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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單位

預    算

分預算別

1 作業基金

03 行政院主管

001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

01 中美經濟社會發展基金 (自101年度預算實施)

02 開發基金 (自101年度預算實施)

08 內政部主管

001 營建建設基金

01 住宅基金

02 新市鎮開發基金

03 中央都市更新基金（104年度增設，自105年度預算實施）

002 國民年金保險基金  (自102.07.23起改隸衛生福利部)

003 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自105年度起改隸為營建建設基金之分預算基金）

004 實施平均地權基金（110年度增設，自111年度適用）

10 國防部主管

001 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

003 國軍老舊眷村改建基金

11 財政部主管

002 地方建設基金 (109.01.01裁撤)

003
國有財產開發基金 (98年度增設，自99年度預算實施；配合本基金於108年度

退場刪除)

12 教育部主管

101 國立臺灣大學校務基金

01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癌醫中心醫院作業基金 (106年度增設，自107

年度預算實施)

102 國立政治大學校務基金

01
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校務基金 (99年度增設，自100年度預

算實施)

103
國立清華大學校務基金(國立清華大學與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合併為國立清華大

學，自107年度預算實施)

01
國立清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校務基金 (國立清華大學與國立新竹教

育大學合併為國立清華大學，107年度增設，自107年度預算實施)

104 國立中興大學校務基金

105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

106
國立交通大學校務基金(國立交通大學與國立陽明大學合併為國立陽明交通大

學，自111年度預算適用)

107 國立中央大學校務基金

108 國立中山大學校務基金

109 國立中正大學校務基金

110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校務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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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國立陽明大學校務基金(國立交通大學與國立陽明大學合併為國立陽明交通大

學，自111年度預算適用)

112 國立東華大學校務基金

01
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校務基金 (99年度增設，自100年度預

算實施)

113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校務基金

114 國立臺北大學校務基金

115 國立嘉義大學校務基金

01
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校務基金 (99年度增設，自100年度預

算實施)

116 國立高雄大學校務基金

117 國立臺東大學校務基金

01
國立臺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校務基金 (99年度增設，自100年度預

算實施)

118 國立宜蘭大學校務基金

119 國立聯合大學校務基金

120 國立臺南大學校務基金

01
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校務基金 (99年度增設，自100年度預

算實施)

121 國立金門大學校務基金 (99.08.01起由國立金門技術學院改制)

122
國立屏東大學校務基金 (103.08.01起由國立屏東教育大學與國立屏東商業技

術學院合併改制)

01
國立屏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校務基金(103.08.01起由國立屏東教育大

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校務基金改制)

123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校務基金(109年度增設，自111年度預算適用)

17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務基金

171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校務基金

17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務基金

173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基金

01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校務基金 (99年度增設，自100年

度預算實施)

174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校務基金(國立清華大學與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合併為國立清

華大學，自107年度預算實施)

01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校務基金 (99年度增設，自100年

度預算實施)(國立清華大學與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合併為國立清華大學，

自107年度預算實施)

175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務基金

01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校務基金 (99年度增設，自100年

度預算實施)

176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校務基金(103.08.01起改制為國立屏東大學校務基金)

01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校務基金 (103.08.01起改制為國立屏

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校務基金)

180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校務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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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校務基金

182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校務基金

199 國立空中大學校務基金

201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校務基金

202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校務基金

203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校務基金

204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校務基金

205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校務基金(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國立高雄應用科技

大學及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合併為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自108年度預算實

施)

206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校務基金(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國立高雄應用科技

大學及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合併為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自108年度預算實

施)

207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校務基金(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國立高雄應用科技

大學及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合併為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自108年度預算實

施)

208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務基金

209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校務基金

210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校務基金

211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校務基金  (99.08.01起由國立臺北護理學院改制)

212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校務基金  (99.08.01起由國立高雄餐旅學院改制)

213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校務基金 (100.12.01起由國立臺中科技學院與國立臺中護

理專科學校合併改制)

214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校務基金 (103.08.01起由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校務基金

改制)

