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經資門併計
科
款 項 目 節

中華民國 106 年度
目
名稱及編號

單位：新臺幣千元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

321,693,394 320,084,777

1,608,617

說

明

0014000000

國防部主管

9

0014010000

國防部

1

1,605,658

1,402,031

203,627

866,425

875,200

-8,775

679,057

704,820

4814010000

國防支出
4814010100

1

一般行政

-25,763 本年度預算數之內容與上年度之比較如下：
1.人員維持費268,279千元，較上年度核實
減列人事費4,013千元。
2.基本行政工作維持費410,778千元，較上
年度減列水電費、支援勤務及維護管理等
經費21,750千元。

4814011000

2

國防政策規劃與督導

187,368

170,380

16,988 本年度預算數之內容與上年度之比較如下：
1.戰略規劃及國防評估作業費68,121千元，
較上年度減列一般武器先期選擇與採購準
備等經費2,338千元。
2.國防資源管理作業費78,133千元，較上年
度增列航太展等經費22,166千元。
3.法務及督考作業費41,114千元，較上年度
減列行政作業費等2,840千元。

5214010000

科學支出

739,233

526,831

539,233

439,646

212,402

5214011000

3

一般科學研究

99,587 本年度預算數之內容如下：
1.軍品研發經費49,500千元。
2.國防專技計畫總經費929,979千元，104-1
06年執行，以前年度已編列687,313千元
，本年度編列242,666千元。
3.擎揚專案計畫總經費959,520千元，106-1
09年執行，本年度編列247,067千元。

5214012000

4

科技專案

200,000

87,185

112,815 本年度預算數之內容如下：
1.軍民通用之高功率模組產業及應用生根計
畫總經費433,320千元，104-107年執行，
以前年度已編列190,623千元，本年度編
列112,000千元。
2.航太級大型化積層製造技術開發與驗證計
畫總經費360,000千元，106-109年執行，
本年度編列88,000千元。

0014020000

2

國防部所屬

320,087,736 318,682,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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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4,990 本年度預算數320,087,736千元，其中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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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經資門併計
科
款 項 目 節

中華民國 106 年度
目
名稱及編號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單位：新臺幣千元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

說

明

部分編列300,462,110千元，另機密部分編
列19,625,626千元，其內容詳機密冊。
4814020000

國防支出

309,348,440 308,929,683

418,757

4814020100

1

軍事行政

3,610,095

3,422,670

187,425 1.本年度預算數各單位編列情形如下：
(1)陸軍司令部936,987千元。
(2)海軍司令部390,321千元。
(3)空軍司令部441,539千元。
(4)後備指揮部264,537千元。
(5)憲兵指揮部77,862千元。
(6)政治作戰局368,591千元。
(7)軍備局83,219千元。
(8)主計局131,713千元。
(9)軍醫局479,274千元。
(10)國防大學28,408千元。
(11)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4,736千元。
(12)參謀本部211,351千元。
(13)防空飛彈指揮部47,745千元。
(14)軍事情報局30,652千元。
(15)電訊發展室80,748千元。
(16)資電作戰指揮部23,411千元。
(17)院檢單位9,001千元。
2.本年度預算數之內容與上年度之比較如下
：
(1)人事行政經費358,072千元，較上年度
增列人才招募等經費21,575千元。
(2)情報及測量作業經費257,843千元，較
上年度減列軍圖製作等經費9,360千元
。
(3)軍法及法制作業經費20,996千元，較
上年度減列刑事案件補償等經費2,333
千元。
(4)採購及外購軍品作業費經費199,943千
元，較上年度增列軍備交流合作會議等
經費14,306千元。
(5)史政作業經費10,005千元，較上年度
減列軍史展館維護等經費2,691千元。
(6)計畫管理作業經費10,116千元，較上
年度減列建案管理作業等經費532千元
。
(7)效益評估作業經費1,744千元，與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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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經資門併計
科
款 項 目 節

中華民國 106 年度
目
名稱及編號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單位：新臺幣千元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

