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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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年度

0002000000

總統府主管1 12,626,672 12,535,954 90,718
0002400000

中央研究院5 12,626,672 12,535,954 90,718
5202400000

科學支出 12,626,672 12,535,954 90,718
5202400100

一般行政1 446,771 441,606 5,165 1.本科目上年度法定預算數440,650千元，配合科目
   調整，由「學術審議及研究獎助」移入人事費956
   千元，共計如列數。
2.本年度預算數446,771千元，包括人事費205,007千
   元，業務費194,023千元，設備及投資45,383千元
   ，獎補助費2,358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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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07千元，較上年度伸算增列調
    整待遇等經費15,791千元。
 (2)基本行政工作維持費100,304千元，較上年度減
    列購置文具紙張及房屋建築養護等經費4,179千
    元。
 (3)資訊技術服務經費98,043千元，較上年度減列資
    訊操作維護及網路專線租賃等經費3,402千元。
 (4)場地設施管理經費33,878千元，較上年度減列購
    置文具紙張及房屋建築維護等經費2,484千元。
 (5)幼稚園運作維持經費9,539千元，較上年度減列
    購置文具紙張等經費561千元。

5202401000

一般學術研究及評議2 5,525,972 4,856,379 669,593
5202401020

學術審議及研究獎助1 2,968,233 2,739,382 228,851 1.本科目上年度法定預算數526,596千元，配合科目
   調整，移出人事費956千元至「一般行政」科目；
   由「數理科學研究」、「生命科學研究」及「人文
   及社會科學研究」科目移入人事費2,159,317千元
   及獎補助費54,425千元，淨計如列數。
2.本年度預算數2,968,233千元，包括人事費2,377,0
   68千元，業務費303,741千元，設備及投資172,216
   千元，獎補助費115,208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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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8,853千元，較上年度伸算增列
    調整待遇等經費172,168千元。
 (2)基本行政工作維持費176,307千元，較上年度減
    列郵電通訊及購置資訊設備等經費7,496千元。
 (3)學術發展及交流合作經費150,065千元，較上年
    度減列郵電通訊及資料印刷等經費11,459千元。
 (4)儀器整合管理經費118,612千元，較上年度減列
    購置儀器設備等經費2,058千元。
 (5)公用儀器設施使用經費5,790千元，較上年度增
    列購置文具紙張等經費79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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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新增召開第30次院士會議經費78,606千元。
 (7)上年度籌備召開第30次院士會議預算業已編竣，
    所列1,700千元如數減列。

5202401023

主題研究與人才培育2 2,557,739 2,116,997 440,742 1.本年度預算數2,557,739千元，包括業務費1,876,1
   15千元，設備及投資423,498千元，獎補助費258,1
   26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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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0,071千元，較上年
    度減列通訊郵電費及購置儀器設備等經費24,063
    千元。 
 (2)跨所（處）新領域之開發及研究環境之改善經費
    1,426,873千元，較上年度增列郵電通訊及購置
    儀器設備等經費395,956千元。
 (3)數理科學跨所（處）、研究中心主題研究計畫經
    費115,110千元，較上年度減列房屋建築養護費
    等經費333千元。
 (4)生命科學跨所（處）、研究中心主題研究計畫經
    費143,663千元，較上年度增列購置研究耗材及
    資訊設備等經費45,360千元。
 (5)人文社會科學跨所（處）、研究中心主題研究計
    畫經費47,570千元，較上年度增列郵電通訊及購
    置研究耗材等經費27,347千元。
 (6)農業生物技術產業化發展方案64,452千元，較上
    年度減列購置研究耗材等經費3,525千元。

5202402000

自然及人文社會科學研3 4,718,220 5,116,136 -397,916
究
5202402010

數理科學研究1 1,838,790 2,032,691 -193,901 1.本科目上年度法定預算數2,793,416千元，配合科
   目調整，移出人事費739,185千元及獎補助費21,54
   0千元至「學術審議及研究獎助」科目，共計如列
   數。
2.本年度預算數1,838,790千元，包括業務費1,319,9
   99千元，設備及投資488,323千元，獎補助費3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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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06千元，較上年度減列辦公器
    具養護及購置雜項設備等經費18,151千元。
 (2)物理研究經費198,041千元，較上年度減列購置
    研究耗材及儀器設備等經費37,094千元。
 (3)化學研究經費135,656千元，較上年度減列購置
    儀器設備及資訊設備等經費19,166千元。
 (4)地球科學研究經費101,978千元，較上年度減列
    資訊操作維護費及購置儀器設備等經費9,475千
    元。
 (5)資訊科學研究經費163,775千元，較上年度減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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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儀器設備養護及購置資訊設備等經費10,106千元
    。
 (6)統計科學研究經費97,429千元，較上年度減列購
    置研究耗材及資訊設備等經費10,405千元。
 (7)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經費197,745千元，較上年
    度減列房屋建築養護及購置雜項設備等經費20,1
    89千元。
 (8)天文及天文物理科學研究經費364,293千元，較
    上年度減列資料印製及購置儀器設備等經費30,9
    91千元。
 (9)應用科學研究經費148,511千元，較上年度減列
    購置研究耗材及房屋建築養護等經費9,517千元
    。
 (10)環境變遷研究經費92,572千元，較上年度減列
    郵電通訊及資料印製等經費8,297千元。
 (11)資訊科技創新研究經費285,884千元，較上年度
    減列購置研究耗材及資訊設備等經費20,510千
    元。

