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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000000

總統府主管1 12,535,954 11,855,534 680,420

0002400000

中央研究院5 12,535,954 11,855,534 680,420

5202400000

科學支出 12,535,954 11,855,534 680,420

5202400100

一般行政1 440,650 482,674 -42,024 1.本年度預算數440,650千元，包括人事費188,260千
   元，業務費213,718千元，設備及投資36,629千元
   ，獎補助費2,043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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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60千元，較上年度核實減列人
    事費96千元。
 (2)基本行政工作維持費104,483千元，較上年度減
    列房屋建築養護及修繕等經費30,655千元。
 (3)資訊技術服務經費101,445千元，較上年度減列
    網路專線租金等596千元。
 (4)場地設施管理經費36,362千元，較上年度減列房
    屋建築修繕等經費10,677千元。
 (5)幼稚園運作維持經費10,100千元，與上年度同。

5202401000

一般學術研究及評議2 2,643,593 2,754,749 -111,156

5202401020

學術審議及研究獎助1 526,596 550,575 -23,979 1.本科目上年度法定預算數573,539千元，配合科目
   調整，移出人事費22,964千元，列入「數理科學研
   究」、「生命科學研究」及「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
   」科目，共計如列數。
2.本年度預算數526,596千元，包括人事費53,899千
   元，業務費242,512千元，設備及投資182,939千元
   ，獎補助費47,246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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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99千元，較上年度增列員工薪俸
    晉級差額等經費9,423千元。
 (2)基本行政工作維持費183,803千元，較上年度減
    列資料印刷及購置資訊設備等經費3,782千元。
 (3)學術發展及交流合作經費161,524千元，較上年
    度增列參加國際組織會費及儀器設備養護等經費
    17,364千元。
 (4)儀器整合管理經費120,670千元，較上年度增列
    機械設備養護費及購置儀器設備等經費40,339千
    元。
 (5)公用儀器設施使用經費5,000千元，較上年度減
    列資訊操作維護及儀器設備養護等經費25,000千
    元。
 (6)新增籌備召開第30次院士會議經費1,700千元。
 (7)上年度召開第29次院士會議預算業已編竣，所列
    64,023千元如數減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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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2401023

主題研究與人才培育2 2,116,997 2,204,174 -87,177 1.本年度預算數2,116,997千元，包括業務費1,493,0
   07千元，設備及投資363,172千元，獎補助費260,8
   18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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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4,134千元，較上年
    度減列購置研究耗材及儀器設備養護等經費72,6
    40千元。 
 (2)跨所（處）新領域之開發及研究環境之改善經費
    1,030,917千元，較上年度增列房屋建築修繕及
    購置儀器設備等經費5,239千元。
 (3)數理科學跨所（處）主題研究計畫經費115,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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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61千元。
 (4)生命科學跨所（處）主題研究計畫經費98,303千
    元，較上年度增列郵電通訊費及儀器設備養護等
    經費4,330千元。
 (5)人文社會科學跨所（處）主題研究計畫經費20,2
    23千元，較上年度增列郵電通訊、購置研究耗材
    及印製資料等經費10,503千元。
 (6)農業生物技術產業化發展方案67,977千元，較上
    年度減列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等48千元。

5202402000

自然及人文社會科學研3 7,329,878 7,293,276 36,602

究
5202402010

數理科學研究1 2,793,416 2,729,921 63,495 1.本科目上年度法定預算數2,720,847千元，配合科
   目調整，由「學術審議及研究獎助」移入人事費9,
   074千元，共計如列數。
2.本年度預算數2,793,416千元，包括人事費739,185
   千元，業務費1,384,572千元，設備及投資615,242
   千元，獎補助費54,417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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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0,725千元，較上年度增列員工薪
    俸晉級差額及退休退職給付等經費26,262千元。
 (2)數學研究經費71,057千元，較上年度增列辦公器
    具養護及購置資訊設備等經費659千元。
 (3)物理研究經費235,135千元，較上年度增列購置
    研究耗材、資訊設備及辦公器具養護等經費8,54
    5千元。
 (4)化學研究經費154,822千元，較上年度增列購置
    研究耗材及資訊設備等經費786千元。
 (5)地球科學研究經費111,453千元，較上年度增列
    資訊操作維護費及購置儀器設備等經費3,125千
    元。
 (6)資訊科學研究經費173,881千元，較上年度減列
    儀器設備養護及購置資訊設備等經費692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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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統計科學研究經費107,834千元，較上年度減列
    購置研究耗材及資訊設備等經費235千元。
 (8)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經費217,934千元，較上年
    度增列房屋建築養護及購置儀器設備等經費2,46
    9千元。
 (9)天文及天文物理科學研究經費395,284千元，較
    上年度減列資料印製及儀器設備養護等經費6,77
    1千元。
 (10)應用科學研究計畫經費158,028千元，較上年度
    增列辦公器具及房屋建築養護等經費808千元。
 (11)環境變遷研究計畫經費100,869千元，較上年度
    減列郵電通訊及資料印製等經費713千元。
 (12)資訊科技創新研究計畫經費306,394千元，較上
    年度增列研究耗材、資料印製及購置圖書期刊
    等經費29,252千元。