說

明

度同。
(8)官兵權益保障作業經費5,548千元，與
上年度同。
(9)研考作業經費2,216千元，與上年度同
。
(10)主計作業經費52,679千元，與上年度
同。
(11)行政事務經費1,400,568千元，較上
年度增列新編成單位業務費8,000千元
。
(12)其他作業經費84,959千元，與上年度
同。
(13)國會連絡作業經費2,880千元，較上
年度減列國會行政等經費50千元。
(14)案管作業經費38,287千元，較上年度
增列公文系統提升等經費6,913千元。
(15)督察作業經費37,353千元，較上年度
減列各項督導工作等經費1,282千元。
(16)政戰綜合作業經費525,677千元，較
上年度增列國軍形象影片製作等經費14
,925千元。
(17)軍事醫療作業經費502,843千元，較
上年度增列軍陣醫療大樓設施維護等經
費89,980千元。
(18)軍眷服務經費98,366千元，較上年度
增列眷舍整修工程等經費47,974千元。
4814020200

2

情報行政

869,728

858,622

11,106 本年度預算數之內容與上年度之比較如下：
1.行政管理經費748,793千元，較上年度增
列特勤人員人事費等20,558千元。
2.情報教育訓練經費43,715千元，較上年度
減列中階情報幹部訓練班等經費1,492千
元。
3.情報建築及設備經費77,220千元，較上年
度減列第14任總統、副總統警備車輛購置
等經費7,960千元。

4814021200

3

教育訓練業務

7,215,165

6,201,157

1,014,008 1.本年度預算數各單位編列情形如下：
(1)陸軍司令部1,301,781千元。
(2)海軍司令部419,836千元。
(3)空軍司令部3,140,366千元。
(4)後備指揮部577,793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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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經資門併計
科
款 項 目 節

中華民國 106 年度
目
名稱及編號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單位：新臺幣千元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

說

明

(5)憲兵指揮部57,781千元。
(6)政治作戰局7,310千元。
(7)軍備局13,628千元。
(8)主計局31,200千元。
(9)軍醫局59,462千元。
(10)國防大學280,595千元。
(11)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61,689千元。
(12)參謀本部1,201,024千元。
(13)防空飛彈指揮部41,838千元。
(14)軍事情報局8,023千元。
(15)電訊發展室4,025千元。
(16)資電作戰指揮部8,396千元。
(17)院檢單位418千元。
2.本年度預算數之內容與上年度之比較如下
：
(1)軍事書籍編印經費18,134千元，較上
年度減列國防雜誌出版等經費2,015千
元。
(2)教育行政經費1,661,348千元，較上年
度增列教學設備（施）維護等經費155,
969千元。
(3)動員整備經費359,205千元，與上年度
同。
(4)部隊特別補助經費289,682千元，與上
年度同。
(5)作戰綜合作業經費840,350千元，較上
年度增列後備軍人召集訓練等經費36,9
08千元。
(6)訓練綜合作業經費4,046,446千元，較
上年度增列訓場整建及維護等經費823,
146千元。
4814021400

4

後勤及通資業務

65,912,632

58,589,316

7,323,316 1.本年度預算數各單位編列情形如下：
(1)陸軍司令部20,956,314千元。
(2)海軍司令部17,254,877千元。
(3)空軍司令部22,860,046千元。
(4)後備指揮部211,859千元。
(5)憲兵指揮部311,248千元。
(6)政治作戰局76,898千元。
(7)軍備局218,279千元。
(8)主計局29,097千元。
(9)軍醫局321,036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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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經資門併計
科
款 項 目 節

中華民國 106 年度
目
名稱及編號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單位：新臺幣千元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

