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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基金概況 

一、 設立宗旨及願景： 

本院為強化我國學術競爭力，培育尖端領域研究人才、厚植研究潛力，與國際頂

尖機構合作培育計畫，參與各項專題研究，積極推動科技移轉，將本院重要的研

究成果產業化，協助產業升級、創造就業機會，促進台灣生技產業的深耕與發展

，並建立國內外合作、技轉及交流的模式，達到技術及產業升級目的，爰依「科

學技術基本法」第 13 條規定，報奉 總統府 102 年 6 月 24 日華總主三字第

10200117310 號函核准設立中央研究院科學研究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 

二、施政重點： 

（一） 提升本院研發成果之產業利用價值，達成以知識創新帶動經濟發展之使命。 

（二） 參與專題研究合作計畫，深化學術研究與運用，並強化院內跨領域人才的交流

與業界的合作。 

（三） 推動生技研究，促進台灣生技產業深耕與發展。 

（四） 提升國內年輕研究菁英國際競爭力，培育國家未來的學術領導人才。 

（五） 建立臺灣本土性生物資料庫，長期追蹤健康參與者與疾病患者之健康變化情形

與治療狀況，提供未來生物醫學領域進行相關研究。 

（六） 以農業體學資源中心作為開發創新轉譯之基礎，提高臺灣產業競爭力並解決臺

灣重要農業問題。 

（七） 進行「關鍵臨床診療技術的開發」以及「重大疾病之新藥研發」研究。 

（八） 開發「國家生技研究園區」，提供生物科技產業相關政府單位及研究機構所需

的空間、軟硬體設施及儀器設備，以整合及育成新創生技新藥業者，並提升轉

譯醫學研發成果之產業利用價值，促進台灣生技製藥產業深耕與發展。 

（九） 運用全國巨量健康基礎資料，進行跨領域合作研究，促進健康科學之發展。 

三、組織概況： 

本基金之主管機關為總統府，管理機關為中央研究院，組織架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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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金歸類及屬性： 

本基金係預算法第 4條第 1項第 2款所定之特定收入來源，供特殊用途之特別收

入基金，並編製附屬單位預算。 

貳、 業務計畫 

一、 基金來源： 

（一） 服務收入：接受科技部、衛生署、農委會等中央部會、地方縣市政府及財

團法人、基金會等單位補助、委託及合作各項專題研究計畫，本年度預計

收入 23億 2,000 萬元。 

（二） 租金收入：本院育成中心（含南部育成中心）為妥善運用院內基因體及相

關領域之研究發展成果，促使本院資源與業者之研發工作相結合，爰提供

場所、設施、及相關服務予業者，並收取租金、管理費、水電費及儀器使

用費，本年度預計收入 3,650 萬元。 

（三） 權利金收入：依科學技術基本法第 13條第 3項規定，智慧財產權及成果所

得，歸屬於本院部分，循附屬單位預算方式撥入本基金，本年度預計收入

2,310 萬元。 

（四） 利息收入：基金定存及活儲之孳息，本年度預計收入 61萬 6千元。 

（五） 國庫撥款收入：國庫撥補本基金辦理研發成果管理及運用、育成中心、培

育科技精英、創新轉譯農學研究、重大疾病之新藥與疫苗研發、臺灣人體

生物資料庫、國家生技研究園區及健康雲跨領域研究等，本年度預計收入

52億 8,436 萬 7千元。 

（六） 其他收入：財團法人台灣生技醫藥發展基金會提供 TBF 生技講座捐款、外

界捐贈款、臺灣人體生物資料庫資料、檢體使用費及回饋金收入等，本年

度預計收入 1,355 萬元。 

二、 基金用途： 

（一） 研發成果管理及運用計畫：本年度所需經費 6,509 萬元，辦理工作包含： 

1.  「研發成果保護」計畫 4,324 萬元：係辦理智慧財產權之申請保護相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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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2. 「研發成果運用」計畫 2,185 萬元：係研發成果收入屬所方實驗室 20%部

分回饋予創作人所屬實驗室添購研究用之儀器、資訊設備及消耗性器材等

相關費用，作進一步之研發並促進技術及產品之上市。屬院方 20%部分擬

用於本院專利申請、專利維護費及處理股票相關雜費。 

（二） 育成中心計畫：本年度所需經費 5,117 萬 6千元（含南部育成中心經費 100

萬元），辦理工作包含： 

協助進行新技術及新藥的開發，加速新創事業及科技業者營運發展，提供

場所、設施、及相關服務，使本院資源與業者之研發工作相結合，降低個

人或企業創業初期之門檻，協助其新產品、新事業、新技術之孕育，促成

企業之轉型或升級，提供相關諮詢服務，促使院內新創技術或產品進行先

期研發，以提升創業之契機。 

（三） 培育科技菁英計畫：本年度所需經費 1,420 萬元，辦理工作包含： 

1. 人文組年輕學者進修計畫：執行本院人文社會科學組年輕學者國外進修作

業要點，選送優秀年輕研究人員赴國外知名研究機構進修，以配合本院人

文社會組各研究所及中心之中長程發展。 

2. 與國外頂尖大學及研究機構人才培育合作計畫: 執行本院與美國加州大

學柏克萊分校、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美國斯克里普斯研究院及美

國加州生物醫學研究所合作培訓博士後人員及博士生合作協定，選送博士

後研究人員赴該等研究機構研習，以儲備尖端領域科技人才。 

（四）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本年度所需經費 26億 770 萬 3 千元，辦理工作包含： 

1. 執行院外機關補助或委託專題研究計畫，包括一般創新型尖端基礎研究，

及應用科學方面的計畫，如道路挖掘施工的考古監看、海洋生態調查、生

物科技之檢測分析等，不僅結合學術研究與國家政策發展，亦促進本院將

研發能量及研究成果與社會各界持續交流互惠。 

2. 以國內優勢領域發展本土特色研究： 

（1） 數理科學研究：有數學、函數運算分析方法、通訊系統、材料化學

、台灣氣候變遷評估、臺灣火山、地震觀測、雲端資料庫、通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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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設計與實作等相關研究領域計畫。 

（2） 生命科學研究：有幹細胞與腫瘤、水稻之功能基因體學、蛋白質結

構分析、抗流感病毒、珊瑚生態研究、農業生物技術、台灣重要新

興感染症等相關研究領域計畫，並推動創新尖端跨領域研究。 

（3） 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有經常性研究如歷史、考古、人類學、文字

學研究、重要典籍史料整理、文化史與族群記憶研究、社會經濟史

、文化思想史之研究，亦有專題研究如總體經濟與經濟成長、公共

經濟與健康經濟、環境、資源與農業經濟研究、歐美文化研究、美

中台關係專題研究，並持續發展研究重點如明清與近現代文學、宗

教學術、宋明理學研究、台灣族群史、台灣社會變遷、語言學研究

、法律學研究、台灣政治與新興民主國家研究、以及跨領域政治思

想研究、亞太區域研究等。 

3. 產學合作計畫：促進大學校院依研發潛能、研發特色、產業服務潛能及結

合地區經濟潛能，分別發展產學合作機制。 

4. 獎勵特殊優秀人才：彈性化研究機構研究人員薪資結構，使其待遇具有國

際競爭力。 

5. 大專學生研究計畫：培育大專學生自行實作、創新及設計能力。 

6.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參與國際科技組織及國際一流研究團隊，進行國際合

作計畫。 

7. 延攬博士後研究人員：配合科技發展需要，補助延攬優秀科技人才參與科

技研究計畫、擔任特殊領域教學或協助推動科技研發及管理工作。 

8. 延攬研究學者：延攬國際間之科技人才在國內執行中長期研究計畫，或在

國外執行與簽訂雙邊合作協定之重大國際合作計畫之相關計畫。 

9. 授權廠商基於與本院簽訂之技術授權契約之後續開發需求，在技術授權契

約有效期間內，與本院共同研究，促成技術商品化。 

10. 創新轉譯農學研究：整合作物花卉科學、水產科學及藥用植物及合成生物

學等 3領域中各研究團隊所產出之基因體研究資料，產生表達圖譜、全基

因體序列及高通量定序資料分析平臺，並建構網路資源中心，除基因體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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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資料庫外，並提供資料分析平臺，可提供本計畫及國內研究人員資料及

