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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源起 

一、本館簡介 

    國立臺灣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前身係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圖書館」，

於民國 3 年(1914 年)成立，民國 34 年由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接收「臺灣

總督府圖書館」之館藏 16萬冊，次年並合併「財團法人南方資料館」(以

下簡稱南方資料館)之館藏 4 萬冊，成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圖書館」。

民國 37年，改隸臺灣省政府教育廳，更名為「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民

國 62年，奉行政院令改為「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隸屬教育部。民

國 93年 12月 20日，遷建於新北市(原臺北縣)中和區新館正式開放啟用。

民國 102年 1月 1日，奉行政院令改為今名。 

二、本館館藏概述 

    本館自開館以來至今已逾百年，屢因戰火兵燹之危，暨迭經改隸主管

機關等，藏書雖歷經各種波折及滅損，惟均未動搖一座具有豐富典藏、並

以服務大眾為職志的大館風範。早期舊籍收藏以日文居多，包含各類圖書

資料，其中亦有日治時期有關臺灣之圖書 2萬多冊，進而成為本館珍貴的

特藏資料。本館近年來持續擴增收藏範圍，加強徵集高齡者資料、青少年

資料、新住民資料及圖書維護類資料等，充實本館「樂齡資源區」、「青少

年悅讀區」、「多元文化資源區」的館藏資源，且基於保存地方文獻與充實

館藏基礎，本館更不遺餘力多方蒐集為數可觀之臺灣文獻，所增資料亦不

乏日文及西文珍貴史料。 

三、本館為研究臺灣文獻資料之重鎮 

    本館長期以來為國內外學者研究臺灣文獻資料之重鎮，中文圖書所藏

內容主要有方志、采訪冊、輿圖、族譜、詩文別集等，如《六十七兩采風

圖》等；日文圖書多為日治時期蒐集的書籍與資料，內含有官方的公報、

官報、年鑑、業務計畫等資料；甚至包含旅遊的宣傳品、寫真集(帖)、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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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概況與地形圖；西文圖書保存有關臺灣重要的珍本，如 17 世紀出版的

《被遺誤的臺灣》荷蘭文原本。 

    館藏珍貴之日治時期報紙，如《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日報》等，記

載當時社會、政治、工商產業等報導與評論，為研究日人治臺實況之重要

資料。期刊雜誌則包含教育、醫學、建築、文藝、美術等類別，如《臺灣

教育》、《臺灣醫學會雜誌》等。館藏珍貴之臺灣古文書，包含番契、漢契

及各種文書，為研究臺灣開發早期的社會、政治、經濟等重要原始資料。 

    本館除典藏戰前之臺灣資料，每年亦持續購置戰後臺灣研究之出版品

及期刊，這些資料內容涵蓋臺灣歷史、地理、自然、藝術及語文等面向，

對於協助教師、學者進行本土教育教學及研究，皆有其參考利用價值。     

貳、辦理現況 

一、本館致力於提升珍貴館藏臺灣資料的應用與推廣效能 

    本館為推廣臺灣資料之特色珍貴館藏，支援臺灣學研究，每年辦理臺

灣學系列講座與主題性館藏書展，並且獎助臺灣學研究論文，加強館藏資

源運用與厚實研究基礎。在臺灣資料的數位典藏方面，於民國 97年 10月

建置「日治時期圖書(期刊)影像系統」並且開放提供民眾查詢使用，每年

持續充實數位化影像內容，提升臺灣資料的應用與推廣效能。 

    該影像系統累計完成數位化圖書 264 萬 5,141 影幅、詮釋資料 1 萬

5,947筆(本)，期刊 111萬 6,211影幅、詮釋資料 29萬 3,365篇（約 322

種），地圖 1,117 影幅、詮釋資料 1,117 筆。主要內容包括 1 萬 5,947 冊

圖書，322 種期刊與 1,117 幅地圖，對於臺灣資料的推廣有很大的助益，

不僅是學術上的研究，在展覽、出版方面提供不少背景知識及相關的圖像，

對於本館館藏實用性與重要性的提升，也有相當大的助益。103 年為提供

更為豐富、多元的數位典藏予大眾閱覽，進行戰後初期典藏臺灣珍貴史料

數位化工作，其中政治、經濟主題的圖書約 500 冊，已完成數位化並建置

「臺灣政經資料庫」開放使用。 

    讀者可透過借閱證認證機制於線上閱覽與下載數位影像檔，國內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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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機關團體可透過網路 IP認證申請，在限制 IP範圍內於線上閱覽與下載