說

明

(10)國防大學149,158千元。
(11)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33,783千元。
(12)參謀本部453,615千元。
(13)防空飛彈指揮部2,209,209千元。
(14)軍事情報局72,057千元。
(15)電訊發展室70,527千元。
(16)資電作戰指揮部668,185千元。
(17)院檢單位16,444千元。
2.本年度預算數之內容與上年度之比較如下
：
(1)一般彈藥購製與維護經費3,268,748千
元，較上年度減列彈藥採購等經費120,
245千元。
(2)運輸作業經費542,610千元，與上年度
同。
(3)後勤綜合勤務經費562,673千元，較上
年度減列後勤整備綜合業務等經費31,0
22千元。
(4)設施修繕維護與管理經費2,089,674千
元，較上年度增列各項生活設施改善等
經費321,596千元。
(5)營產管理經費243,194千元，較上年度
增列職務官舍整修工程等經費95,522千
元。
(6)水電供應經費3,004,243千元，與上年
度同。
(7)一般作戰設施經費183,150千元，與上
年度同。
(8)通信電子與資訊管理經費2,136,489千
元，較上年度增列迅安系統維護等經費
696,851千元。
(9)電腦兵棋作業經費58,723千元，較上
年度增列電腦兵棋系統設備汰換經費1,
807千元。
(10)軍事單位裝備零附件購製及保修經費
44,124,089千元，較上年度增列各項裝
備零附件採購等經費6,537,135千元。
(11)後勤補給支援經費9,699,039千元，
較上年度減列油料採購等經費178,328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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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經資門併計
科
款 項 目 節

中華民國 106 年度
目
名稱及編號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

單位：新臺幣千元
說

明

4814021500

5

一般裝備

69,389,734

78,480,133 -9,090,399 1.本年度預算數各單位編列情形如下：
(1)陸軍司令部13,384,701千元。
(2)海軍司令部12,741,540千元。
(3)空軍司令部16,209,474千元。
(4)後備指揮部14,539千元。
(5)憲兵指揮部14,800千元。
(6)政治作戰局55,943千元。
(7)軍備局42,633千元。
(8)主計局24千元。
(9)軍醫局975千元。
(10)國防大學292千元。
(11)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132千元。
(12)參謀本部85千元。
(13)防空飛彈指揮部26,916,752千元。
(14)軍事情報局5,573千元。
(15)電訊發展室859千元。
(16)資電作戰指揮部1,412千元。
2.本年度預算數之內容如下：
(1)一般武器及戰備支援裝備購製經費67,
923,124千元，包括：
<1>國軍重要指揮所防護裝備整備計畫
總經費621,527千元，101-107年執行
，以前年度已編列340,542千元，本
年度編列158,581千元。
<2>國軍重型消毒裝備整備計畫總經費5
25,801千元，104-106年執行，以前
年度已編列479,275千元，本年度編
列46,526千元。
<3>國軍通用化學防護效期軍品整備計
畫總經費33,075千元，103-106年執
行，以前年度已編列26,404千元，本
年度編列6,671千元。
<4>國軍生物偵檢裝備整備計畫總經費3
27,120千元，101-107年執行，以前
年度已編列215,980千元，本年度編
列58,000千元。
<5>裝步戰鬥車計畫總經費58,155,726
千元，95-110年執行，以前年度已編
列28,886,378千元，本年度編列157,
170千元。
<6>偵防車汰換計畫總經費41,462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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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經資門併計
科
款 項 目 節

中華民國 106 年度
目
名稱及編號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單位：新臺幣千元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

說

明

，104-108年執行，以前年度已編列1
4,346千元，本年度編列10,929千元
。
<7>國軍防護面具計畫總經費916,673千
元，105-113年執行，以前年度已編
列63,898千元，本年度編列127,061
千元。
<8>國軍化生放核威脅預測與防護預警
系統計畫總經費370,910千元，106-1
07年執行，本年度編列86,825千元。
<9>國軍消防車籌購計畫總經費946,956
千元，106-108年執行，本年度編列1
00,740千元。
<10>國軍輕型消毒器計畫總經費448,32
7千元，106-109年執行，本年度編列
119,964千元。
<11>叉動車缺裝補充暨逾齡汰換籌購計
畫總經費46,685千元，106-107年執
行，本年度編列13,880千元。
<12>陸軍司令部新型攻擊直升機計畫總
經費57,281,988千元，97-106年執行
，以前年度已編列57,279,528千元，
本年度編列2,460千元。
<13>陸軍司令部新型通用直升機計畫總
經費84,201,964千元，97-109年執行
，以前年度已編列49,987,669千元，
本年度編列10,408,283千元。
<14>陸軍司令部生物偵檢車計畫總經費
785,000千元，104-106年執行，以前
年度已編列185,000千元，本年度編
列600,000千元。
<15>海軍司令部籌獲美派里級巡防艦計
畫總經費5,557,022千元，103-107年
執行，以前年度已編列3,062,511千
元，本年度編列2,378,318千元。
<16>海軍司令部AAV7兩棲突擊車缺裝補
充計畫總經費5,274,439千元，104-1
08年執行，以前年度已編列1,066,68
8千元，本年度編列1,384,210千元。
<17>海軍司令部各式靶機具採購計畫總
經費177,235千元，104-108年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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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經資門併計
科
款 項 目 節

