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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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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839,028 319,275,184

8,563,844

說

明

0014000000

國防部主管

9

0014010000

國防部

1

1,035,972

869,890

166,082 本科目上年度法定預算數1,557,909千元，
移出「國防政策規劃與督導」、「科技專案
」及「一般科學研究」等科目688,019千元
，列入國防部所屬「後勤及通資業務」、「
一般科學研究」及「科學研究」（機密部分
）等科目項下，淨計如表列上年度預算數。

4814010000

國防支出

967,372

822,865

666,058

669,270

144,507

4814010100

1

一般行政

-3,212 本年度預算數之內容與上年度之比較如下：
1.人員維持費264,175千元，較上年度核實
減列人事費4,104千元。
2.基本行政工作維持費401,883千元，較上
年度增列支援勤務及維護管理等經費892
千元。

4814011000

2

國防政策規劃與督導

301,314

153,595

147,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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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248千元，較上
年度增列國防安全與國際戰略研究等經費
141,627千元。
2.國防資源管理47,786千元，較上年度增列
軍人保險監理會等經費2,826千元。
3.法務及督考44,280千元，較上年度增列內
部控制（內部稽核）等經費3,266千元。

5214010000

科學支出

68,600

47,025

49,500

47,025

21,575

5214011000

3

一般科學研究

2,475 本年度預算數49,500千元，係辦理國防科技
學術合作計畫，較上年度增列武器系統研發
等經費2,475千元。

5214012000

4

科技專案

19,100

-

19,100 本年度預算數19,100千元，係新增辦理強化
網路資安事件通報應變與橫向協調作業機制
計畫經費。

0014020000

2

國防部所屬

326,803,056 318,405,294

8,397,762 1.本年度預算數326,803,056千元，其中公
開部分編列306,771,802千元，另機密部
分編列20,031,254千元，其內容詳機密冊
。
2.本科目上年度法定預算數317,717,275千
元，連同由國防部「國防政策規劃與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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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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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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專案」及「一般科學研究」等
科目移入688,019千元，共計如表列上年
度預算數。
4814020000

國防支出

315,090,615 307,048,653

8,041,962

4814020100

1

軍事行政

3,714,806

3,591,038

123,768 1.本年度預算數各單位編列情形如下：
(1)陸軍司令部932,080千元。
(2)海軍司令部408,214千元。
(3)空軍司令部511,146千元。
(4)後備指揮部225,695千元。
(5)憲兵指揮部79,220千元。
(6)政治作戰局391,691千元。
(7)軍備局91,933千元。
(8)主計局129,713千元。
(9)軍醫局551,370千元。
(10)國防大學29,461千元。
(11)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4,211千元。
(12)參謀本部222,949千元。
(13)軍事情報局29,005千元。
(14)電訊發展室53,792千元。
(15)資通電軍指揮部45,325千元。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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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408千元，較上年度
增列精進士官制度等經費2,088千元。
(2)情報及測量作業經費246,729千元，較
上年度減列情報訓練及講習等經費8,06
4千元。
(3)法務及法制作業經費20,796千元，與
上年度同。
(4)採購及外購軍品作業經費223,869千元
，較上年度增列外購軍品運輸接轉作業
等經費24,926千元。
(5)史政作業經費12,745千元，較上年度
增列左營軍區故事館展示圖臺維護等經
費2,740千元。
(6)計畫管理作業經費10,116千元，與上
年度同。
(7)效益評估作業經費1,744千元，與上年
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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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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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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官兵權益保障作業經費5,498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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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2,123千元，較上
年度增列新編成單位業務費4,555千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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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增列國會行政等經費3千元。
(14)案管作業經費44,556千元，較上年度
增列公文系統提升等經費6,269千元。
(15)督察作業經費38,413千元，較上年度
增列軍紀及飛安督察等經費1,560千元
。
(16)政戰綜合作業經費546,027千元，較
上年度增列九三軍人節系列活動等經費
26,152千元。
(17)軍事醫療作業經費574,543千元，較
上年度增列公有建築物耐震評估及補強
等經費73,400千元。
(18)軍眷服務經費88,505千元，較上年度
減列慈仁八村結構補強工程等經費9,86
1千元。
4814020200

2

情報行政

891,072

862,508

28,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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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7,912千元，較上年度增
列情報作業設備汰換等經費11,839千元。
2.情報教育訓練經費51,922千元，較上年度
增列室內靶場及多功能（演習）教室修繕
等經費8,407千元。
3.情報建築及設備經費81,238千元，較上年
度增列光纖訊號傳輸系統設備購置等經費
8,318千元。