215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校務基金(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及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合併為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自108年度預算實施)

220 國立體育大學校務基金

221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校務基金 (100.08.01起由國立臺灣體育學院改制)

301 國立臺北護理學院校務基金 (99.08.01起改制為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304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校務基金 (100.08.01起改制為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305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校務基金(103.08.01起改制為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校務

基金)

306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校務基金 (100.12.01起改制為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308 國立高雄餐旅學院校務基金 (99.08.01起由改制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309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校務基金 (103.08.01起改制為國立屏東大學校務基

金)

311 國立金門技術學院校務基金 (99.08.01起由改制為國立金門大學)

312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校務基金 

401 國立臺中護理專科學校校務基金 (100.12.01起改制為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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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校務基金

405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校務基金

501 國立臺灣大學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01 國立臺灣大學附設醫院北護分院作業基金

02 國立臺灣大學附設醫院雲林分院作業基金

03
國立臺灣大學附設醫院金山分院作業基金 (98年度增設，自99年

度預算實施)

04

國立臺灣大學附設醫院新竹分院作業基金 (國立臺灣大學附設醫院新竹

分院、竹東分院及新竹生醫園區分院合併為新竹臺大分院，自110年度

適用)

05

國立臺灣大學附設醫院竹東分院作業基金 (國立臺灣大學附設醫院新竹

分院、竹東分院及新竹生醫園區分院合併為新竹臺大分院，自110年度

適用)

06

國立臺灣大學附設醫院新竹生醫園區分院作業基金( 國立臺灣大學附設

醫院新竹分院、竹東分院及新竹生醫園區分院合併為新竹臺大分院，自

110年度適用)

07
國立臺灣大學附設醫院新竹臺大分院作業基金(109年度增設，自110年

度適用)

502 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503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作業基金(原名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配合國立交通大學與國立陽明大學合併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修正本基金名稱

，並自111年度預算適用)

601
教育部所屬機構作業基金（原名國立社教機構作業基金，配合教育部所屬機

構作業基金設置條例公布施行修正本基金名稱，並自109年度適用。）

01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作業基金

02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作業基金

03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作業基金

04
國立歷史博物館作業基金 (100年度核定，配合教育部組織法自

102.01.01起施行改隸文化部)

05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作業基金

06
國立臺灣圖書館作業基金 (101年度核定，自102年度預算起實施，原國

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作業基金更名)

07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作業基金 (100年度核定，配合教育部組織法自

102.01.01起改隸文化部)

08
國立國父紀念館作業基金 (100年度核定，配合教育部組織法自

102.01.01起改隸文化部)

09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作業基金（104年度增設，自105年度預算實施）

701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金

13 法務部主管

001 法務部矯正機關作業基金 (100年度改名並實施)

14 經濟部主管

001 經濟作業基金

01 加工出口區作業基金

02 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 (原名工業區開發管理基金，99年度更名)

4



基金別
主管機

關  別

附屬單位

預 算 別

附屬單位

預    算

分預算別

       中央政府非營業特種基金名稱及編號參考表                   110年2月更新

編　        　　　號

基           金           名           稱

03 中小企業發展基金

002 水資源作業基金

01 溫泉事業發展基金

15 交通部主管

001 交通作業基金

01 民航事業作業基金

02 國道公路建設管理基金

03
鐵道發展基金（原名高速鐵路相關建設基金，配合交通作業基金收支保

管及運用辦法發布施行修正本基金名稱，並自110年度適用。）

04 觀光發展基金

18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管(102.11.1更名)

001 國軍退除役官兵安置基金

01 森林保育事業管理處

02 清境農場

03 福壽山農場

04 武陵農場

05 彰化農場

06 嘉義農場

07 屏東農場

08 花蓮農場

09 台東農場

11 龍崎工廠

12 臺北榮民技術勞務中心（101.07.01裁撤）

002 榮民醫療作業基金

01 臺北榮民總醫院作業基金

02 臺中榮民總醫院作業基金

03 高雄榮民總醫院作業基金

04 榮民醫院醫療作業基金

19 科技部(103.03.03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改制為科技部)

