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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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77,4523,608,54224,969,22615,130,0451,907,567,387

國務支出1 ---1,149,4991,149,499

行政支出2 --5,717,704-6,094,327

立法支出3 -3,608,542--3,608,542

司法支出4 20,308,587---49,466,735

考試支出5 ----1,543,766

監察支出6 ----2,090,156

民政支出7 --4,552,927-56,218,084

外交支出8 ----25,473,533

財務支出9 ----32,112,185

邊政支出10 ----126,642

僑務支出11 ----982,414

國防支出12 ----305,451,147

教育支出13 --1,361,696-233,710,205

科學支出14 --61,55113,667,64899,706,035

文化支出15 --4,600,199312,89826,538,140

農業支出16 ----83,404,843

工業支出17 ----7,404,747

交通支出18 --594,405-124,273,117

其他經濟服務支出19 --3,563,235-45,579,033

社會保險支出20 ----296,929,981

社會救助支出21 --2,364,746-10,955,949

福利服務支出22 896,089---109,074,705

國民就業支出23 ----2,044,955

醫療保健支出24 ----19,034,849

環境保護支出25 ----16,379,037

退休撫卹給付支出26 172,776-60,839-132,953,223

退休撫卹業務支出27 ----210,072

債務付息支出28 ----128,664,244

還本付息事務支出29 ----567,963

專案補助支出30 ----50,559,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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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0,0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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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0,15624,093,668 191,935,624312,694,31025,473,533167,566,142

-- ----

-- ----

-- ----

-- ----

-1,543,766 ----

2,090,156- ----

-- ---38,196,427

-- --25,473,533-

-- 30,859,440---

-- ----

-- ----

-- -305,451,147--

-- ----

-- -3,140,380-486,575

-- ----

-- ---2,142,325

-- ---6,005,614

-- ---7,158,450

-- 853,286---

-215,153 19,624,963--86,599,310

-- ---1,684,010

-28,825 ---14,678,280

-- ----

-- ----

-- -938,333-10,615,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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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163 ----

-- 128,664,244---

-- 567,963---

-- 11,365,728---

-- ----

-- -1,816,45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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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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642109,428,36256,297,17129,329,859197,692,151

國務支出1 -----

行政支出2 -----

立法支出3 -----

司法支出4 ---29,158,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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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26,642----

僑務支出11 -----

國防支出12 -----

教育支出13 ----175,794,750

科學支出14 -1,308,04525,594,14876,703-

文化支出15 ----6,037,790

農業支出16 --15,729,307--

工業支出17 --1,399,133--

交通支出18 -104,020,262---

其他經濟服務支出19 -4,100,05513,562,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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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156

環境保護支出25 -----

退休撫卹給付支出26 --6,21340,00015,736,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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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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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345,6611,282,147 130,929,081115,416,3222,998,33346,119,505

-- ----

-- ----

-- ----

-- ----

-- ----

-- ----

-- ----

-- ----

-- ----

-- ----

-982,414 ----

-- ----

1,112,260299,733 ---1,233,646

-- 344,4103,355,6612,833,31644,885,859

-- ----

-- -65,533,211--

-- ----

-- ----

-- ----

10,509,702- 126,426,558---

727,665- ----

18,502,946- 2,113,15846,527,450--

-- 2,044,955---

-- ----

-- --165,017-

93,457,179- ----

35,909-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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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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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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2,74513,468,73015,584,3384,713,60275,562,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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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68,730---

外交支出8 -----

財務支出9 1,252,745----

邊政支出10 -----

僑務支出11 -----

國防支出12 -----

教育支出13 ----70,170

科學支出14 ---53,0663,898,673

文化支出15 --15,584,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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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68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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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11,693

環境保護支出25 ---4,660,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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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預算總預算總預算總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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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0184,581,778 7,500,000

-- -

-376,623 -

-- -

-- -

-- -

-- -

-- -

-- -

-- -

-- -

-- -

-- -

-53,837,950 -

-- -

-2,915 -

-- -

-- -

-12,500,000 -

-23,500,000 -

-873,569 -

-6,178,528 -

-26,322,044 -

-- -

-- -

-- -

-- -

-- -

-- -

-- -

-39,193,399 -

-21,796,750 -

2,000,000- -

-- 7,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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