數位影像檔，約有 250個國內外學術機關團體申請使用。在使用數量統計

方面，至 107 年 12 月「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影像檔下載次數 121 萬

1,272次、「日治時期期刊影像系統」影像檔下載次數 148萬 1,823次，顯

示「日治時期圖書(期刊)影像系統」充分發揮預期的功能效益。 

    此外，自 108年 1月 1日起本館接續營運「臺灣方志網」並開放使用，

資料庫蒐集各縣市鄉鎮區的史志，提供研究臺灣歷史、地理、政治、經濟、

風俗、教育、物產、人物等重要史料，以供各界教學、學習及研究使用。 

    本館各相關資料庫提供全國各文教單位在教學研究、撰寫文稿、籌劃

展覽及推廣活動等所需的素材與資源，培養臺灣學研究人才方面亦發揮實

質的支援作用。 

二、本館持續充實臺灣學研究中心館藏 

    本館除保存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圖書，每年亦持續購置有關臺

灣研究之出版品、清代及日治時期有關臺灣之舊籍、地圖及古文書等重要

資料，藉由整合國內外臺灣研究資源，不斷深化館藏臺灣學資源，滿足讀

者對於臺灣學研究及大眾閱讀的需求，進而強化本館館藏臺灣文獻資料之

廣度與深度，建構本館成為國內外臺灣學研究之最重要典藏機構。    

參、計畫目標 

    本館擬定建置本土教育資源中心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主要目標為

建置本土教育資源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由於本土教育涵蓋本土歷史、

語言、地理、自然及藝術等各領域課程，為符合教師相關教材編製及授課

之參考應用，本中心規劃以全國範圍的本土教育政策、計畫、課程教案、

教學活動紀錄、影像及教學理論等資源為彙整對象，將各領域之教學資源

加以徵集編排，並將徵集之資料加以數位化及建置資料庫，以提供教師及

民眾相關教材編制與研究之需，成為發展本土教育研究與教學的重要資源

平臺。同時輔以本館既有豐富與深度多元的特色館藏資源，可促進本土教

育推廣行銷，提升本土教育學習效益，進而促進本土教育知識之普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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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標分述如下： 

一、盤點及彙整本土教育相關圖書與資源。 

二、本土教育資源數位化並建置本土教育資源資料庫，提供檢索與研究。 

三、發行本土教育期刊，推展本土教育論述與研究。 

肆、實施內容 

一、盤點及彙整本土教育相關圖書與資源 

    目前有關本土教育資源分存於國內各機關(構)，造成使用上之不便，

本計畫將透過網路、公文等方式廣泛盤點及彙整國內本土教育政策、計畫

以及研究之圖書、期刊、教案、教學紀錄及電子資源，並將取得之盤點結

果加以彙整分類並編製目錄以供檢索使用。  

二、建置本土教育資源資料庫 

    因本館位於北部，為使本土教育資源能更便利使用，將透過本土資料

盤點結果，向相關單位申請授權數位化製作，並建置資料庫提供使用；另

外為避免資源重複，亦持續將各機關(構)有關本土教育資源之數位資源進

行整合，以建立數位資源共享平臺，使讀者可以更便利取得所需要的資訊，

發揮整合查詢的效益，進而達到推廣本土教育數位資源利用。 

    本館臺灣學研究中心目前典藏許多關於臺灣研究之出版品，其皆可做

為本土教育教學與研究之素材，雖本計畫將建置本土教育資源資料庫以讓

遠端使用者方便利用，惟因部分出版品恐不易取得授權，是仍將持續購置

相關出版品或電子資源，以補充資料庫之不足。 

三、發行本土教育期刊 

    國內目前雖有教育類期刊，惟尚無以本土教育為主題之專門期刊，為

推展本土學術研究，同時建立本土教育論述及提供平臺刊登我國與世界相

關活動資訊，以利本土學術的國際交流並讓相關領域教師、學者分享研究

及教學成果，規劃出版本土教育期刊，以促進本土知識體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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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規劃期程與分年執行策略 

