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考表15

科                目

款 名                稱

各機關歲出政事各機關歲出政事各機關歲出政事各機關歲出政事
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

中華民國

4款
司法院主管

3款
立法院主管

2款
行政院主管

1款
總統府主管

            
            
合        計

合                         計 21,061,3903,739,30649,084,30014,230,7411,938,637,325

國務支出1 ---1,260,1711,260,171

行政支出2 --6,323,769-6,772,108

立法支出3 -3,739,306--3,739,306

司法支出4 19,940,889---49,250,943

考試支出5 ----1,599,304

監察支出6 ----2,145,053

民政支出7 --5,857,609-57,281,759

外交支出8 --241,055-27,901,041

財務支出9 --1,290,955-33,098,114

邊政支出10 ----139,548

僑務支出11 ----1,143,515

國防支出12 ----309,440,879

教育支出13 --1,245,593-235,521,667

科學支出14 --78,99612,647,012100,484,501

文化支出15 --23,282,225323,55827,768,969

農業支出16 ----80,863,137

工業支出17 ----10,752,981

交通支出18 --597,428-123,731,440

其他經濟服務支出19 --5,146,594-52,818,556

社會保險支出20 ----271,380,150

社會救助支出21 --2,349,542-11,236,613

福利服務支出22 925,694---117,561,303

國民就業支出23 --507,941-2,536,995

醫療保健支出24 ----19,288,377

環境保護支出25 ----18,186,352

退休撫卹給付支出27 194,807-70,669-138,274,526

退休撫卹業務支出28 ----231,169

債務付息支出29 ----129,536,037

還本付息事務支出30 ----567,963

專案補助支出31 ----68,162,984

平衡預算補助支出32 ----21,900,000

其他支出33 --2,091,924-6,061,864

第二預備金34 ----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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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科目分析總表別科目分析總表別科目分析總表別科目分析總表
101年度

總預算總預算總預算總預算

單位：新臺幣千元

10款
財政部主管

9款
國防部主管

8款
外交部主管

7款
內政部主管

6款
監察院主管

5款
考試院主管

2,145,05323,305,053 200,871,035317,250,59927,659,986172,010,532

-- ----

-- ----

-- ----

-- ----

-1,599,304 ----

2,145,053- ----

-- ---37,696,682

-- --27,659,986-

-- 31,807,159---

-- ----

-- ----

-- -309,440,879--

-- ----

-- -3,641,074-453,470

-- ----

-- ---1,900,120

-- ---9,352,196

-- ---9,027,115

-- 5,446,109---

-215,254 19,263,637--83,117,319

-- ---1,793,676

-28,825 ---17,452,858

-- ----

-- ----

-- -913,826-11,217,096

-21,268,746 -1,346,000--

-192,924 ----

-- 129,536,037---

-- 567,963---

-- 14,250,130---

-- ----

-- -1,908,8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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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表15

科                目

款 名                稱

各機關歲出政事各機關歲出政事各機關歲出政事各機關歲出政事
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

中華民國

15款
蒙藏委員會主
管

14款
交通部主管

13款
經濟部主管

12款
法務部主管

11款
教育部主管

合                         計 139,548107,062,98259,467,10429,492,731192,582,888

國務支出1 -----

行政支出2 -----

立法支出3 -----

司法支出4 ---29,310,054-

考試支出5 -----

監察支出6 -----

民政支出7 -----

外交支出8 -----

財務支出9 -----

邊政支出10 139,548----

僑務支出11 -----

國防支出12 -----

教育支出13 ----172,400,549

科學支出14 -1,213,63227,143,11281,557-

文化支出15 ----4,158,173

農業支出16 --16,423,062--

工業支出17 --1,400,785--

交通支出18 -101,606,897---

其他經濟服務支出19 -4,242,45314,483,400--

社會保險支出20 -----

社會救助支出21 -----

福利服務支出22 --7,623--

國民就業支出23 -----

醫療保健支出24 ----133,519

環境保護支出25 -----

退休撫卹給付支出27 --9,12240,00015,890,647

退休撫卹業務支出28 -----

債務付息支出29 -----

還本付息事務支出30 -----

專案補助支出31 -----

平衡預算補助支出32 -----

其他支出33 ---61,120-

第二預備金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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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科目分析總表別科目分析總表別科目分析總表別科目分析總表
101年度

總預算總預算總預算總預算

單位：新臺幣千元

21款
勞工委員會主
管

20款
農業委員會主
管

19款
原子能委員會
主管

18款
國家科學委員
會主管

17款
國軍退除役官
兵輔導委員會
主管

16款
僑務委員會主
管

132,615,9801,403,502 89,934,015117,315,3113,132,21845,325,659

-- ----

-- ----

-- ----

-- ----

-- ----

-- ----

-- ----

-- ----

-- ----

-- ----

-1,143,515 ----

-- ----

1,192,791259,987 ---1,152,832

-- 359,5073,627,9062,957,98444,172,827

-- ----

-- -62,539,955--

-- ----

-- ----

-- ----

11,395,250- 85,337,859---

748,540- ----

19,786,619- 2,207,59551,147,450--

-- 2,029,054---

-- ----

-- --174,234-

99,454,535- ----

38,245-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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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表15

科                目

款 名                稱

各機關歲出政事各機關歲出政事各機關歲出政事各機關歲出政事
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

中華民國

27款
災害準備金

25款
省市地方政府

24款
海岸巡防署主
管

23款
環境保護署主
管

22款
衛生署主管

合                         計 2,000,000218,332,73313,727,4685,941,45780,805,734

國務支出1 -----

行政支出2 -448,339---

立法支出3 -----

司法支出4 -----

考試支出5 -----

監察支出6 -----

民政支出7 --13,727,468--

外交支出8 -----

財務支出9 -----

邊政支出10 -----

僑務支出11 -----

國防支出12 -----

教育支出13 -59,191,950--77,965

科學支出14 ---60,2614,047,163

文化支出15 -5,013---

農業支出16 -----

工業支出17 -----

交通支出18 -12,500,000---

其他經濟服務支出19 -23,500,000---

社會保險支出20 -14,526,083--57,524,748

社會救助支出21 -6,343,855--1,000

福利服務支出22 -26,004,639---

國民就業支出23 -----

醫療保健支出24 ----19,154,858

環境保護支出25 ---5,881,196-

退休撫卹給付支出27 -----

退休撫卹業務支出28 -----

債務付息支出29 -----

還本付息事務支出30 -----

專案補助支出31 -53,912,854---

平衡預算補助支出32 -21,900,000---

其他支出33 2,000,000----

第二預備金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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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科目分析總表別科目分析總表別科目分析總表別科目分析總表
101年度

總預算總預算總預算總預算

單位：新臺幣千元

28款
第二預備金

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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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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