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至109年11月30日止
單位：千元

主管機關／基金名稱 辦理項目
11月30日止

執行數

總計 22,342,708

一、費用減免 627,900

(一)營業基金 582,131

經濟部主管 431,131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土地租金減收 431,131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151,000

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對辦理紓困振興貸款績效良好之本國銀行實施暫

時性存款保險費抵減措施
151,000

(二)非營業特種基金 45,769

經濟部主管 7,519

水資源作業基金
免徵109年中央管河川區域內種植及養殖使用費

7,519

原住民族委員會主管 38,250

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 貸款業務利息減免 38,250

二、費用減免以外部分 21,714,808

(一)營業基金 1,290,136

行政院主管 8,109

因應疫情人員疏散辦公，增購相關網路設備、視

訊會議設備及增租通訊線路
6,525

紅外線熱像測溫儀等 1,584

經濟部主管 46,072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般醫用口罩、額溫槍、自動酒精手指消毒器、

酒精等
2,446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自動手指消毒器及口罩、酒精、額溫槍、潔手

劑、漂白水、手套等
19,599

一般醫療型口罩、N95口罩、耳溫槍、額溫槍、

酒精消毒與清潔等
19,035

油輪船隊防疫物資 209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一般醫用口罩、額溫槍、自動酒精手指消毒器、

酒精等
4,783

財政部主管 972,581

臺灣土地銀行
口罩、防護面罩、酒精、異地辦公經費及辦理防

疫紓困貸款人力等
33,261

臺灣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購買額溫槍、酒精、口罩、漂白水、額溫安檢門

等；異地辦公經費
21,496

109年度特種基金預算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

費用減免及經費支用情形表

中央銀行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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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基金名稱 辦理項目
11月30日止

執行數

財政部印刷廠
購買額溫槍、酒精、電池、口罩、噴瓶、門禁卡

及異地辦公電話、防火牆外部連線經費
137

中國輸出入銀行
購買額溫槍等防疫物資、新增電腦設備、印表機

等
3,976

配合防疫新增生產75%酒精產品計畫 910,476

紅外線熱影像儀、口罩、防護面罩、酒精、額溫

槍及異地辦公經費等
3,235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515

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配合防疫政策租用異地辦公備援場所及口罩、消

毒水等相關經費
515

交通部主管 262,859

中華郵政公司

配合防疫採購相關防疫物資(口罩、酒精、額溫

槍、熱顯測溫偵測器、防護用品等)及異地辦公

經費等

58,561

臺灣鐵路管理局 防疫物資及加強清潔消毒等 101,100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酒精、口罩、乾洗手液、漂白水、護目鏡、隔離

衣及紅外線熱像測溫儀等
2,421

額溫槍、航空站消毒、口罩、嗽口水、手套等 7,970

補貼商業服務設施業之公共設施服務費用(109年

3-6月執行數)
92,807

(二)非營業特種基金 20,424,672

行政院主管(國家發展委員會管

理)
2,531,857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 投資受新冠肺炎影響新創事業 2,531,857

行政院主管(科技部管理) 250,169

強化支應基礎醫學、臨床醫學、遠距、AI應用等

相關研究及支援技術平台
245,342

推動對臺灣具威脅性之重要及新興感染症研究計

畫
4,500

因應防疫遠距辦公需求，採購硬體式數位憑證、

讀卡機、視訊通訊軟體授權
327

國防部主管 6,033

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 醫療事業增購紅外線熱影像儀設備 6,033

經濟部主管 114,694

水資源作業基金 防疫分區辦公事務用品及環境配置、防疫用品等 1,238

補助公協會及個別廠商因參展取消或延期之費用

損失
99,402

補助會展主辦單位因展覽或會議取消或延期之費

用損失
13,095

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 酒精、額溫槍及紅外線熱感像儀儀等 959

科技部主管 281

經濟特別收入基金

－推廣貿易基金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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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基金名稱 辦理項目
11月30日止

執行數

科學園區管理局作業基金 智慧防救災系統新增疫情回報功能 281

交通部主管 9,760,509

促進旅行業(含導遊領隊)、旅宿業、觀光遊樂業

發展-人才培訓
500,000

入境旅行社紓困 140,192

旅行業接待大陸旅行團提前離境等補助 2,064

旅行業停止出入團之補助措施 671,348

促進旅行業(含導遊領隊)、旅宿業、觀光遊樂業

發展-人才培訓2.0加碼
1,782,337

協助旅行業、旅宿業及觀光遊樂業融資周轉貸款

協助及利息補貼
500,000

觀光遊樂業團體取消方案 105,482

提撥專款作為貸款信用保證協助民用航空運輸

業、空廚業、航空站地勤業融通貸款(紓困2.0方

案)

4,232,000

新冠肺炎防疫支援人力費用、相關物資及宣導公

告、文書影印與加強消毒等費用
14,714

補貼臺北、臺中、高雄國際航廈商業服務設施業

之公共服務設施費用(紓困3.0方案)(新增)
12,372

航港建設基金

提撥專款作為貸款信用保證協助非中小企業規模

之船舶運送業、貨櫃集散站經營業、船舶貨物裝

卸承攬業融通貸款(紓困2.0方案)

1,800,000

教育部主管 2,731,992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 耳額溫槍、自動消毒機、口罩及酒精等 211,379