一、規劃期程 

    由於本土教育資源分存於國內各機關(構)，為使國內教師及研究者能

更便利使用本土教育資源，計畫將先於 108年至 109年進行盤點與徵集國

內機關(構)所存資源，並取得數位化授權後，於 110年將所徵集資料進行

數位化及詮釋資料作業，並建置資料庫開放使用，111 年持續徵集資料與

進行數位化及詮釋資料作業。 

    國內目前尚無本土教育主題專門期刊，108 年至 109 年將先規劃期刊

出版之運作方式、評估委辦或補助方式發行以及刊物審查機制等，於相關

作業方式確認後於 110年發行本土教育期刊。 

 

工作項目 
分年達成目標 

108-109 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徵集本土教育資源 盤點國立臺灣圖書

館現有本土教育資

源，進行盤點與徵集

國內機關(構)所保

存本土教育資源，並

取得數位化授權。 

徵集國內機關(構)

所保存本土教育資

源，並取得數位化授

權。 

徵集國內機關(構)

所保存本土教育資

源，並取得數位化授

權。 

建置本土教育資源資

料庫 

 進行數位化及詮釋

資料作業，並建置

資料庫開放使用。 

進行數位化及詮釋

資料作業，持續充實

資料庫。 

發行本土教育期刊 期刊運作機制之規

劃。 

發行期刊2期。 發行期刊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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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執行項目進度 

序號 預定進度 時間 108 年度 109 年度 110 年度 111 年度 

1 
聘用 3 名研究助理 

(博士 1 名、碩士 2 名) 
8 週 

 

2 徵集本土教育資源 166 週  

3 
數位掃描採購案招

標 
20 週 

 

 

4 
原件掃描及建置詮

釋資料 
96 週  

5 

資料庫系統軟體硬

體設備租用雲端平

臺採購 

20 週  

6 
規劃本土教育期刊

發行事宜 
56 週  

7 
發行本土教育期刊

(半年刊) 
20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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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年執行策略 

    考量本土教育資源涵蓋面相當廣泛且具專業性，需具有教育、文史、

藝術研究等專業背景，方能有效掌握相關資源。故本計畫將招聘專案研究

助理 3名(含博士 1名、碩士 2名)，透過其專長，協助執行本土教育資源

盤點蒐整、數位化掃描與期刊發行規劃等業務，並且向相關典藏機關(構)

申請數位化授權，辦理數位化及詮釋資料作業與建置資料庫等相關事宜。

作業規劃與執行策略如下： 

 

年度 執行策略 

108 

｜ 

109 

1.招聘專案博士學位研究助理 1 位及碩士學位研究助理 2 位，進行

本土教育資源盤點及規劃期刊發行。 

2.透過網頁搜尋及行文國內本土教育資源典藏機關(構)，徵集本土

教育資源，並取得數位化授權。 

3規劃本土教育期刊發行機制。 

110 

1.持續徵集國內機關(構)所保存本土教育資源，並取得數位化授權。 

2.進行數位化及詮釋資料作業。 

3.建置資料庫開放使用。 

4.發行本土教育期刊。 

111 

1.持續徵集國內機關(構)所保存本土教育資源，並取得數位化授權。 

2.進行數位化及詮釋資料作業。 

3.持續充實資料庫。 

4.發行本土教育期刊。 

    有關數位化及資料庫建置，本計畫之影像掃描皆需提供 jpeg 及 pdf

檔，詮釋資料每筆欄位包含：題名、篇名、作品類型、資料格式、圖表、

作者(姓名)、作者(譯名)、著作方式、服務單位、職稱、總頁數、版次、

附註、補充說明、出版年、發行者、出版單位、出版地、語文、目次、影

像連結、索書號、關鍵詞、系統編號等。 

    執行步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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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查分類本土教育資料：首先要清查相關資料，預訂掃描的數量

