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總計   1,785,752

總統府主管        16,620

一般行政         1,937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額溫

槍、噴霧消毒設備、自動給皂設

備、酒精、洗手液、漂白水、手

套、防護面罩、電扇)等項目、購置

感應式水龍頭、因應異地或分區辦

公、視訊會議所需物品及設備等相

關經費

國家發展研究

及諮詢

             33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洗手液、漂白

水、消毒液、個人用耳機麥克風)等

項目

新聞發布                3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酒精、洗手液、

漂白水、環保拋棄式麥克風罩)等項

目

國家安全會議 一般行政            213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額溫

槍、酒精、購置自動給皂設備)等項

目、視訊會議所需物品及設備

國史館 一般行政            206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

罩、額溫槍、酒精、手套、防護面

罩)所需物品及設備、因應防疫分區

辦公整修、購置感應式水龍頭等設

備、辦理視訊會議所需物品及設備

一般行政              97 一般性防疫措施(額溫槍、酒精)、

因應異地或分區辦公整修、視訊會

議所需物品及設備

文獻業務                9 一般性防疫措施(額溫槍、酒精)

中央研究院 一般行政            175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酒精、噴霧消毒

設備、自動給皂設備)、因應異地或

分區辦公等相關整修經費

人文及社會科

學研究

        2,135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

罩、額溫槍、酒精、手套、防護面

罩)、購置感應式水龍頭、視訊會議

所需物品及設備

主題研究與人

才培育

           762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口罩、酒精、洗

手液)、購置感應式讀卡機及防疫用

隔板等

國史館臺灣文

獻館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經費支用情形表(總預算)
截至109年6月30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總統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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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中央研究院 生命科學研究         6,174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紅外線熱像測溫

儀、環境消毒、口罩、額溫槍、酒

精、手套、防護面罩等)、因應異地

或分區辦公整修、視訊會議所需物

品及設備等相關經費

數理科學研究         3,428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紅外線熱像測溫

儀、環境消毒、口罩、額溫槍、酒

精、手套、防護面罩等)、因應異地

或分區辦公整修、視訊會議所需物

品及設備等相關經費

學術審議及研

究獎助

        1,448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

罩、額溫槍、酒精等)、因應異地或

分區辦公整修、視訊會議所需物品

及設備等相關經費

行政院主管        43,369

行政院         5,996

行政院 一般行政              70 消毒清潔用品、事務隔間等

施政及法制業

務

           170 額溫槍、耳溫槍、隔離防護衣、醫

用手套、酒精、護目鏡等

資訊管理            675 筆電、網路佈線、資訊耗材等；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專區網站改版優

化及維運案

其他設備            450 紅外線感應儀器組具等

新聞傳播業務         4,631 武漢肺炎防疫宣導影片等經費

主計總處            935

一般行政            535 防疫用品及因應防疫分區辦公調整

辦公空間

綜合統計業務              97 因應防疫分區辦公用品

國勢普查業務              47 因應防疫分區辦公用品等

主計資訊業務            159 因應防疫分區辦公網路環境建置及

相關用品

其他設備              97 因應居家辦公遠端連線所需，VPN雙

因子驗證授權費

人事總處及所屬         2,738

一般行政            664 購置防疫設備、用品及進行區域消

毒、購置異地辦公設備及用品、遠

距視訊設備等相關費用

人事行政之政

策規劃執行與

發展

        1,318 購置異地辦公資訊設備

人事行政總

處

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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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一般行政              81 購置防疫設備、用品及進行區域消

毒、其他(防疫加班與紓困會議等費

用)

訓練輔導及研

究

           675 購置防疫設備、用品及進行區域消

毒、異地辦公設備及用品、遠距視

訊設備等相關費用、其他(防疫加班

與紓困會議等費用)

國立故宮博物院         2,614

一般行政            898 購置酒精、口罩等防疫物資及耗材

等

文物研究、展

覽與推廣

        1,451 購置北部院區展場用體溫偵測儀及

分區辦公所需資訊設備

南 院 文 物 研

究、展覽與推

廣

           233 購置南部院區分區辦公所需資訊設

備

安全管理維護              32 因應防疫分區辦公需要，籌設防疫

時期安管備援機房，採購網路交換

器等

國家發展委員會及所屬         1,128

一般行政 508 購買防疫物資及辦公空間、環境消

毒、異地辦公環境建置

中興新村維運 281 購買防疫物資及辦公空間、環境消

毒、異地辦公環境建置

健全資訊管理

，提升應用效

率

176 異地辦公環境建置(含網路設備及網

路佈線工程經費、對外上網專線月

租費等)

推動法規鬆綁

與革新、強化

經貿競爭實力

3 購買防疫物資(含酒精、額溫槍等)

及辦公空間、環境消毒

深化推動政府

資通訊應用建

設

9 異地辦公環境建置(含網路設備及網

路佈線工程經費、對外上網專線月

租費等)

管制考核 4 購買防疫物資(含酒精、額溫槍等)