中華民國 106 年度
目
名稱及編號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單位：新臺幣千元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

說

明

以前年度已編列81,411千元，本年度
編列31,167千元。
<18>海軍司令部籌獲獵雷艦第二階段計
畫總經費35,833,943千元，102-114
年執行，以前年度已編列3,521,514
千元，本年度編列3,881,363千元。
<19>空軍司令部P-3C長程定翼反潛機計
畫總經費48,648,482千元，96-107年
執行，以前年度已編列42,548,845千
元，本年度編列3,192,791千元。
<20>空軍司令部F-16A/B型戰機性能提
升計畫總經費109,804,336千元，101
-112年執行，以前年度已編列80,693
,276千元，本年度編列6,955,000千
元。
<21>空軍司令部後續IDF戰機性能提升
計畫總經費16,725,585千元，103-10
7年執行，以前年度已編列10,936,57
0千元，本年度編列5,163,499千元。
<22>政治作戰局偵防器材汰換計畫總經
費26,925千元，102-106年執行，以
前年度已編列22,246千元，本年度編
列4,679千元。
<23>防空飛彈指揮部愛二性能提升及採
購愛三計畫總經費178,681,789千元
，96-110年執行，以前年度已編列13
0,256,006千元，本年度編列17,428,
485千元。
<24>防空飛彈指揮部陸基防空飛彈系統
計畫總經費74,822,686千元，104-11
3年執行，以前年度已編列8,228,202
千元，本年度編列9,439,821千元。
<25>陸軍司令部沐浴機籌購計畫總經費
47,046千元，105-108年執行，以前
年度已編列7,826千元，本年度編列1
3,070千元。
<26>陸軍司令部陸航機隊維保能量整合
計畫總經費2,272,750千元，105-109
年執行，以前年度已編列95,910千元
，本年度編列609,147千元。
<27>陸軍司令部國軍地面部隊C4ISR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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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先導生產階段計畫總經費2,380,5
00千元，105-110年執行，以前年度
已編列46,223千元，本年度編列373,
876千元。
<28>海軍司令部汰換廠務機具裝備及設
施計畫總經費221,646千元，105-107
年執行，以前年度已編列14,046千元
，本年度編列123,600千元。
<29>海軍司令部淨水車計畫總經費32,1
30千元，105-106年執行，以前年度
已編列16,065千元，本年度編列16,0
65千元。
<30>海軍司令部潛艦國造第一階段合約
設計計畫總經費2,991,728千元，105
-108年執行，以前年度已編列508,88
0千元，本年度編列796,289千元。
<31>空軍司令部自動清洗站計畫總經費
49,304千元，105-106年執行，以前
年度已編列15,178千元，本年度編列
34,126千元。
<32>空軍司令部防空飛彈動態包線顯示
系統及射頻模擬器提升籌建計畫總經
費45,300千元，105-106年執行，以
前年度已編列19,400千元，本年度編
列25,900千元。
<33>憲兵指揮部憲兵勤務車輛計畫總經
費48,798千元，105-108年執行，以
前年度已編列10,476千元，本年度編
列14,760千元。
<34>陸軍司令部傾卸車計畫總經費740,
612千元，106-109年執行，本年度編
列128,802千元。
<35>陸軍司令部新型砲兵測地計算機計
畫經費12,178千元。
<36>海軍司令部人攜式短程防空飛彈計
畫總經費6,095,270千元，106-109年
執行，本年度編列1,396,919千元。
<37>海軍司令部快速布雷艇計畫總經費
915,832千元，106-110年執行，本年
度編列33,820千元。
<38>海軍司令部浮塢新建計畫總經費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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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6千元，106-109年執行，本年度
編列3,858千元。
<39>海軍司令部高效能艦艇後續量產（
第一批）計畫總經費14,427,763千元
，106-114年執行，本年度編列51,00
0千元。
<40>海軍司令部野戰炊膳車計畫經費42
,289千元。
<41>海軍司令部新一代飛彈巡防艦-第
一階段合約設計計畫總經費49,050千
