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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00 年  度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總說明 

壹、前言 

中華民國歷經一個世紀的風雨淬鍊與蛻變，除開創出具臺灣特色

之中華文化外，自由化與民主化過程締造的臺灣經濟及政治奇蹟，更

贏得國際間的肯定與稱頌。回顧過去 2 年，臺灣經濟面臨全球金融海

嘯衝擊呈現衰退，復有莫拉克風災及 H1N1 新流感疫情接踵而至的嚴峻

挑戰，所幸全球景氣在各國同步採取寬鬆政策與空前的救市措施，加

上亞洲新興國家強勁成長帶動下，自去(98)年第 2 季起脫離金融海嘯

陰霾，展現快速復甦趨勢，災後重建方面，在政府與民間齊心協力下，

按部就班陸續進行各項重建工作，已略見成果，H1N1 新流感防疫因處

理得宜，疫情亦獲有效控制。根據瑞士國際管理學院(IMD)於今(99)

年 5 月發布的 2010 年世界競爭力排名，在 58 個受評比國家中，臺灣

排名第 8，較去年大幅進步 15 名，係排名進步最大的國家，在四大類

評比指標中，政府效能與企業效能名次分別為第 6 名及第 3 名，為歷

年來最佳成績，顯示我國雖處於艱難險阻的惡劣環境，政府與民間部

門仍能發揮堅強韌性，履險如夷，克服困境。 

隨金融海嘯遠離，全球景氣快速復甦，今年 1 至 7 月我國按美元

計價出口強勁反彈 47.4％，帶動生產、消費與投資明顯提振。惟歐洲

債信危機及新興國家房地產價格泡沫警訊，使各國政策趨向審慎或緊

縮，加以企業重建庫存接近尾聲，全球經濟成長力道將轉為溫和。根

據環球透視機構(Global Insight)8 月最新預測，今、明(100)兩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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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經濟分別成長 3.7％及 3.4％。全球貿易活絡，加上簽訂海峽兩岸經

濟合作架構協議，可望強化我國經貿樞紐地位及裨益出口持續成長。

內需方面，隨勞動情勢改善，民間消費動能已逐步活絡；民間投資則

受惠於電子產品推陳出新及部分國際大廠資產減重趨勢，加以政府積

極對外招商，投資能量料將維持擴增。整體而言，今年國內經濟隨全

球景氣復甦，以及去年基數較低，預測將大幅成長 8.2％，明年亦可

維持 4.6％中度成長。 

走過百年僅見的金融海嘯與經濟危機，全球經貿版圖進入重整階

段，如能適時調整體質，厚植成長潛能，蓄積能量，並掌握契機，為

推升國家向上發展的重要關鍵因素。為期在國內外景氣穩步復甦之有

利條件與建國一百年奠定之基礎上，繼續發揚臺灣精神與多元價值，

引領國家及人民逐步突破逆境，乘風而上，再造臺灣美麗新願景，行

政團隊仍將秉持「以臺灣為主，對人民有利」與「興經濟、樂生活」

的理念，積極落實「多元策略，振興經濟景氣」、「完善重建工作，強

化治山防洪」、「兩岸和平發展，務實拓展外交」、「啟動大革新，重塑

效能政府」及「多元照顧，鞏固社會安全」等施政重點方向，全力推

動各項有利於國家長遠發展與增進人民福祉的政策，並以貼近民意，

切合民眾需要，讓全民共享施政成果為努力目標。 

為使政府預算具體反映施政理念，並促進資源有效運用，中央政

府賡續實施中程計畫預算作業制度，鑒於國內經濟雖已呈現回溫態

勢，惟部分稅收具遞延性質，對歲入財源挹注有限，且在累積債務餘

額已接近公共債務法所定上限及以前年度歲計賸餘用以彌補 98 年度

歲入大幅短收後，整體歲入財源籌措仍極為困難，本院於今年 4 月核

定中央各主管機關 100 至 103 年度中程歲出概算額度，已責成各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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切實落實零基預算精神，通盤檢討現有施政計畫之優先順序及實施效

益，俾騰出額度容納新興政策需求，與節能減碳相關之水電、油料、

文件紙張及刊物印刷等經費採緊縮原則確實撙節，對於配合當前重大

施政所需經費，應優先在本院核定之歲出概算額度範圍內編列，或採

收支同步考量機制，檢討設法增加收入以作為相對財源。各主管機關

概算於 5 月中旬報院，經本院組成年度計畫及預算審核會議研商，妥

適配置有限預算資源，審慎籌編 100 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案，力求兼

顧財政健全、經濟發展、環境永續及社會公義。 

在整體預算的安排上，對於當前各項施政重點均已優先編列，其

中為賡續公共建設，重振經濟活力，100 年度公共建設計畫編列 1,113

億元，連同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預算案、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