及辦公空間、環境消毒

一般行政 138 購買防疫物資及辦公空間、環境消

毒、異地辦公環境建置

文書檔案數位

變革計畫

7 購買防疫物資及異地辦公環境建置

深化國家記憶

計畫

2 購買防疫物資

公務人力發

展學院

國家發展委

員會

檔案管理局

國立故宮博

物院

第 3 頁，共 33 頁



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原住民族委員會及所屬            929

一般行政 40 酒精、漂白水等清潔消毒用品及紅

外線額溫槍

綜合規劃發展 732 異地辦公及第三區辦公點佈建臨時

網路線及網路交換器、異地辦公購

置筆記型電腦

一般行政 46 紅外線額溫槍、酒精、漂白水等清

潔消毒用品、異地辦公電話線路裝

置等

藝術展演及文

化推廣業務

111 紅外線額溫槍、視訊設備、園區歌

舞館委外清潔消毒

客家委員會及所屬        10,463

一般行政            375 因應客家委員會異地辦公第二辦公

區場地配電施工及租金、因應視訊

會議購置鏡頭及租用軟體，以及採

購防疫耗材等

文化教育推展         6,300 因應疫情限制集會活動，製作客家

藝文影音線上推廣供民眾欣賞

客家文化發展

中心規劃與營

運

        1,008 因應客家文化發展中心異地辦公第

二辦公區場地配電施工、網路交換

器及架設網路線，以及採購防疫耗

材等

傳播行銷推展         2,780 防疫動畫及客家電視臺防疫部署

中央選舉委員會及所屬        11,747

一般行政            197 中選會購置紅外線熱影印儀分攤款

(原價415千元，本會分攤6/56)、第

2辦公室OA

選舉業務        11,374 中選會第2辦公室安裝電力及網路

線、口罩、辦理地方公職人員罷免

所需防疫物資等

地方選舉委員

會行政業務

           176 地方選舉委員會購置紅外線額溫

槍、耳溫槍、酒精、漂白水等、第2

辦公室網路佈線及交換器、應變中

心通信纜線等

公平交易委員會            206

限制競爭行為

調查處理

           152 防疫物資市況調查差旅費

法務及行政救

濟業務

             54 紅外線額溫槍、口罩及酒精等防疫

物資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137

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

一般行政            137 酒精、手指消毒機、紅外線額溫

槍、口罩

公平交易委

員會

客家委員會

及所屬

中央選舉委

員會及所屬

原住民族委

員會

原住民族文

化發展中心

第 4 頁，共 33 頁



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大陸委員會         5,842

一般行政         2,428 異地辦公購置筆記型電腦、視訊會

議、辦公用品及網路施工、防疫物

資等相關經費

文教業務            179 異地辦公購置筆記型電腦、視訊會

議、辦公用品及網路施工等相關經

費

法政業務         2,357 異地辦公購置筆記型電腦、視訊會

議、辦公用品及網路施工、從事防

疫工作人員投保額外保險費357千元

專案補助海基會因應疫情增加加

班、差旅費與通訊費等經費2,000千

元

港澳蒙藏業務            354 異地辦公購置筆記型電腦、視訊會

議、辦公用品及網路施工、防疫物

資等相關經費

經濟業務            215 異地辦公購置筆記型電腦、視訊會

議、辦公用品及網路施工等相關經

費

綜合規劃業務            219 異地辦公購置筆記型電腦、視訊會

議、辦公用品及網路施工異地辦公

購置筆記型電腦、視訊會議、辦公

用品及網路施工、防疫設備等相關

經費

聯絡業務              90 異地辦公購置筆記型電腦、視訊會

議、辦公用品及網路施工等相關經

費

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              45

一般行政                7 紅外線額溫槍、酒精

運輸系統安全

分析與工程鑑

定

               6 防治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專題講座

及遠距辦公教學講師鐘點費

精進運輸事故

調查技術與預

防研究

32 護目鏡、防水鞋套、防毒面罩、濾

毒罐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147

促進轉型正

義委員會

一般行政            147 耳溫槍、紅外線額溫槍、漂白水、

線上會議軟體、雲端服務、會議攝

影機等防疫物資及軟硬體設備

大陸委員會

國家運輸安

全調查委員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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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13

不當黨產處

理委員會

一般行政              13 額溫槍、口罩及酒精等防疫物資

公共工程委員會            429

公共工程委

員會

一般行政            429 異地辦公相關水電費、物品及設備

等

立法院主管         1,422

一般行政         1,171 酒精、乾洗手液、漂白水、電梯按

鈕保護貼、額(耳)溫槍、酒精噴霧

消毒器、感應式水龍頭、視訊設

備、壓克力板等防疫所需耗材與物

品

委員會館              92 酒精、乾洗手液、漂白水、額(耳)

溫槍、酒精噴霧消毒器、標示銜牌

等防疫所需耗材與物品

公報業務              45 麥克風海棉套

其他設備            114 視訊相關設備

司法院主管        13,990

司法院 一般行政            773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

罩、額溫槍、酒精)及購置遠距訊問

設備、雲端視訊會議等項目

最高法院 一般行政            124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

罩、額溫槍、酒精)及因應異地或分

區辦公等相關整修經費等項目

最高行政法院 一般行政            176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

罩、額溫槍、酒精)及因應異地或分

區辦公等相關整修經費等項目

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

一般行政              49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

罩、額溫槍、酒精)及購置遠距訊問

設備、雲端視訊會議等項目

臺中高等行政

法院

一般行政              96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

罩、額溫槍、酒精)及因應異地或分

區辦公整修、視訊設備等經費

高雄高等行政

法院

一般行政              62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

罩、額溫槍、酒精)等項目

公務員懲戒委

員會

一般行政                1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

罩、額溫槍、酒精)等項目

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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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法官學院 一般行政            303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

罩、額溫槍、酒精)及購置雲端視訊

會議等項目

一般行政              25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酒

精、PE手套)及因應異地或分區辦公

整修經費

審判業務              27 法庭用防疫措施，包括口罩、額溫

槍、壁掛式酒精、法警用面罩及防

護衣等

一般行政            605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

罩、額溫槍、酒精)及因應異地或分

區辦公整修、視訊設備等經費

審判業務              21 購置異地辦公設備等經費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一般行政            285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

罩、額溫槍、酒精)及因應異地或分

區辦公整修等經費

臺灣高等法院

臺南分院

一般行政              89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

罩、額溫槍、酒精)及因應異地或分

區辦公整修、訴輔科加裝防護隔離

設施等經費

臺灣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

一般行政            242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

罩、額溫槍、酒精)及因應異地或分

區辦公整修、視訊設備等經費

臺灣高等法院

花蓮分院

一般行政              45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

罩、額溫槍、酒精)及購置遠距訊問

設備、雲端視訊會議等項目

一般行政         1,030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

罩、額溫槍、酒精)及因應異地或分

區辦公整修、視訊設備等經費

審判業務              60 購置法庭購視訊設筆記型電腦2台

一般行政            513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

罩、額溫槍、酒精)及因應異地或分

區辦公整修等經費

審判業務              22 購置遠距訊問設備、法庭加裝防護

隔離設施等經費

臺灣高等法院

臺灣士林地方

法院

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

智慧財產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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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臺灣新北地方