及種類，作為數位化的前置作業。預計 110 年先就人文及社會主

題之本土教育資源進行掃描，111 年則進行自然及藝術主題之本

土教育資源進行掃描。 

(二)進行相關採購案：準備採購案需求書，規劃掃描數量及作業方式，

辦理招標與評選會議，選出優勝廠商進行議價與決標。 

(三)廠商進駐本館進行掃描等相關作業：為便利作業，所收集之相關

資料不出館掃描，由廠商進駐本館進行掃描作業，同時進行詮釋

資料建置。 

(四)依契約辦理驗收付款。 

(五)驗收合格後，將數位掃描成果載入本館「本土教育資源資料庫」。

經整理各項執行步驟，建立標準作業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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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工作準則標
準作業手冊(SOP)

資料清點造冊

內容檢索查核
原件圖表清查
編號統計造冊

資料內容分類

掃描工作

軟硬體設備校正 
原件掃描標準化 
影像轉製標準化 
瀏覽檔轉製標準化

詮釋資料規範

詮釋著錄原則

著錄表欄訂立

詮釋檢核機制

原件掃描

調出原件、書冊分類掃描、
影像色彩管理、影像檔案檢
核、掃描情況紀錄

缺漏頁補掃

原件核對補掃

影像修圖檢核

修圖校正缺漏頁紀錄

影像檔案管理

影像命名 集中管理

影像轉製
 

檔案格式轉製

瀏覽檔轉製
瀏覽檔浮水印設定

詮釋資料建置

詮釋資料對應 
影像瀏覽檔

詮釋資料審查

審查及修正

詮釋檢索建置

詮釋資料及影像檔案匯
入檢索系統資料庫

提供線上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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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經費需求與分年評估基準 

一、經費需求                                               單位:元 

工作項目 109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合計 

招聘專案 

助理 3 名 
1,784,598 1,832,319 1,872,015 5,488,932 

本土教育資源數

位化掃描採購案

(含詮釋資料作

業)  

 1,800,000 1,800,000 3,600,000 

建置本土教育資

源資料庫 
 500,000  500,000 

資料庫系統軟體

硬體設備租用雲

端平臺 

 100,000 100,000 200,000 

發行本土教育期

刊 
 655,800 655,800 1,311,600 

雜支 50,000 50,000 50,000 150,000 

合計 1,834,598  4,938,119  4,477,815 11,250,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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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年評估基準 

108年度 109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辦理相關招聘專案

助理準備工作。 
 
 
(2)透過網頁搜尋國內

本土教育資源典藏
機關(構)，徵集本
土教育資源。 

 

 
(1)招聘專案助理 3 名

(約 178 萬 4,598
元)。 
 

(2)持續透過網頁搜尋
及行文國內本土教
育資源典藏機關
(構)，徵集本土教
育資源，並取得數
位化授權。 
 

(3)規劃本土教育期刊
發行機制。 

 
 
(4)雜支(約 5萬元)。 
 

 
(1)招聘專案助理 3 名

(約 183 萬 2,319
元)。 

 
(2)持續透過網頁搜尋

及行文國內本土教
育資源典藏機關
(構)，徵集本土教
育資源，並取得數
位化授權。 

 
(3)掃描本土教育資源

8萬影幅(約 160萬
元)。 
 

(4)完成詮釋資料約
800 筆(約 20 萬
元)。 

 
(5)建置本土教育資源

資料庫(約 50 萬
元)。 

 
(6)資料庫系統軟體硬

體設備租用雲端平
臺(約 10萬元)。 

 
(7)出版本土教育期刊

2期(約 65萬 5,800
元) 

 
(8)雜支(約 5萬元)。 
 

 
(1)招聘專案助理 3 名

(約 187 萬 2,015
元)。 

 
(2)持續透過網頁搜尋

及行文國內本土教
育資源典藏機關
(構)，徵集本土教
育資源，並取得數
位化授權。 

 
(3)掃描本土教育資源

8萬影幅(約 160萬
元)。 

 
(4)完成詮釋資料約

800 筆(約 20 萬
元)。 

 
(5)資料庫系統軟體硬

體設備租用雲端平
臺(約 10萬元)。 

 
(6)出版本土教育期刊

2期(約 65萬 5,800
元) 

