並依預算法第 54 條規定辦理。 

壹拾、計畫提案及撰寫說明 
一、 計畫書以不超過 10 頁為原則，內文一律以 A4 紙張直式橫書繕打，14 號

字標楷體，左側裝訂，1 式 8 份，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統籌彙整後，併

同電子檔光碟送交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進行審查。 

二、 計畫書內容應包含下列項目： 

（一） 封面（詳見附件 1）、申請表（詳見附件 2）。 

（二） 計畫緣起。 

（三） 申請設備項目、規格數量及預期效益評估等（詳見附表 3）。 

（四） 經費申請表及經費來源與編列表（詳見附件 4），依「財物標準分類」

財產之定義為「包括供使用土地、土地改良物、房屋建築及設備、暨

金額 1 萬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在兩年以上之機械及設備、交通及運輸設

備及什項設備」。 

（五） 預定執行進度（參見附表 5）。 

（六） 其他與本計畫相關補充事項。 

壹拾壹、經費編列、核撥及結報作業 
一、 依據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及「補助辦理國家圖書館

及公共圖書館提升閱讀品質實施要點」規定，辦理相關事宜。 

二、 本計畫之經費，應依規定編列地方配合款，且依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支用標準辦理編列經費，不得超出「本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

表」。 

三、 本計畫之執行成果至遲應於隔年度 2 月底前完成結案，結報時需將正本資

料函送本部，副本資料函送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附件包括：本部經費收

支結算表、成果報告書（格式及內容詳見附件 6）。 

四、 本補助款會計帳目應明確清楚；其結餘款應依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

報作業要點之規定辦理。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訂定輔導管理機制，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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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轄內公共圖書館執行年度計畫，定期列管追蹤經費執行率及達成率，並

因應實際需求協助其填報本計畫相關表格資料。 

壹拾貳、其他注意事項 

一、 本計畫補助之各項紀錄作品（含照片、影像、紀錄片等）、文字紀錄、書

籍及影音資料等著作權，應授權本部自由運用於相關成果展現及宣傳行銷

等推廣活動，著作人並不得對本部行使著作人格權。  

二、 本計畫之補助款（含地方配合款）應專款專用，不得任意變更用途、挪用

於其他用途、用於抵充原編列之公務預算經費。如經廢止補助資格，補助

款應全數繳回；已支出部分則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自籌措經費支應。計

畫如有變更之必要或因故無法執行，應事先徵得本部同意，並報送修正計

畫到部核定。 

三、 本計畫之補助經費應於該年度或核定計畫預定期程內執行完竣並付款，以

利辦理經費核結。 

四、 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執行本計畫應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補助辦法」及「教育部與所屬機關（構）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計畫型

補助款處理原則」等相關規定提出相對配合款。 

五、 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執行本計畫有關事項，應依「教育部與所屬機關

（構）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計畫型補助款處理原則」、「政府採購法」

及「行政程序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六、 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執行過程若有疑慮，請以直轄市及縣（市）為單

位洽請相關單位協助。 

七、 本計畫設備增購皆需依「審計法」、「事務管理彙編」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未達最低使用年限之各項設施、財產等不得重新施作或增購。 

八、 受補助單位如未依核定計畫執行、績效不彰者，本部得視情節輕重限期改

善，屆時未改善者，本部得廢止已核定之補助，並作為未來補助之參據。 

九、 本計畫未盡事宜，按相關規定依行政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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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參、附件 

附件 1：計畫書封面 
 
 

 

教育部補助公共圖書館 
閱讀設備升級計畫書 

 
 
 
 
 
 
 
 
 
 

計畫名稱：○○○○○○○○○ 
 

 

實施期程：自核定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申請單位：○○縣（市）政府 

（執行單位：○○○圖書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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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公共圖書館閱讀設備升級計畫經費申請案件資料表（由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填寫） 

計 畫

名 稱 
 

申 請

單 位 

局（處）長  職 稱  電話： e-mail： 

聯  絡  人  職 稱  電話： e-mail：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e-mail： 