4814021200

3

教育訓練業務

7,189,259

7,196,065

-6,806 1.本年度預算數各單位編列情形如下：
(1)陸軍司令部1,271,797千元。
(2)海軍司令部462,869千元。
(3)空軍司令部2,980,255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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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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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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後備指揮部594,527千元。
(5)憲兵指揮部100,995千元。
(6)政治作戰局8,028千元。
(7)軍備局14,704千元。
(8)主計局31,200千元。
(9)軍醫局66,464千元。
(10)國防大學284,176千元。
(11)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40,586千元。
(12)參謀本部1,306,403千元。
(13)軍事情報局8,023千元。
(14)電訊發展室4,484千元。
(15)資通電軍指揮部14,330千元。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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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42千元，較上
年度減列軍事期刊印製等經費2,292千
元。
(2)教育行政經費1,759,588千元，較上年
度增列委託民間校院辦理大學儲備軍官
徵選等經費107,640千元。
(3)動員整備經費376,205千元，較上年度
增列後備軍人志願短期入營服役等經費
18,000千元。
(4)部隊特別補助經費290,378千元，較上
年度增列新編成單位業務費696千元。
(5)作戰綜合作業經費820,150千元，較上
年度減列教勤召訓練作業等經費18,000
千元。
(6)訓練綜合作業經費3,927,596千元，較
上年度減列F-16型機後續訓練等經費11
2,850千元。
4814021400

4

後勤及通資業務

67,792,330

65,872,005

1,920,325 1.本年度預算數各單位編列情形如下：
(1)陸軍司令部21,029,159千元。
(2)海軍司令部16,716,761千元。
(3)空軍司令部26,243,365千元。
(4)後備指揮部268,113千元。
(5)憲兵指揮部747,428千元。
(6)政治作戰局61,622千元。
(7)軍備局230,089千元。
(8)主計局28,63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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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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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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軍醫局370,687千元。
(10)國防大學238,915千元。
(11)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55,176千元。
(12)參謀本部463,775千元。
(13)軍事情報局62,214千元。
(14)電訊發展室63,218千元。
(15)資通電軍指揮部1,199,416千元。
(16)院檢單位13,762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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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75,951千
元，較上年度增列彈藥採購等經費407,
203千元。
(2)運輸作業經費538,610千元，與上年度
同。
(3)後勤綜合勤務經費589,437千元，較上
年度減列國防科技基礎與應用研究計畫
審查等經費2,009千元。
(4)設施修繕維護與管理經費2,071,174千
元，與上年度同。
(5)營產管理經費252,675千元，較上年度
增列職務官舍整修工程等經費15,481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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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50千元，與上
年度同。
(8)通信電子與資訊管理經費2,176,574千
元，較上年度增列電腦作業軟體授權等
經費42,585千元。
(9)電腦兵棋作業經費65,743千元，較上
年度增列演訓用電腦設備汰換等經費7,
020千元。
(10)軍事單位裝備零附件購製及保修經費
45,570,935千元，較上年度增列各項裝
備維保及零附件採購等經費1,466,946
千元。
(11)後勤補給支援經費9,664,838千元，
較上年度減列服裝購製等經費16,901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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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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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4021500