法院

一般行政            871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

罩、額溫槍、酒精)及因應異地或分

區辦公整修等經費

臺灣桃園地方

法院

一般行政         1,033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

罩、額溫槍、酒精)及因應異地或分

區辦公整修、雲端視訊會議等經費

一般行政            963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

罩、額溫槍、酒精)及因應異地或分

區辦公整修等經費

審判業務              85 購置手持式紅外線熱像儀1台

一般行政              89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

罩、額溫槍、酒精)及購置遠距訊問

設備、雲端視訊會議等經費

審判業務              53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口罩、額溫槍、

酒精)及購置遠距訊問設備、雲端視

訊會議等經費

臺灣臺中地方

法院

一般行政            422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

罩、額溫槍、酒精)及因應異地或分

區辦公整修、購置遠距訊問設備、

視訊設備等經費

一般行政            271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

罩、額溫槍、酒精)及購置遠距訊問

設備、雲端視訊會議等經費

審判業務            125 購置開庭用壓克力隔板及循環扇、

隔離室用循環扇、夜間出入管制電

子感應設施等經費

一般行政            182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

罩、額溫槍、酒精)及購置遠距訊問

設備、雲端視訊會議等經費

審判業務              36 購置壓克力屏風等經費

臺灣新竹地方

法院

臺灣彰化地方

法院

臺灣南投地方

法院

臺灣苗栗地方

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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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一般行政            125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

罩、額溫槍、酒精)及因應異地或分

區辦公整修、視訊設備等經費

審判業務              71 法庭增設視訊連線系統、視訊網路

攝影機等經費

一般行政         1,218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

罩、額溫槍、酒精)及因應異地或分

區辦公整修、視訊設備等經費

審判業務              42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

罩、額溫槍、酒精)等項目

一般行政            495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

罩、額溫槍、酒精)及因應異地或分

區辦公整修、視訊設備等經費

審判業務              95 因應異地或分區辦公於異地辦公室

加裝防火牆及購置智慧體溫感測器

等設備經費

臺灣橋頭地方

法院

一般行政            136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

罩、額溫槍、酒精)等項目及購置遠

距訊問設備、雲端視訊會議

臺灣高雄地方

法院

一般行政            435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

罩、額溫槍、酒精)及購置遠距訊問

設備、雲端視訊會議等經費

臺灣屏東地方

法院

一般行政            274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

罩、額溫槍、酒精)及購置遠距訊問

設備、雲端視訊會議等經費

一般行政            461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

罩、額溫槍、酒精)及因應異地或分

區辦公整修、視訊設備等經費

審判業務              30 購置強制處分遠距訊問筆記型電腦

等經費

一般行政            201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

罩、額溫槍、酒精)及因應異地或分

區辦公整修等經費

審判業務            164 因應異地或分區辦公線路遷移、視

訊設備等經費

一般行政            187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

罩、額溫槍、酒精)及因應異地或分

區辦公整修、視訊設備等經費

審判業務              31 購置透明面罩、拋棄式隔離衣及壓

克力透明防護罩等經費

臺灣嘉義地方

法院

臺灣宜蘭地方

法院

臺灣雲林地方

法院

臺灣花蓮地方

法院

臺灣臺東地方

法院

臺灣臺南地方

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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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一般行政            530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

罩、額溫槍、酒精)及因應異地或分

區辦公整修、視訊設備等經費

審判業務              91 購置透明壓克力隔板等經費

臺灣澎湖地方

法院

一般行政            127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

罩、額溫槍、酒精)及因應異地或分

區辦公整修、視訊設備等經費

一般行政            116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

罩、額溫槍、酒精)等項目

審判業務            385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防疫壓克力隔

板、口罩、額溫槍、酒精)等項目

福建高等法院

金門分院

一般行政              12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

罩、額溫槍、酒精)等項目

福建金門地方

法院

一般行政              78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

罩、額溫槍、酒精)等項目

福建連江地方

法院

一般行政                8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

罩、額溫槍、酒精)等項目

考試院主管         2,754

一般行政            650 額溫槍、酒精、識別用等防疫品及

遠端視訊會議資訊設備等採購案

施政業務及督

導

             26 因應分區辦公，增購辦公器具等

一般行政              70 體溫偵測儀、服務台裝設透明壓克

力板及配合分地辦公增設電話分機

考選資料處理                1 遠距視訊會議作業多媒體音箱喇叭

銓敘部 一般行政            236 額溫槍、酒精、識別用等防疫品及

感應式水龍頭等

公務人員保障

暨培訓委員會

一般行政            100 額溫槍、酒精、異地辦公室電話佈

線工程及設備、異地辦公同仁公務

電腦設備載運回機關之運費等

一般行政              34 額溫槍、酒精、識別用等防疫品、

異地辦公室影印機租金及電信費、

因應視訊會議用之有線耳機麥克風

等

退撫基金監理              14 因應視訊會議用之麥克風喇叭、異

地辦公室電話佈線工程

一般行政            213 額溫槍、酒精、識別用等防疫品及

環保拋棄式麥克風罩等

退撫基金管理            178 為應分區、異地辦公所採購個人用

耳機麥克風及視訊會議所需物品

考試院

考選部

公務人員退休

撫卹基金監理

委員會

公務人員退休

撫卹基金管理

委員會

臺灣高雄少年

及家事法院

臺灣基隆地方

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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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一般行政              27 額溫槍、酒精等防疫品、異地(分