001
科學園區管理局作業基金（原名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作業基金，更名後自108

年度預算實施）

2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

001 農業作業基金

02 種苗改良繁殖作業基金

03 畜產改良作業基金

04 農業生物科技園區作業基金（104年度增設，自105年度預算實施）

002 農田水利事業作業基金（109年度增設，自110年度預算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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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宜蘭農田水利事業作業基金（109年度增設，自110年度預算實施）

02 北基農田水利事業作業基金（109年度增設，自110年度預算實施）

03 桃園農田水利事業作業基金（109年度增設，自110年度預算實施）

04 石門農田水利事業作業基金（109年度增設，自110年度預算實施）

05 新竹農田水利事業作業基金（109年度增設，自110年度預算實施）

06 苗栗農田水利事業作業基金（109年度增設，自110年度預算實施）

07 臺中農田水利事業作業基金（109年度增設，自110年度預算實施）

08 南投農田水利事業作業基金（109年度增設，自110年度預算實施）

09 彰化農田水利事業作業基金（109年度增設，自110年度預算實施）

10 雲林農田水利事業作業基金（109年度增設，自110年度預算實施）

11 嘉南農田水利事業作業基金（109年度增設，自110年度預算實施）

12 高雄農田水利事業作業基金（109年度增設，自110年度預算實施）

13 屏東農田水利事業作業基金（109年度增設，自110年度預算實施）

14 臺東農田水利事業作業基金（109年度增設，自110年度預算實施）

15 花蓮農田水利事業作業基金（109年度增設，自110年度預算實施）

16 七星農田水利事業作業基金（109年度增設，自110年度預算實施）

22 勞動部主管 (103.02.17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改制為勞動部)

001 勞工保險局作業基金 (103年度增設，自104年度預算實施)

23 衛生福利部主管 (102.07.23行政院衛生署改制為衛生福利部)

001 醫療藥品基金

01 基隆醫院作業基金

03 臺北醫院作業基金

04 桃園醫院作業基金

05
新竹醫院作業基金  (自101年度預算起，改列國立臺灣大學附設醫院作

業基金)

06
竹東醫院作業基金  (自101年度預算起，改列國立臺灣大學附設醫院作

業基金)

07 苗栗醫院作業基金

08 豐原醫院作業基金

09 臺中醫院作業基金

10 彰化醫院作業基金

11 南投醫院作業基金

13 嘉義醫院作業基金

14 朴子醫院作業基金

15 新營醫院作業基金

16 臺南醫院作業基金

17 旗山醫院作業基金

18 澎湖醫院作業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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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屏東醫院作業基金

20 恆春旅遊醫院作業基金 (原名屏東醫院恆春分院，99年度更名)

21 臺東醫院作業基金

22 花蓮醫院作業基金

23 玉里醫院作業基金

24 桃園療養院作業基金

25 八里療養院作業基金

26 草屯療養院作業基金

27 嘉南療養院作業基金

28 樂生療養院作業基金

29 胸腔病院作業基金

30 金門醫院作業基金

002 管制藥品製藥工廠作業基金 (99年度更名，自99年度預算實施)

003 全民健康保險基金 (98年度增設，自99年度預算實施)

004 國民年金保險基金  (自102.07.23起由內政部改隸衛生福利部)

25 文化部主管

001
國立文化機構作業基金 (100年度增設，配合教育部組織法自102.01.01起施

行，改隸文化部)

01
國立歷史博物館作業基金 (100年度增設，配合教育部組織法自102年度

1月1日起改隸文化部)

02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作業基金 (100年度增設，配合教育部組織法自

102.01.01起改隸文化部)

03
國立國父紀念館作業基金 (100年度增設，配合教育部組織法自

102.01.01起改隸文化部)

04
傳統藝術發展作業基金（104年度增設，自105年度預算實施；配合本基

金於108年度退場刪除）

32 國立故宮博物院主管

001 故宮文物藝術發展基金

34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主管(103.03.26更名)