生物資訊服務，加速其研發進展。 

11. 重大疾病之新藥與疫苗研發：主要規劃「關鍵臨床診療技術的開發」以及

「重大疾病之新藥研發」兩項研究主題，整合化學合成、分子與細胞生物

、疾病模式、藥物研發等領域研究，開發新穎早期診斷技術及新的治療與

預防疾病的藥物，以發展個人化醫療，建立完整的技術平台及轉譯醫學研

究。 

（五）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本年度所需經費 48億 8,654 萬 8千元，辦理工作包含

： 

1. 臺灣人體生物資料庫計畫： 

（1） 建立符合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之資料庫。 

（2） 開發與建立個案資料、電子問卷、資料蒐集與資訊管理等資訊系統。 

（3） 建立生物檢體冷凍儲存設備、資料儲存設備與實驗室管理系統。 

（4） 集邀國內學研界共同參與，提高各界對成立生物資料庫的認同感。 

（5） 建立臺灣地區常見疾病的描述流行病學基本資料。 

（6） 提供資料釋出，以供未來生物醫學領域進行相關研究。  

2. 開發「國家生技研究園區」，配套規劃生技產業育成中心，提供生物科技

產業相關政府單位及研究機構所需的空間、軟硬體設施及儀器設備，有助

於整合台灣高水準的醫療研發與資訊通訊技術優勢，創造台灣未來競爭力

之關鍵產業。 

3. 透過中央研究院數理、生命與人文社會跨領域合作，推動巨量健康資訊科

技之研發。 

（六）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本年度所需經費 90萬元，辦理工作為推動基金行政業

務所需國內旅費、印刷及裝訂費、教育訓練費、系統維護費、文具紙張及

耗材等經費。 

參、 預算概要 

一、基金來源及用途之預計： 



中央研究院 

中央研究院科學研究基金 

業務計畫及預算說明 
中華民國 104 年度 

 

7 
 
 

（一） 本年度基金來源 76億 7,813 萬 3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31億 6,252 萬 4

千元，增加 45億 1,560 萬 9千元，約 142.78%，主要係配合新增國家生技

研究園區及重大疾病之新藥與疫苗研發等計畫，國庫撥補收入增加所致。 

（二） 本年度基金用途 76億 2,561 萬 7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31億 872 萬 2千

元，增加 45億 1,689 萬 5千元，約 145.3%，主要係新增國家生技研究園區

及重大疾病之新藥與疫苗研發等計畫經費所致。 

二、基金餘絀之預計： 

本年度基金來源及用途相抵後，賸餘 5,251 萬 6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5,380

萬 2千元，減少 128 萬 6千元，約 2.39％，備供以後年度財源。 

肆、 年度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一、強化研發成果

推廣與運用 

具產業利用價值之

研究成果 

 

1.申請專利件數 86 件 

2.獲得專利件數 36 件 

3.授權件數 74 件 

4.研發成果收入(屬本

院部分) 

2,310 萬元 

二、協助廠商開發

技轉技術 

進駐廠商使用面

積、場地租金及儀

器服務 

1.廠商進駐坪數 1,877 坪（含南部

育成中心） 

2.場地租金收入及儀

器服務等收入 

3,650 萬元（含南

部育成中心） 

三、加強本院與業

界交流 

進駐廠商發展現況

(含已離駐廠商) 

 

 

1.累計技轉及合作件

數 

77 件 

2.累計權利金及授權

金 

1億 1,800 萬元 

3.累計產品開發件數 86 件 

推廣活動 專題演講及 workshop

場次 

33 場（含南部育

成中心） 



中央研究院 

中央研究院科學研究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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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四、積極推動國際

化，與國外頂

尖大學及研

究機構合作

培育人才，以

儲備國家科

技人才 

1.與國外頂尖大學

及研究機構合作

訓練博士後研究

人員 

選送赴國外研習之博

士後研究人員 

8人 

2.積極與國外頂尖

大學及研究機構

合作培育人才 

與本院合作培育人才

之國外頂尖大學及研

究機構單位數 

3所以上 

3.本院人文組年輕

學者赴國外知名

研究機構進修 

選送赴國外研習之

本院人文組年輕學

者人數 

2人 

五、提升學術研究

品質及學術

競爭力 

1.期刊及專書論文

之量化指標 

本院年度期刊及專

書論文發表篇數 

2,300 篇 

2.專書出版 本院年度出版專書

數 

50 本 

3.產學合作計畫 本院年度與政府補

助機關及企業之產

學研發計畫件數 

10 件 

4.參加國際學術會

議 

本院年度出席國際

學術會議人次 

1,400 人次 

六、執行外界補助

或委託專題

研究計畫 

1.科技部委託或補

助計畫 

計畫執行件數 900 件 

2.科技部以外政府

機關委託或補助

計畫 

計畫執行件數 118 件 

3.授權後續合作研

究計畫 

研究計畫金額 1,000 萬元 



中央研究院 

中央研究院科學研究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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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七、培育人才，厚

植研究人力 

1.承接補助或委託

專題研究計畫培

育之博士後研究

人員 

博士後研究人員人數 311 人 

2.承接補助或委託

專題研究計畫培

育之碩博士生 

碩博士生人數 816 人 

八、邀請參與個

案，進行資料

與生物檢體

收集，並長期

追蹤其健康

變化情形。 

1.邀請一般民眾參

與及追蹤 

參與及追蹤個案例 2.1 萬例 

2.邀請疾病患者參

與及追蹤 

參與及追蹤個案例 2萬例 

九、個案基因型鑑

定 

進行個案之基因型

鑑定 

基因型鑑定個案例 4,000 例 

十、作物花卉科

學、水產科

學、藥用植物

及合成生物

學 

1.提升臺灣在國際

農業科技社群之

能見度及競爭力 

論文、國內外期刊發表

數量 

15 篇 

2.提升臺灣農業生

技區域整合及跨

領域結合的效果 

研究團隊數目 10 組 

3.放大各領域之人

才參與農業生技

產業的機會 

碩博士生人數 59 人 



中央研究院 

中央研究院科學研究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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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4.提升農業科技社