5202402020

生命科學研究2 2,788,951 2,850,284 -61,333 1.本科目上年度法定預算數2,847,692千元，配合科
   目調整，由「學術審議及研究獎助」移入人事費2,
   592千元，共計如列數。
2.本年度預算數2,788,951千元，包括人事費688,191
   千元，業務費1,497,916千元，設備及投資499,265
   千元，獎補助費103,579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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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9,636千元，較上年度增列員工薪
    俸晉級差額及退休退職給付等經費14,776千元。
 (2)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經費168,061千元，較上年
    度減列購置機械設備及資訊設備等經費19,727千
    元。
 (3)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經費119,498千元，較上
    年度增列稅捐規費及購置儀器設備等經費8,475
    千元。
 (4)生物化學研究經費175,225千元，較上年度減列
    研究耗材及搬運費等經費743千元。
 (5)生物醫學科學研究經費463,406千元，較上年度
    減列房屋建築修繕費及購置儀器設備等經費29,7
    34千元。
 (6)分子生物研究經費313,480千元，較上年度減列
    購置研究耗材及儀器設備等經費32,381千元。
 (7)農業生物科技研究經費152,328千元，較上年度
    增列參加國際組織會費及購置儀器設備等經費3,
    209千元。
 (8)生命科學圖書館經費71,871千元，較上年度增列
    房屋建築養護費及購置圖書期刊等經費1,667千
    元。
 (9)臨海研究站經費50,247千元，較上年度增列購置
    資訊設備等經費67千元。
 (10)生物多樣性研究計畫經費136,301千元，較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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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增列實驗室搬遷費及購置儀器設備等經費34,
    684千元。
 (11)基因體研究計畫經費382,757千元，較上年度減
    列稅捐規費、購置研究耗材及儀器設備等經費2
    0,030千元。
 (12)南部生物科技計畫經費56,141千元，較上年度
    減列購置研究耗材、資訊設備及雜項設備等經
    費21,596千元。

5202402030

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3 1,747,511 1,713,071 34,440 1.本科目上年度法定預算數1,701,773千元，配合科
   目調整，由「學術審議及研究獎助」移入人事費11
   ,298千元，共計如列數。
2.本年度預算數1,747,511千元，包括人事費731,941
   千元，業務費744,261千元，設備及投資231,273千
   元，獎補助費40,036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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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3,381千元，較上年度增列員工薪
    俸晉級差額及退休退職給付等經費12,411千元。
 (2)史學及考文研究經費185,804千元，較上年度增
    列購置研究耗材及圖書期刊等經費20,289千元。
 (3)民族學研究經費73,729千元，較上年度減列購置
    文具紙張、資料蒐集及房屋建築修繕等經費21,7
    77千元。
 (4)近代史研究及史料蒐集整編經費90,097千元，較
    上年度增列房屋建築養護及購置圖書期刊等經費
    556千元。
 (5)經濟研究經費81,638千元，較上年度減列資料蒐
    集及房屋建築養護等經費771千元。
 (6)歐美研究經費68,108千元，較上年度增列參加國
    內組織會費及購置圖書期刊等經費904千元。
 (7)中國文哲研究經費53,566千元，較上年度增列資
    料蒐集及房屋建築養護等經費718千元。
 (8)台灣史研究經費54,635千元，較上年度增列購置
    研究耗材及圖書期刊等經費6,035千元。
 (9)社會學研究經費64,040千元，較上年度增列購置
    研究耗材及圖書期刊等經費6,525千元。
 (10)語言學研究經費56,622千元，較上年度增列國
    內旅費及購置儀器設備等經費2,389千元。
 (11)政治學研究經費35,980千元，較上年度增列資
    料印刷及購置圖書期刊等經費151千元。
 (12)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經費146,419千元，較上年度
    增列資訊操作維護費及購置圖書期刊等經費884
    千元。
 (13)法律學研究經費47,499千元，較上年度增列資
    料蒐集、購置研究耗材及圖書期刊等經費6,056
    千元。
 (14)人文館基本行政工作維持費35,993千元，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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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增列建築物火災保險費及設施設備養護等
    經費70千元。

52024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4 2,116,423 1,319,425 796,998

5202409002

營建工程1 2,114,773 1,315,546 799,227 1.本年度預算數之內容與上年度之比較如下：
 (1)天文數學館新建工程計畫總經費1,543,396千元
    ，分10年辦理，90至98年度已編列1,443,903千
    元，本年度續編最後1年經費99,493千元，較上
    年度增列99,493千元。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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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度已編列310,00
    0千元，本年度續編第3年經費378,000千元，較
    上年度增列98,000千元。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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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度已編列1,721,038千元，
    本年度續編第4年經費1,421,842千元，較上年度
    增列680,329千元。
 (4)院區入口意象改造工程計畫總經費40,000千元，
    分2年辦理，99年度已編列16,000千元，本年度
    續編最後1年經費24,000千元，較上年度增列8,0
    00千元。
 (5)新增第四迴路電力工程計畫經費12,000千元。
 (6)新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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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編列第1年經費10,
    085千元。
 (7)新增核磁共振研究設施新建工程計畫經費29,493
    千元。
 (8)新增臨海研究站聯外道路修繕工程計畫經費9,86
    0千元。
 (9)新增學人寄宿舍(2)新建工程計畫總經費569,000
    千元，分2年辦理，本年度編列第1年經費130,00
    0千元。
 (10)上年度辦理院區污水下水道工程、溫室新建工
    程、人社中心中庭增建工程、四分溪周邊環境
    改善工程及資創中心進駐數學所大樓裝修工程
    等預算業已編竣，所列278,033千元如數減列。

5202409011

交通及運輸設備2 1,650 3,879 -2,229 1.本年度預算數之內容與上年度之比較如下：
 (1)汰購野外工作車2輛經費1,650千元。
 (2)上年度新購及汰購野外工作車3輛預算業已編竣
    ，所列3,879千元如數減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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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