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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4 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第二預備金動支數額表總說明 

 

9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第二預備金計 80 億元。為有效控制，

年度開始前，本院即於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28 點

中規定，各機關有合於預算法第 70 條各款情事者，得申請動支第

二預備金。嗣年度進行中，本院根據各主管機關之申請，依照預

算法第 70 條及上項預算執行要點規定嚴格控制動支結果，計核准

動支 69 億 4,072 萬 5,000 元，未動支部分 10 億 5,927 萬 5,000

元，將列為決算賸餘處理。以上各筆動支數，其中超過 5,000 萬

元者計有 21 筆，均已依預算法第 22 條規定送請  貴院備查。 

9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第二預備金動支之理由、內容以及依

據之條款等，均已於相關表件內詳加說明。茲將動支數按機關別

說明如次： 

國民大會主管 6,166 萬 6,000 元：係第 1 屆任務型國民大會代

表集會期間所需經費。 

總統府主管 1億 9,831 萬元，包括： 

總統府為樹立召開記者會之良好形象及配合10月慶典接待國

外訪賓需要，辦理記者室、會客室搬遷及整修事宜所需經費

2,104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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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為擴增細胞分子醫學與幹細胞、功能基因與化學

生物專題中心等研究計畫所需經費 1 億 7,727 萬元。 

行政院主管 18 億 4,343 萬 1,000 元，包括： 

行政院成立反恐怖行動管控辦公室所需增加聘用人員 6 人之

人事費、講習訓練費及購置資訊設備費等 2,159 萬 7,000 元。 

行政院為加強辦理資安防護實體隔離作業所需增加聘用人員

3 人之人事費、講習訓練費及購置資訊設備費等 1,077 萬

1,000 元。 

行政院飛航安全委員會辦理辦公室搬遷所需搬遷與整修費、

架設網路工程及購置辦公設備等經費 3,096 萬 3,000 元。 

新聞局捐助財團法人中央廣播電臺執行人事精簡方案，所需

支應優退人員資遣費用 1 億 3,000 萬元。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為充實農業信用保證基金承保能量，加

強協助農漁民取得融資，捐助該基金 5億元。 

中央選舉委員會辦理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所需經費 7 億 7,565

萬 8,000 元。 

中央選舉委員會辦理 94 年縣市長、縣市議員及鄉鎮市長三合

一選舉，所需經費 4,985 萬元。 

檔案管理局為建置國家檔案典藏場所，辦理規劃設計及整修

工程所需經費 2,918 萬 7,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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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委員會向中油公司承租之辦公場所，因中油公司未

完成減資繳庫程序，依租賃契約規定，所需支付租金 4,951

萬 8,000 元。 

原住民族委員會向中油公司承租之辦公場所，因中油公司未

完成減資繳庫程序，依租賃契約規定，所需支付租金 2,648

萬元。 

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原住民傳播計畫及合署辦公所需經費

1,700 萬元。 

原住民族委員會發放原住民敬老福利生活津貼不敷經費

3,250 萬元。 

體育委員會輔導高雄市政府辦理 2009 年世界運動會，辦理選

手培訓、主場館及國家運動園區整體規劃等所需經費 1 億

0,414 萬元。 

體育委員會為達成 2008 北京奧運勇奪 7 面金牌之使命，辦理

菁英及具發展潛力優秀選手各項培訓業務，致原列經費不敷

4,000 萬元。 

客家委員會向中油公司承租之辦公場所，因中油公司未完成

減資繳庫程序，依租賃契約規定，所需支付租金 2,576 萬

7,000 元。 

考試院主管 9億 4,759 萬 1,000 元，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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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選部新增辦理公務人員基層行政警察特考等 5 項考試，致

原列試務經費不敷 6,863 萬 2,000 元。 

銓敘部因公務人員退休(職)人數增加，致原列退休撫卹給付

經費不敷 8億 7,895 萬 9,000 元。 

內政部主管 18 億 0,216 萬 1,000 元，包括： 

內政部辦理換發國民身分證，購置相關設備等所需經費 7,968

萬元。 

內政部發放敬老福利生活津貼，因請領人數高於原預估人

數，致原列經費不敷 11 億元。 

營建署辦理花蓮縣鳳林休閒渡假園區遊憩開發計畫促參案，

第 1 期開發地上物補償、救濟及處理作業等所需經費 1 億

7,300 萬元。 

警政署為因應各警察機關執行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治安維護工

作，所需義警、義交及民防人員之協勤津貼、誤餐費等 4,929

萬元。 

警政署辦理全民拼治安行動方案，增購錄影監視系統、個人

電腦、資料庫伺服主機及高速交換集線器等設備所需經費 1

億 8,137 萬 2,000 元。 

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為應新增轄線及油價調漲所需巡邏車

油料費不敷 624 萬 4,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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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建置號碼可攜資料庫所需購置電腦軟硬體