群之能見度及促

進產官學界交流

合作並形成整合

型計畫 

辦理活動次數 2 場次 

十一、關鍵技術及

新藥研發 

1.發表之期刊及論

文 

計畫年度期刊及論文

發表篇數 

60 篇 

2.促成之商業合作

案 

累計技轉及合作件數 1件 

3.具產業價值之研

究成果 

申請及獲得專利件數 10 件 

4.培育之碩博士生 碩博士生人數 30 人 

5.養成之研究團隊 研究團隊數 10 組 

十二、深化生技產

業群聚效

益，建構

國家級生

技研究環

境 

完成園區興建工程

進度 

公共工程完工進度 70% 

建築物外構工程完工

進度 

90% 

建築物內裝工程完工

進度 

30% 

建築物及設備運轉進

度 

40% 

十三、推動巨量健

康資訊基

礎建設，

建置健康

1.發表之期刊及論

文 

計畫年度期刊及論文

發表篇數 

16 篇 

2.建構之主題式、次

級資料庫 

累計資料庫數 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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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研究整合

性平台 

3.具產業價值之研

究成果 

申請及獲得專利件數 1件 

4.辦理學術活動 活動場次 1 場次 

5.培育之碩博士生 碩博士生人數 14 人 

6.養成之研究團隊 研究團隊數 6 組 

伍、 上年度（103）已過期間實施狀況及成果概述： 

一、上年度預算截至 103 年 6月 30 日止執行情況： 

（一） 基金來源：全年度預算數 31億 6,252 萬 4千元，截至 103 年 6月底止實際

執行數 25億 5,701 萬 7千元，占全年度預算數 80.85%，占累計分配預算數

16億 5,312 萬 6千元之 154.68%，主要係承辦科技部、其他政府機關、財

團法人等單位補助、委辦及授權合作等計畫收入包含以前年度未執行經費，

全數轉入基金收入所致。 

（二） 基金用途：全年度預算數 31億 872 萬 2千元，截至 103 年 6月底止實際執

行數 9億 3,859 萬 9千元，占全年度預算數 30.2%，占累計分配預算數 13

億 1,102 萬 6千元之 71.59%，主要係研發能量提升計畫配合計畫管理系統

修改期程，本年度執行數自 3 月 1日起始納入基金(1至 2月執行數未納入)

，及臺灣人體生物資料庫計畫，因疾病病人之設置許可尚待衛福部核發中，

故無法執行相關收案作業所致。 

（三） 基金來源及用途相抵後，全年度預算數賸餘 5,380 萬 2千元，截至 103 年

度 6月底止實際數賸餘 16億 1,841 萬 8千元，基金用途實際執行數較預計

數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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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年度績效達成情形分析： 

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績效衡量暨達情形分析 

一、強化研發成果

推廣與運用 

具產業利用價值之研

究成果 

本項指標為統計全年度數據，須於 103

年度結束後始能統計 

二、協助廠商開發

技轉技術 

進駐廠商使用面積、場

地租金及儀器服務 

本項指標為統計全年度數據，須於 103

年度結束後始能統計 

三、加強本院與業

界交流 

1.進駐廠商發展現況

(含已離駐廠商) 
本項指標為統計全年度數據，須於 103

年度結束後始能統計 

2.推廣活動 本項指標為統計全年度數據，須於 103

年度結束後始能統計 

四、積極推動國際

化，與國外頂

尖大學及研

究機構合作

培育人才，以

儲備國家科

技人才 

1.與國外頂尖大學及研

究機構合作訓練博士

後研究人員及博士生 

本項指標為統計全年度數據，須於 103

年度結束後始能統計 

2.積極與國外頂尖大學

及研究機構合作培育

人才 

本項指標為統計全年度數據，須於 103

年度結束後始能統計 

五、提升學術研究

品質及學術

競爭力 

1.SCI/SSCI/A&HCI 論文

篇數 

本項指標為統計全年度數據，須於 103

年度結束後始能統計 

2.SCI/SSCI/A&HCI 論文

篇數排名 

本項指標為統計全年度數據，須於 103

年度結束後始能統計 

3.SCI/SSCI/A&HCI 論文

引用數 

本項指標為統計全年度數據，須於 103

年度結束後始能統計 

4.SCI/SSCI/A&HCI 論文

引用數排名 

本項指標為統計全年度數據，須於 103

年度結束後始能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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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績效衡量暨達情形分析 

六、執行外界補助

或委託專題

研究計畫 

1.科技部委託或補助計

畫 

本項指標為統計全年度數據，須於 103

年度結束後始能統計 

2.科技部以外政府機關

委託或補助計畫 

本項指標為統計全年度數據，須於 103

年度結束後始能統計 

3.授權後續合作研究計

畫 

本項指標為統計全年度數據，須於 103

年度結束後始能統計 

七、培育人才，厚

植研究人力 

1.承接補助或委託專題

研究計畫培育之博士

後研究人員 

本項指標為統計全年度數據，須於 103

年度結束後始能統計 

2.承接補助或委託專題

研究計畫培育之大專

生、碩博士生 

本項指標為統計全年度數據，須於 103

年度結束後始能統計 

八、邀請參與個

案，進行資料

與生物檢體

收集，並長期

追蹤其健康

變化情形 

1.邀請一般民眾參與及

追蹤 

本項指標為統計全年度數據，須於 103

年度結束後始能統計 

2.邀請疾病患者參與及

追蹤 

本項指標為統計全年度數據，須於 103

年度結束後始能統計 

九、個案基因型鑑

定 

進行個案之基因型鑑定 本項指標為統計全年度數據，須於 103

年度結束後始能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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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頁 空 白 



主 要 表 





前年度決算數 項                     目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比較增減（－）

中華民國104年度

中央研究院

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預計表

單位 ：新臺幣千元

中央研究院科學研究基金

基金來源 4,515,6093,162,5247,678,133-

-勞務收入- 2,320,000 2,320,000

-服務收入- 2,320,000 2,320,000

3,113財產收入- 60,216 57,103

2,013租金收入- 36,500 34,487

1,100權利金收入- 23,100 22,000

-利息收入- 616 616

4,502,085政府撥入收入- 5,284,367 782,282

4,502,085國庫撥款收入- 5,284,367 782,282

10,411其他收入- 13,550 3,139

10,411雜項收入- 13,550 3,139

基金用途 4,516,8953,108,7227,625,617-

7,570研發成果管理及運用
計畫

- 65,090 57,520

4,107育成中心計畫- 51,176 47,069

7,500培育科技菁英計畫- 14,200 6,700

297,703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2,607,703 2,310,000

4,200,015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4,886,548 686,533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900 900

本期賸餘(短絀-) -1,28653,80252,516-

期初基金餘額 53,802-53,802-

解繳國庫 ----

期末基金餘額 52,51653,802106,318-

15



項　　　　　　　　　　　　　目 預　　算　　數 說　　　　　　明

中央研究院

現金流量預計表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4年度

中央研究院科學研究基金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賸餘(短絀－) 52,516

52,516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其他活動之現金流量

-其他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52,516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53,802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106,318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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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細 表 





科目及業務項目 數　　量
(業務量)

金　　額

預　　　算　　　數

說　　　　　　明單　位
利(費)率

中央研究院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4年度

中央研究院科學研究基金

基金來源明細表

- 2,320,000勞務收入 -

- 2,320,000 1.接受科技部等政府機關(構)
補助、委辦計畫收入2,250,000
千元。
2.財團法人、基金會等其他單
位補助或委託本院執行專題研
究計畫經費50,000千元。
3.授權後續合作計畫10,000千
元。
4.唐獎教育基金會委任報酬計
10,000千元。

