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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06 年  度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案 總 說 明 

壹、前言 

今(105)年 5 月 20 日，我國在民主機制下完成第三次政黨輪替，

面對日益升高的國內外挑戰，全國民眾對於新內閣的施政具有高度的

期望，希望政府能夠儘速推動各項政策，帶領國家走出經濟停滯的困

境。為建構嶄新的治理模式與施政目標，本院依據總統的施政藍圖，

以「創新」、「就業」與「分配」為核心價值，引導臺灣新的經濟方向

與發展模式，以突破形勢的侷限與競爭的壓力，並在有限的資源下，

發揮政策的最大效益。 

今年以來，全球經濟仍延續近年低緩成長態勢，歐元區、日本與

中國大陸等主要經濟體雖已採行寬鬆貨幣或財政激勵政策，惟整體復

甦步調仍緩。根據 IHS 環球透視(IHS Global Insight)8 月預測，明

(106)年全球經濟成長 2.8％，雖略優於今年之 2.4％，惟已連續 6 年

低於 3％。此外，主要國家未來貨幣及利率政策對金融市場之影響，

以及英國公投決定退出歐盟後續效應等不確定性，均增添全球景氣風

險。 

展望未來，隨著世界經濟及貿易逐漸回溫，短期內雖有利於我國

出口動能提升，惟全球行動裝置需求成長減速，以及中國大陸供應鏈

在地化之排擠壓力，仍將干擾我國長期出口前景。在內需方面，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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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因就業及薪資增幅平緩，成長相對有限，惟半導體業者將持續擴

充高階產能，加以政府積極推動各項創新產業計畫，均有助於帶動民

間投資，整體而言，明年國內經濟可望較今年略為回升。 

過去幾年我國面臨經濟成長動能趨緩、青年高失業率、貧富差距、

工作機會外移及薪資成長停滯等問題，加上少子女化、高齡化等危機，

新的內閣團隊將跳脫舊思維，分別從經濟、社會等不同面向來解決現

階段所面臨的問題，並依「加速產業體質升級，創新驅動新經濟」、「健

全社會安定網絡，實踐公義新社會」、「提升公共建設品質，永續發展

新環境」、「強化政府管理效能，區域均衡新活力」、「厚植教育文化內

涵，多元族群新平等」、「鞏固國家安全力量，國際兩岸新空間」等六

大施政方向，落實團隊合作，務實解決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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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實現自由民主、公平正義、繁

榮永續的美好願景。 

為使政府預算具體反映施政理念，並提高資源運用效益，本院於

今年 4 月核定 106 至 109 年度各主管機關中程歲出概算額度時，已責

成各機關加強開源節流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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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整合運用各類預算資源，且就

所獲 106 年度之基本運作需求(扣除人事費)、公共建設及科技發展計

畫額度，檢討調減至少 10％舊有經費，用以安排新興施政所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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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新政府上任後，為使總統政見及新政府創新、就業、分配施政理念

具體反映在預算上，本院函訂「106 年度預算(含附屬單位預算)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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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編當前施政重點作業說明」，要求各機關對一般經常性支出本緊縮及

節約原則確實檢討撙節，並加入新觀念新作為，以最少的經費達成相

同施政目標為原則，依施政優先順序在原核定歲出概算額度內重新檢

討資源配置。嗣經各主管機關 6 月中旬檢討修正概算報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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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歲出規模

增加幅度不超過歲入成長率、歲入歲出差短不高於上年度、債務成長

率不超過前三年度名目國內生產毛額(GDP)平均成長率等原則下，審慎

籌編 106 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以期在兼顧財政健全下，積極達成

產業轉型升級與完善社會照顧等施政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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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加速產業體質升級，創新驅動新經濟，106 年度創新產業計畫編列