元，106-107年執行，本年度編列24,
525千元。
<42>海軍司令部新購BLOCK1B方陣快砲
計畫總經費10,123,232千元，106-11
4年執行，本年度編列338,913千元。
<43>海軍司令部機動飛彈車計畫總經費
13,676,667千元，106-112年執行，
本年度編列191,266千元。
<44>海軍司令部籌獲新型兩棲船塢運輸
艦-第二階段原型艦籌建計畫總經費6
,291,073千元，106-110年執行，本
年度編列1,325,520千元。
<45>空軍司令部新式高級教訓機計畫總
經費68,604,869千元，106-117年執
行，本年度編列549,095千元。
<46>空軍司令部空對面戰術研發-干擾
效益戰裁分析系統籌建計畫總經費45
,100千元，106-108年執行，本年度
編列19,100千元。
<47>軍備局輪型迫砲車研製計畫總經費
108,850千元，106-108年執行，本年
度編列42,583千元。
(2)政戰裝備經費64,658千元，包括：
<1>國軍政教視聽器材計畫總經費156,8
55千元，105-108年執行，以前年度
已編列67,085千元，本年度編列25,6
35千元。
<2>政治作戰局特種車輛暨周邊設備汰
換計畫總經費39,127千元，105-107
年執行，以前年度已編列6,223千元
，本年度編列19,044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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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治作戰局心戰訊息攜行偵蒐衛星
系統整備計畫總經費45,795千元，10
6-107年執行，本年度編列19,979千
元。
(3)採購及外購軍品作業經費210,794千元
。
(4)偵測暨測量製圖裝備經費118,665千元
，包括：
<1>海軍司令部高速數值預報模式運算
系統計畫總經費100,021千元，105-1
06年執行，以前年度已編列12,000千
元，本年度編列88,021千元。
<2>空軍司令部馬公氣象雷達重置計畫
經費30,644千元。
(5)訓練模擬儀器經費491,158千元，包括
：
<1>海軍司令部海練一號戰術教練儀訓
能提升計畫總經費200,000千元，104
-106年執行，以前年度已編列120,00
0千元，本年度編列80,000千元。
<2>海軍司令部海練四號教練儀性能提
升計畫總經費300,000千元，104-107
年執行，以前年度已編列136,947千
元，本年度編列90,755千元。
<3>空軍司令部新型天兵雷達訓練模擬
器計畫總經費318,394千元，104-106
年執行，以前年度已編列166,463千
元，本年度編列151,931千元。
<4>陸軍司令部實兵模擬接戰系統計畫
總經費968,878千元，106-108年執行
，本年度編列158,722千元。
<5>陸軍司令部直升機作戰訓練系統（H
TTS）計畫總經費740,412千元，106110年執行，本年度編列9,750千元。
(6)一般通電裝備經費561,970千元，包括
：
<1>海軍司令部重要指管單位暨雷達站
電子防護計畫總經費281,978千元，1
03-107年執行，以前年度已編列214,
058千元，本年度編列53,897千元。
<2>陸軍司令部手持式無線電機缺裝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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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計畫總經費48,942千元，105-108
年執行，以前年度已編列7,992千元
，本年度編列9,879千元。
<3>海軍司令部陸戰隊整合通信系統計
畫總經費116,000千元，105-107年執
行，以前年度已編列17,400千元，本
年度編列46,400千元。
<4>海軍司令部基地通信遙控系統提升
計畫總經費448,654千元，105-108年
執行，以前年度已編列28,000千元，
本年度編列106,563千元。
<5>陸軍司令部陸航基地塔臺（通信）
換裝計畫總經費423,084千元，106-1
08年執行，本年度編列99,735千元。
<6>陸軍司令部網傳作業設備汰換計畫
總經費296,481千元，106-108年執行
，本年度編列82,968千元。
<7>海軍司令部遠程機動雷達車組建置
計畫總經費457,514千元，106-110年
執行，本年度編列46,034千元。
<8>海軍司令部艦艇導航雷達換裝計畫
總經費289,150千元，106-108年執行
，本年度編列72,634千元。
<9>海軍司令部通資傳輸基礎設施建置
計畫總經費48,860千元，106-111年
執行，本年度編列43,860千元。
(7)一般武器先期選擇與採購準備經費19,
365千元。
4814021900