5

一般裝備

58,209,654

67,878,443 -9,668,789 1.本年度預算數各單位編列情形如下：
(1)陸軍司令部11,956,461千元。
(2)海軍司令部13,855,908千元。
(3)空軍司令部31,806,302千元。
(4)後備指揮部26,546千元。
(5)憲兵指揮部187,978千元。
(6)政治作戰局50,557千元。
(7)軍備局55,670千元。
(8)軍醫局160,082千元。
(9)國防大學286千元。
(10)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79千元。
(11)軍事情報局5,425千元。
(12)電訊發展室597千元。
(13)資通電軍指揮部103,763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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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828,588千元，包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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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42,548千元，本年度編列1,99
8,440千元。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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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9,123千元，本
年度編列122,404千元。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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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120千元，本年度編
列58,000千元。
<4>偵防車汰換計畫總經費41,462千元
，104-108年執行，以前年度已編列2
5,275千元，本年度編列10,729千元
。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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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59千元，本年度編列82,565
千元。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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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年度已編列86,825千
元，本年度編列284,085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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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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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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叉動車缺裝補充暨逾齡汰換籌購計
畫總經費33,301千元，106-107年執
行，以前年度已編列13,880千元，本
年度編列19,421千元。
<8>國軍消防車籌購計畫總經費916,734
千元，106-108年執行，以前年度已
編列70,518千元，本年度編列352,59
0千元。
<9>國軍輕型消毒器計畫總經費448,327
千元，106-109年執行，以前年度已
編列119,964千元，本年度編列143,0
34千元。
<10>國軍多功能雷觀機計畫總經費2,08
2,500千元，107-111年執行，本年度
編列316,180千元。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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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414,805千元，
本年度編列5,889,486千元。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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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6千元，本年度編列
11,639千元。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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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5,057千
元，本年度編列883,714千元。
<14>陸軍司令部國軍地面部隊C4ISR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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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099千元，本年度編列620
,703千元。
<15>陸軍司令部傾卸車計畫總經費676,
212千元，106-109年執行，以前年度
已編列64,402千元，本年度編列169,
053千元。
<16>陸軍司令部第二代砲兵戰、技術射
擊指揮系統計畫總經費47,304千元，
107-108年執行，本年度編列3,166千
元。
<17>陸軍司令部保修收集站工程車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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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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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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經費9,000千元。
<18>陸軍司令部生命探測器計畫總經費
31,888千元，107-108年執行，本年
度編列15,944千元。
<19>陸軍司令部特戰部隊武器裝備計畫
總經費49,811千元，107-108年執行
，本年度編列33,939千元。
<20>陸軍司令部化生放核防護研究中心
儀器裝備整備計畫總經費166,582千
元，107-109年執行，本年度編列2,3
84千元。
<21>陸軍司令部多用途橋車計畫總經費
250,770千元，107-109年執行，本年
度編列75,231千元。
<22>陸軍司令部個人成套潛水裝備計畫
總經費160,383千元，107-110年執行
，本年度編列40,096千元。
<23>陸軍司令部新型手槍計畫總經費36
7,524千元，107-110年執行，本年度
編列45,280千元。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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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97,877
千元，本年度編列3,536,320千元。
<25>海軍司令部籌獲美派里級巡防艦計
畫總經費5,490,827千元，103-107年
執行，以前年度已編列5,440,829千
元，本年度編列49,998千元。
<26>海軍司令部AAV7兩棲突擊車缺裝補
充計畫總經費5,762,761千元，104-1
10年執行，以前年度已編列2,450,89
8千元，本年度編列1,558,098千元。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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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年度已編列88,640千元，本年度
編列27,655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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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646千
元，本年度編列84,000千元。
<29>海軍司令部特種作戰突擊艇暨硬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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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度比較

