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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000000

總統府主管1 11,855,534 11,529,280 326,254
0002400000

中央研究院5 11,855,534 11,529,280 326,254 本科目上年度法定預算數10,615,380千元，連同由科
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及所屬「地政及規劃」科目移入91
3,900千元，共計如表列上年度預算數。

5202400000

科學支出 11,855,534 11,529,280 326,254
5202400100

一般行政1 482,674 412,662 70,012 1.本年度預算數482,674千元，包括人事費188,356千
   元，業務費203,927千元，設備及投資87,718千元
   ，獎補助費2,673千元。
2.本年度預算數之內容與上年度之比較如下：
 (1)人員維持費188,356千元，較上年度核實減列人
    事費988千元。
 (2)基本行政工作維持費135,138千元，較上年度增
    列一般事務費、房屋建築及設備費等經費56,185
    千元。
 (3)資訊技術服務102,041千元，較上年度增列資訊
    服務費、其他業務租金等2,136千元。
 (4)場地設施管理47,039千元，較上年度增列機電設
    備及房屋建築修繕等經費11,649千元。
 (5)幼稚園運作維持10,100千元，較上年度增列臨時
    人員酬金1,030千元。

5202401000

一般學術研究及評議2 2,777,713 2,717,859 59,854
5202401020

學術審議及研究獎助1 573,539 523,969 49,570 1.本科目上年度法定預算數518,592千元，配合科目
   調整，由「生命科學研究」科目移入人事費5,377
   千元，共計如列數。
2.本年度預算數573,539千元，包括人事費67,440千
   元，業務費312,206千元，設備及投資157,721千元
   ，獎補助費36,172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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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440千元，較上年度核實減列人事
    費3,600千元。
 (2)基本行政工作維持費187,585千元，較上年度增
    列資訊設備購置及資料印製等經費21,389千元。
 (3)學術發展及交流合作144,160千元，較上年度減
    列教育訓練費、文具紙張及資料印製等經費2,56
    4千元。
 (4)儀器整合管理80,331千元，較上年度減列儀器設
    備購置及維護等經費27,717千元。
 (5)公用儀器設施使用經費30,000千元，與上年度同
    。
 (6)新增召開第29次院士會議經費64,023千元。
 (7)上年度籌開第29次院士會議預算業已編竣，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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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千元如數減列。
5202401023

主題研究與人才培育2 2,204,174 2,193,890 10,284 1.本年度預算數2,204,174千元，包括業務費1,606,2
   74千元，設備及投資330,032千元，獎補助費267,8
   68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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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6,774千元，較上年度增
    列教育訓練費、設施養護費、機械設備及國際研
    究生獎助學金等14,611千元。 
 (2)跨所（處）新領域之開發及研究環境之改善1,02
    5,678千元，較上年度減列研究耗材、資料印製
    等經費38,618千元。
 (3)數理科學跨所（處）主題研究計畫150,004千元
    ，較上年度增列研究耗材、儀器設備購置等經費
    38,644千元。
 (4)生命科學跨所（處）主題研究計畫93,973千元，
    較上年度減列儀器設備購置及研究生獎助學金等
    經費5,173千元。
 (5)人文社會科學跨所（處）主題研究計畫9,720千
    元，較上年度減列資料印製及研究生獎助學金等
    經費610千元。
 (6)農業生物技術產業化發展方案68,025千元，較上
    年度增列資訊設備購置等經費1,430千元。

5202402000

自然及人文社會科學研3 7,270,312 7,006,302 264,010
究
5202402010

數理科學研究1 2,720,847 2,679,854 40,993 1.本科目上年度法定預算數2,670,412千元，配合科
   目調整，由「生命科學研究」及「人文及社會科學
   研究」科目移入人事費9,442千元，共計如列數。
2.本年度預算數2,720,847千元，包括人事費703,849
   千元，業務費1,306,352千元，設備及投資654,670
   千元，獎補助費55,976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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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389千元，較上年度增列員工薪
    俸晉級差額及退休退職給付等經費24,334千元。
 (2)數學研究70,398千元，較上年度減列房屋建築修
    繕及資訊設備購置等經費15,716千元。
 (3)物理研究226,590千元，較上年度增列房屋建築
    修繕等經費4,361千元。
 (4)化學研究154,036千元，較上年度增列儀器設備
    購置等經費3,700千元。
 (5)地球科學研究108,328千元，較上年度增列郵電
    通訊費及儀器設備購置等經費2,311千元。
 (6)資訊科學研究174,573千元，較上年度增列權利
    使用費及事務性設備購置等經費4,945千元。
 (7)統計科學研究108,069千元，較上年度增列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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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費及資料印製等經費2,092千元。
 (8)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215,465千元，較上年度增
    列事務性設備購置及房屋建築修繕等經費9,569
    千元。
 (9)天文及天文物理科學研究402,055千元，較上年
    度減列研究耗材及儀器設備購置等經費14,621千
    元。
 (10)應用科學研究計畫157,220千元，較上年度增列
    資料印刷及機械設備購置等經費3,371千元。
 (11)環境變遷研究計畫101,582千元，較上年度減列
    資訊設備購置及維護、資料印製等經費893千元
    。
 (12)資訊科技創新研究計畫277,142千元，較上年度
    增列教育訓練費及資訊設備購置等經費17,540
    千元。