計畫第 3 期特別預算案與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第 2 期特別預

算編列 1,823 億元，特種基金所編計畫型公共建設經費 2,258 億元，

合共 5,194 億元，較 99 年度增加 145 億元，成長 2.9％；推動新興產

業，促進產業創新，100 年度六大新興產業方案經費編列 360 億元(包

括編列於總預算 228 億元、特別預算 20 億元及特種基金 112 億元），

較 99 年度增加 9億元，成長 2.7％；強化治山防洪，建構永續家園，

100年度編列治山防洪相關經費1,040億元(包括編列於總預算180億

元、特別預算 779 億元及特種基金 81 億元)，較 99 年度增加 154 億元，

成長 17.4％；鞏固社會安全，確保安心生活，100 年度社會福利支出

計列 3,469 億元，較 99 年度增加 222 億元，成長 6.8％；投資教育，

厚植人力資源，100 年度中央政府教育經費計列 2,373 億元，較 99 年

度增加 74 億元，成長 3.2％；加強科技研發，提升國家競爭力，100

年度科技發展計畫計列 924 億元，連同國防科技經費 63 億元及附屬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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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預算之研發支出 178 億元，合共 1,165 億元，較 99 年度相同基礎預

算數 1,157 億元，增加 8 億元，成長 0.8％；深耕文化，尊重臺灣多

元價值，100 年度原住民族委員會預算編列 73.7 億元，客家委員會預

算編列 33.2 億元，較 99 年度分別增加 1.2 億元及 6.2 億元，成長 1.7

％及 22.9％；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前，為改善地方財政，因應縣(市)

合併或單獨改制為直轄市，100 年度中央對地方政府一般性及專案補

助款計列 2,374 億元，如連同中央統籌分配稅款與土地增值稅分成影

響增加數，則地方整體財源較 99 年度增加 615 億元。 

現 100 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業已編竣，歲入為 1兆 6,306 億元，

較 99 年度預算數 1兆 5,480 億元，增加 826 億元，成長 5.3％；歲出

1兆 7,896 億元，較 99 年度預算數 1兆 7,150 億元，增加 746 億元，

成長 4.4％，歲入歲出相抵差短為 1,590 億元，較 99 年度 1,670 億元，

減少 80 億元，約減 4.8％。上述歲入歲出差短 1,590 億元，連同債務

還本 660 億元，合共須融資調度財源 2,250 億元，全數以發行公債及

賒借收入予以彌平。 

各項政事別支出以教育科學文化支出編列3,573 億元，占 20.0％，

居首位；社會福利支出編列 3,469 億元，占 19.4％，居第 2位；國防

支出編列 2,872 億元，占 16.0％，居第 3位；經濟發展支出編列 2,259

億元，占 12.6％，居第 4位。如以歲出增列 746 億元分析，其中經濟

發展支出增列 254 億元，主要為增列民航事業作業基金資產作價投資

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對地方政府一般基本設施補助等所致；

社會福利支出增列 222 億元，主要係增列補助地方政府各類社會保險

與福利津貼經費、補助勞工參加保險及一定所得以下民眾全民健康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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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保費差額等經費；一般補助及其他支出增列 100 億元，主要係新增

對地方政府之保障財源補助與平衡預算及繳款專案補助等所致；教育

科學文化支出增列 90 億元，主要為增列發展國際一流大學及頂尖研究

中心計畫與邁向頂尖大學計畫、齊一公私立高中職(學費含五專前三年)

方案等所致。 

為降低政府財政赤字與沉重債務對經濟復甦造成的潛在風險，國

際間開始聚焦於金融風暴過後的新階段財政問題與挑戰，在全球景氣

重燃生機之初，短期間財政刺激方案雖不宜急速退場，惟中長期仍應

追求財政之穩健，方能確保政府施政的永續性。100 年度預算收支經

縝密檢討，妥善規劃，總預算連同特別預算之歲出增加幅度並未超過

歲入成長率，致總預算及特別預算之歲入歲出差短較 99 年度減少 686

億元，歲出總額則適度擴增，以維持國內需求動能。 

根據以上歲出編列結果，依總資源供需估測模型推估，預測 100

年度國民生產毛額(GNP)將達新臺幣 14.3 兆元，折合美金 4,470 億美

元，平均每人 GNP 為 1 萬 9,253 美元，經濟成長率為 4.6％，而國內

物價則維持平穩，消費者物價溫和上升 1.4％。顯示 100 年度總預算

案之編製，確已考量振興經濟與財政穩健之間的平衡，且與國際上針

對當前財經情勢之因應對策所持的論點及主張相符。由於臺灣正站在

建國一百年的歷史轉捩點，為建構國家發展的穩固根基，未來將逐步

調整與改善政府財政體質，期能成為下一個百年前進的重要助力。 

以下再就經濟發展情勢之檢討與展望、總預算案籌編經過及主要

內容、總預算案之重點分析、附屬單位預算之主要內容及預算籌編重

要相關事項等說明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