區)辦公搬運費

中區公務人員

培訓

           477 額溫槍、酒精、用餐防疫隔板等防

疫品、異地(分區)辦公視訊網路佈

線工程、增設電話線路及通訊費、

學員餐廳取消團膳相關費用、增設

住宿學員防疫隔離之備用床位寢

具、調降每班訓練人數增開班數所

增辦訓經費及取消合堂改以同步直

播授課所需影音器材配置

國家文官培訓

業務

           728 額溫槍、酒精、口罩、用餐防疫隔

板等防疫品、學員餐廳取消團膳相

關費用、調降每班訓練人數增開班

數所增辦訓經費及取消合堂改以同

步直播授課所需影音器材配置

監察院主管         1,092

監察院 一般行政            101 防疫所需耗材與物品及異地分流辦

公等措施等

其他設備            117 遠距會議、辦公所需之軟硬體設備

等

審計部 一般行政            346 防疫所需耗材與物品及異地分流辦

公等措施等

中央政府審計            160 防疫所需耗材與物品及異地分流辦

公等措施、遠距會議、辦公所需之

軟硬體設備等

縣市地方審計            121 防疫所需耗材與物品及異地分流辦

公等措施等

審計部臺北市

審計處

一般行政              96 遠距會議、辦公所需之軟硬體設備

等

審計業務              41 防疫所需耗材與物品及異地分流辦

公等措施等

一般行政                4 防疫所需耗材及物品等

審計業務                2 防疫所需耗材及物品等

審計部桃園市

審計處

一般行政                5 防疫所需耗材及物品等

審計部臺中市

審計處

一般行政              49 防疫所需耗材與物品及異地分流辦

公等措施等

審計業務                9 防疫所需耗材及物品等

審計部臺南市

審計處

一般行政              14 防疫所需耗材及物品等

國家文官學院

及所屬

審計部新北市

審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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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審計部高雄市

審計處

一般行政              22 防疫所需耗材及物品等

審計業務                5 防疫所需耗材及物品等

內政部主管        27,213

一般行政            267 大樓紅外線熱影像儀分攤款、額溫

槍、耳溫槍、酒精等防疫用品、異

地辦公相關設備

民政業務              38 異地辦公購置行動硬碟

土地測量            176 額溫槍、耳溫槍、酒精等防疫用

品、異地辦公相關設備

土地開發              19 酒精、自動噴霧機、洗手乳

營建署及所屬 一般行政            581 大樓紅外線熱影像儀、額溫槍、耳

溫槍、酒精等防疫用品、視訊會議

網 路 攝 影 機 及 視 訊 軟 體 (CISCO

WebEx)、異地辦公相關線路裝設

費、防疫加班費

公園規劃業務            181 額溫槍、耳溫槍、酒精等防疫用

品、異地辦公相關線路裝設費、異

地辦公相關物品

墾丁國家公園

經營管理

           226 額溫槍、耳溫槍、酒精等防疫用

品、防疫廣播、停車場及展館管制

簡訊

玉山國家公園

經營管理

           238 溫槍、耳溫槍、酒精等防疫用品、

異地辦公相關線路裝設費

陽明山國家公

園經營管理

           101 額溫槍、耳溫槍、酒精等防疫用品

太魯閣國家公

園經營管理

           166 額溫槍、耳溫槍、酒精等防疫用

品、視訊會議網路攝影機、異地辦

公相關線路裝設費

雪霸國家公園

經營管理

           316 額溫槍、耳溫槍、酒精等防疫用

品、異地辦公相關物品、異地辦公

相關線路裝設費

金門國家公園

經營管理

           142 額溫槍、耳溫槍、酒精等防疫用品

海洋國家公園

經營管理

           643 額溫槍、耳溫槍、酒精等防疫用

品、異地辦公相關物品、異地辦公

相關線路裝設費、視訊會議網路攝

影機、因肺炎疫情防疫辦理「推動

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振興經濟策

略聯盟暨自辦MOU記者會計畫」

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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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營建署及所屬 台江國家公園

經營管

           164 大樓紅外線熱影像儀、額溫槍、耳

溫槍、酒精等防疫用品、異地辦公

相關線路裝設費、異地辦公相關物

品

營建業務                7 防疫用桌上壓克力架

區域及都市規

劃業務

           112 額溫槍、耳溫槍、酒精等防疫用

品、視訊會議網路攝影機

下水道管理業

務

        9,671 辦理雙連坡營區武漢肺炎隔離安置

衛浴整修工程緊急採購案

一般行政            306 運費、紙箱及額溫槍、酒精、酒精

消毒機等防疫物資用品

警政業務         3,898 防疫會議誤餐費、郵資及異地辦公

網路佈線、購置無線網卡及公職人

員罷免案秩序維護與防疫工作等

警務管理            239 建物殺菌消毒作業、酒精、手套、

透明隔板、額溫槍、耳溫槍等防疫

物資、異地辦公網路佈線及建置會

議視訊等

保安警察業務            168 漂白水、酒精、額溫槍、耳溫槍等

防疫物資用品、異地辦公相關設備

國道警察業務            335 額溫槍、耳溫槍、酒精等防疫用

品、異地辦公相關設備

刑事警察業務            768 紅外線顯像儀、紫外線公文除菌機

等防疫設備、偵詢作業防護用防飛

沫擋板、執勤人員居家檢疫隔離辦

公室消毒、額溫槍、耳溫槍、酒精

等防疫用品、異地辦公地點修繕、

網路佈線及相關器材等

初級警察業務         1,005 酒精、隔離衣、手套、口罩、噴

瓶、提籃及教室麥克風套等防疫物

資用品、遠距教學系統租賃費及講

習鐘點費

其他設備            138 視訊會議攝影機及麥克風、異地辦

公購置無線訊號發送接收器

一般行政            150 酒精等防疫用品(教職員)、視訊用

麥克風(行政會議)、防疫作業加班

高級警察教育         2,762 口袋型及固定式溫度熱像儀、招生

考試防疫用閱卷圖書教具滅菌機、

耳溫槍、酒精等防疫用品(學生)、

全校性消毒等防疫措施、異地辦公

相關設備、誤餐費、學生防疫期間

營養品

警政署及所屬

中央警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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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一般行政              10 酒精