實 施

期 程 
自核定日起 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計 畫

經 費 

館 名計 畫 名 稱
申請補助經費（Ａ） 

地方配合

款（Ｂ） 
總計 
(Ｃ= 
Ａ+Ｂ) 

配合款所佔

經費比率

(Ｂ/Ｃ％)經常門 資本門 

○○縣(市)政府 縣市輔導計畫      

1.○○鄉(鎮、市)圖 ○○○計畫      

2.○○鄉(鎮、市)圖 ○○○計畫      

3.○○鄉(鎮、市)圖 ○○○計畫      

4.○○鄉(鎮、市)圖 ○○○計畫      

5.○○鄉(鎮、市)圖 ○○○計畫      

6.○○鄉(鎮、市)圖 ○○○計畫      

7.○○鄉(鎮、市)圖 ○○○計畫      

8.○○鄉(鎮、市)圖 ○○○計畫      

9.○○鄉(鎮、市)圖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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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設備分項使用說明及預期效益評估 

計畫名稱  
執行

單位 
 

107 年度 
進館人次 

 
107 年度 

借閱量（冊）

 
請敘明計算過程：(總借閱冊數／總人口數)

序號 01 
設備

名稱  
數量

規格  

資本門經費需求 （元） 設備類別  
（請填 1-6，請參見註 2）

使用對象  放置地點  

用途說明 
 
*請敘明為「新增設備」或「現有設備更新」，倘為原有之設備，請說明目前使用情形（如設備採購時間、使用年限、是否老舊

不堪使用等）。 

備註  
設備使用 

預期效益評估 
每週使用率： 
（每週使用時數／每週開館時數*100%） 

序號 02 
設備

名稱 
 

數量

規格  

資本門經費需求 （元） 設備類別  
（請填 1-6，請參見註 2）

使用對象  放置地點  

用途說明 
 
*請敘明為「新增設備」或「現有設備更新」，倘為原有之設備，請說明目前使用情形（如設備採購時間、使用年限、是否老舊
不堪使用等）。 

備註  
設備使用 

預期效益評估 
每週使用率： 
（每週使用時數／每週開館時數*100%） 

序號 03 
設備

名稱 
 

數量

規格  

資本門經費需求 （元） 設備類別  
（請填 1-6，請參見註 2）

使用對象  放置地點  

用途說明 
 
*請敘明為「新增設備」或「現有設備更新」，倘為原有之設備，請說明目前使用情形（如設備採購時間、使用年限、是否老舊
不堪使用等）。 

備註  
設備使用 

預期效益評估 
每週使用率： 
（每週使用時數／每週開館時數*100%） 

※  註: 1.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2.設備類別：（1）報紙期刊架、書架（櫃）、展示架等設備。（2）流通櫃檯及週邊設備。（3）閱覽桌椅，包含

沙發、造型桌椅等。（4）影音相關設備（不得提列電腦、平板電腦、筆記型電腦等「教育部補助公共圖書

館作為社區公共資訊站實施計畫」核定補助項目）。（5）空調設備。（6）其他為提供讀者服務所需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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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經費申請表   

 
               ▓申請表

教育部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核定表

申請單位：XXX 單位 計畫名稱：XXXX 
計畫期程：自核定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計畫經費總額：      元，向本部申請補助金額：       元，自籌款：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無□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教育部：              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XXXX 部：………………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教育部核定情形 

（申請單位請勿填寫）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計畫金額（元） 補助金額(元) 

業
務
費
（
縣
市
）

      

雜支       

 
小計 

      

設
備
及
投
資(

資
本
門) 

    （請註記中央補助款

或地方自籌款支應）

  

       

       

 
小計 

      

合  計    
  本部核定補助   元 

承辦             主(會)計        機關學校首長 

單位             單位            或團體負責人 

教育部          教育部 
承辦人          單位主管 

備註： 
1、同一計畫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時，應於計畫項目經費

申請表內，詳列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
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本部應撤銷該補助案件，並收回
已撥付款項。 

