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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000000

總統府主管1 15,059,577 13,667,648 1,391,929
0002400000

中央研究院5 15,059,577 13,667,648 1,391,929
5202400000

科學支出 15,059,577 13,667,648 1,391,929
5202400100

一般行政1 429,247 413,469 15,778 1.本科目上年度法定預算數414,453千元，配合科目
   調整，移出984千元列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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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247千元，包括人事費201,571千
   元，業務費197,963千元，設備及投資27,763千元
   ，獎補助費1,95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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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71千元，與上年度同。
 (2)基本行政工作維持費80,164千元，較上年度增列
    房屋建築養護及修繕等經費18,316千元。
 (3)資訊技術服務經費98,555千元，較上年度減列資
    訊操作維護等經費1,189千元。
 (4)場地設施管理經費39,431千元，較上年度減列設
    施養護及清潔維護等經費1,349千元。
 (5)幼稚園運作維持經費9,526千元，與上年度同。

5202401000

一般學術研究及評議2 6,115,692 5,764,930 350,762
5202401020

學術審議及研究獎助1 3,010,180 2,904,401 105,779 1.本科目上年度法定預算數2,938,810千元，配合科
   目調整，移出35,393千元列入「主題研究與人才培
   育」科目，自「一般行政」科目移入984千元，移
   出移入數互抵後，淨計如表列上年度預算數。
2.本年度預算數3,010,180千元，包括人事費2,411,1
   73千元，業務費291,258千元，設備及投資190,306
   千元，獎補助費117,443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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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4,193千元，與上年度同。
 (2)基本行政工作維持費212,798千元，較上年度增
    列房屋建築養護及購置雜項設備等經費33,252千
    元。
 (3)學術發展及交流合作經費129,753千元，較上年
    度增列資訊操作維護費及來台訪問學者等經費3,
    567千元。
 (4)儀器整合管理經費112,040千元，較上年度減列
    購置儀器設備等經費4,946千元。
 (5)公用儀器設施使用經費5,790千元，與上年度同
    。
 (6)新增召開第31次院士會議經費75,606千元。
 (7)上年度籌備召開第31次院士會議預算業已編竣，
    所列1,700千元如數減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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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2401023

主題研究與人才培育2 3,105,512 2,860,529 244,983 1.本科目上年度法定預算數2,692,404千元，配合科
   目調整，連同由「學術審議及研究獎助」、「數理
   科學研究」、「生命科學研究」及「人文及社會科
   學研究」科目移入168,125千元，共計如表列上年
   度預算數。
2.本年度預算數3,105,512千元，包括業務費1,749,2
   15千元，設備及投資333,105千元，獎補助費1,023
   ,192千元。
3.本年度預算數之內容與上年度之比較如下：
 (1)人才延攬及培育計畫經費755,742千元，較上年
    度減列購置研究耗材及儀器設備等經費13,027千
    元。 
 (2)跨所（處）新領域之開發及研究環境之改善經費
    1,184,617千元，較上年度減列臺灣人體生物資
    料庫及育成中心等經費548,304千元。
 (3)跨所（處）、研究中心主題研究計畫經費269,42
    3千元，較上年度減列購置文具紙張及資料印製
    等經費25,008千元。
 (4)農業生物技術創新研發經費113,448千元，較上
    年度增列研究助理及學生獎助等經費49,040千元
    。
 (5)新增科學研究基金經費782,282千元，係辦理臺
    灣人體生物資料庫、育成中心及研發成果管理及
    運用等經費。

5202402000

自然及人文社會科學研3 4,621,110 4,706,359 -85,249
究
5202402010

數理科學研究1 1,790,513 1,767,492 23,021 1.本科目上年度法定預算數1,813,472千元，配合科
   目調整，移出45,980千元列入「主題研究與人才培
   育」科目，淨計如表列上年度預算數。
2.本年度預算數1,790,513千元，包括業務費1,178,8
   52千元，設備及投資581,033千元，獎補助費30,62
   8千元。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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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680千元，較上年度減列購置資
    訊硬體設備及圖書期刊等經費926千元。
 (2)物理研究經費206,426千元，較上年度減列儀器
    設備養護及購置儀器設備等經費8,390千元。
 (3)化學研究經費141,756千元，較上年度減列儀器
    設備養護及購置儀器設備等經費3,896千元。
 (4)地球科學研究經費173,399千元，較上年度增列
    儀器設備養護及房屋建築修繕等經費64,510千元
    。
 (5)資訊科學研究經費161,865千元，較上年度減列
    資料印製及購置研究耗材等經費5,416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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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統計科學研究經費96,981千元，較上年度減列儀
    器設備養護及資料印製等經費4,012千元。
 (7)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經費189,382千元，較上年
    度減列購置圖書期刊及研究耗材等經費4,698千
    元。
 (8)天文及天文物理科學研究經費343,983千元，較
    上年度減列購置儀器設備及資料印製等經費5,90
    5千元。
 (9)應用科學研究經費142,693千元，較上年度減列
    購置儀器設備及資料印製等經費2,793千元。
 (10)環境變遷研究經費91,597千元，較上年度減列
    購置研究耗材及資料印製等經費1,556千元。
 (11)資訊科技創新研究經費176,751千元，較上年度
    減列購置研究耗材及資料印製等經費3,897千元
    。