5202402020

生命科學研究2 1,949,588 2,089,315 -139,727 1.本科目上年度法定預算數2,788,951千元，配合科
   目調整，移出人事費688,191千元及獎補助費11,44
   5千元至「學術審議及研究獎助」科目，共計如列
   數。
2.本年度預算數1,949,588千元，包括業務費1,475,7
   79千元，設備及投資383,603千元，獎補助費90,20
   6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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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359千元，較上年
    度減列購置研究耗材及資訊設備等經費6,702千
    元。
 (2)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經費102,789千元，較上
    年度減列房屋建築修繕及購置儀器設備等經費16
    ,709千元。
 (3)生物化學研究經費161,004千元，較上年度減列
    購置儀器設備等經費14,221千元。
 (4)生物醫學科學研究經費476,097千元，較上年度
    增列房屋建築修繕及購置資訊設備等經費12,691
    千元。
 (5)分子生物研究經費301,050千元，較上年度減列
    購置研究耗材及房屋建築修繕等經費12,430千元
    。
 (6)農業生物科技研究經費156,489千元，較上年度
    增列房屋建築養護及儀器設備養護等經費4,161
    千元。
 (7)生命科學圖書館經費29,026千元，較上年度減列
    房屋建築養護費及購置圖書期刊等經費42,845千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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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臨海研究站經費48,614千元，較上年度減列購置
    研究耗材及儀器設備維護等經費1,633千元。
 (9)生物多樣性研究計畫經費93,721千元，較上年度
    減列郵電通訊及搬遷實驗室等經費42,580千元。
 (10)基因體研究計畫經費365,342千元，較上年度減
    列購置研究耗材及儀器設備等經費17,415千元
    。
 (11)南部生物科技計畫經費54,097千元，較上年度
    減列購置儀器設備及資訊設備等經費2,044千元
    。

5202402030

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3 929,842 994,130 -64,288 1.本科目上年度法定預算數1,747,511千元，配合科
   目調整，移出人事費731,941千元及獎補助費21,44
   0千元至「學術審議及研究獎助」科目，共計如列
   數。
2.本年度預算數929,842千元，包括業務費739,150千
   元，設備及投資175,814千元，獎補助費14,878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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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446千元，較上年度減
    列郵電通訊及購置資訊設備等經費11,358千元。
 (2)民族學研究經費84,586千元，較上年度增列郵電
    通訊及資料蒐集等經費10,857千元。
 (3)近代史研究及史料蒐集整編經費87,444千元，較
    上年度減列資料蒐集及儀器設施養護等經費2,65
    3千元。
 (4)經濟研究經費66,844千元，較上年度減列購置文
    具紙張及房屋建築養護等經費14,794千元。
 (5)歐美研究經費53,420千元，較上年度減列購置文
    具紙張及房屋建築修繕等經費14,688千元。
 (6)中國文哲研究經費51,673千元，較上年度減列資
    料蒐集及儀器設施養護等經費1,893千元。
 (7)台灣史研究經費54,991千元，較上年度增列購置
    研究耗材及國內旅費等經費356千元。
 (8)社會學研究經費60,648千元，較上年度減列儀器
    設施養護及購置圖書期刊等經費3,392千元。
 (9)語言學研究經費53,107千元，較上年度減列資料
    蒐集及購置儀器設備等經費3,515千元。
 (10)政治學研究經費32,573千元，較上年度減列資
    料蒐集及購置圖書期刊等經費3,407千元。
 (11)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經費131,768千元，較上年度
    減列購置文具紙張及圖書期刊等經費14,651千
    元。
 (12)法律學研究經費44,997千元，較上年度減列資
    料蒐集及購置資訊設備等經費2,502千元。
 (13)人文館基本行政工作維持費33,345千元，較上
    年度減列郵電通訊及購置雜項設備等經費2,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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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元。
52024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4 1,930,299 2,116,423 -186,124
5202409001

土地購置1 5,800 - 5,800 院區整併機關用地徵收計畫總經費28,800千元，分2
年辦理，本年度編列第1年經費5,800千元。

5202409002

營建工程2 1,924,499 2,114,773 -190,274 1.本年度預算數之內容與上年度之比較如下：
 (1)院區入口意象改造工程計畫總經費48,000千元，
    分3年辦理，99至100年度已編列40,000千元，本
    年度續編最後1年經費8,000千元，較上年度減列
    16,000千元。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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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度已編列10,000千元，本年
    度續編第2年經費4,500千元，較上年度增列4,50
    0千元。
 (3)環境變遷研究大樓新建工程計畫總經費986,304
    千元，分4年辦理，100年度已編列10,085千元，
    本年度續編第2年經費114,999千元，較上年度增
    列104,914千元。
 (4)學人寄宿舍(2)新建工程計畫總經費569,000千元
    ，分3年辦理，100年度已編列130,000千元，本
    年度續編第2年經費197,000千元，較上年度增列
    67,000千元。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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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年度已編列688,0
    00千元，本年度續編第4年經費708,000千元，較
    上年度增列330,000千元。
 (6)國家生技研究園區計畫總經費27,020,000千元，
    分9年辦理，97至100年度已編列2,401,367千元
    ，本年度續編第5年經費892,000千元，較上年度
    減列529,842千元。
 (7)上年度辦理天文數學館新建工程、第四迴路電力
    工程、核磁共振研究設施新建工程、臨海研究站
    聯外道路修繕工程等預算業已編竣，所列150,84
    6千元如數減列。

5202409011

交通及運輸設備3 - 1,650 -1,650 上年度汰購工作車2輛預算業已編竣，所列1,65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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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