設備經費 900 萬元。 

中央警察大學辦理94年度警佐班第2類招生考試工作經費不

敷 314 萬 2,000 元。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94 年度增加招生正期學生組 100 人、增辦

基層特考 700 人及配合軍公教員工待遇調整該校學員生活、

訓練津貼等經費不敷 1 億 6,343 萬 3,000 元。 

兒童局辦理中低收入家庭幼童托教補助向下延伸至三足歲暨

原住民幼兒托育費用補助所需經費 3,700 萬元。 

外交部主管 6,560 萬元：係為協助受風災重創之美國南部各州

緊急人道援助，提供 200 萬美元賑災款。 

國防部主管 7億 5,000 萬元：係油價調漲致油料費不敷數。 

法務部主管 2億 2,025 萬 7,000 元，包括： 

法務部辦理性侵害犯罪付保護管束加害人輔以科技設備監控

業務所需經費 2,172 萬 2,000 元。 

法務部辦理國家賠償業務經費不敷 2,000 萬元。 

行政執行署成立士林行政執行處所需經費3,891萬 3,000元。 

最高法院檢察署辦理94年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查察賄選業務經

費 720 萬元。 

最高法院檢察署為辦理 94 年縣市長、縣市議員及鄉鎮市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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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選舉查察賄選業務，成立分區查察聯繫中心及賄選執行

小組，所需執行勤務經費不敷 4,164 萬 4,000 元。 

法務部所屬檢察機關專案增加檢察官62名所需經費4,007萬

1,000 元。 

調查局為辦理 94 年縣市長、縣市議員及鄉鎮市長三合一選舉

查察賄選業務，成立查察賄選專案工作組，所需執行勤務經

費不敷 5,070 萬 7,000 元。 

經濟部主管 3億 3,264 萬 7,000 元，包括： 

經濟部辦理台灣博覽會前置規劃作業所需經費 2,000 萬元。 

經濟部參加日本愛知縣萬國博覽會所需經費 7,500 萬元。 

標準檢驗局因委託代施檢定業務量增加，致原編預算不敷

6,439 萬 9,000 元。 

智慧財產局執行檔案室購置計畫，經費不敷 3,984 萬 8,000

元。 

水利署為因應水災防救業務需要，購置抽水機所需經費 1 億

3,340 萬元。 

蒙藏委員會主管 250 萬元：係辦理蒼穹計畫─蒙古高階菁英研

究班計畫所需增加經費。 

農業委員會主管 6 億 4,700 萬元，包括： 

農業委員會老年農民福利津貼預算不敷 3億 1,7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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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為防範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之發生，

加強辦理防疫及查緝走私等相關工作，所需架設防鳥圍網、

儲備疫苗、檢舉走私獎金等經費 3 億 3,000 萬元。 

衛生署主管 3,430 萬元，包括： 

衛生署為正確宣導預防禽流感防疫作業，印製衛生教育宣導

手冊及媒體宣導短片所需經費 2,400 萬元。 

疾病管制局為因應禽流感防疫作業，購置檢驗試劑及印製醫

護人員防疫教育宣導手冊所需經費 1,030 萬元。 

海岸巡防署主管 3,526 萬 2,000 元：係海洋巡防總局巡防艦艇

因油價調漲致油料費不敷數。 

上列各筆動支數，按政事別科目分類，一般政務支出 19 億

6,890 萬 9,000 元、國防支出 7億 5,000 萬元、教育科學文化支出

4 億 6,641 萬元、經濟發展支出 13 億 3,564 萬 7,000 元、社會福

利支出 15 億 2,080 萬元、退休撫卹支出 8 億 7,895 萬 9,000 元、

一般補助及其他支出 2,000 萬元。 

以上各主管機關及各類政事別動支情形，特編具動支數額表

送請 審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