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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000000

總統府主管1 13,732,971 12,626,672 1,106,299
0002400000

中央研究院5 13,732,971 12,626,672 1,106,299
5202400000

科學支出 13,732,971 12,626,672 1,106,299
5202400100

一般行政1 423,067 448,931 -25,864 1.本科目上年度法定預算數446,771千元，配合科目
   調整，由「學術審議及研究獎助」移入人事費2,16
   0千元，共計如列數。
2.本年度預算數423,067千元，包括人事費209,118千
   元，業務費204,670千元，設備及投資7,236千元，
   獎補助費2,043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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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118千元，較上年度增列員工薪
    俸晉級差額等經費1,951千元。
 (2)基本行政工作維持費62,989千元，較上年度減列
    購置文具紙張、水電費及房屋建築修繕等經費37
    ,315千元。
 (3)資訊技術服務經費99,748千元，較上年度增列資
    訊操作維護及研究助理薪資等經費1,705千元。
 (4)場地設施管理經費41,673千元，較上年度增列房
    屋建築養護及購置雜項設備等經費7,795千元。
 (5)幼稚園運作維持經費9,539千元，與上年度同。

5202401000

一般學術研究及評議2 5,669,906 5,523,812 146,094
5202401020

學術審議及研究獎助1 2,967,433 2,966,073 1,360 1.本科目上年度法定預算數2,968,233千元，配合科
   目調整，移出人事費2,160千元至「一般行政」科
   目，淨計如列數。
2.本年度預算數2,967,433千元，包括人事費2,437,0
   18千元，業務費237,200千元，設備及投資173,892
   千元，獎補助費119,323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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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038千元，較上年度增列員工
    薪俸晉級差額及退休退職給付等經費63,345千元
    。
 (2)基本行政工作維持費180,018千元，較上年度增
    列郵電通訊及購置資訊設備等經費3,711千元。
 (3)學術發展及交流合作經費162,848千元，較上年
    度增列資料印刷及學生獎助金等12,783千元。
 (4)儀器整合管理經費117,039千元，較上年度減列
    購置儀器設備經費1,573千元。
 (5)公用儀器設施使用經費5,790千元，與上年度同
    。
 (6)新增籌備召開第31次院士會議經費1,700千元。
 (7)上年度召開第30次院士會議預算業已編竣，所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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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606千元如數減列。
5202401023

主題研究與人才培育2 2,702,473 2,557,739 144,734 1.本年度預算數2,702,473千元，包括業務費1,935,5
   45千元，設備及投資496,735千元，獎補助費270,1
   93千元。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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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0,174千元，較上年
    度增列購置研究耗材及儀器設備等經費10,103千
    元。 
 (2)跨所（處）新領域之開發及研究環境之改善經費
    1,572,448千元，較上年度增列購置研究耗材、
    資料印製及房屋建築修繕等經費145,575千元。
 (3)數理科學跨所（處）、研究中心主題研究計畫經
    費81,500千元，較上年度減列購置研究耗材及儀
    器設備等經費33,610千元。
 (4)生命科學跨所（處）、研究中心主題研究計畫經
    費156,062千元，較上年度增列購置研究耗材及
    儀器設備等經費12,399千元。
 (5)人文社會科學跨所（處）、研究中心主題研究計
    畫經費57,837千元，較上年度增列專家出席費及
    研究助理薪資等經費10,267千元。
 (6)農業生物技術產業化發展方案經費64,452千元，
    與上年度同。

5202402000

自然及人文社會科學研3 4,857,108 4,718,220 138,888
究
5202402010

數理科學研究1 1,820,931 1,747,522 73,409 1.本科目上年度法定預算數1,838,790千元，配合科
   目調整，移出業務費86,132千元、設備及投資3,51
   2千元及獎補助費1,624千元至「生命科學研究」及
   「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科目，淨計如列數。
2.本年度預算數1,820,931千元，包括業務費1,266,7
   06千元，設備及投資522,673千元，獎補助費31,55
   2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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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93千元，較上年度增列邀請國
    外學者來臺生活費及購置圖書期刊等經費13,987
    千元。
 (2)物理研究經費217,116千元，較上年度增列儀器
    設備養護及購置圖書期刊等經費19,075千元。
 (3)化學研究經費146,813千元，較上年度增列購置
    研究耗材、圖書期刊及資料印製等經費11,157千
    元。
 (4)地球科學研究經費109,557千元，較上年度增列
    購置圖書期刊及房屋建築修繕等經費7,579千元
    。
 (5)資訊科學研究經費168,109千元，較上年度增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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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儀器設備養護及購置研究耗材等經費1,038千元
    。
 (6)統計科學研究經費101,528千元，較上年度增列
    資訊操作維護及購置圖書期刊等經費4,099千元
    。
 (7)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經費196,256千元，較上年
    度減列購置儀器設備及房屋建築修繕等經費1,48
    9千元。
 (8)天文及天文物理科學研究經費351,260千元，較
    上年度減列資料印製及購置儀器設備等經費13,0
    33千元。
 (9)應用科學研究經費146,245千元，較上年度減列
    購置儀器設備及研究耗材等經費2,266千元。
 (10)環境變遷研究經費93,425千元，較上年度增列
    儀器設備養護及購置資訊設備等經費853千元。
 (11)資訊科技創新研究經費223,729千元，較上年度
    增列儀器設備養護及購置資訊設備等經費32,40
    9千元。

