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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000000

總統府主管

1

12,131,890

13,914,561 -1,782,671

12,131,890

13,914,561 -1,782,671

12,131,890

13,914,561 -1,782,671

0002400000

中央研究院

5

5202400000

科學支出
5202400100

1

一般行政

262,636

268,506

-5,870 1.本科目上年度法定預算數363,774千元，
配合科目調整，移出95,268千元列入「學
術審議及研究獎助」科目，淨計如表列上
年度預算數。
2.本年度預算數262,636千元，包括人事費1
95,408千元，業務費65,794千元，設備及
投資1,020千元，獎補助費414千元。
3.本年度預算數之內容與上年度之比較如下
：
(1)人員維持費195,408千元，較上年度核
實減列人事費1,100千元。
(2)基本行政工作維持費57,702千元，較
上年度減列水電費及事務機具租金等4
,770千元。
(3)幼兒園運作維持經費9,526千元，與上
年度同。

5202401000

2

一般學術研究及評議

6,600,934

6,363,155

237,779

3,323,267

3,130,943

192,324 1.本科目上年度法定預算數3,007,601千元

5202401020

1 學術審議及研究獎助

，配合科目調整，由「一般行政」及「主
題研究與人才培育」科目移入123,342千
元，淨計如表列上年度預算數。
2.本年度預算數3,323,267千元，包括人事
費2,307,080千元，業務費603,602千元，
設備及投資318,916千元，獎補助費93,66
9千元。
3.本年度預算數之內容與上年度之比較如下
：
(1)人員維持費2,371,361千元，較上年度
核實減列人事費89,826千元。
(2)基本行政工作維持費472,803千元，較
上年度增列房屋建築修繕及購置資訊
軟硬體設備等經費57,091千元。
(3)學術發展及交流合作經費86,485千元
，較上年度增列學術評鑑及科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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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等經費9,358千元。
(4)儀器整合管理經費237,719千元，較上
年度增列購置資訊軟硬體設備及儀器
設備等經費131,795千元。
(5)公用儀器設施使用經費14,000千元，
較上年度增列購置研究耗材及儀器設
備養護等經費4,182千元。
(6)實驗設施整合管理經費61,503千元，
較上年度增列購置研究耗材及儀器設
備養護等經費2,870千元。
(7)新增召開第33次院士會議經費79,396
千元。
(8)上年度籌備第33次院士會議預算業已
編竣，所列2,542千元如數減列。
5202401023

2 主題研究與人才培育

3,277,667

3,232,212

45,455 1.本科目上年度法定預算數3,265,230千元
，配合科目調整，移出33,018千元分別列
入「學術審議及研究獎助」與「生命科學
研究」科目，淨計如表列上年度預算數。
2.本年度預算數3,277,667千元，包括業務
費1,601,868千元，設備及投資369,535千
元，獎補助費1,306,264千元。
3.本年度預算數之內容與上年度之比較如下
：
(1)人才培育及延攬計畫經費858,866千元
，較上年度增列購置研究耗材及儀器
設備等經費97,634千元。
(2)跨領域之開發及研究環境之改善經費9
69,575千元，較上年度增列購置研究
耗材及儀器設備等經費37,084千元。
(3)跨所（處）、研究中心主題研究計畫
經費320,771千元，較上年度增列購置
研究耗材及儀器設備養護等經費55,32
0千元。
(4)學研合作經費28,991千元，較上年度
減列購置資訊軟硬體設備及對學生獎
助等經費2,962千元。
(5)科學研究基金經費1,099,464千元，較
上年度減列重大疾病之新藥與疫苗研
發等計畫經費295,290千元，增列發展
新世代台灣癌症之精準醫療路徑圖計
畫及新興農業生物技術計畫等經費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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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千元，計淨減35,022千元。
(6)上年度創新轉譯農學研究計畫預算業
已編竣，所列106,599千元如數減列。
5202402000

3

自然及人文社會科學
研究

4,351,764

4,470,264

1,632,754

1,683,717

-118,500

5202402010

1 數理科學研究

-50,963 1.本年度預算數1,632,754千元，包括業務
費1,233,486千元，設備及投資367,294千
元，獎補助費31,974千元。
2.本年度預算數之內容與上年度之比較如下
：
(1)數學研究經費61,453千元，較上年度
減列購置研究耗材及儀器設備養護等
經費555千元。
(2)物理研究經費190,088千元，較上年度
減列購置研究耗材及儀器設備養護等
經費3,424千元。
(3)化學研究經費128,647千元，較上年度
減列購置儀器設備及雜項設備等經費4
,947千元。
(4)地球科學研究經費97,042千元，較上
年度減列購置研究耗材及運輸搬運等
經費4,054千元。
(5)資訊科學研究經費164,072千元，較上
年度減列購置研究耗材及儀器設備養
護等經費1,621千元。
(6)統計科學研究經費93,844千元，較上
年度減列儀器設備養護及購置雜項設
備等經費12,165千元。
(7)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經費181,863千元
，較上年度減列購置研究耗材及儀器
設備養護等經費4,163千元。
(8)天文及天文物理科學研究經費332,274
千元，較上年度減列儀器設備養護及
購置儀器設備等經費13,475千元。
(9)應用科學研究經費121,695千元，較上
年度減列購置研究耗材及雜項設備等
經費2,351千元。
(10)環境變遷研究經費90,250千元，較上
年度減列房屋建築修繕及購置雜項設

219

中央研究院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經資門併計
科
款 項 目 節

中華民國 107 年度
目
名稱及編號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單位：新臺幣千元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