說

明

充氣艇籌建計畫總經費820,600千元
，105-109年執行，以前年度已編列7
0,300千元，本年度編列258,700千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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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執行，以前年度已編列1,147,
229千元，本年度編列575,808千元。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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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年度已編
列24,525千元，本年度編列24,525千
元。
<32>海軍司令部浮塢新建計畫總經費70
1,646千元，106-109年執行，以前年
度已編列3,858千元，本年度編列27,
799千元。
<33>海軍司令部快速布雷艇計畫總經費
915,832千元，106-110年執行，以前
年度已編列33,820千元，本年度編列
135,598千元。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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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前年度已編列1,320,520千元，本年
度編列1,430,512千元。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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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年度已編列171,266千元，本年
度編列583,520千元。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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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年度已編列5
1,000千元，本年度編列1,739,476千
元。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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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年度已編列278,913千
元，本年度編列209,270千元。
<38>海軍司令部劍龍級潛艦戰鬥系統提
升計畫總經費7,407,711千元，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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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年執行，本年度編列2,592,698千
元。
<39>海軍司令部長程潛射重型魚雷計畫
總經費4,692,961千元，107-111年執
行，本年度編列187,698千元。
<40>空軍司令部P-3C長程定翼反潛機計
畫總經費47,711,006千元，96-107年
執行，以前年度已編列45,711,636千
元，本年度編列1,999,370千元。
<41>空軍司令部愛二性能提升及採購愛
三計畫總經費178,681,789千元，96110年執行，以前年度已編列147,684
,491千元，本年度編列3,546,767千
元。
<42>空軍司令部F-16A/B型戰機性能提
升計畫總經費129,501,761千元，101
-112年執行，以前年度已編列87,548
,276千元，本年度編列9,011,867千
元。
<43>空軍司令部後續IDF戰機性能提升
計畫總經費17,151,447千元，103-10
7年執行，以前年度已編列16,100,06
9千元，本年度編列1,051,378千元。
<44>空軍司令部陸基防空飛彈系統計畫
總經費74,822,686千元，104-113年
執行，以前年度已編列17,668,023千
元，本年度編列11,239,614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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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年度已編列549,095千元，
本年度編列4,519,635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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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年
度已編列19,100千元，本年度編列23
,900千元。
<47>憲兵指揮部憲兵隊勤務車輛計畫總
經費48,798千元，105-108年執行，
以前年度已編列25,236千元，本年度
編列10,476千元。
<48>憲兵指揮部警備運輸車計畫總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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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250千元，107-109年執行，本年
度編列54,900千元。
<49>憲兵指揮部軍事偵察裝備計畫總經
費137,309千元，107-109年執行，本
年度編列61,889千元。
<50>憲兵指揮部電腦鑑識及科技偵查實
驗室計畫總經費44,910千元，107-10
8年執行，本年度編列19,960千元。
<51>憲兵指揮部特種作戰武器裝備計畫
總經費48,815千元，107-109年執行
，本年度編列24,460千元。
<52>軍備局輪型迫砲車研製計畫總經費
108,850千元，106-108年執行，以前
年度已編列42,583千元，本年度編列
51,820千元。
<53>軍備局物資（裝備）空投傘研製計
畫總經費8,460千元，107-109年執行
，本年度編列3,794千元。
(2)政戰裝備經費73,258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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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720千元，本年度編列33,5
82千元。
<2>政治作戰局特種車輛暨周邊設備汰
換計畫總經費38,087千元，105-107
年執行，以前年度已編列24,227千元
，本年度編列13,860千元。
<3>政治作戰局心戰訊息偵蒐系統整備
計畫總經費45,795千元，106-107年
執行，以前年度已編列19,979千元，
本年度編列25,816千元。
(3)採購及外購軍品作業經費159,983千元
。
(4)訓練模擬儀器經費1,144,324千元，包
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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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年度已編列158,722千元，本
年度編列392,622千元。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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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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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執行，以前年度已編列8,750千
元，本年度編列284,617千元。
<3>陸軍司令部LSB重框橋架設、雷區、
障礙物、爆破設置模擬系統計畫總經
費47,746千元，107-108年執行，本
年度編列26,958千元。
<4>陸軍司令部八輪甲車模訓館暨組合
訓練模擬系統計畫總經費938,192千
元，107-110年執行，本年度編列123
,792千元。
<5>陸軍司令部組合式陸區實體模擬器韌體提升計畫經費9,016千元。
<6>陸軍司令部T91模訓館系統提升計畫
經費11,903千元。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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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702千
元，本年度編列72,298千元。
<8>空軍司令部空軍軍官學校T-34型模
擬機性能提升計畫總經費134,667千
元，107-109年執行，本年度編列64,
586千元。
<9>軍醫局戰術戰傷及災難事故救護訓
練系統暨設施計畫總經費901,578千
元，107-111年執行，本年度編列158
,532千元。
(5)一般通電裝備經費982,073千元，包括
：
<1>戰甲砲車車內通話系統缺裝補充計
畫總經費831,876千元，107-109年執
行，本年度編列130,493千元。
<2>陸軍司令部手持式無線電機缺裝補
充計畫總經費48,942千元，105-108
年執行，以前年度已編列14,267千元
，本年度編列9,073千元。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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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年度已編列99,735千
元，本年度編列206,488千元。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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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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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07年執行，以前年度已編列267,
955千元，本年度編列14,023千元。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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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800千元，本
年度編列52,200千元。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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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563千元
，本年度編列142,301千元。
<7>海軍司令部劍龍級艦電戰系統性能
提升計畫總經費290,150千元，105-1
09年執行，以前年度已編列90,399千
元，本年度編列101,447千元。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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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年度已編列46,034千元，
本年度編列46,034千元。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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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年度已編列62,634千元，本年
度編列114,209千元。
<10>海軍司令部AN/SLQ-32電戰系統提
升計畫總經費1,993,200千元，107-1
12年執行，本年度編列65,840千元。
<11>資通電軍指揮部網傳作業設備汰換
計畫總經費296,481千元，106-108年
執行，以前年度已編列82,968千元，
本年度編列99,965千元。
(6)一般武器先期選擇與採購準備經費21,
428千元。
4814021900