消防救災業務            329 熱顯測溫偵測器、乾洗手、配發消

防機關N95口罩與隔離衣郵資及運

費、訓練中心教學區消毒費用、訓

練中心分地供餐用廚具及送餐推車

役政署 役政業務            535 役政署及替代役訓練班所需額溫

槍、耳溫槍、酒精等防疫用品及派

遣替代役役男支援入境旅客防疫值

班費及交通費等

一般行政              81 移民署大樓防疫所需隔板、酒精、

標記貼紙等物資及電梯分流工程設

定及復原

入出國及移民

管理業務

        3,195 各縣市服務站、專勤隊及收容所防

疫所需酒精、口罩、額溫槍、手

套、防護面罩、隔離衣等物資及異

地辦公空間整備(含電話、網路及電

力等線路拉設與購置相關設備)

建築研究所 建築研究業務              38 建置官網防疫專區、公務用視訊軟

體授權、額溫槍、口罩、酒精、漂

白水等防疫用品

一般行政              62 紅外線額溫槍、醫療用口罩、酒精

及漂白水等防疫物資、異地辦公移

設運費及網路使用月租費

空中勤務業務            146 執行空勤救災任務所需防護衣、口

罩及隔離布簾等防疫物資、異地辦

公相關電話及網路設備佈線及架設

費用

外交部主管      529,146

外交部         9,971 口罩、噴霧瓶、酒精等防疫用品、

消毒機、紅外線熱像測溫儀、額溫

槍及異地辦公支出2,871千元

防護機器設備款7,100千元

外交管理業務            176 異地辦公網路申請及升級費

國際合作及關

懷

     516,167 援贈友邦及友我國家因應新型冠狀

病毒加強防疫及抗疫所需相關經費

駐外機構業務         2,323 駐外館處致贈駐在國在地政、商、

學界友我人士防疫物資及駐外館處

為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購置職雇人員

防疫清潔用品等相關費用

外交及國際事

務學院

一般行政              76 額溫槍、耳溫槍、耳套、酒精等防

疫用品

一般行政

空中勤務總隊

消防署及所屬

移民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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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一般行政            302 額溫槍、公文消毒箱、標籤貼紙、

壓克力板/架等防疫用品

領事事務管理            131 口罩、酒精、酒精棉片、酒精機

架、防護玻璃安裝、噴瓶、PVC手

套、環境消毒及藥水等防疫用品

國防部主管         9,307

軍事行政         7,532 75%酒精、乾洗手液、防護面罩、護

目鏡、紅外線額溫槍等

情報行政         1,775 耳溫槍防疫用品等

財政部主管        41,255

一般行政         3,364 提供同仁執行公務所需紅外線熱像

儀、酒精、環境消毒及防護面罩、

口罩、手套、漂白水、感應式消毒

器、耳溫槍、額溫槍及異地辦公所

需經費

財政人員訓練            476 辦理訓練業務及學員防護所需酒

精、環境消毒及防護面罩、口罩、

手套、漂白水、感應式消毒器、耳

溫槍、額溫槍、視訊會議、教室架

設投影機同步連線作業及異地辦公

所需設備等

一般行政         1,118 酒精、環境消毒及防護面罩、口

罩、手套、漂白水及感應式消毒

器、耳溫槍、額溫槍、防疫加班費

及異地辦公所需經費等

國庫業務            406 視訊會議、記者會及異地辦公處所

相關設備、因應疫情會議餐費、印

製資料及辦理簡訊通知小規模營業

人紓困方案等費用

國債付息            673 酒精、環境消毒及防護面罩、口

罩、手套、漂白水及感應式消毒

器、耳溫槍、額溫槍、防疫工作加

班費、視訊會議及異地辦公所需經

費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賦稅

署-一般行政」

           211 提供同仁執行公務所需環境消毒及

防護面罩、漂白水、耳溫槍、額溫

槍等耗材，紅外線熱像儀，異地辦

公處所之電力配置等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北區國

稅局及所屬-一般

行政」

財政部

國庫署

領事事務局

國防部所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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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國債付息         2,343 提供民眾洽公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

作業所需酒精、防護擋板、口罩、

手套、感應式消毒器、租用帳篷，

受理民眾報稅場地、電腦、網路、

電源線路布置及異地辦公處所網點

設置等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北區國

稅局及所屬-國稅

稽徵業務」

           238 提供同仁執行公務所需環境消毒及

酒精、口罩、漂白水、感應式消毒

器等耗材及異地辦公處所電話線路

配置等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南區國

稅局及所屬-一般

行政」

        1,198 提供民眾洽公及辦理所得稅結算申

報作業所需防護面罩、塑膠隔板、

手套及租用帳篷與受理民眾報稅場

地、電腦、網路及電源線路佈置等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南區國

稅局及所屬-國稅

稽徵業務」

           546 紅外線熱像儀、防疫工作加班費、

供內部同仁使用之酒精、環境消毒

及防護面罩、口罩、手套、漂白

水、感應式消毒器、耳溫槍、額溫

槍、海關執檢人員保險費及署本部

異地辦公處所之電話、電腦、網

路、電源線路布置、電話機、辦公

桌等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關務署

及 所 屬 - 一 般 行

政」

        3,011 供行李、貨物查驗同仁使用之酒

精、環境消毒及防護面罩、口罩、

手套、漂白水、感應式消毒器、耳

溫槍、額溫槍、海關執檢人員保險

費、因應防疫人員輪值所需餐費及

各關區異地辦公處所之電話、電

腦、網路、電源線路布置、電話

機、辦公桌、照明燈具等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關務署

及 所 屬 - 關 稅 業

務」

        1,770 酒精、環境消毒及防護面罩、口

罩、手套、漂白水及感應式消毒

器、耳溫槍、額溫槍及異地辦公所

需經費等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國有財

產署及所屬-一般

行政」

           642 視訊會議、記者會及異地辦公處所

相關設備、視訊服務費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國有財

產署及所屬-國有

財產業務」

賦稅署 一般行政            647 酒精、環境消毒及防護面罩、口

罩、手套、漂白水及感應式消毒

器、耳溫槍、額溫槍、防疫工作加

班費、視訊會議及異地辦公所需經

費

國庫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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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一般行政         1,669 提供同仁執行公務所需酒精、環境