 
(7)雜支(約 5萬元)。 
 

0元 183萬 4,598元 493萬 8,119元 447萬 7,815元 

1,125萬 53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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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預期效益 

一、有利於本土教育資源整合與發展 

  由於本土教育資源分存於教育、文史及地方文化等機關(構)，目前亦

無整合之資料庫提供檢索查詢，使用上須分別至各機關(構)查找，故透過

整合及數位化方式，可保存相關資料並且更便利教師、學者使用，同時也

有助於本土研究與本土教育教學之發展。 

二、提供本土教育學術研究之平臺 

  目前國內尚無以本土教育為主題之學術期刊，透過發行專業期刊，將

有助於推展本土學術研究，同時建立本土教育論述及提供平臺刊登我國與

世界相關活動資訊，以利本土學術的國際交流並讓相關領域教師、學者分

享研究及教學成果，出版本土教育資源期刊，促進本土知識體系的建立。 

三、有利於擴展臺灣研究資源之廣度與深度 

  本館臺灣學研究中心目前以典藏臺灣主題之出版品為主，其皆可做為

本土教育教學與研究之素材，未來透過徵集或採購方式將資料面向加以延

伸，將有助於提升典藏資料之廣度與深度，同時有助於各教育領域研究者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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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經費編列明細 

108至 111年教育部補(捐)助計畫項目經費表(非民間團體)   

                  
申請單位：國立臺灣圖書館                                                      計畫名稱：國立臺灣圖書館 108 年至 111年建置本土教育

資源中心計畫 

計畫期程：自核定日起至民國 111 年 12 月 31 日 

計畫經費總額：11,250,532 元，向本部申請補(捐)助金額：11,250,532 元，自籌款：0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捐)助：■無□有 

補(捐)助項

目 

申請金額 

 

 (元) 

核定計畫金額

(教育部填列) 

(元) 

核定補助金額 

(教育部填列) 

(元) 

說明 

人事費 5,488,932   

1、專案行政助理 3人(博士 1人、碩士
2人)，依據國立臺灣圖書館接受補
助(委辦)計畫專任助理人員工作酬
金表標準編列，依實際聘用年資、
學歷等資格支薪。 

2、經費含薪資、勞健保費用、勞退及
年終獎金。 

3、辦理本土教育資料徵集、數位化及
資料庫建置、期刊發行及經費控管
等。 

業務費 5,261,600   

1、出席費、撰稿費及審查費依中央政
府各機關學校稿費支給基準數額表
核實支付相關費用。 

2、辦理業務所需之資料徵集、數位化、
詮釋資料、期刊印製發行及雜支等。 

設備費 500,000   
建置本土教育資源資料庫，將數位檔案
(含詮釋資料)匯入，以提供查詢使用。 

合  計 11,250,532  
  

承辦             主(會)計       首長 

單位             單位          

教育部          教育部 
承辦人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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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至 111年教育部補(捐)助計畫項目經費表(非民間團體)   

                  
申請單位：國立臺灣圖書館                                                      計畫名稱：國立臺灣圖書館 108 年至 111年建置本土教育

資源中心計畫 

計畫期程：自核定日起至民國 111年 12 月 31 日 

計畫經費總額：11,250,532 元，向本部申請補(捐)助金額：11,250,532 元，自籌款：0元 

補(捐)助方式：  
■全額補(捐)助 
□部分補(捐)助 
指定項目補(捐)助□是□否 
【補(捐)助比率  ％】 
 
地方政府經費辦理方式： 
□納入預算 
□代收代付 

■非屬地方政府 

餘款繳回方式： 
□繳回   

■依本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辦理 

彈性經費額度: 

■無彈性經費 

□計畫金額 2%，計     元(上限為 2萬 5,000元) 