6

軍事人員

144,733,729 142,438,412

2,295,317 1.本年度預算數各單位編列情形如下：
(1)陸軍司令部6,089,371千元。
(2)海軍司令部1,855,331千元。
(3)空軍司令部1,152,063千元。
(4)後備指揮部9,942,335千元。
(5)憲兵指揮部57,148千元。
(6)政治作戰局6,782千元。
(7)軍備局869,603千元。
(8)主計局124,046,448千元。
(9)軍醫局121,954千元。
(10)國防大學21,630千元。
(11)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9,737千元。
(12)參謀本部364,612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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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防空飛彈指揮部37,600千元。
(14)軍事情報局30,002千元。
(15)電訊發展室113,336千元。
(16)資電作戰指揮部15,057千元。
(17)院檢單位720千元。
2.本年度預算數之內容與上年度之比較如下
：
(1)薪餉56,016,681千元，較上年度減列7
90,464千元。
(2)各項加給66,503,872千元，較上年度
增列2,034,222千元。
(3)主副食與口糧5,286,783千元，較上年
度增列170,988千元。
(4)各類人員保險及作業10,178,826千元
，較上年度增列702,560千元。
(5)各類人員退撫儲金補助6,311,417千元
，較上年度增列169,476千元。
(6)駐外人員薪給436,150千元，較上年度
增列8,535千元。
4814028100

7

非營業特種基金

1,806,424

1,914,706

-108,282

1,806,424

1,914,706

-108,282 本年度預算數之內容與上年度之比較如下：

4814028104

1 國軍營舍及設施改建
基金

1.北投營區等有償撥用價款撥充國軍營舍及
設施改建基金1,806,424千元，與上年度
同。
2.上年度辦理北油池等不適用營地作價撥充
國軍營舍及設施改建基金預算業已編竣，
所列108,282千元如數減列。

4814029000

8

一般建築及設備

2,399,366

2,204,802

194,564 本年度預算數各單位編列情形如下：
1.陸軍司令部419,508千元。
2.海軍司令部128,568千元。
3.空軍司令部482,747千元。
4.後備指揮部4,745千元。
5.憲兵指揮部17,405千元。
6.政治作戰局169,234千元。
7.軍備局509,049千元。
8.主計局820千元。
9.軍醫局412,760千元。
10.國防大學164,695千元。
11.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33,398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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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參謀本部14,390千元。
13.防空飛彈指揮部1,245千元。
14.軍事情報局30,444千元。
15.電訊發展室9,113千元。
16.資電作戰指揮部1,245千元。
4814029001