說

明

備等經費3,141千元。
(11)資訊科技創新研究經費171,526千元
，較上年度減列購置研究耗材及儀器
設備養護等經費1,067千元。
5202402020

2 生命科學研究

1,788,846

1,859,911

-71,065 1.本科目上年度法定預算數1,854,967千元
，配合科目調整，由「主題研究與人才培
育」科目移入4,944千元，淨計如表列上
年度預算數。
2.本年度預算數1,788,846千元，包括業務
費1,457,677千元，設備及投資265,805千
元，獎補助費65,364千元。
3.本年度預算數之內容與上年度之比較如下
：
(1)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經費147,372千元
，較上年度減列購置研究耗材及儀器
設備等經費5,184千元。
(2)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經費108,422千
元，較上年度減列購置研究耗材及雜
項設備等經費3,671千元。
(3)生物化學研究經費150,254千元，較上
年度減列購置研究耗材及儀器設備養
護等經費9,871千元。
(4)生物醫學科學研究經費395,539千元，
較上年度減列購置研究耗材及儀器設
備等經費16,108千元。
(5)分子生物研究經費265,963千元，較上
年度減列購置研究耗材及儀器設備等
經費14,501千元。
(6)農業生物科技研究經費131,775千元，
較上年度減列購置研究耗材及儀器設
備等經費5,633千元。
(7)生命科學圖書館經費36,059千元，較
上年度減列期刊裝訂等經費168千元。
(8)臨海研究站經費40,722千元，較上年
度減列購置研究耗材及雜項設備等經
費917千元。
(9)生物多樣性研究計畫經費108,245千元
，較上年度增列購置研究耗材及房屋
建築養護等經費4,674千元。
(10)基因體研究計畫經費314,207千元，
較上年度減列購置儀器設備及資訊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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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體設備等經費17,991千元。
(11)南部生物科技計畫經費51,067千元，
較上年度減列購置研究耗材及房屋建
築養護等經費1,105千元。
(12)跨領域大樓基本行政工作維持費39,2
21千元，較上年度減列儀器設備養護
等經費590千元。
5202402030

3 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

930,164

926,636

3,528 1.本年度預算數930,164千元，包括業務費7
18,950千元，設備及投資184,049千元，
獎補助費27,165千元。
2.本年度預算數之內容與上年度之比較如下
：
(1)史學及考文研究經費181,636千元，較
上年度減列資料蒐集及儀器設備養護
等經費1,855千元。
(2)民族學研究經費69,749千元，較上年
度減列購置研究耗材及儀器設備養護
等經費1,462千元。
(3)近代史研究及史料蒐集整編經費84,08
8千元，較上年度減列購置研究耗材及
儀器設備養護等經費1,608千元。
(4)經濟研究經費65,352千元，較上年度
減列資訊操作維護及購置雜項設備等
經費1,972千元。
(5)歐美研究經費58,425千元，較上年度
減列電子資料庫使用及購置雜項設備
等經費1,531千元。
(6)中國文哲研究經費50,563千元，較上
年度減列購置研究耗材及資料蒐集等
經費619千元。
(7)台灣史研究經費71,130千元，較上年
度增列資料蒐集及房屋建築修繕等經
費16,074千元。
(8)社會學研究經費61,230千元，較上年
度減列購置研究耗材及資料蒐集等經
費548千元。
(9)語言學研究經費54,834千元，較上年
度減列購置研究耗材及儀器設備養護
等經費968千元。
(10)政治學研究經費34,716千元，較上年
度增列電子資料庫使用及資料蒐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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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1,072千元。
(11)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經費124,362千元
，較上年度減列購置研究耗材及房屋
建築養護等經費1,437千元。
(12)法律學研究經費45,727千元，較上年
度減列資料蒐集及購置資訊軟硬體設
備等經費510千元。
(13)人文館基本行政工作維持費28,352千
元，較上年度減列購置雜項設備等經
費1,108千元。
5202403000

4

國家生技研究園區

659,327

1,171,455

-512,128 1.本年度預算數之內容與上年度之比較如下
：
(1)國家生技研究園區計畫總經費22,596,
000千元，97至106年度已編列20,021,
805千元，本年度續編第11年經費419,
327千元，較上年度減列752,128千元
。
(2)新增國家生技研究園區營運管理維護
經費240,000千元。

5202404000

5

南部院區

246,014

1,487,000 -1,240,986 1.本科目為本年度新增，上年度法定預算數
配合科目調整，由「土地購置」及「營建
工程」科目移入1,487,000千元，淨計如
表列上年度預算數。
2.南部院區計畫總經費5,545,417千元，105
至106年度已編列1,575,000千元，本年度
續編第3年經費246,014千元，較上年度減
列1,240,986千元。

5202409000

6

一般建築及設備

3,840

146,806

-

1,200

-142,966

5202409001

1 土地購置

-1,200 1.本科目上年度法定預算數1,458,200千元
，配合科目調整，移出1,457,000千元列
入「南部院區」科目，淨計如表列上年度
預算數。
2.上年度辦理研究院路二段37巷計畫道路南
段二小段203地號用地取得預算業已編竣
，所列1,200千元如數減列。

5202409002

2 營建工程

-

145,606

-145,606 1.本科目上年度法定預算數175,606千元，
配合科目調整，移出30,000千元列入「南
部院區」科目，淨計如表列上年度預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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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上年度辦理環境變遷研究大樓新建工程預
算業已編竣，所列145,606千元如數減列
。
5202409011

3 交通及運輸設備

3,840

-

3,840 新增新購及汰換副首長座車2輛與小客貨兩
用車2輛經費如列數。

5202409800

7

第一預備金

7,375

7,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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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仍照上年度預算數編列。

本

頁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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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