5202402020

生命科學研究2 2,847,692 2,710,782 136,910 1.本科目上年度法定預算數2,717,823千元，配合科
   目調整，移出人事費7,041千元，列入「學術審議
   及研究獎助」及「數理科學研究」科目，共計如列
   數。
2.本年度預算數2,847,692千元，包括人事費670,823
   千元，業務費1,498,996千元，設備及投資574,784
   千元，獎補助費103,089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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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268千元，較上年度增列員工薪
    俸晉級差額及退休退職給付等經費25,420千元。
 (2)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187,788千元，較上年度增
    列房屋建築及設備費與機械設備購置等經費29,1
    96千元。
 (3)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111,023千元，較上年度
    增列事務性設備及儀器購置等經費5,518千元。
 (4)生物化學研究175,968千元，較上年度增列權利
    使用費、研究耗材等經費23,418千元。
 (5)生物醫學科學研究493,140千元，較上年度增列
    房屋建築設備費、研究耗材及儀器設備購置等經
    費52,467千元。
 (6)分子生物研究345,861千元，較上年度增列事務
    性設備及儀器設備購置等經費43,694千元。
 (7)農業生物科技研究149,119千元，較上年度減列
    儀器設備及雜項設備購置等經費85,161千元。
 (8)生命科學圖書館70,204千元，較上年度增列國際
    組織會費、圖書期刊等經費1,447千元。
 (9)臨海研究站50,180千元，較上年度增列保險費及
    房屋建築修繕等經費1,066千元。
 (10)生物多樣性研究計畫101,617千元，較上年度減
    列國內旅費及研究耗材等經費1,348千元。
 (11)基因體研究計畫402,787千元，較上年度增列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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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耗材、資料印製等經費6,470千元。
 (12)南部生物科技計畫77,737千元，較上年度增列
    研究耗材、儀器設備及資訊設備購置等經費34,
    723千元。

5202402030

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3 1,701,773 1,615,666 86,107 1.本科目上年度法定預算數1,623,444千元，配合科
   目調整，移出人事費7,778千元，列入「數理科學
   研究」科目，共計如列數。
2.本年度預算數1,701,773千元，包括人事費708,232
   千元，業務費717,394千元，設備及投資238,279千
   元，獎補助費37,868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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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9,672千元，較上年度增列員工薪
    俸晉級差額及退休退職給付等經費34,649千元。
 (2)史學及考文研究165,515千元，較上年度增列資
    訊設備及雜項設備購置等經費4,237千元。
 (3)民族學研究95,506千元，較上年度增列資料庫使
    用費及房屋建築修繕等經費23,459千元。
 (4)近代史研究及史料搜集整編89,541千元，較上年
    度增列文具用品、耗材、機械設備養護費等經費
    1,551千元。
 (5)經濟研究82,409千元，較上年度增列資訊設備維
    護及房屋建築修繕等經費1,622千元。
 (6)歐美研究67,204千元，較上年度增列臨時人員酬
    金及資訊設備購置等經費1,246千元。
 (7)中國文哲研究52,848千元，較上年度增列權利使
    用費、資訊設備購置等經費955千元。
 (8)台灣史研究48,600千元，較上年度增列郵電通訊
    、設備養護及雜項設備購置等經費2,649千元。
 (9)社會學研究57,515千元，較上年度增列郵電通訊
    費及資訊設備購置等經費1,347千元。
 (10)語言學研究54,233千元，較上年度增列圖書期
    刊、資訊設備購置等經費1,223千元。
 (11)政治學研究35,829千元，較上年度增列資料印
    刷、資訊設備購置等經費1,808千元。
 (12)人文社會科學研究145,535千元，較上年度增列
    資料庫使用費及房屋建築修繕等經費596千元。
 (13)法律學研究41,443千元，較上年度增列按日按
    件計資酬金、資料印製及雜項設備購置等經費4
    ,791千元。
 (14)人文館基本行政工作維持費35,923千元，較上
    年度增列教育訓練費及設施設備養護等經費5,9
    74千元。

52024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4 1,319,425 1,387,047 -67,622
5202409002

營建工程1 1,315,546 1,380,050 -64,504 1.本科目上年度法定預算數466,150千元，連同由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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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及所屬「地政及規劃」科目移入
   913,900千元，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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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區污水下水道工程，總經費120,670千元，分3
    年辦理，97至98年度已編列49,220千元，本年度
    續編最後1年經費71,450千元，較上年度增列26,
    230千元。
 (2)跨領域科技研究大樓新建工程，總經費1,670,83
    2千元，分年辦理，97年度已編列30,000千元，
    本年度續編280,000千元，較上年度增列280,000
    千元。
 (3)溫室新建工程，總經費745,284千元，分年辦理
    ，94至96年度已編列615,353千元，本年度續編
    最後1年經費129,931千元，較上年度增列129,93
    1千元。
 (4)國家生技研究園區，總經費27,020,000千元，分
    9年辦理，97至98年度已編列979,525千元，本年
    度續編第3年經費741,513千元，較上年度減列17
    2,387千元。
 (5)人社中心中庭增建工程，總經費48,990千元，分
    3年辦理，97至98年度已編列30,338千元，本年
    度續編最後1年經費18,652千元，較上年度減列9
    ,869千元。
 (6)新增院區入口意象改造工程，總經費40,000千元
    ，分2年辦理，本年度編列第1年經費16,000千元
    。
 (7)新增四分溪周邊環境改善工程經費10,000千元。
 (8)新增資創中心進駐數學所大樓裝修工程經費48,0
    00千元。
 (9)上年度辦理天文數學館新建工程、農業科技大樓
    新建工程及台灣考古館後棟增改建工程等預算業
    已編竣，所列392,409千元如數減列。

5202409011

交通及運輸設備2 3,879 6,997 -3,118 1.本年度預算數之內容與上年度之比較如下：
 (1)新購及汰購野外工作車3輛等經費3,879千元。
 (2)上年度汰購首長座車1輛及野外工作車4輛等預算
    業已編竣，所列6,997千元如數減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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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