6

軍事人員

151,125,126 144,729,729

6,395,397 1.本年度預算數各單位編列情形如下：
(1)陸軍司令部5,913,850千元。
(2)海軍司令部2,048,852千元。
(3)空軍司令部1,997,063千元。
(4)後備指揮部12,582,545千元。
(5)憲兵指揮部79,814千元。
(6)政治作戰局12,089千元。
(7)軍備局847,548千元。
(8)主計局126,753,255千元。
(9)軍醫局154,943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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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國防大學23,086千元。
(11)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9,823千元。
(12)參謀本部440,962千元。
(13)軍事情報局28,579千元。
(14)電訊發展室166,557千元。
(15)資通電軍指揮部65,453千元。
(16)院檢單位707千元。
2.本年度預算數之內容與上年度之比較如下
：
(1)薪餉57,552,073千元，較上年度增列1
,535,392千元。
(2)各項加給69,134,004千元，較上年度
增列2,630,132千元。
(3)主副食與口糧4,932,379千元，較上年
度減列354,404千元。
(4)各類人員保險及作業12,822,278千元
，較上年度增列2,647,452千元。
(5)各類人員退撫儲金補助6,230,064千元
，較上年度減列81,353千元。
(6)駐外人員薪給454,328千元，較上年度
增列18,178千元。
4814028100

7

非營業特種基金

9,245,017

1,806,424

7,438,593

9,245,017

1,806,424

7,438,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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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光中營區等不適用營地作價撥充國軍
營舍及設施改建基金7,284,058千元。
2.北投營區等有償撥用價款撥充國軍營舍及
設施改建基金1,960,959千元，較上年度
增列154,535千元。

4814029000

8

一般建築及設備

4,038,347

2,167,793

1,870,554 本年度預算數各單位編列情形如下：
1.陸軍司令部659,278千元。
2.海軍司令部207,231千元。
3.空軍司令部960,202千元。
4.後備指揮部4,400千元。
5.憲兵指揮部126,317千元。
6.政治作戰局8,474千元。
7.軍備局407,065千元。
8.主計局820千元。
9.軍醫局1,313,488千元。
10.國防大學191,315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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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32,209千元。
12.參謀本部5,650千元。
13.軍事情報局3,642千元。
14.電訊發展室4,379千元。
15.資通電軍指揮部113,877千元。
4814029001

1 土地購置

400,000

283,364

116,636 本年度預算數400,000千元，係軍備局土地
收購與糾紛處理計畫經費，較上年度增列11
6,636千元。

4814029002

2 營建工程

1,124,668

503,976

620,692 本年度預算數之內容如下：
1.一般設施整建工程經費1,014,331千元，
包括：
(1)陸軍司令部湳湖彈庫興建工程先期規
劃計畫總經費31,365千元，105-107年
執行，以前年度已編列28,053千元，本
年度編列3,312千元。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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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76千元，
本年度編列91,313千元。
(3)陸軍司令部東山彈庫興建工程計畫總
經費879,238千元，106-110年執行，以
前年度已編列8,679千元，本年度編列1
9,209千元。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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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3,366千元，本
年度編列89,582千元。
(5)空軍司令部樂山陣地戰備兵舍整建工
程計畫總經費166,682千元，101-107年
執行，以前年度已編列126,581千元，
本年度編列40,101千元。
(6)空軍司令部佳山洞庫系統整建計畫總
經費652,246千元，105-107年執行，以
前年度已編列202,600千元，本年度編
列449,646千元。
(7)空軍司令部空軍各基地新建塔臺計畫
總經費433,377千元，105-109年執行，
以前年度已編列57,083千元，本年度編
列61,053千元。
(8)空軍司令部石子山洞庫系統整建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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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經費838,000千元，106-110年執行，
以前年度已編列38,083千元，本年度編
列220,000千元。
(9)空軍司令部機場設施整建工程計畫總
經費950,000千元，107-111年執行，本
年度編列40,115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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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年度已編列10,420千元，本
年度編列34,791千元。
3.訓練設施工程經費67,892千元，包括：
(1)憲兵指揮部中心訓練設備（施）汰換
計畫總經費48,049千元，107-111年執
行，本年度編列17,910千元。
(2)憲兵指揮部限制空間戰鬥訓練場計畫
經費49,982千元。
4.政治作戰局辦理補助眷村重建原眷戶購宅
經費7,654千元。
4814029011