備註： 
一、本表適用政府機關(構)、公私立學校、特種基金及行政法人。 
二、各計畫執行單位應事先擬訂經費支用項目，並於本表說明欄詳實敘明。 
三、各執行單位經費動支應依中央政府各項經費支用規定、本部各計畫補(捐)助要點及本要點經

費編列基準表規定辦理。 
四、上述中央政府經費支用規定，得逕於「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友善經費報支專區-內審規定」

查詢參考。 
五、非指定項目補(捐)助，說明欄位新增支用項目，得由執行單位循內部行政程序自行辦理。 
六、同一計畫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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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助案件，並

收回已撥付款項。 

七、補(捐)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 4 點規定之情形外，以不補(捐)助人事費、加班費、內部場地使

用費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 

八、申請補(捐)助經費，其計畫執行涉及須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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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條第 2項前段規定，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申請補助

或交易行為前，應主動據實表明身分關係。又依同法第 18條第 3項規定，違者處新

臺幣 5萬元以上 5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申請補助者如符須表明身分者，請至本部政風處網站(https://pse.is/EYW3R)下載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填列，相關規定如有疑義，請洽本部各計畫

主政單位或政風處。 

  

■申請表 
核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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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至 111年教育部補(捐)助計畫項目經費表(非民間團體)    
申請單位：國立臺灣圖書館 

計畫名稱：國立臺灣圖書館 108 年至 111 年建置本土教

育資源中心計畫 

計畫期程： 108 年 12 月 1 日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 (依實際執行情形滾動修正) 

計畫經費總額：11,250,532元，向鈞部申請補助金額：11,250,532元，自籌款：0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無□有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人
事 
費 

109 年博士級專

任研究助理 1人 
41,460 12 個月 497,520 

暫比照國立臺灣圖書館接受補助

(委辦)計畫專任助理人員工作酬金

第 1 年博士級專任研究助理標準編

列共計 12 個月。 

109 年碩士級專

任研究助理 2人 
36,050 12 個月 x2 人 865,200 

暫比照國立臺灣圖書館接受補助

(委辦)計畫專任助理人員工作酬金

第 1 年碩士級專任研究助理標準編

列共計 12 個月。 

109 年博士級專

任研究助理 1人

年終獎金 

41,160 1.5 月 x1 人 62,190 薪資 x1.5 個月=41,460 元 x1.5 

109 年碩士級專

任研究助理 2人

年終獎金 

36,050 1.5 月 x2 人 108,150 薪資 x1.5 個月=36,050 元 x1.5 

109 年博士級專

任研究助理 1人

勞健保雇主提

繳 

5,064 12 個月 60,768 

投保薪資 42,000元：勞保公提 3,087

元、健保公提 1,903 元、職災 63 元、

墊償基金 11 元，共計 5,064 元 x12

個月。 

109 年碩士級專

任研究助理 2人

勞健保雇主提

繳 

4,376 12 個月 x2 人 105,024 

投保薪資 36,300元：勞保公提 2,668

元、健保公提 1,645 元、職災 54 元、

墊償基金 9 元，共計 4,376 元 x12

個月。 

■申請表 
核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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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單位：國立臺灣圖書館 
計畫名稱：國立臺灣圖書館 108 年至 111 年建置本土教

育資源中心計畫 

計畫期程： 108 年 12 月 1 日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 (依實際執行情形滾動修正) 

計畫經費總額：11,250,532元，向鈞部申請補助金額：11,250,532元，自籌款：0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無□有 

109 年博士級專

任研究助理 1人

勞工退休金雇

主提撥 

2,520 12 個月 30,240 投保薪資 42,000 元 x6％x12 個月。 

109 年碩士級專

任研究助理 2人

勞工退休金雇

主提撥 

2,178 12 個月 x2 人 52,272 投保薪資 36,300 元 x6％x12 個月。 

109 年博士級專

任研究助理 1人

補充保費 

1,178 1 式  1,178 

(年終獎金+當月薪資-投保薪資) 

x1.91% (總價部分，四捨五
入)=( 62,190+41,460-42,000)x1.91
% 

109 年碩士級專

任研究助理 2人

補充保費 

1,028 1 式 x2 人 2,056 
(年終獎金+當月薪資-投保薪資) 

