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參考表13

科                目

款 名                稱

各機關歲出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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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52,9393,551,19426,015,66017,003,5821,959,658,165

國務支出1 ---1,159,6811,159,681

行政支出2 --4,758,637-5,045,759

立法支出3 -3,551,194--3,551,194

司法支出4 20,453,840---50,349,524

考試支出5 ----1,583,553

監察支出6 ----2,169,331

民政支出7 --5,881,782-60,454,203

外交支出8 ----24,230,858

財務支出9 ----32,832,616

邊政支出10 ----125,406

僑務支出11 ----1,107,892

國防支出12 ----312,330,274

教育支出13 --1,403,400-246,071,401

科學支出14 ---15,539,287107,297,524

文化支出15 --6,355,177304,61432,195,243

農業支出16 ----90,723,292

工業支出17 ----4,508,972

交通支出18 --678,132-125,840,449

其他經濟服務支出19 --2,242,364-49,798,005

社會保險支出20 ----297,240,001

社會救助支出21 --2,718,427-9,280,650

福利服務支出22 985,935---114,590,039

國民就業支出23 ----1,975,899

醫療保健支出24 ----18,548,783

環境保護支出25 ----17,264,588

退休撫卹給付支出26 213,164-107,741-141,653,434

退休撫卹業務支出27 ----199,309

債務付息支出28 ----126,395,900

還本付息事務支出29 ----572,000

專案補助支出30 ----45,463,539

平衡預算補助支出31 ----21,940,500

其他支出32 --1,870,000-5,658,346

第二預備金33 ----7,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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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科目分析總表
104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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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9,33126,425,338 190,768,857319,284,31624,230,85888,392,264

-- ----

-- ----

-- ----

-- ----

-1,583,553 ----

2,169,331- ----

-- ---39,218,343

-- --24,230,858-

-- 31,243,127---

-- ----

-- ----

-- -312,330,274--

-- ----

-- -3,098,643-467,697

-- ----

-- ---2,302,810

-- ---3,068,741

-- ---7,458,266

-- 7,520,475---

-220,469 10,839,493--23,852,427

-- ----

-18,998 ---31,447

-- ----

-- ----

-- -769,599-11,992,533

-24,416,142 -1,343,000--

-186,176 ----

-- 126,395,900---

-- 572,000---

-- 14,197,862---

-- ----

-- -1,742,8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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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表13

科                目

款 名                稱

各機關歲出政事
中央政府

中華民國

15款
勞動部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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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597,161112,702,82755,068,74230,081,317217,943,306

國務支出1 -----

行政支出2 -----

立法支出3 -----

司法支出4 ---29,895,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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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83539,383--

邊政支出10 -----

僑務支出11 -----

國防支出12 -----

教育支出13 ----191,376,132

科學支出14 291,6801,475,86526,457,75475,087-

文化支出15 ----8,518,505

農業支出16 --16,546,819--

工業支出17 --1,440,231--

交通支出18 -105,204,051---

其他經濟服務支出19 -5,960,07610,575,090--

社會保險支出20 117,666,541----

社會救助支出21 -----

福利服務支出22 1,663,041-4,161--

國民就業支出23 1,975,899----

醫療保健支出24 -----

環境保護支出25 -----

退休撫卹給付支出26 --5,30465,00018,048,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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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546-

第二預備金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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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科目分析總表
104年度

總預算案

單位：新臺幣千元

21款
環境保護署主
管

20款
衛生福利部主
管

19款
農業委員會主
管

18款
原子能委員會
主管

17款
僑務委員會主
管

16款
蒙藏委員會主
管

1,402,249125,406 4,411,353175,779,984124,686,9793,020,369

-- ----

-- ----

-- ----

-- ----

-- ----

-- ----

-- ----

-- ----

-- --25,665-

-125,406 ----

1,107,892- ----

-- ----

294,357- -78,266--

-- 67,0834,283,8023,944,5912,862,183

-- ----

-- --71,873,663-

-- ----

-- ----

-- ----

-- -133,266,337--

-- -1,608,286--

-- -17,994,51048,843,060-

-- ----

-- -18,548,783--

-- 4,344,270--158,186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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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表13

科                目

款 名                稱

各機關歲出政事
中央政府

中華民國

26款
國軍退除役官
兵輔導委員會
主管

25款
金融監督管理
委員會主管

24款
科技部主管

23款
海岸巡防署主
管

22款
文化部主管

合                         計 125,965,3871,461,60649,569,70115,354,07817,01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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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54,078-

外交支出8 -----

財務支出9 -1,461,606---

邊政支出10 -----

僑務支出11 -----

國防支出12 -----

教育支出13 1,078,476-835,849--

科學支出14 --48,733,852--

文化支出15 ----17,01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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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79,932----

社會救助支出21 626,572----

福利服務支出22 16,312,860----

國民就業支出23 -----

醫療保健支出24 -----

環境保護支出25 -----

退休撫卹給付支出26 97,454,414----

退休撫卹業務支出27 1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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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年度

總預算案

單位：新臺幣千元

29款
第二預備金

28款
災害準備金

27款
省市地方政府

2,000,000174,481,018 7,500,000

-- -

-287,122 -

-- -

-- -

-- -

-- -

-- -

-- -

-- -

-- -

-- -

-- -

-51,004,921 -

-- -

-4,604 -

-- -

-- -

-12,500,000 -

-23,500,000 -

-914,802 -

-4,327,365 -

-28,736,027 -

-- -

-- -

-- -

-- -

-- -

-- -

-- -

-31,265,677 -

-21,940,500 -

2,000,000- -

-- 7,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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