5202402020

生命科學研究2 1,892,906 1,996,681 -103,775 1.本科目上年度法定預算數2,022,967千元，配合科
   目調整，移出26,286千元列入「主題研究與人才培
   育」科目，淨計如表列上年度預算數。
2.本年度預算數1,892,906千元，包括業務費1,405,0
   31千元，設備及投資408,944千元，獎補助費78,93
   1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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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364千元，較上年
    度減列購置儀器設備及資料印製等經費1,315千
    元。
 (2)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經費110,411千元，較上
    年度減列資訊操作維護費及研究助理等經費5,26
    6千元。
 (3)生物化學研究經費164,686千元，較上年度減列
    購置研究耗材及資料印製等經費1,012千元。
 (4)生物醫學科學研究經費424,011千元，較上年度
    減列房屋建築修繕及購置儀器設備等經費51,928
    千元。
 (5)分子生物研究經費289,657千元，較上年度減列
    房屋建築修繕及購置儀器設備等經費9,568千元
    。
 (6)農業生物科技研究經費139,213千元，較上年度
    減列購置儀器設備及資訊硬體設備等經費3,068
    千元。
 (7)生命科學圖書館經費71,639千元，較上年度減列
    資料印製及工讀生等經費240千元。
 (8)臨海研究站經費47,638千元，較上年度減列購置
    研究耗材及房屋建築修繕等經費908千元。
 (9)生物多樣性研究計畫經費92,535千元，較上年度
    減列水電及通訊等經費5,956千元。
 (10)基因體研究計畫經費342,212千元，較上年度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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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購置研究耗材及房屋建築養護等經費23,679
    千元。
 (11)南部生物科技計畫經費53,540千元，較上年度
    減列購置研究耗材及儀器設備等經費835千元。

5202402030

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3 937,691 942,186 -4,495 1.本科目上年度法定預算數1,002,652千元，配合科
   目調整，移出60,466千元列入「主題研究與人才培
   育」科目，淨計如表列上年度預算數。
2.本年度預算數937,691千元，包括業務費701,245千
   元，設備及投資220,754千元，獎補助費15,692千
   元。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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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79千元，較上年度增
    列購置儀器設備及房屋建築修繕等經費10,950千
    元。
 (2)民族學研究經費67,098千元，較上年度減列購置
    文具紙張及資訊軟硬體等經費2,831千元。
 (3)近代史研究及史料蒐集整編經費85,309千元，較
    上年度減列購置文具紙張及資訊軟硬體等經費3,
    038千元。
 (4)經濟研究經費70,223千元，較上年度減列購置文
    具紙張及資料印製等經費1,289千元。
 (5)歐美研究經費61,280千元，較上年度減列購置文
    具紙張及資料印製等經費530千元。
 (6)中國文哲研究經費50,218千元，較上年度減列資
    料印製及購置資訊硬體設備等經費799千元。
 (7)台灣史研究經費54,544千元，較上年度減列資料
    印製及水電等經費1,294千元。
 (8)社會學研究經費62,801千元，較上年度減列購置
    文具紙張及設施養護等經費1,055千元。
 (9)語言學研究經費55,049千元，較上年度減列購置
    文具紙張及資料印製等經費857千元。
 (10)政治學研究經費32,334千元，較上年度減列購
    置文具紙張及資訊設備等經費669千元。
 (11)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經費128,879千元，較上年度
    減列房屋建築修繕及購置圖書期刊等經費2,701
    千元。
 (12)法律學研究經費46,600千元，較上年度減列房
    屋建築養護及購置辦公事務設備等經費55千元
    。
 (13)人文館基本行政工作維持費32,377千元，較上
    年度減列資訊操作維護及購置圖書期刊等經費3
    27千元。

5202403000

國家生技研究園區4 3,676,000 2,356,303 1,319,697 1.本科目為本年度新增，上年度法定預算數係配合科
   目調整，由「營建工程」移入2,356,303千元，共
   計如表列上年度預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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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家生技研究園區計畫總經費21,657,000千元，分
   9年辦理，97至102年度已編列6,391,183千元，本
   年度續編第7年經費3,676,000千元，較上年度增列
   1,319,697千元。

52024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5 212,118 421,177 -209,059
5202409001

土地購置1 - 16,200 -16,200 上年度辦理院區整併機關用地徵收計畫預算業已編竣
，所列16,200千元如數減列。

5202409002

營建工程2 210,000 404,337 -194,337 1.本科目上年度法定預算數2,760,640千元，配合科
   目調整，移出2,356,303千元列入「國家生技研究
   園區」科目，淨計如表列上年度預算數。
2.本年度預算數之內容與上年度之比較如下：
 (1)環境變遷研究大樓新建工程計畫總經費986,304
    千元，分5年辦理，100至102年度已編列232,384
    千元，本年度續編第4年經費120,000千元，較上
    年度增列12,700千元。
 (2)學人寄宿舍(2)新建工程計畫總經費569,000千元
    ，分5年辦理，100至102年度已編列397,000千元
    ，本年度續編第4年經費90,000千元，較上年度
    增列20,000千元。
 (3)上年度辦理四分溪周邊環境改造工程預算業已編
    竣，所列12,500千元如數減列。
 (4)上年度辦理跨領域科技研究大樓新建工程預算業
    已編竣，所列175,500千元如數減列。
 (5)上年度辦理分子、生命暨生態展示館新建工程預
    算業已編竣，所列39,037千元如數減列。

5202409011

交通及運輸設備3 2,118 640 1,478 1.本年度預算數之內容與上年度之比較如下：
 (1)汰購副首長專用車1輛、新購田野調查貨車1輛及
    電動機車3輛經費2,118千元。
 (2)上年度汰購野外工作車1輛預算業已編竣，所列6
    40千元如數減列。

5202409800

第一預備金6 5,410 5,410 0 仍照上年度預算數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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