x1.91% (總價部分，四捨五
入)=(54,075+36,050-36,300)x1.91% 

110 年博士級專

任研究助理 1人 
42,420 12 個月 509,040 

暫比照國立臺灣圖書館接受補助

(委辦)計畫專任助理人員工作酬金

第 2 年博士級專任研究助理標準編

列共計 12 個月。 

110 年碩士級專

任研究助理 2人 
36,880 12 個月 x2 人 885,120 

暫比照國立臺灣圖書館接受補助

(委辦)計畫專任助理人員工作酬金

第 2 年碩士級專任研究助理標準編

列共計 12 個月。 

110 年博士級專

任研究助理 1人

年終獎金 

42,420 1.5 月 x1 人 63,630 薪資 x1.5 個月=42,420 元 x1.5 

110 年碩士級專

任研究助理 2人

年終獎金 

36,880 1.5 月 x2 人 110,640 薪資 x1.5 個月=36,880 元 x1.5 

110 年博士級專

任研究助理 1人

勞健保雇主提

繳 

5,292 12 個月 63,504 

投保薪資 43,900元：勞保公提 3,226

元、健保公提 1,989 元、職災 66 元、

墊償基金 11 元，共計元 x12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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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單位：國立臺灣圖書館 
計畫名稱：國立臺灣圖書館 108 年至 111 年建置本土教

育資源中心計畫 

計畫期程： 108 年 12 月 1 日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 (依實際執行情形滾動修正) 

計畫經費總額：11,250,532元，向鈞部申請補助金額：11,250,532元，自籌款：0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無□有 

110 年碩士級專

任研究助理 2人

勞健保雇主提

繳 

4,605 12 個月 x2 人 110,520 

投保薪資 38,200元：勞保公提 2,807

元、健保公提 1,731 元、職災 57 元、

墊償基金 10 元，共計 4,605 元 x12

個月。 

110 年博士級專

任研究助理 1人

勞工退休金雇

主提撥 

2,634 12 個月 31,608 投保薪資 43,900 元 x6％x12 個月。 

110 年碩士級專

任研究助理 2人

勞工退休金雇

主提撥 

2,292 12 個月 x2 人 55,008 投保薪資 38,200 元 x6％x12 個月。 

110 年博士級專

任研究助理 1人

補充保費 

1,187 1 式 1,187 
(年終獎金+當月薪資-投保薪資) 

x1.91% (總價部分，四捨五入 )= 
(63,630+42,420-43,900)x1.91%  

110 年碩士級專

任研究助理 2人

補充保費 

1,031 1 式 x2 人 2,062 
(年終獎金+當月薪資-投保薪資) 

x1.91% (總價部分，四捨五入 )= 
(55,320+36,880-38,200)x1.91% 

111 年博士級專

任研究助理 1人 
43,490 12 個月 521,880 

暫比照國立臺灣圖書館接受補助

(委辦)計畫專任助理人員工作酬金

第 3 年博士級專任研究助理標準編

列共計 12 個月。 

111 年碩士級專

任研究助理 2人 
37,810 12 個月 x2 人 907,440 

暫比照國立臺灣圖書館接受補助

(委辦)計畫專任助理人員工作酬金

第 3 年碩士級專任研究助理標準編

列共計 12 個月。 

111 年博士級專

任研究助理 1人

年終獎金 

43,490 1.5 月 x1 人 65,235 薪資 x1.5 個月=43,490 元 x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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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單位：國立臺灣圖書館 
計畫名稱：國立臺灣圖書館 108 年至 111 年建置本土教

育資源中心計畫 

計畫期程： 108 年 12 月 1 日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 (依實際執行情形滾動修正) 

計畫經費總額：11,250,532元，向鈞部申請補助金額：11,250,532元，自籌款：0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無□有 

