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考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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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47,1963,731,10625,651,14915,246,1201,944,608,461

國務支出1 ---1,190,8491,190,849

行政支出2 --5,929,761-6,336,639

立法支出3 -3,731,106--3,731,106

司法支出4 20,831,168---50,331,687

考試支出5 ----1,594,529

監察支出6 ----2,167,452

民政支出7 --4,707,246-57,242,413

外交支出8 ----25,588,063

財務支出9 ----33,327,885

邊政支出10 ----133,230

僑務支出11 ----1,028,246

國防支出12 ----307,267,865

教育支出13 --1,372,570-237,272,942

科學支出14 --70,02913,732,971101,483,093

文化支出15 --4,835,530322,30027,778,680

農業支出16 ----86,454,798

工業支出17 ----7,656,998

交通支出18 --608,363-132,464,770

其他經濟服務支出19 --3,602,465-46,024,269

社會保險支出20 ----297,031,024

社會救助支出21 --2,372,422-10,989,559

福利服務支出22 943,252---109,374,778

國民就業支出23 ----2,113,067

醫療保健支出24 ----19,440,513

環境保護支出25 ----17,190,169

退休撫卹給付支出26 172,776-60,839-139,726,865

退休撫卹業務支出27 ----213,362

債務付息支出28 ----128,680,619

還本付息事務支出29 ----567,963

專案補助支出30 ----54,444,896

平衡預算補助支出31 ----21,796,750

其他支出32 --2,091,924-5,963,382

第二預備金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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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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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預算案總預算案總預算案總預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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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7,45224,147,719 196,536,111314,516,05925,588,063169,664,167

-- ----

-- ----

-- ----

-- ----

-1,594,529 ----

2,167,452- ----

-- ---38,764,810

-- --25,588,063-

-- 32,053,044---

-- ----

-- ----

-- -307,267,865--

-- ----

-- -3,140,402-509,662

-- ----

-- ---2,238,140

-- ---6,210,717

-- ---7,691,755

-- 893,794---

-215,153 19,624,963--86,602,480

-- ---1,707,105

-28,825 ---14,722,703

-- ----

-- ----

-- -943,342-11,216,795

-22,131,761 -1,348,000--

-177,451 ----

-- 128,680,619---

-- 567,963---

-- 14,715,728---

-- ----

-- -1,816,45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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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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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230117,186,37658,923,09429,672,230200,482,576

國務支出1 -----

行政支出2 -----

立法支出3 -----

司法支出4 ---29,50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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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33,230----

僑務支出11 -----

國防支出12 -----

教育支出13 ----178,097,723

科學支出14 -1,357,71126,724,06676,703-

文化支出15 ----6,272,440

農業支出16 --16,876,022--

工業支出17 --1,446,281--

交通支出18 -111,664,652---

其他經濟服務支出19 -4,164,01313,863,997--

社會保險支出20 -----

社會救助支出21 -----

福利服務支出22 --5,913--

國民就業支出23 -----

醫療保健支出24 ----125,739

環境保護支出25 -----

退休撫卹給付支出26 --6,81540,00015,986,674

退休撫卹業務支出27 -----

債務付息支出28 -----

還本付息事務支出29 -----

專案補助支出30 -----

平衡預算補助支出31 -----

其他支出32 ---55,008-

第二預備金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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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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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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預算案總預算案總預算案總預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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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103,4721,334,790 131,032,781117,329,8543,086,52746,364,700

-- ----

-- ----

-- ----

-- ----

-- ----

-- ----

-- ----

-- ----

-- ----

-- ----

-1,028,246 ----

-- ----

1,116,050306,544 ---1,262,451

-- 349,4703,461,7682,915,75845,102,249

-- ----

-- -67,340,636--

-- ----

-- ----

-- ----

10,559,702- 126,426,958---

730,504- ----

18,681,305- 2,143,28646,527,450--

-- 2,113,067---

-- ----

-- --170,769-

99,980,000- ----

35,911-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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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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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款
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主管

25款
海岸巡防署主
管

24款
文化部主管

23款
環境保護署主
管

22款
衛生署主管

合                         計 1,274,84113,770,35716,345,2064,916,71576,099,095

國務支出1 -----

行政支出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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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70,357---

外交支出8 -----

財務支出9 1,274,841----

邊政支出10 -----

僑務支出11 -----

國防支出12 -----

教育支出13 ----70,270

科學支出14 ---57,4523,984,852

文化支出15 --16,345,206--

農業支出16 -----

工業支出17 -----

交通支出18 -----

其他經濟服務支出19 -----

社會保險支出20 ----52,728,199

社會救助支出21 ----1,000

福利服務支出22 -----

國民就業支出23 -----

醫療保健支出24 ----19,314,774

環境保護支出25 ---4,859,263-

退休撫卹給付支出26 -----

退休撫卹業務支出27 -----

債務付息支出28 -----

還本付息事務支出29 -----

專案補助支出30 -----

平衡預算補助支出31 -----

其他支出32 -----

第二預備金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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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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年度

總預算案總預算案總預算案總預算案

單位：新臺幣千元

30款
第二預備金

29款
災害準備金

27款
省市地方政府

2,000,000186,357,475 8,000,000

-- -

-406,878 -

-- -

-- -

-- -

-- -

-- -

-- -

-- -

-- -

-- -

-- -

-55,047,334 -

-- -

-3,204 -

-- -

-- -

-12,500,000 -

-23,500,000 -

-873,569 -

-6,178,528 -

-26,322,044 -

-- -

-- -

-- -

-- -

-- -

-- -

-- -

-39,729,168 -

-21,796,750 -

2,000,000- -

-- 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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