消毒、漂白水，及異地辦公處所電

話、傳真機線路配置等

國稅稽徵業務         3,078 提供民眾洽公及辦理所得稅結算申

報作業所需感應式消毒器、耳溫

槍、額溫槍，受理民眾所得稅結算

申報作業所需租借場地、電話、電

腦、網路及電源線路布置等

一般行政         2,090 因應防疫所需加班費、購置防疫用

品(額溫槍、酒精及感應式消毒器

等)及異地辦公電話線路布置等

國稅稽徵業務         1,703 受理民眾報稅及防疫所需用品(防護

面罩、口罩、鍵盤保護墊及壓克力

隔板等)及異地辦公電腦、網路線路

布置等

        2,098 提供同仁執行公務所需環境消毒及

防護面罩、漂白水、耳溫槍、額溫

槍等耗材，紅外線熱像儀，異地辦

公處所之電力配置等

        3,431 提供民眾洽公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

作業所需酒精、防護擋板、口罩、

手套、感應式消毒器、租用帳篷，

受理民眾報稅場地、電腦、網路、

電源線路布置及異地辦公處所網點

設置等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北區國

稅局及所屬-國稅

稽徵業務」

        1,705 提供民眾洽公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

作業所需酒精、防護擋板、口罩、

手套、感應式消毒器、租用帳篷，

受理民眾報稅場地、電腦、網路、

電源線路布置及異地辦公處所網點

設置等

             70 提供同仁執行公務所需環境消毒及

防護面罩、漂白水、耳溫槍、額溫

槍等耗材，紅外線熱像儀，異地辦

公處所之電力配置等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北區國

稅局及所屬-一般

行政」

中區國稅局及

所屬

一般行政         2,880 提供同仁執行公務所需酒精、環境

消毒及防護面罩、口罩、手套、漂

白水、感應式消毒器等耗材、耳溫

槍、額溫槍、防疫加班費等

一般行政

國稅稽徵業務

臺北國稅局

高雄國稅局

北區國稅局及

所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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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中區國稅局及

所屬

國稅稽徵業務         2,127 受理民眾報稅及異地辦公處所-租借

場地、電話、電腦、網路及電源線

路布置、電話機等

           619 提供同仁執行公務所需環境消毒及

酒精、口罩、漂白水、感應式消毒

器等耗材及異地辦公處所電話線路

配置等

           418 提供民眾洽公及辦理所得稅結算申

報作業所需防護面罩、塑膠隔板、

手套及租用帳篷與受理民眾報稅場

地、電腦、網路及電源線路佈置等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南區國

稅局及所屬-國稅

稽徵業務」

國稅稽徵業務            735 提供民眾洽公及辦理所得稅結算申

報作業所需防護面罩、塑膠隔板、

手套及租用帳篷與受理民眾報稅場

地、電腦、網路及電源線路佈置等

一般行政            667 酒精、環境消毒及防護面罩、口

罩、手套、漂白水及感應式消毒

器、耳溫槍、額溫槍及異地辦公所

需經費等

國有財產業務              26 視訊會議、記者會及異地辦公處所

相關設備、視訊服務費

一般行政            987 一般性防疫措施(酒精、環境消毒、

口罩、手套、漂白水、感應式消毒

器、額溫槍、紅外線熱像儀)等項

目、購置感應式水龍頭、防疫加班

費及異地辦公所需經費等

財政資訊業務            309 異地辦公處所-電腦、網路、視訊會

議及電源線路布置等

教育部主管      465,243

教育部 技術職業教育

行政及督導

       41,069 提供技專校院防疫用酒精、口罩及

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考場為通風

所需立扇及協助大專校院因應疫情

影響衝擊補助

私立學校教學

獎助

           775 寄送防疫物資郵資、運費

        6,304 提供技專校院防疫用、四技二專統

一入學測驗等所需口罩

財政資訊中心

一般行政南區國稅局及

所屬

國有財產署及

所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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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教育部 私立學校教學

獎助

     130,972 提供大專校院防疫用、大學招生考

試、指考等所需口罩

        4,593 提供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及高級

中等以下學生短期補習班防疫用口

罩、酒精

     108,829 補助大專校院因應疫情影響所需口

罩、酒精等防疫物資

師資培育與藝

術教育行政及

督導

        2,069 補助全國舞蹈及音樂比賽防疫用酒

精、口罩及設置臨時救護服務站等

高等教育行政

及督導

       11,427 提供大專校院防疫用酒精、口罩、

隔離衣及設置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

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諮詢小組

專案辦公室及協助大專校院因應疫

情影響衝擊補助

終身教育行政

及督導

       19,160 提供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及高級

中等以下學生短期補習班防疫用酒

精、額(耳)溫槍(含社區大學)、口

罩及補助社教機構購置紅外線熱成

(顯)像儀及本部委託協會審查社區

大學及講師紓困案之行政業務費

資訊與科技教

育行政及督導

       24,441 提供高國中小停課補課教學用4G網

路分享器及平板電腦、精簡型電腦

等

學生事務與特

殊教育行政及

督導

           200 寄送口罩郵資、運費

一般行政            224 本部用紅外線熱成(顯)像儀

國際及兩岸教

育交流

        1,250 本部委託協會審查留遊學服務業紓

困案之行政事務費

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

國民及學前教

育行政及督導

     113,930 提供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與幼兒園及

實驗機構防疫用額(耳)溫槍、酒

精、運費及109年會考防疫經費

法務部主管        14,386

臺灣彰化地方

檢察署

檢察機關擴

(遷)建計畫

             31 酒精、感應式消毒機、額溫槍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廉政

署-一般行政」

       13,287 醫療口罩及矯正機關用口罩套、酒

精、漂白水、感應式消毒機、電動

消毒噴霧器、額溫槍、耳溫槍、棉

球、洗手乳等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矯正署

及 所 屬 - 矯 正 業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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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臺灣彰化地方