1 土地購置

493,364

365,135

128,229 本年度預算數493,364千元，係軍備局土地
收購與糾紛處理計畫經費，較上年度增列12
8,229千元。

4814029002

2 營建工程

505,976

203,083

302,893 本年度預算數之內容如下：
1.一般設施整建工程經費327,142千元，包
括：
(1)海軍司令部左營二港口擴建工程計畫
總經費34,497,749千元，95-114年執行
，以前年度已編列2,050,043千元，本
年度編列3,323千元。
(2)陸軍司令部湳湖彈庫興建工程先期規
劃計畫總經費32,515千元，105-107年
執行，以前年度已編列6,044千元，本
年度編列22,009千元。
(3)陸軍司令部一、四、五支部油管汰換
工程計畫總經費498,700千元，105-109
年執行，以前年度已編列2,964千元，
本年度編列5,312千元。
(4)空軍司令部佳山洞庫系統整建計畫總
經費655,000千元，105-107年執行，以
前年度已編列10,143千元，本年度編列
193,457千元。
(5)空軍司令部空軍各基地新建塔臺計畫
總經費367,407千元，105-109年執行，
以前年度已編列12,242千元，本年度編
列44,841千元。
(6)海軍司令部左營二港口陸域設施先期
規劃計畫總經費40,838千元，99-106年
執行，以前年度已編列30,400千元，本
年度編列10,438千元。
(7)陸軍司令部東山彈庫興建工程先期規
劃計畫總經費879,238千元，106-110年
執行，本年度編列8,679千元。
(8)空軍司令部石子山洞庫系統整建計畫
總經費838,000千元，106-110年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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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編列39,083千元。
2.軍事教育工程經費，係陸軍司令部辦理兵
科訓練指揮部（中心）充實專業教育設備
（施）計畫總經費152,237千元，106-110
年執行，本年度編列10,420千元。
3.政治作戰局辦理補助眷村重建原眷戶購宅
經費168,414千元。
4814029011

3 交通及運輸設備

152,025

173,420

-21,395 本年度預算數之內容如下：
1.國軍民用型車輛籌補計畫總經費1,313,75
4千元，102-108年執行，以前年度已編列
675,609千元，本年度編列144,105千元。
2.參謀本部民用型公務車輛汰換計畫總經費
11,385千元，106-109年執行，本年度編
列7,920千元。

4814029019

4 其他設備

1,248,001

1,463,164

-215,163 本年度預算數之內容如下：
1.一般資訊及資訊戰設備54,067千元，包括
：
(1)陸軍司令部作戰區資料中心暨異地備
援系統整合計畫總經費620,282千元，1
05-111年執行，以前年度已編列6,780
千元，本年度編列7,953千元。
(2)軍事情報局資網集中化共通情訊雲端
資料中心建置計畫總經費32,142千元，
105-106年執行，以前年度已編列5,900
千元，本年度編列26,242千元。
(3)海軍司令部資訊系統緊急接替備援計
畫總經費46,272千元，106-107年執行
，本年度編列19,872千元。
2.醫療設備經費457,283千元，包括：
(1)國軍衛生部隊衛勤裝備整備計畫總經
費650,792千元，104-108年執行，以前
年度已編列304,908千元，本年度編列1
40,400千元。
(2)國軍醫療裝備整備計畫總經費971,224
千元，103-107年執行，以前年度已編
列928,701千元，本年度編列15,237千
元。
(3)軍醫局醫學中心災難救援醫療裝備整
備計畫經費301,646千元。
3.軍品生產修護鑑測及其他設備經費，係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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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局辦理檢驗設備汰舊更新計畫總經費26
,660千元，104-106年執行，以前年度已
編列17,860千元，本年度編列8,800千元
。
4.軍事教育設備經費614,005千元，包括：
(1)陸軍司令部陸軍專科學校充實基礎教
育設備（施）計畫總經費363,346千元
，102-106年執行，以前年度已編列281
,698千元，本年度編列81,648千元。
(2)空軍司令部空軍官校充實教育設備計
畫總經費123,981千元，103-106年執行
，以前年度已編列115,925千元，本年
度編列8,056千元。
(3)軍醫局國防醫學院充實軍事教育設備
計畫總經費458,606千元，102-106年執
行，以前年度已編列362,862千元，本
年度編列95,744千元。
(4)陸軍司令部陸軍軍官學校充實基礎教
育設備（施）計畫總經費352,413千元
，105-109年執行，以前年度已編列67,
309千元，本年度編列81,900千元。
(5)海軍司令部攝錄影機及影像剪輯系統
購置計畫總經費20,940千元，105-108
年執行，以前年度已編列6,350千元，
本年度編列4,550千元。
(6)海軍司令部海軍官校充實學校教育設
備（施）計畫總經費119,733千元，105
-109年執行，以前年度已編列5,400千
元，本年度編列39,701千元。
(7)空軍司令部充實航空技術學院技職基
礎暨專業精進教育設備（施）計畫總經
費199,026千元，105-109年執行，以前
年度已編列56,220千元，本年度編列34
,152千元。
(8)國防大學充實學校教育設備（施）計
畫總經費819,127千元，105-109年執行
，以前年度已編列218,306千元，本年
度編列160,350千元。
(9)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充實學校教育
設備（施）計畫總經費125,210千元，1
05-109年執行，以前年度已編列29,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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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元，本年度編列30,851千元。
(10)陸軍司令部兵科訓練指揮部（中心）
充實專業教育設備（施）計畫總經費60
7,340千元，106-110年執行，本年度編
列70,180千元。
(11)電展室充實訓練中心教學設備計畫總
經費9,162千元，106-107年執行，本年
度編列6,873千元。
5.電腦兵棋暨模式模擬設備經費，係空軍司
令部辦理空軍模式模擬能量提升計畫總經
費355,417千元，106-108年執行，本年度
編列113,846千元。
4814029800