-服務收入

- 60,216財產收入 -

- 36,500 育成中心場地設備管理收入，
包括租金、管理費、水電費及
儀器使用費，其中南部育成中
心租金收入100萬元。

-租金收入

- 23,100 依科學技術基本法第十三條第
三項規定，智慧財產權及成果
所得，歸屬於本院部分，循附
屬單位預算方式撥入本基金。

-權利金收入

- 616 係活儲之孳息，以台灣土地銀
行新台幣存放款機動利率年利
率0.33%估列。

-利息收入

- 5,284,367政府撥入收入 -

- 5,284,367 係依據科技研究發展經費需求
，並由政府視財政情況編列之
撥補收入。

-國庫撥款收入

- 13,550其他收入 -

- 13,550 1.係財團法人台灣生技醫藥發
展基金會提供TBF生技講座
750萬元捐款。
2.其他外界捐贈款收入500萬
元。
3.臺灣人體生物資料庫資料、
檢體使用費1,000千元及回饋
金收入50千元。

-雜項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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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計 7,678,133



前年度決算數 本年度預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上年度預算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中央研究院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4年度

中央研究院科學研究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研發成果管理及運用計畫 65,090 57,520-

01研發成果保護計畫 43,240 41,980-

服務費用 10,798 9,826-

旅運費 417 402- 因公赴國內各地區洽公之差旅費計
10千元，赴國外參加會議、學術研
討等旅費計392千元，寄運文件、
資料費計10千元，短程車資計5千
元，共計417千元。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30 30- 開會講義、海報及報告之印刷及裝
訂費計30千元。

一般服務費 10,196 9,259- 公證費計10千元，約聘人員11人之
薪資、年終獎金、公提勞健保費等
計10,186千元，共計10,196千元。

專業服務費 155 135- 委請會計師、律師之酬金計120千
元，智財保護之相關費用計20千元
，稽核委員出席費、演講費等計10
千元，派員參加國內訓練機構之訓
練費用計5千元，共計155千元。

材料及用品費 60 60-

用品消耗 60 60- 文具紙張及辦公用品等計30千元，
會議相關用品等計30千元，共計60千
。

租金、償債與利息 15 15-

房租 2 2- 會議場地租金計2千元。

機器租金 13 13- 專利資料庫使用費及資料庫檢索費
等計13千元。

稅捐及規費(強制費) 6 --

規費 6 -- 規費計6千元。

會費、捐助、補助、分
攤、照護、救濟與交流
活動費

4 --

會費 4 -- 國際組織會費計3千元，學術團體
會費計1千元，共計4千元。

其他 32,357 32,079-

其他支出 32,357 32,079- 專利申請、維護及與智財管理相關
事宜所需費用計32,357千元。

02研發成果運用計畫 21,850 15,540-

服務費用 1,550 100-

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50 -- 電腦硬體設備養護費計50千元。

專業服務費 1,500 100- 委請會計師、律師之酬金計600千
元，智財保護之相關費用計600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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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本年度預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上年度預算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中央研究院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4年度

中央研究院科學研究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元，稽核委員出席費、演講費等計
300千元，共計1,500千元。

材料及用品費 500 770-

使用材料費 250 270- 實驗用材料費計150千元，設備零
件費計100千元，共計250千元。

用品消耗 250 500- 文具紙張及辦公用品等計100千元
，實驗室耗材計100千元，會議相
關用品等計50千元，共計250千元。

租金、償債與利息 100 100-

機器租金 100 100- 專利資料庫使用費及資料庫檢索費
等計100千元。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
產及非理財目的之長期
投資

11,600 6,800-

購置固定資產 8,500 6,800- 購置實驗室用儀器及電腦設備計8,0
00千元，小型實驗桌、清洗桌、藥
品櫃等什項設備計500千元，共計8,
500千元。

購置無形資產 200 -- 購置研究用電腦軟體計200千元。

非理財目的之長期投
資

2,900 -- 依本院收支保管運用辦法第4條規
定，對本院技術移轉授權公司之投
資支出計2,900千元。

其他 8,100 7,770-

其他支出 8,100 7,770- 專利申請、維護及與智財管理相關
事宜所需費用計8,100千元。

育成中心計畫 51,176 47,069-

服務費用 10,500 10,486-

水電費 5,585 2,850- 工作場所電費計5,400千元，水費
計185千元，共計5,585千元。

郵電費 70 50- 郵資計20千元，電話費計50千元，
共計70千元。

旅運費 100 30- 赴國內各地區洽公之差旅費計80千
元，寄運貨物、文件及資料費計10
千元，短程車資計10千元，共計100
千元。

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2,090 1,006- 實驗室儀器設備保養、維修費用計
2,090千元。

一般服務費 2,450 6,400- 外包清潔費、管理費、污水處理系
統使用費等計175千元，約聘僱助
理人員3人薪資、年終獎金、公提
勞健保費等計2,275千元，共計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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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本年度預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上年度預算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中央研究院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4年度

中央研究院科學研究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0千元。

專業服務費 205 150- 邀請學者、專家講座鐘點費等計155
千元，派員參加國內訓練機構之訓
練費用計50千元，共計205千元。

材料及用品費 2,276 2,206-

用品消耗 2,276 2,206- 辦公用品計186千元，實驗耗材計2,
000千元，會議相關用品等計90千
元，共計2,276千元。

租金、償債與利息 34,050 34,377-

房租 33,900 34,277- 向經濟部租用育成中心場地租金計
33,900千元。

交通及運輸設備租金 50 -- 租車費計50千元。

什項設備租金 100 100- 影印機租金計100千元。

稅捐及規費(強制費) 150 --

消費與行為稅 150 -- 繳納營業稅計150千元。

會費、捐助、補助、分
攤、照護、救濟與交流
活動費

4,200 --

分擔 4,200 -- 分攤南港軟體園區(向經濟部租用
育成中心場地)大樓管理費計4,200千
元。

培育科技菁英計畫 14,200 6,700-

服務費用 13,400 5,900-

旅運費 13,400 5,900- 共計13,400千元，包括：
1.人文組年輕學者進修計畫：每年
選送2名本院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之
優秀年輕研究人員赴國外知名研究
機構進修，所需國外教育訓練費計
1,400千元。
2.與國外頂尖大學合作培訓博士後
人員：每年選送8名本院優秀博士
後研究人員赴國外知名研究機構研
習，所需國外教育訓練費計12,000千
元。

會費、捐助、補助、分
攤、照護、救濟與交流
活動費

800 800-

捐助、補助與獎助 800 800- 與國外頂尖大學合作培訓博士生：
每年選送4名在本院進行博士論文
研究學生赴國外知名研究機構研習
，所需獎助金計8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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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本年度預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上年度預算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中央研究院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4年度

中央研究院科學研究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2,607,703 2,310,000-