5202402020

生命科學研究2 2,030,039 1,959,797 70,242 1.本科目上年度法定預算數1,949,588千元，配合科
   目調整，由「數理科學研究」科目移入業務費9,57
   1千元及設備及投資638千元，共計如列數。
2.本年度預算數2,030,039千元，包括業務費1,492,3
   73千元，設備及投資446,297千元，獎補助費91,36
   9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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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743千元，較上年
    度減列房屋建築及儀器設備養護等經費616千元
    。
 (2)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經費117,697千元，較上
    年度增列資料印製及購置儀器設備等經費14,908
    千元。
 (3)生物化學研究經費167,382千元，較上年度增列
    儀器設備養護及購置儀器設備等經費6,378千元
    。
 (4)生物醫學科學研究經費481,132千元，較上年度
    增列資料印製及房屋建築修繕等經費5,035千元
    。
 (5)分子生物研究經費302,616千元，較上年度增列
    購置研究耗材及研究助理薪資等經費1,566千元
    。
 (6)農業生物科技研究經費146,693千元，較上年度
    減列儀器設備養護及購置研究耗材等經費9,796
    千元。
 (7)生命科學圖書館經費71,931千元，較上年度增列
    儀器設備養護及購置圖書期刊等經費42,905千元
    。

211



經資門併計

科                       目

款 項 目 節 名          稱
本年度預算數 上年度預算數

本年度與上年度
比          較 說          明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央研究院

單位：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2年度

 (8)臨海研究站經費48,733千元，較上年度增列房屋
    建築及儀器設備養護等經費119千元。
 (9)生物多樣性研究計畫經費105,626千元，較上年
    度增列資料印製及購置儀器設備等經費1,696千
    元。
 (10)基因體研究計畫經費372,871千元，較上年度增
    列儀器設備養護及房屋建築修繕等經費7,529千
    元。
 (11)南部生物科技計畫經費54,615千元，較上年度
    增列購置研究耗材及資料印製等經費518千元。

5202402030

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3 1,006,138 1,010,901 -4,763 1.本科目上年度法定預算數929,842千元，配合科目
   調整，由「數理科學研究」移入業務費76,561千元
   、設備及投資2,874千元及獎補助費1,624千元，共
   計如列數。
2.本年度預算數1,006,138千元，包括業務費769,692
   千元，設備及投資218,972千元，獎補助費17,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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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722千元，較上年度增
    列資料印製及購置儀器設備等經費1,312千元。
 (2)民族學研究經費71,925千元，較上年度減列購置
    文具紙漲及資料印製等經費17,004千元。
 (3)近代史研究及史料蒐集整編經費97,311千元，較
    上年度減列資料印製及購置資訊設備等經費4,41
    5千元。
 (4)經濟研究經費71,912千元，較上年度增列房屋建
    築養護及購置圖書期刊等經費5,068千元。
 (5)歐美研究經費62,041千元，較上年度增列購置圖
    書期刊及研究助理薪資等經費8,621千元。
 (6)中國文哲研究經費51,132千元，較上年度減列資
    料印製及房屋建築養護等經費541千元。
 (7)台灣史研究經費65,032千元，較上年度減列資料
    印製及購置軟體等經費1,467千元。
 (8)社會學研究經費64,136千元，較上年度增列儀器
    設施養護及購置圖書期刊等經費3,488千元。
 (9)語言學研究經費59,949千元，較上年度減列資料
    印製及購置軟體等經費638千元。
 (10)政治學研究經費33,210千元，較上年度增列房
    屋建築養護及購置圖書期刊等經費637千元。
 (11)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經費137,089千元，較上年度
    減列購置文具紙張及房屋建築養護等經費1,161
    千元。
 (12)法律學研究經費46,821千元，較上年度增列購
    置軟體及圖書期刊等經費1,824千元。
 (13)人文館基本行政工作維持費32,858千元，較上
    年度減列購置文具紙張及房屋建築養護等經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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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千元。
52024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4 2,777,480 1,930,299 847,181
5202409001

土地購置1 16,200 5,800 10,400 院區整併機關用地徵收計畫總經費22,000千元，分2
年辦理，101年度已編列5,800千元，本年度編列最後
1年經費16,200千元，較上年度增列10,400千元。

5202409002

營建工程2 2,760,640 1,924,499 836,141 1.本年度預算數之內容與上年度之比較如下：
 (1)四分溪周邊環境改造工程計畫總經費27,000千元
    ，分3年辦理，99至101年度已編列14,500千元，
    本年度編列最後1年經費12,500千元，較上年度
    增列8,000千元。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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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年度已編列125,084
    千元，本年度續編第3年經費107,300千元，較上
    年度減列7,699千元。
 (3)學人寄宿舍(2)新建工程計畫總經費569,000千元
    ，分4年辦理，100至101年度已編列327,000千元
    ，本年度續編第3年經費70,000千元，較上年度
    減列127,000千元。
 (4)跨領域科技研究大樓新建工程計畫總經費1,571,
    500千元，分5年辦理，97至101年度已編列1,396
    ,000千元，本年度編列最後1年經費175,500千元
    ，較上年度減列532,500千元。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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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年度已編列4,034,880千元
    ，98及99年繳回國庫1,685,513千元，本年度續
    編第6年經費2,356,303千元，較上年度增列1,46
    4,303千元。
 (6)新增分子、生命暨生態展示館新建工程計畫經費
    39,037千元。
 (7)上年度辦理院區入口意象改造工程預算業已編竣
    ，所列8,000千元如數減列。

5202409011

交通及運輸設備3 640 - 640 新增購置工作車1輛經費如列數。
5202409800

第一預備金5 5,410 5,410 0 仍照上年度預算數編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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