檢察署

檢察機關擴

(遷)建計畫

           460 酒精、漂白水、感應式消毒機、電

動消毒噴霧器、額溫槍、防護衣、

面罩、護目鏡、鞋套等防護用品、

防疫用壓克力隔板等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行政執

行署及所屬-執行

業務」

           608 醫療口罩、N95口罩、酒精、漂白

水、感應式消毒機、電動消毒噴霧

器、額溫槍、耳溫槍等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臺灣高

等檢察署-檢察業

務」

經濟部主管        17,133

一般行政         2,583 防疫分區辦公事務用品、辦公及資

訊環境配置、防疫用品等

礦務行政與管

理

6               辦理礦場保安訓練所需額溫槍、防

疫消毒用品等

工業局 一般行政              73 因應疫情消毒等事務用品及額溫槍

國際貿易局及

所屬

一般行政         4,820 防疫分區辦公事務用品及環境配

置、防疫用品、口罩出口許可證申

請系統等

一般行政         1,342 防疫分區辦公事務用品及環境配

置、防疫用品等

推動保護智慧

財產權

        1,901 服務處之防疫分區辦公事務用品及

審查業務人員分區辦公之環境配置

等

一般行政            756 防疫分區辦公事務用品及環境配

置、防疫用品等

標準檢驗及度

政管理

           289 實驗室防疫用品及環境配置等

一般行政              25 因應疫情消毒等事務用品及額溫槍

中小企業發展         1,737 紓困振興業務需要，增聘用預算員

額人事費用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中小企

業處-一般行政」

水利署及所屬 一般行政         1,587 辦理一般性業務所需防疫分區辦公

事務用品及環境配置、防疫用品等

水利行政業務            149 辦理水利行政及水權業務所需防疫

分區辦公事務用品及環境配置、防

疫用品等

水資源企劃及

保育

               3 辦理水文資料及技術發及台北水源

特定區管理及建設展業務所需防疫

分區辦公事務用品及異地辦公短期

網路費用

水資源開發及

維護

           112 辦理水利工程試驗業務所需防疫分

區辦公環境配置、防疫用品等

標準檢驗局及

所屬

經濟部

智慧財產局

中小企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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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水利署及所屬 河川海岸及排

水環境營造計

畫

        1,348 辦理中央管河川、區排業務所需防

疫分區辦公事務用品及環境配置、

防疫用品等

加工出口區管

理處及所屬

一般行政            260 防疫分區辦公事務用品及環境配

置、防疫用品等

中央地質調查

所

一般行政              40 因應疫情消毒等事務用品及額溫槍

能源局 一般行政            102 防疫分區辦公事務用品及環境配

置、防疫用品等

交通部主管        14,806

一般行政         1,014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額/耳溫槍、噴

霧消毒設備、酒精、洗手液、手套)

等項目、因應異地或分區辦公、視

訊會議所需物品及設備等相關經費

航政港政業務

管理與執行

        2,498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

罩、額溫槍、酒精)及因應異地辦公

增購視訊會議所需物品及設備等相

關經費

氣象科技研究              13 採購耳(額)溫槍、居家辦公設備(讀

卡機、麥克風、攝像頭等)

氣象測報            175 採購防疫用品（消毒用品、酒精噴

霧罐、漂白水等)、耳(額)溫槍，及

防疫異地備援建置需求購數位電話

交換機與話機

地震測報              55 因應異地辦公採購辦公設備及防疫

用品

氣象資訊處理

研究與開發

           514 資訊中心辦理異地辦公相關經費（

搬遷費、網路佈線、活動窗施工

等）及採購防疫用品、辦公設備（

門禁卡讀卡機、置物櫃等）

應用氣象研究              23 民眾洽公服務台加裝壓克力板

一般行政            138 採購防疫用品（酒精、消毒水、額

溫槍、自動噴霧器），辦理分流辦

公施作通道隔間及出納、總收文櫃

台加裝壓克力板

一般行政            372 額溫槍、酒精、酒精噴瓶、外科手

套、護目鏡、隔離衣、防疫加班費

國家風景區開

發與管理

        2,628 防疫用品(口罩、額溫槍、護目鏡、

護面罩、給照皂機、自動感應消毒

機、手持式紫外線殺菌棒、防疫消

毒用電鍋、酒精、酒精分裝瓶、防

疫用貼紙、防疫管制牌式等)、防疫

一級開設暨異地辦公架設電腦用網

路暨攝影機及設備等、景點公廁改

裝感應式水龍頭

交通部

中央氣象局

觀光局及所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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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運輸科技應用