01接受補助或委託計畫 2,317,500 2,310,000-

服務費用 1,455,521 1,454,080-

水電費 86,600 86,600- 工作場所電費計84,435千元，水費
計2,165千元，共計86,600千元。

郵電費 3,271 3,271- 郵費計768千元，電話費計2,503千
元，共計3,271千元。

旅運費 135,429 135,200- 共計135,429千元，包括：
1.邀請國內學研機構學人至所訪問
費用、因公赴國內各地區出差旅費
計17,900千元。
2.赴國外出席國際會議等旅費計76,
400千元，出國進修、研究、實習
費用計30,090千元，共計106,490
千元。
3.因公赴大陸地區開會旅費計9,848
千元。
4.實驗儀器所需搬運人力費、文件
快遞費等計395千元。
5.貨物運費計398千元。
6.短程車資計398千元。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4,003 4,003- 開會講義、海報及報告之印刷及裝
訂費計4,003千元。

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11,215 11,215- 電腦、研究用機械設備修護費計11,
010千元，什項設備修護費計205千
元，共計11,215千元。

保險費 1,000 1,000- 電腦、研究用機械設備保險費計1,0
00千元。

一般服務費 1,185,603 1,184,403- 共計1,185,603千元，包括：
1.勞力外包、大樓清潔、保全費等
計52,170千元。
2.研究主持費670人計81,600千元
。
3.約用助理人員963人之薪資、年
終獎金、勞保、健保及勞退等計710
,152千元。
4.臨時工資計50,295千元。
5.延攬客座專家學者16人之薪資、
綜合保險費等計10,444千元。
6.延攬研究學者12人之薪資、年終
獎金、勞保、健保及勞退等計13,77
3千元。
7.延攬博士後研究311人之薪資、
年終獎金、勞保、健保及勞退等計
224,701千元。
8.依行政院94年1月17日院臺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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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本年度預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上年度預算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中央研究院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4年度

中央研究院科學研究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第0940080666號函核定之「中央研
究院接受委託及補助研究計畫管理
費收支處理要點」及「中央研究院
接受委託及補助研究計畫管理費項
下工作津貼支領規定」核發工作津
貼計37,151千元、文康活動費計2,6
45千元、加班費計479千元、健康
檢查費計2,193千元，共計42,468千元
。

專業服務費 28,400 28,388- 講課鐘點、稿費、出席費、審查費
等計1,335千元，薦送人員訓練所
需報名費計1,060千元，電腦套裝
軟體計1,005千元，邀請專家、學
者支付報酬及論文發表費等計25,00
0千元，共計28,400千元。

材料及用品費 323,736 324,821-

使用材料費 1,437 1,437- 物料計499千元，設備零件計938千
元，共計1,437千元。

用品消耗 322,299 323,384- 共計322,299千元，包括：
1.辦公事務用品及會場佈置費等計
4,700千元。
2.報章、雜誌及書籍費等計2,555
千元。
3.化學藥劑與實驗用品費等計312,2
41千元。
4.實驗動物飼料費計1,100千元。
5.會議相關用品等計1,703千元。

租金、償債與利息 10,354 10,354-

房租 500 500- 舉辦研討會、教育訓練等活動場地
租金費等計500千元。

機器租金 6,470 6,470- 電腦硬、軟體租金及使用費、資料
庫檢索費等計3,010千元，機械及
設備租金、核心設施使用費等計3,4
60千元，共計6,470千元。

交通及運輸設備租金 3,284 3,284- 進行田野調查、樣本採集等活動之
船租計1,500千元，車租計1,784千
元，共計3,284千元。

什項設備租金 100 100- 影印機等設備租金費用計100千元。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
產及非理財目的之長期
投資

173,200 172,500-

購置固定資產 171,200 170,500- 購置機械設備及電腦硬體等計145,0
00千元，交通及運輸設備計1,000
千元，事務設備、防護設備、圖書
設備等計25,200千元，共計171,200
千元。

購置無形資產 2,000 2,000- 購置電腦軟體等計2,0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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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4年度

中央研究院科學研究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會費、捐助、補助、分
攤、照護、救濟與交流
活動費

344,689 338,245-

會費 7,163 7,163- 參加國際組織會費計2,789千元，
參加學術團體會費計4,374千元，
共計7,163千元。

捐助、補助與獎助 210,624 211,680- 獎助博士生580人之工作酬金計139,
200千元、碩士生639人之工作酬金
計61,344千元、大專學生140人之
工作酬金計10,080千元，共計210,6
24千元。

分擔 100,000 100,000- 天文望遠鏡運轉費計100,000千元。

補貼(償)、獎勵、慰
問、照護與救濟

26,902 19,402- 科技部獎勵特殊優秀人才費用計19,
402千元、財團法人台灣生技醫藥
發展基金會提供TBF生技講座之研
究獎勵金計7,500千元，共計26,902
千元。

其他 10,000 10,000-

其他支出 10,000 10,000- 專利申請費計10,000千元。

02創新轉譯農學研究計畫 112,040 --

服務費用 98,242 --

郵電費 175 -- 郵費計65千元，電話費計110千元
，共計175千元。

旅運費 2,065 -- 共計2,065千元，包括：
1.邀請國內學研機構學人至所訪問
費用、因公赴國內各地區出差旅費
計525千元。
2.赴國外出席國際會議等旅費計400
千元，出國進修、研究、實習費用
計400千元及訪問費用計200千元，
共計1,000千元。
3.因公赴大陸地區開會旅費計380
千元。
4.貨物運費計80千元。
5.短程車資計80千元。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2,000 -- 開會講義、海報及報告之印刷及裝
訂費計2,000千元。

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400 -- 電腦、研究用機械設備修護費計200
千元，什項設備修護費計100千元
，其他資產修護費計100千元，共
計400千元。

保險費 220 -- 電腦、研究用機械設備保險費計100
千元，什項設備保險費計100千元
，其他保險費計20千元，共計220千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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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科學研究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一般服務費 73,132 -- 共計73,132千元，包括：
1.網頁架設、維修、更新或代辦各
項活動、會議所需支付之設計費、
場地佈置費等計1,420千元。
2.勞力外包、大樓清潔、保全費等
計500千元。
3.約用助理人員83人之薪資、年終
獎金、勞保、健保及勞退等計61,11
9千元。
4.臨時工資計2,857千元。
5.工讀生20人之薪資、勞保、健保
及勞退等計5,680千元。
6.加班費計40千元、資遣費計1,516
千元，共計1,556千元。

專業服務費 20,250 -- 共計20,250千元，包括：
1.委請專技人士之酬金計20千元。
2.講課鐘點、稿費、出席費、審查
費等計300千元。
3.委託檢驗(定)、試驗費等計19,00
0千元。
4.薦送人員訓練所需報名費計200
千元。
5.電腦套裝軟體計200千元。
6.邀請專家、學者支付報酬及論文
發表費等計530千元。

材料及用品費 2,600 --

使用材料費 400 -- 物料計100千元，燃料計50千元，
油脂計100千元，設備零件計150千
元，共計400千元。

用品消耗 2,200 -- 共計2,200千元，包括：
1.辦公事務用品及會場佈置費等計
350千元。
2.報章、雜誌及書籍費等計100千元
。
3.農業與園藝用品及環境美化費等
計100千元。
4.化學藥劑與實驗用品費等計700
千元。
5.研究所需服裝費計200千元。
6.食品費計50千元。
7.實驗動物飼料費計100千元。
8.醫療用品費計100千元。
9.會議相關用品等計500千元。