111 年碩士級專

任研究助理 2人

年終獎金 

37,810 1.5 月 x2 人 113,430 薪資 x1.5 個月=37,810 元 x1.5 

111 年博士級專

任研究助理 1人

勞健保雇主提

繳 

5,292 12 個月 63,504 

投保薪資 43,900元：勞保公提 3,226

元、健保公提 1,989 元、職災 66 元、

墊償基金 11 元，共計元 x12 個月。 

111 年碩士級專

任研究助理 2人

勞健保雇主提

繳 

4,605 12 個月 x2 人 110,520 

投保薪資 38,200元：勞保公提 2,807

元、健保公提 1,731 元、職災 57 元、

墊償基金 10 元，共計 4,605 元 x12

個月。 

111 年博士級專

任研究助理 1人

勞工退休金雇

主提撥 

2,634 12 個月 31,608 投保薪資 43,900 元 x6％x12 個月。 

111 年碩士級專

任研究助理 2人

勞工退休金雇

主提撥 

2,292 12 個月 x2 人 55,008 投保薪資 38,200 元 x6％x12 個月。 

111 年博士級專

任研究助理 1人

補充保費 

1,238 1 式 1,238 
(年終獎金+當月薪資-投保薪資) 

x1.91% ( 總 價 部 分 ， 四 捨 五
入)=(65,235+43,490-43,900)x1.91% 

111 年碩士級專

任研究助理 2人

補充保費 

1,076 1 式 x2 人 2,152 
(年終獎金+當月薪資-投保薪資) 

x1.91% ( 總 價 部 分 ， 四 捨 五
入)=(56,715+37,810-38,200)x1.91% 

小計   5,488,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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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單位：國立臺灣圖書館 
計畫名稱：國立臺灣圖書館 108 年至 111 年建置本土教

育資源中心計畫 

計畫期程： 108 年 12 月 1 日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 (依實際執行情形滾動修正) 

計畫經費總額：11,250,532元，向鈞部申請補助金額：11,250,532元，自籌款：0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無□有 

業
務 
費 

本土教

育資源

數位化

掃描 

原 件 掃

描(A4 尺

寸) 

20 160,000 頁 3,200,000 招標辦理，詮釋資料匯入於「本土

教育資源資料庫」，提供讀者檢索查

詢使用。 建 置 詮

釋資料 
250 1,600 筆 400,000 

數位典藏系統

軟體硬體設備

租用雲端平臺 

100,000 2 式 200,000 110 年及 111 年各 10 萬元。 

撰稿費 1,020 120(千字)*4
期 489,600 

一般稿件均按字計酬，每千字為

1,020 元，為撙節開支，每篇最高以

2 萬元計酬(每期以出刊 6 篇論文及

最高稿費預估)。 

審查費 2,000 12 篇*2 人*4
期 192,000 

按字計酬，每千字為 200 元，論文

字數超過 1.2 萬字，為撙節開支，

每篇最高以 2,000 元計酬(含初閱、

雙盲審查、再審費用、英文編譯審

訂等費用)。 

編輯委員出席

費 
2,500 5 位*12 次 150,000 

編輯委員出席編輯委員會議討論重

要編務議案、出版事務、外審通過

論文決審、出刊論文排序及審定封

底書影等。 

印刷費（委外） 200 600 份*4 期 480,000 
含委外排版、裝訂、印刷、寄贈郵

資及抽印等費用。 

雜支 150,000 1 式 150,000 
聯繫等郵電費、文具、資訊耗材、

複印等，核實列支。 

小計 
 

5,261,600  

設
備
費 

建置本土教育
資源資料庫 500,000 1 式 500,000  

小計③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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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單位：國立臺灣圖書館 
計畫名稱：國立臺灣圖書館 108 年至 111 年建置本土教

育資源中心計畫 

計畫期程： 108 年 12 月 1 日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 (依實際執行情形滾動修正) 

計畫經費總額：11,250,532元，向鈞部申請補助金額：11,250,532元，自籌款：0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無□有 

合計++③   11,250,532  

備註： 

1、各執行單位經費動支應依中央政府各項經費支用規定、本部各計畫補(捐)助要點、教育部
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及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規定辦
理。 

2、補(捐)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 4 點規定之情形外，以不補(捐)助人事費、加班費、內部場

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