462 億元；提升公共建設品質，區域均衡新活力，106 年度總預算編列

公共建設計畫經費 1,869 億元，較 105 年度增加 57億元，約增 3.1％，

如加計流域綜合治理計畫特別預算 106 年度編列數 157 億元，106 年度

規模可達 2,026 億元，較 105 年度相同基礎增加 73億元，約增 3.7％；

改革教育品質，培育優質人才，106 年度中央政府教育經費編列 2,853

億元，較 105 年度增加 180 億元，約增 6.7％；加速科技創新，創造

產業附加價值，106 年度科技發展計畫編列 1,062 億元，較 105 年度

增加 41 億元，約增 4％，連同國防科技經費 77億元、營業與非營業特

種基金編列之研發支出 194 億元，合共 1,333 億元，較 105 年度相同

基礎增加 55億元，約增 4.2％；厚植文化內涵，多元族群新平等，106

年度文化支出編列 314 億元，較 105 年度增加 26 億元，約增 8.8％，

原住民族委員會預算編列 78.2 億元，較 105 年度增加 2.2 億元，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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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客家委員會預算編列 28.1 億元，較 105 年度增加 2.6 億元，

約增 10.2％；擴大社區照顧，提升長照品質，106 年度長期照顧服

務經費編列 138 億元，連同非營業特種基金編列 65 億元，合共 178

億元(扣除總預算對長照服務發展基金之撥充 25 億元)，較 105 年度

增加 111 億元，約增 167％；強化食安管理，維護民眾健康，106 年

度食安經費編列 36.5 億元，較 105 年度增加 6.5 億元，約增 21.9％，

連同非營業特種基金編列 3 億元，合共 39.5 億元，較 105 年度增加

7.2 億元，約增 22.4％。 

現 106 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業已編竣，歲入 1 兆 8,457 億元，

較 105 年度預算數 1 兆 8,224 億元，增加 233 億元，約增 1.3％；歲

出 1 兆 9,980 億元，較 105 年度預算數 1 兆 9,760 億元，增加 220 億

元，約增 1.1％。上述歲入、歲出相抵差短為 1,523 億元，連同債務

還本 740 億元，合共須融資調度財源 2,263 億元，全數以舉借債務(占

歲出 11.3％)予以彌平。 

106 年度預算收支經縝密檢討，妥善規劃，其中歲出適度擴增1.1％，

未超過歲入成長率 1.3％，並優先用於推動創新產業、教育及長期照

顧服務等當前施政重點，歲入歲出差短 1,523 億元，較 105 年度減

少 13 億元。舉借債務占歲出比率為 11.3％，低於公共債務法規定之

上限 15％，亦較 105 年度減少 0.2 個百分點。在債務餘額方面，106

年度累計債務未償餘額增幅 2.79％，未超過前三年度 GDP 平均成長

率 3.68％，其占前三年度 GDP 平均數之比率為 33.9％，較 105 年度

減少 0.2 個百分點，顯示政府積極維護財政紀律之決心。 

各項政事別支出以社會福利支出編列 4,773 億元，占 23.9％，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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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位；教育科學文化支出編列 4,154 億元，占 20.8％，居第 2位；國

防支出編列3,102億元，占15.5％，居第3位；經濟發展支出編列2,678

億元，占 13.4％，居第 4位。如以歲出增列 220 億元分析，其中教育

科學文化支出增加 275 億元，主要係增列教育經費及創新產業計畫等

經費；社會福利支出增加 167 億元，主要係增列長照十年計畫 2.0 及

撥充長照服務發展基金、政府應負擔全民健康保險費法定下限差額、

補助勞工參加勞工保險及就業保險經費等；債務支出減列 109 億元，

主要係減列國債付息經費(參酌近年債息費用決算數及市場利率趨勢

編列)；退休撫卹支出減列 67 億元，主要係減列退除役官兵退休給付

(實際退伍人數減少及以前年度優惠存款利息補貼積欠款已全數補

足)。 

根據以上歲出編列結果，依總資源供需估測模型推估，預測 106

年度 GDP 將達新臺幣 17.3 兆元，折合美金 5,511 億美元，平均每人

GDP 為 2萬 3,395 美元，經濟成長率為 1.9％，而國內物價則維持穩定，

消費者物價溫和上漲 0.8％，顯示 106 年度總預算案之編製，已儘力

謀求經濟發展與財政穩健之平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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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