租金、償債與利息 530 --

房租 250 -- 舉辦研討會、教育訓練等活動場地
租金費等計250千元。

機器租金 150 -- 電腦硬、軟體租金及使用費、資料
庫檢索費等計100千元，機械及設
備租金、核心設施使用費等50千元
，共計15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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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及運輸設備租金 100 -- 進行田野調查、樣本採集等活動之
車租計100千元。

什項設備租金 30 -- 影印機等設備租金費用計30千元。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
產及非理財目的之長期
投資

3,300 --

購置固定資產 2,600 -- 購置機械設備及電腦硬體等計2,000
千元，事務設備、防護設備、圖書
設備等計600千元，共計2,600千元
。

購置無形資產 700 -- 購置電腦軟體等計700千元。

會費、捐助、補助、分
攤、照護、救濟與交流
活動費

7,368 --

捐助、補助與獎助 7,368 -- 獎助博士生5人之工作酬金計2,400
千元、碩士生9人之工作酬金計1,72
8千元、大專學生45人之工作酬金
計3,240千元，共計7,368千元。

03重大疾病之新藥與疫苗
研發計畫

178,163 --

服務費用 79,236 --

郵電費 165 -- 郵費計65千元，電話費計100千元
，共計165千元。

旅運費 13,400 -- 共計13,400千元，包括：
1.邀請國內學研機構學人至所訪問
費用、因公赴國內各地區出差旅費
計500千元。
2.赴國外出席國際會議等旅費計7,0
00千元，出國進修、研究、實習費
用計2,000千元及訪問費用計3,000
千元，共計12,000千元。
3.因公赴大陸地區開會旅費計800
千元。
4.短程車資計100千元。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300 -- 開會講義、海報及報告之印刷及裝
訂費計300千元。

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400 -- 電腦、研究用機械設備修護費計400
千元。

一般服務費 61,671 -- 約用助理人員90人之薪資、年終獎
金、勞保、健保及勞退等計61,671千
元。

專業服務費 3,300 -- 委請專技人士之酬金計300千元，
講課鐘點、稿費、出席費、審查費
等計500千元，邀請專家、學者支
付報酬及論文發表費等計2,500千
元，共計3,300千元。

材料及用品費 78,8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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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本年度預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上年度預算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中央研究院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4年度

中央研究院科學研究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使用材料費 1,000 -- 設備零件計1,000千元。

用品消耗 77,827 -- 辦公事務用品及會場佈置費等計100
千元，化學藥劑與實驗用品費等計
77,627千元，會議相關用品等計100
千元，共計77,827千元。

租金、償債與利息 500 --

機器租金 500 -- 機械及設備租金、核心設施使用費
等計500千元。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
產及非理財目的之長期
投資

10,000 --

購置固定資產 10,000 -- 購置機械設備及電腦硬體等計10,00
0千元。

會費、捐助、補助、分
攤、照護、救濟與交流
活動費

9,600 --

捐助、補助與獎助 9,600 -- 獎助博士生30人之工作酬金計8,640
千元、碩士生10人之工作酬金計960
千元，共計9,600千元。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4,886,548 686,533-

01臺灣人體生物資料庫計
畫

650,990 686,533-

服務費用 438,302 405,705-

水電費 7,900 7,000- 分攤生醫所大樓電費計6,500千元
，水費計400千元，分攤租借駐站
水、電費計1,000千元，共計7,900千
元。

郵電費 1,900 1,500- 郵資計500千元，電話費計1,400千
元，共計1,900千元。

旅運費 8,280 5,460- 共計8,280千元，包括：
1.因公赴國內各地區出差旅費計2,3
30千元。
2.赴國外出席國際會議旅費計1,500
千元。
3.因公赴大陸地區開會旅費計200
千元。
4.駐站所需耗材等物品遞送費計800
千元。
5.生物檢體低溫運送等運費計3,400
千元。
6.短程車資計50千元。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11,218 11,718- 招募個案及辦公用所需文宣印刷費
、裝訂費等計1,500千元，拍攝並
刊登平面、電台、電視廣告、代言
人等費用計6,500千元，駐站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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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本年度預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上年度預算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中央研究院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4年度

中央研究院科學研究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費、招募個案所需文宣設計、說明
會與記者會等費用計3,218千元，
共計11,218千元。

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2,800 2,200- 實驗室與辦公室等修繕費計800千
元，儀器設備維護修繕及定期保養
費計2,000千元，共計2,800千元。

保險費 114 114- 公務機車強制責任保險費計14千元
，駐站人員或兼職人員外出收案之
保險費計100千元，共計114千元。

一般服務費 170,590 170,613- 約用助理人員202人之薪資、勞保
、健保、勞退及年終獎金等計160,7
10千元，約用助理人員之加班費及
資遺費計380千元，臨時工資計7,50
0千元，問卷調查費計2,000千元，
共計170,590千元。

專業服務費 235,500 207,100- 共計235,500千元，包括：
1.舉辦訪員訓練、指導委員會議、
研究會議等所需鐘點費、稿費、出
席費及審查費等計850千元。
2.委託檢驗單位協助檢驗健康研究
個案之基礎危險因子所需費用計52,
000千元(案數2.1萬例)、針對12至
14種疾病患者委託教學醫院及綜合
醫院進行合作收案收集病史所需費
用計149,250千元(案數2萬例)，共
計201,250千元。
3.辦理設置許可變更費用計400千
元、基因定序費用計30,000千元、
資訊安全認證費用計1,800千元，
共計32,200千元。
4.購置套裝軟體計300千元。
5.邀請專家、學者及指導委員來台
支付報酬、論文發表費等計900千元
。

材料及用品費 145,640 194,670-

使用材料費 353 153- 公務機車之油料費計153千元、儀
器設備維修保養所需零件計200千
元，共計353千元。

用品消耗 145,287 194,517- 共計145,287千元，包括：
1.辦公事務用品、會場佈置用布條
及桌巾等計1,800千元。
2.檢體處理、分裝、儲存等所需之
耗材費計138,187千元。
3.醫療用品計4,500千元。
4.舉辦訪員訓練、專家會議、指導
委員會議及其他研究會議等所需相
關用品等計800千元。

租金、償債與利息 49,570 42,900-

房租 6,300 4,300- 駐站場地租金計6,3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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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本年度預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上年度預算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中央研究院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4年度

中央研究院科學研究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機器租金 43,220 38,600- 軟、硬體資訊設備租金及使用費計
100千元，進行基因型鑑定所需費
用計43,120千元，共計43,220千元
。

什項設備租金 50 -- 影印機等什項設備租金計50千元。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
產及非理財目的之長期
投資

17,445 43,245-

購置固定資產 16,445 42,245- 共計16,445千元，包括：
1.大型液態氮氣儲存槽計2,000千
元。
2.-80℃、-20℃、4℃冰箱計1,500
千元。
3.其他檢體儲存相關與駐站所需設
備，含液氮填充桶、血卡用防潮箱
、檢體儲存環境監測設備、骨質密
度檢測儀、肺功能檢測儀、血液離
心機、PC、NB等儀器設備計6,445
千元。
4.應用程式伺服器、資料庫伺服器
、資訊儲存與備份相關設備等計3,7
00千元。
5.擴充-80℃冰箱、液態氮儲存槽
與實驗室空間等計2,000千元。
6.多功能事務機等辦公、雜項設備
計800千元。