2、補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 4點規定之情形外，以不補助人事費、
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 

3、申請補助經費，其計畫執行涉及需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
劃執行注意事項」、預算法第 62 條之 1及其執行原則等相
關規定辦理者，應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示贊助機關
（教育部）名稱，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補助方式：  
□全額補助 
□部分補助(指定項目補助□是□否)
【補助比率  ％】 
 
餘款繳回方式： 
□繳回  （請敘明依據） 

 
□不繳回（請敘明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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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執行作業時間及流程 

期 程 執 行 內 容 備 註

108.6.30 前 完成設備採購作業。 

請依「教育部與所屬機關

（構）對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計畫型補助款處理原

則」及「政府採購法」等相

關法令規定辦理。 

108.7.1~108.9.30 設備進場、完成安裝及定位。  

108.10.1~108.11.30 
彙整成果報告資料（包含照片電子檔

等，參見附件 6）。 
 

108.12.1~108.12.31 報部核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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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成果報告參考格式 

首頁：○○縣市成果摘要表 

計畫名稱  

局（處）長  連絡電話  

連絡人  連絡電話  

E-mail  傳真  

地址  

實施期程 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補助與實支經費 

（新臺幣：元） 

核定計畫金額 元 核定補助金額 元

補助比例 % 實支總額 元

計畫結餘款 元
繳回教育部 

結餘款 
元

地方自籌經費 元

附件 

※必備附件 
1. 計畫項目經費核定文件 
2. 教育部經費收支結算表 
3. 教育部補助(委辦)計畫經費調整對照表 
4. 成果報告電子檔（含設備、使用情形、活動辦理……等照片） 

重要成果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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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執行情形 

一、 計畫執行控制情形：包括發包、預算執行等。 

二、 計畫目標達成情形：包括核定補助館數、撤案繳回館數、實際完成館數、館數

執行率、經費執行率等。 

三、 經費執行情形（結餘款應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之規

定辦理） 

縣 

市 

別 

館 別 

各項經費(單位：萬元) 

備註 
教育部

核定計

畫金額

教育部

核定補

助金額

教育部

補助 

比例(%)

整案計

畫實支

總額 

繳回 

教育部

結餘款 

       

       

       

       

貳、 成果及效益分析 
一、 設備分項使用說明及使用率達成值。 

計畫名稱  
執行

單位 
 

序號 01 
設備

名稱 
 

數量

規格 
 

設備

類別 
 
（請填 1-6）

資本門經費需求 （元） 經費來源  
（中央補助／地方自籌） 

使用對象  放置地點  

用途說明  
設備使用率 
達成值 

每週使用率： 
（每週使用時數／每週開館時數*100%） 

成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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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02 
設備

名稱 
 

數量

規格 
 

設備

類別 
 
（請填 1-6）

資本門經費需求 （元） 經費來源  
（中央補助／地方自籌） 

使用對象  放置地點  

用途說明  
設備使用率 
達成值 

每週使用率： 
（每週使用時數／每週開館時數*100%） 

成果照片  

※註：1.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2.成果照片及相關資料請另提供電子檔案光碟至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彙存。 
3.設備類別：（1）報紙期刊架、書架（櫃）、展示架等設備。（2）流通櫃檯及週邊設備。（3）閱覽桌椅，包

含沙發、造型桌椅等。（4）影音相關設備（不得提列電腦、平板電腦、筆記型電腦等「教育
部補助公共圖書館作為社區公共資訊站實施計畫」核定補助項目）。（5）空調設備。（6）其他
為提供讀者服務所需設備。 

二、 推廣活動辦理情形：包括閱讀推廣活動館方辦理及民眾參與情形的影響等。 
三、 引進地方資源投入的情形：引進地方企業、團體投注資源情形，如地方捐資、

捐贈及館方辦理募款活動及成效……等。 
四、 大眾傳播媒體及社會人士之反應或評價(例如剪報資料、讀者意見等)。 
五、 其他。 

參、 檢討與建議 
一、 執行中遭遇困難與因應對策。 
二、 相關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