001 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

01 原住民族就業基金

70 考試院考選部主管

001 考選業務基金 (99年度增設，自99年度預算實施)

2 債務基金

11 財政部主管

001 中央政府債務基金

3 特別收入基金

01 中央研究院主管

001 科學研究基金 (102年度增設，自103年度預算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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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行政院主管

001 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

003 離島建設基金

005 行政院公營事業民營化基金

006 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  (100年度增設，自101年度預算實施)

08 內政部主管

001 社會福利基金  (自102.07.23起改隸衛生福利部)

002
新住民發展基金 （原名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更名後自105年度預算實

施）

003
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基金（原名研發替代役基金，更名後自105年度預算實

施）

004 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基金 (99年度更名及實施)

005 國土永續發展基金 (105年度增設，自106年度預算實施)

12 教育部主管

001 學產基金

002 運動發展基金 (101年度增設，自102年度預算由體委會改隸教育部)

003 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基金(105年度增設，自106年度預算實施)

13 法務部主管

001 毒品防制基金(107年度增設，自108年度預算實施)

14 經濟部主管

001 經濟特別收入基金

01 推廣貿易基金

02 能源研究發展基金

03 石油基金

04 再生能源發展基金 (98年度增設，自99年度預算實施)

05 電價穩定基金 (106年度增設，自107年度預算適用；107年度刪除)

002 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

003 地方產業發展基金 (自107年度預算起，納入中小企業發展基金)

15 交通部主管

001 航港建設基金

 20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主管

001 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基金

2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

001 農業特別收入基金

01 農業發展基金

02 漁業發展基金

03 漁產平準基金（併入農業發展基金，自105年度預算實施）

04 林務發展及造林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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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農業天然災害救助基金

06 農產品受進口損害救助基金

07 農村再生基金 (100年度增設及實施)

22 勞動部主管 (103.02.17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改制為勞動部)

001 就業安定基金

01 勞工權益基金 (98年度增設，自99年度預算實施)

02 因應貿易自由化就業發展及協助基金 (100年度增設及實施)

23 衛生福利部主管 (102.07.23行政院衛生署改制為衛生福利部)

001 衛生福利特別收入基金（原名健康照護基金，更名後自106年度預算實施）

01 醫療發展基金

02 全民健康保險紓困基金

03 藥害救濟基金

04 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基金

05 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基金

06 疫苗基金 (98年度增設，自99年度預算實施)

07 食品安全保護基金 (103年度增設，自104年度預算實施)

08 社會福利基金（105年度增設，自106年度預算實施）

09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基金（105年度增設，自106年度預算實施）

10 長照服務發展基金（105年度增設，自106年度預算實施）

11 生產事故救濟基金（105年度增設，自106年度預算實施）

002
社會福利基金 (自102.07.23起由內政部改隸衛生福利部；106年併入衛生

福利特別收入基金，自106年度預算實施）

01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基金 (104年度增設，自105年度預算實施；106

年併入衛生福利特別收入基金，自106年度預算實施)

24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管

001 環境保護基金

01 空氣污染防制基金

02 資源回收管理基金

03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04 水污染防治基金

05 環境教育基金 (99年度增設，自100年度預算實施)

06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 (104年度增設，自105年度預算實施)

45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管

001 中華發展基金（103.01.01裁撤）

50 新聞局主管

001 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  (99年度改隸NCC主管，自99年度預算實施)

55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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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金融監督管理基金

002
 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 （依「金融重建基金條例」該基金於100年12月31日屆

期結束）

60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主管

001  通訊傳播監督管理基金

002 　　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 (99年度改隸NCC主管，自99年度預算實施)

61 公平交易委員會主管

001  反托拉斯基金（104年度增設，自105年度預算實施）

66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主管

001
運動發展基金 (98年度增設，自99年度預算實施)（自102年度起改隸教育

部）

4 資本計畫基金

10 國防部主管

001
國軍營舍及設施改建基金 (原名國軍老舊營舍改建基金，更名後自101年度預

算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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