9

第一預備金

10

國防支出(機密計畫)

800,000

800,000

0 仍照上年度預算數編列。

481402B000

12,611,567

14,019,865 -1,408,298

5214020000

科學支出

7,100,447

5,849,807

86,388

87,386

1,250,640

5214021800

11

一般科學研究

-998 1.本年度預算數各單位編列情形如下：
(1)陸軍司令部3,000千元。
(2)海軍司令部1,640千元。
(3)空軍司令部1,750千元。
(4)軍醫局79,998千元。
2.本年度預算數之內容如下：
(1)軍品研發經費6,390千元。
(2)醫學研究經費79,998千元，包括：
<1>軍醫局生物防護研究計畫總經費200
,740千元，103-107年執行，以前年
度已編列130,744千元，本年度編列3
4,998千元。
<2>軍醫局國防醫學研究計畫經費45,00
0千元。

521402C000

12

科學支出(機密計畫)

7,014,059

5,762,421

1,251,638

893,651

891,816

1,835

893,651

891,816

1,835 1.本年度預算數各單位編列情形如下：

7214020000

環境保護支出
7214022300

13

環保業務

(1)陸軍司令部257,672千元。
(2)海軍司令部188,732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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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空軍司令部281,573千元。
(4)後備指揮部19,360千元。
(5)憲兵指揮部6,600千元。
(6)政治作戰局1,389千元。
(7)軍備局62,393千元。
(8)主計局162千元。
(9)軍醫局39,618千元。
(10)國防大學20,863千元。
(11)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2,047千元。
(12)參謀本部736千元。
(13)防空飛彈指揮部5,800千元。
(14)軍事情報局1,283千元。
(15)電訊發展室2,378千元。
(16)資電作戰指揮部1,226千元。
(17)院檢單位1,819千元。
2.本年度預算數893,651千元，係環保設施
維護經費，較上年度增列軍備局第205廠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計畫等經費1,835
千元。
7514020000

退休撫卹給付支出

1,362,000

1,374,000

-12,000

1,362,000

1,374,000

-12,000 本年度預算數之內容與上年度之比較如下：

7514022100

14

退休撫卹

1.撫卹與撫慰金1,170,000千元，較上年度
減列10,000千元。
2.遺族援護192,000千元，較上年度減列2,0
00千元。
8914020000

其他支出

1,383,198

1,637,440

-254,242

1,383,198

1,637,440

-254,242 本年度預算數之內容與上年度之比較如下：

8914022200

15

軍眷維持

1.軍人子女教育補助123,788千元，較上年
度減列31,212千元。
2.軍眷實物代金7,500千元，較上年度減列1
00千元。
3.軍眷水電補助641,010千元，較上年度減
列53,830千元。
4.軍眷生育、婚喪補助610,900千元，較上
年度減列169,1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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