3 交通及運輸設備

170,685

150,125

20,560 辦理國軍民用型車輛籌補計畫總經費1,237,
009千元，102-108年執行，以前年度已編列
817,814千元，本年度編列170,685千元。

4814029019

4 其他設備

2,342,994

1,230,328

1,112,666 本年度預算數之內容如下：
1.一般資訊及資訊戰設備172,627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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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33
千元，本年度編列97,227千元。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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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年度已編列19,872千元，本年度
編列26,400千元。
(3)憲兵指揮部戰情指管視訊設備換裝計
畫經費49,000千元。
2.醫療設備經費1,269,195千元，包括：
(1)國軍醫療裝備整備計畫總經費968,224
千元，103-107年執行，以前年度已編
列943,938千元，本年度編列24,286千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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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軍衛生部隊衛勤裝備整備計畫總經
費650,351千元，104-108年執行，以前
年度已編列444,308千元，本年度編列8
2,309千元。
(3)軍醫局核輻射防治放療設備整備計畫
總經費435,000千元，107-108年執行，
本年度編列310,000千元。
(4)軍醫局提升選兵醫療能量計畫總經費9
33,500千元，107-108年執行，本年度
編列852,600千元。
3.軍事教育設備經費788,355千元，包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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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209千元，本年度編列65,410千元。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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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年度
已編列70,180千元，本年度編列191,51
7千元。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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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156千元
，107-111年執行，本年度編列60,932
千元。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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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0千元，
本年度編列5,670千元。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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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01千
元，本年度編列36,002千元。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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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372千元，本年度編列48
,403千元。
(7)空軍司令部空軍軍官學校充實教育設
備（施）計畫總經費181,279千元，107
-111年執行，本年度編列38,525千元。
(8)軍醫局國防醫學院充實軍事教育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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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計畫總經費569,855千元，107-1
11年執行，本年度編列126,299千元。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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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983千元，本年
度編列186,935千元。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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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37
千元，本年度編列26,373千元。
(11)電訊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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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年度已編列6,873千元，本年度編
列2,289千元。
4.電腦兵棋暨模式模擬設備經費，係資通電
軍指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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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前年度已編列113,846千元，本年度編列1
12,817千元。
4814029800

9

第一預備金

10

國防支出(機密計畫)

0 仍照上年度預算數編列。

800,000

800,000

12,085,004

12,144,648

-59,644

8,228,848

7,753,693

475,155

282,598

276,388

481402B000

5214020000

科學支出
5214021800

11

一般科學研究

6,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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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千元。
(3)空軍司令部2,100千元。
(4)軍備局195,900千元。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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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0千元，包括：
<1>陸、海、空軍司令部軍品研發經費6
,700千元。
<2>軍備局軍民通用之高功率模組產業
及應用生根計畫總經費405,923千元
，104-107年執行，以前年度已編列2
97,023千元，本年度編列108,900千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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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軍備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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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年度已編列8
3,600千元，本年度編列87,000千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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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742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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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46,250

7,477,305

468,945

921,593

887,750

33,843

921,593

887,750

33,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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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884千元。
(2)海軍司令部184,996千元。
(3)空軍司令部274,290千元。
(4)後備指揮部19,360千元。
(5)憲兵指揮部7,394千元。
(6)政治作戰局1,389千元。
(7)軍備局94,163千元。
(8)主計局162千元。
(9)軍醫局41,618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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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情報局1,877千元。
(14)電訊發展室6,455千元。
(15)資通電軍指揮部4,540千元。
(16)院檢單位1,819千元。
2.本年度預算數921,593千元，係環保設施
維護經費，較上年度增列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整治等經費33,843千元。
7514020000

退休撫卹給付支出

1,316,000

1,362,000

-46,000

1,316,000

1,362,000

-4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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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000千元，較上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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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列40,000千元。
2.遺族援護186,000千元，較上年度減列6,0
00千元。
8914020000

其他支出

1,246,000

1,353,198

-107,198

1,246,000

1,353,198

-107,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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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600千元，較上年
度減列15,188千元。
2.軍眷實物代金7,400千元，較上年度減列1
00千元。
3.軍眷水電補助580,000千元，較上年度減
列31,010千元。
4.軍眷生育、婚喪補助550,000千元，較上
年度減列60,9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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