國立臺灣大學附設醫院作業基

金

新型人體測溫用紅外線熱影像儀、電子影像喉頭

鏡插管系統、硬式喉頭鏡、防疫通關系統及檢驗

試劑、防護面罩、護目鏡、隔離衣等防疫用物品

等

155,065

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醫院作業基

金

帳篷、帆布搭設、篩檢站電話設備配線及紅外線

體溫放置架等
26,207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作業基

金
隔離衣、口罩、乾洗手、手套及面罩等 3,223

教育部所屬機構作業基金 防疫物資及除菌消毒作業 1,818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金 口罩、額溫槍、酒精等防疫用品 10,010

運動彩券發行應變方案 700,000

運動消費抵用方案 1,261,130

補助運動事業及體育團體營運成本 325,040

大型展銷活動 31,650

強化運動產業人力素質 6,470

法務部主管 439

法務部矯正機關作業基金 防疫物資等 439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管 130,383

交通作業基金

－觀光發展基金

交通作業基金

－觀光發展基金

交通作業基金

－民航事業作業基金

運動發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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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基金名稱 辦理項目
11月30日止

執行數

榮民醫療作業基金 隔離衣、防護衣及酒精、篩檢及隔離耗材設備等 129,318

國軍退除役官兵安置基金
口罩、耳溫槍、酒精等防疫用品及噴霧式消毒設

備等
1,065

勞動部主管 3,345,438

安心就業計畫 485,555

擴大創業鳳凰貸款對象及提供還款緩衝之優惠措

施
1,938

安心即時上工計畫 971,216

充電再出發訓練計畫 177,470

安全設備改善協助對象擴及受影響行業別 27,426

補助地方政府辦理身心障礙者庇護性就業服務計

畫
41,331

補助地方政府辦理促進視障功能障礙者就業計畫 18,989

視覺功能障礙者從事按摩工作補貼計畫 115,490

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計畫 25,174

輔導及推動工作與生活平衡計畫 19,423

108學年度應屆畢業青年就業措施 1,372,857

安穩僱用計畫 74,997

購買額溫槍、酒精、口罩、手套、肥皂等防疫用

品，且於全國檢定各梯次學科測試前後進行考區

消毒作業

1,076

加強對外國人及雇主宣導防疫資訊、因應外國人

管理所需防疫物資、減少外國人跨境流動及落實

外國人檢疫管理等措施

7,757

勞工保險局作業基金
職業災害預防與補助，配合新冠肺炎疫情修正中

小型企業安全衛生設施補助計畫
4,739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 1,495,274

農業特別收入基金 休閒農業產業場域升級、商品優化、多元行銷等 1,495,274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管 12,327

環境保護基金－資源回收管理

基金

資收關懷計畫

補助資收個體戶上限由每人每月3,500元提高至

5,000元

12,327

衛生福利部主管 16,309

衛生福利特別收入基金

－社會福利基金

額溫槍、酒精、乾洗手液、紗布、棉織口罩、洗

手液及消毒用噴霧機等
5,079

製作「長者及職場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衛教宣導單張」
99

製作「防疫全壘打_投出新希望」防疫衛教動畫

宣導素材
109

慢性病患者提醒(陪伴篇)托播 2,596

防疫英雄影片製作 955

衛生福利特別收入基金

－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基金

就業安定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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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基金名稱 辦理項目
11月30日止

執行數

保持社交距離動畫製作 94

居家生活動畫製作 100

防疫心理話動畫製作 62

「慢性病患者提醒(陪伴篇)」與「為家提抵抗力

讓愛更有保護力」影片製作
1,000

健康防疫宣導(小遊戲)製作與網路托播 1,201

防疫尖兵影片製作 422

防疫衛教觀念廣編稿及新媒體通路傳播 99

防疫尖兵影片電視托播 4,000

防疫衛教漫畫圖卡製作 84

製作「長照機構防疫懶人包」 43

防疫宣導單張、簡報、影片翻譯 83

衛生福利特別收入基金

－長照服務發展基金

拍攝「因應嚴重特殊傳染病肺炎社區防疫防護知

能訓練教學影片」-環保志工、社工、居服員
180

辦公廳舍消毒、印製防疫海報、口罩、酒精、洗

手乳及消耗品等
79

防疫壓克力隔板 15

室內空氣品質淨化機租賃 4

建置第2交易室電話佈線費 1

因應疫情辦理採購視訊會議所需之Cisco Webex

視訊授權軟體
1

管制藥品製藥工廠作業基金 額溫槍 3

文化部主管 5,907

國立文化機構作業基金 紅外線熱影像儀．口罩、酒精及手套等 5,907

原子能委員會主管 856

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基金
購置紅外線熱像測溫儀1台、口罩及環境消毒費

用
856

公平會主管 7

反托拉斯基金
辦理公平交易法宣導會、專題講座及學術研討會

採購口罩及酒精等防疫用品
7

原住民族委員會主管 3,920

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 儲蓄互助社原住民貸款手續費補貼 3,920

考試院考選部主管 18,277

考選業務基金
防疫人力試務酬勞、防疫相關用品及環境消毒費

用
18,277

衛生福利特別收入基金

－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基金

國民年金保險基金

註：本表未包括特別預算補助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電費減免減少之收入246億113萬元及台灣自

來水股份有限公司水費減免減少之收入5億576萬9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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