購置無形資產 1,000 1,000- 購置電腦軟體、系統開發、資料庫
管理系統、應用程式服務平台軟體
、服務測試網路備份系統軟體等計
1,000千元。

稅捐及規費(強制費) 13 13-

規費 13 13- 公務機車燃料使用費計13千元。

會費、捐助、補助、分
攤、照護、救濟與交流
活動費

20 --

捐助、補助與獎助 20 -- 捐助費用20千元(係依據「人體生
物資料庫管理條例」與衛署科字第
0990860732號「人體生物資料庫商
業運用利益回饋辦法」，凡使用者
申請並利用臺灣人體生物資料庫之
資料、資訊與生物檢體，衍生之商
業運用需繳交商業利益回饋費用，
並由本資料庫辦理捐助回饋)。

02國家生技研究園區計畫 4,186,058 --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
產及非理財目的之長期
投資

4,186,0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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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本年度預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上年度預算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中央研究院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4年度

中央研究院科學研究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購置固定資產 4,186,058 -- 行政院102年9月27日院臺科字第102
148814號函核定「國家生技研究園
區」開發計畫，總經費22,596,000
千元(公共建設經費17,723,100千
元，科技發展經費4,872,900千元)
，97年及98年由科技部所屬科學工
業園區管理局執行35,525千元，自
99年度起改由中研院及其他單位分
年辦理(中研院經費21,294,665千
元，其他單位經費1,265,810千元)
，99至103年度已編列9,748,068千
元(含102年度動支第一預備金5,410
千元，第二預備金655,000千元)，
其中99年度因未獲准保留繳回國庫
741,513千元，自本年度起撥入本
基金辦理，工程管理費10,200千元
，係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工程管理
費支用要點」規定，按0.5％~3％
估算。本年度經費4,186,058千元
，包括：
1.公共工程及建築工程3,936,300
千元(公共建設部分)。
2.購置生技園區生物科技研究所需
機器設備計249,758千元。

03健康雲跨領域研究計畫 49,500 --

服務費用 25,630 --

郵電費 50 -- 電話費計50千元。

旅運費 6,580 -- 共計6,580千元，包括：
1.因公赴國內各地區出差旅費計240
千元。
2.赴國外出席國際會議旅費計1,800
千元，出國進修、研究、實習費用
計1,100千元及考察費用計2,400千
元，共計5,300千元。
3.因公赴大陸地區開會旅費計800
千元。
4.實驗儀器所需搬運人力費用、文
件快遞費等計100千元。
5.貨物運費計20千元。
6.短程車資計120千元。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500 -- 開會講義、海報及報告之印刷及裝
訂費計500千元。

一般服務費 14,000 -- 約用助理人員14人之薪資、勞保、
健保、勞退及年終獎金等計13,712
千元，約用助理人員之加班費及資
遺費計288千元，共計14,000千元。

專業服務費 4,500 -- 共計4,500千元，包括：
1.委請律師酬金計500千元。
2.訴訟相關費用計500千元。

29



前年度決算數 本年度預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上年度預算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中央研究院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4年度

中央研究院科學研究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3.舉辦研究會議等所需鐘點費、稿
費、出席費及審查費等計1,500千
元。
4.購置套裝軟體計1,000千元。
5.邀請專家、學者及指導委員來台
支付報酬、論文發表費等計1,000千
元。

材料及用品費 8,000 --

使用材料費 300 -- 物料計300千元。

用品消耗 7,700 -- 共計7,700千元，包括：
1.辦公事務用品、會場佈置用布條
及桌巾等計7,160千元。
2.報章、雜誌及書籍等費用計500
千元。
3.舉辦訪員訓練、專家會議、指導
委員會議及其他研究會議等所需相
關用品等計40千元。

租金、償債與利息 250 --

房租 200 -- 辦理研討會、教育訓練等活動場地
租金費計200千元。

什項設備租金 50 -- 影印機等設備租金費計50千元。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
產及非理財目的之長期
投資

14,000 --

購置固定資產 11,580 -- 購置電腦、機械設備計10,600千元
，多功能事務機等辦公、雜項設備
計980千元，共計11,580千元。

購置無形資產 2,420 -- 購置電腦軟體、系統開發、資料庫
管理系統、應用程式服務平台軟體
、服務測試網路備份系統軟體等計
2,420千元。

會費、捐助、補助、分
攤、照護、救濟與交流
活動費

1,620 --

會費 180 -- 參加國際組織會費等計100千元，
參加學術團體會費等計80千元，共
計180千元。

捐助、補助與獎助 1,440 -- 獎助碩士生15人之工作酬金計1,440
千元。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900 900-

服務費用 800 700-

旅運費 20 120- 國內出差旅費計20千元。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180 180- 印製基金預算書表等所需之印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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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本年度預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上年度預算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中央研究院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4年度

中央研究院科學研究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裝訂費等計180千元。

專業服務費 600 400- 共計600千元，包括：
1.為推動基金業務辦理教育訓練所
需之講課鐘點費、審查費等計50千
元。
2.派員工參加基金業務教育訓練費
計100千元。
3.為辦理基金業務所需相關系統維
護費計450千元。

材料及用品費 100 200-

用品消耗 100 200- 辦理基金業務所需文具紙張、耗材
等費用計1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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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計　　　　畫　　　　別
 單位成本(元)

或平均利(費)率 預　算　數 說　　　　　　明單　位 數　　量

中央研究院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4年度

中央研究院科學研究基金

單位(或計畫)成本分析表

65,090研發成果管理及運用計畫 本項經費係辦理推動政府智

慧財產權之保護及移轉民間

之相關事宜、專利申請及技

術移轉，確無可衡量工作效

益之工作單位。

- -

51,176育成中心計畫 本項經費係辦理育成中心提

供場所、設施、及相關服務

予進駐廠商，促使本院資源

與業者之研發工作相結合，

確無可衡量工作效益之工作

單位。

- -

14,200培育科技菁英計畫 本項經費係辦理人文組年輕

學者進修計畫、與國外頂尖

大學及研究機構人才培育合

作計畫，確無可衡量工作效

益之工作單位。

- -

2,607,703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本項經費係辦理執行院外機

關補助或委託專題研究計畫

、科技部補助獎勵特殊優秀

人才、延攬科技人才、產學

合作計畫、授權後合作計畫

、創新轉譯農學研究計畫及

重大疾病之新藥與疫苗研發

計畫，確無可衡量工作效益

之工作單位。

- -

4,886,548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本項經費係辦理建立符合人

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之資

料庫、開發「國家生技研究

園區」計畫及透過本院數理

、生命與人文社會跨領域合

作，推動健康資訊科技之研

發，確無可衡量工作效益之

工作單位。

- -

900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本項經費係辦理推動基金行

政業務，確無可衡量工作效

益之工作單位。

- -

合　　　計 7,625,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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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頁 空 白 



參 考 表 





103年12月31日102年12月31日
科　　　目

104年12月31日
比較增減（－）

實　際　數 預　計　數 預　計　數

中華民國104年12月31日

中央研究院科學研究基金

中央研究院

預計平衡表

單位 ：新臺幣千元

資產- 106,318 53,802 52,516

- 106,318 53,802 52,516流動資產

- 106,318 53,802 52,516現金

資產總額- 106,318 53,802 52,516

基金餘額- 106,318 53,802 52,516

- 106,318 53,802 52,516基金餘額

- 106,318 53,802 52,516基金餘額

負債及基金餘額合計- 106,318 53,802 52,516

35



年　度　及　項　目 單位
單位成本(元)或
平均利(費)率

預　算　數 說　　明數量

中華民國104年度

中央研究院科學研究基金

中央研究院

５年來主要業務計畫分析表

單位 ：新臺幣千元

本年度預算數

- - 65,090研發成果管理及運用計畫

- - 51,176育成中心計畫

- - 14,200培育科技菁英計畫

- - 2,607,703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本計畫係上年度臺灣人
體生物資料庫計畫，連
同國家生技研究園區計
畫(由公共建設及科技預
算撥入)、健康雲跨領域
研究計畫(由科技預算撥
入)檢討改設為科研環境
領航計畫。

- - 4,886,548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上年度預算數

- - 57,520研發成果管理及運用計畫

- - 47,069育成中心計畫

- - 6,700培育科技菁英計畫

- - 2,310,000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 - 686,533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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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上年度最高

可進用員額數
本年度增減(-)數

本年度最高

可進用員額數
說明

總　　　計 -                     -                     -                     
註：為辦理業務需要，於下列各計畫之服務費用項下支用人力如下：

中央研究院

                                                                                中華民國104年度                                                                 單位：人

員工人數彙計表

中央研究院科學研究基金

1.研發成果管理及運用計畫約用助理11人，所需經費10,186千元。

2.育成中心計畫約用助理3人，所需經費2,275千元。

3.研發能量提升計畫勞力外包158人、研究主持670人、約用助理1,136人、工讀生20人、臨時工598人、延攬客座專

家學者16人、研究學者12人及博士後研究311人，所需經費1,318,466千元。

4.科研環境領航計畫約用助理216人、臨時工30人及問卷調查100人，所需經費184,59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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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終

獎金

考績

獎金

績效

獎金
其他 退休金 卹償金

合　　　計           -           - -          -          -          -          -          -          -          -           

津貼

獎　　　　　　　　金 退休及卹償金

科目
正式員

額薪資

聘僱人

員薪資

超時工

作報酬

中華民國

中央研

中央研究院科

用人費用

註：為辦理業務需要，於下列各計畫之服務費用項下支用人力如下：

1.研發成果管理及運用計畫約用助理11人，所需經費10,186千元。

2.育成中心計畫約用助理3人，所需經費2,275千元。

3.研發能量提升計畫勞力外包158人、研究主持670人、約用助理1,136人、工讀生20人、臨時工598人、延攬客座專

4.科研環境領航計畫約用助理216人、臨時工30人及問卷調查100人，所需經費184,59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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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擔保

險費

傷病醫

藥費

提撥福利

金
其他

-             -             -           -             -             -             -                 -               -                 

家學者16人、研究學者12人及博士後研究311人，所需經費1,318,466千元。

總計

104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彙計表

福　　利　　費 提

繳

費

合計
兼任人員

用人費用
資遣費

學研究基金

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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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年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科　目　名　稱
合計

研發成果管理及
運用計畫

育成中心計畫

中華民國

中央研究院科

各　項　費　用

中央研

服務費用- 1,886,797- 1,886,797 2,133,979 10,50012,348

100,085水電費 - 5,585- 96,450

5,631郵電費 - 70- 4,821

179,691旅運費 417 100- 147,112

18,231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30 -- 15,931

16,955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50 2,090- 14,421

1,334保險費 - -- 1,114

1,517,642一般服務費 10,196 2,450- 1,370,675

294,410專業服務費 1,655 205- 236,273

材料及用品費- 522,727- 522,727 561,739 2,276560

3,740使用材料費 250 -- 1,860

557,999用品消耗 310 2,276- 520,867

租金、償債與利息- 87,746- 87,746 95,369 34,050115

41,152房租 2 33,900- 39,079

50,453機器租金 113 -- 45,183

3,434交通及運輸設備租金 - 50- 3,284

330什項設備租金 - 100- 200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及非

理財目的之長期投資

- 222,545- 222,545 4,415,603 -11,600

4,406,383購置固定資產 8,500 -- 219,545

6,320購置無形資產 200 -- 3,000

2,900非理財目的之長期投資 2,900 -- -

稅捐及規費(強制費)- 13- 13 169 1506

150消費與行為稅 - 150- -

19規費 6 -- 13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照

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

- 339,045- 339,045 368,301 4,2004

7,347會費 4 -- 7,163

229,852捐助、補助與獎助 - -- 212,480

104,200分擔 - 4,200- 100,000

26,902補貼(償)、獎勵、慰問、照
護與救濟

- -- 19,402

其他- 49,849- 49,849 50,457 -40,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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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預　　　　　　　　算　　　　　　　　數

培育科技菁英計畫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104年度

學研究基金

單位 ：新臺幣千元

　彙　計　表

究院

服務費用 13,400 1,632,999 463,932 800

水電費 86,600 7,900 --

郵電費 3,611 1,950 --

旅運費 150,894 14,860 2013,400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6,303 11,718 180-

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12,015 2,800 --

保險費 1,220 114 --

一般服務費 1,320,406 184,590 --

專業服務費 51,950 240,000 600-

材料及用品費 - 405,163 153,640 100

使用材料費 2,837 653 --

用品消耗 402,326 152,987 100-

租金、償債與利息 - 11,384 49,820 -

房租 750 6,500 --

機器租金 7,120 43,220 --

交通及運輸設備租金 3,384 - --

什項設備租金 130 100 --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及非

理財目的之長期投資

- 186,500 4,217,503 -

購置固定資產 183,800 4,214,083 --

購置無形資產 2,700 3,420 --

非理財目的之長期投資 - - --

稅捐及規費(強制費)- - 13 -

消費與行為稅 - - --

規費 - 13 --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照

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

800 361,657 1,640 -

會費 7,163 180 --

捐助、補助與獎助 227,592 1,460 -800

分擔 100,000 - --

補貼(償)、獎勵、慰問、照護
與救濟

26,902 - --

其他 - 1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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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年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科　目　名　稱
合計

研發成果管理及
運用計畫

育成中心計畫

中華民國

中央研究院科

各　項　費　用

中央研

50,457其他支出 40,457 -- 49,849

3,108,722 合　計 7,625,617 65,090 51,176-

42



度　　　　　　　　預　　　　　　　　算　　　　　　　　數

培育科技菁英計畫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104年度

學研究基金

單位 ：新臺幣千元

　彙　計　表

究院

其他支出 10,000 - --

14,200 2,607,703 4,886,548 9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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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項　　　　目 本年度減少 說 　　明期初餘額 期末餘額本年度增加

中華民國104年度

中央研究院科學研究基金

中央研究院

固定項目明細表

單位 ：新臺幣千元

資產

依本院收支

保管運用辦

法第4條規

定，對本院

技術移轉授

權公司之投

資支出。

- 2,900 - 2,900非理財目的之長期
投資

- 3,936,300 - 3,936,300房屋及建築

191,903 441,003 - 632,906機械及設備

742 1,000 - 1,742交通及運輸設備

26,900 28,080 - 54,980什項設備

3,000 6,320 - 9,320電腦軟體

資產總額 222,545 4,415,603 - 4,638,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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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 

中央研究院科學研究基金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所提決議及附帶決議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104 年度 

 

決 議 及 附 帶 決 議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103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案尚未經立法院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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