研究業務

           202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酒精、乾洗手

液、漂白水、口罩、擦手紙、電梯

按鈕保護貼、酒精噴霧消毒器、感

應式水龍頭)、因應異地辦公之遠距

視訊設備、網路佈線及插座線路更

新等項目

一般行政            146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自動感應酒精消

毒機、自動手指清潔器、額溫槍、

廁所裝設感應水龍頭)、因應分區辦

公之辦公器具搬運費及配合機敏性

會議之行動視訊系統佈設等項目

一般行政            115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額溫槍、噴霧消

毒設備、酒精、洗手液、漂白水、

手套、防護面罩、夾鏈袋、電扇)等

項目，防疫隔板、因應異地或分區

辦公、視訊會議所需物品及設備等

相關經費

公路及監理業

務管理

        6,121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額溫槍、噴霧消

毒設備、酒精、洗手液、漂白水、

手套、防護面罩、夾鏈袋、電扇)等

項目，防疫隔板、因應異地或分區

辦公、視訊會議所需物品及設備等

相關經費，及因應防疫需求增開回

訓班、試場所費用

公路新建及養

護計畫

             11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額溫槍、酒精噴

霧瓶、漂白水、異地辦公維修電腦

及改裝會議室、網路線、電話線路

等相關經費)等項目

一般行政 509 額溫槍、酒精、次氯酸水、手套、

口罩等防疫物品、視訊會議用鏡頭

及喇叭等設備、因應異地辦公辦公

室門禁卡設定費、防疫體溫測量儀

設備分攤費用

國家鐵道建設

與管理

223 額溫槍、酒精及自動給皂機等設

備、自動感應手指消毒機、噴槍組

及漏斗等

鐡路建設計畫 49 因應異地辦公網路及電話線路安

裝、額溫槍

勞動部主管         5,462

勞動部 一般行政            771 購買防疫所需用品及設備等(含酒

精、額溫槍、體溫快速檢測設備、

異地或分區辦公用品及設備、視訊

會議軟體及設備等)

鐵道局及所屬

運輸研究所

公路總局及所

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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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一般行政         2,171 購買防疫所需用品及設備等(含酒

精、額溫槍、體溫快速檢測設備及

視訊會議軟體及設備等)及辦理「受

疫情影響之自營作業者或無一定雇

主之勞工生活補貼」案件所需加班

費、辦公用品等

保險業務            488 購買防疫所需用品(含酒精、額溫

槍、防疫隔板等)及辦理「受疫情影

響之自營作業者或無一定雇主之勞

工生活補貼」案件所需支票工本費

勞工退休金業

務

             42 購買防疫所需用品(含酒精、防疫隔

板等)

北基宜花金馬

分署管理

           225 購買防疫所需用品及設備等(含手指

消毒機、酒精、額溫槍等)

桃竹苗分署管

理

             66 購買防疫所需用品及設備等(含酒

精、額溫槍、異地或分區辦公用品

及設備等)

中彰投分署管

理

           141 購買防疫所需用品及設備等(含酒

精、額溫槍、手指消毒機、臭氧殺

菌機等)

雲嘉南分署管

理

           228 購買防疫所需用品及設備等(含酒

精、額溫槍、自動泡沫皂液機、環

境消毒等)

技能檢定中心

管理

           274 購買防疫所需用品及設備等(含酒

精、口罩、額溫槍、異地或分區辦

公用品及設備等)

職業安全衛生

署

一般行政              93 購買防疫所需用品及設備等(含酒

精、額溫槍、異地或分區辦公用品

及設備、視訊會議軟體及設備等)

職業安全衛生

署

職業安全衛生

業務

           128 購買防疫所需用品及設備等(含酒

精、額溫槍、異地或分區辦公用品

及設備等)

一般行政            144 購買防疫所需用品(含酒精、額溫

槍、異地或分區辦公用品、環境消

毒及網路電話線路新增移設等)

勞動基金運用

業務

           106 購買防疫所需用品及設備等(含異地

或分區辦公設備及視訊會議服務等)

勞工保險局

勞動力發展署

及所屬

勞動基金運用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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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一般行政              41 購買防疫所需用品等(含酒精、異地

或分區辦公用品等)

勞動及職業安

全衛生研究

           340 購買防疫所需用品(含額溫槍、異地

或分區辦公用品、手部消毒機、防

護衣、視訊會議軟體等)、檢測負壓

隔離病房所需相關用品等

一般建築及設

備

           204 購買檢測負壓隔離病房設備、因應

防疫視訊會議設備

僑務委員會主管         3,957

僑務委員會 一般行政 416 額溫槍、酒精等防疫用品、華僑會

館清潔消毒、異地辦公視訊設備、

虛擬桌面系統等

僑民僑團聯繫

接待暨僑教中

心服務

3,032 採購醫療口罩55萬片、防疫口罩

套、布口罩、寄送布口罩運費

僑生回國升學

暨僑青培訓訮

習

96 電源插座設置、資訊設備搬運

僑校發展暨文

化社教輔助

             95 GSN ADSL 300M/100M 四 條 (3 個

月)、ADSL 100M/40M 二條(3個月)

僑商經濟業務 318 協助海外僑臺商代購防疫物資運寄

紙箱之WHO主視覺貼紙、代購防疫物

資運寄專用紙箱、網路網點設置及

代購防疫物資運費

原子能委員會主管         2,021

原子能委員會 一般行政            277 防疫物資、辦公環境消毒及異地辦

公環境整備(異地辦公網路線路等)

原子能科學發

展

             77 防疫物資、會議室使用隔版等

游離輻射安全

防護

           457 防疫物資、試場環境消毒、防疫設

備(紅外線熱影像儀)等

核設安全管制            164 防疫物資、異地辦公環境整備(數位

話機等)、會議室使用隔板等

核子保安與應

變

             41 防疫物資、異地辦公環境整備(異地

辦公租車)、會議室使用隔板等

勞動部勞動及

職業安全衛生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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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輻射偵測中心 一般行政            123 防疫物資、環境消毒及分艙辦公環

境整備(數位電話、網路、視訊設備

等)

一般行政                5 異地辦公環境整備

放射性物料管

理作業

             58 防疫物資、環境消毒及異地辦公環

境整備等

核物料及小產

源廢棄物安全

管制

             21 防疫物資

一般行政            522 配合防疫需要採購防疫物資、環境

消毒及異地辦公環境整備

計劃管理與設

施維運

           187 配合防疫需要採購防疫物資、環境

消毒及異地辦公環境整備

核能科技研發

計畫

             69 額溫槍、酒精及口罩等防疫物資

推廣能源技術

應用

             20 酒精及口罩等防疫物資

農業委員會主管        13,957

一般行政            356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

農業管理            301 異地辦公、視訊系統所需費用

一般行政         1,306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

異地辦公、視訊系統所需費用、因

應疫情為花農紓困購置無法出口蘭

花盆栽佈展

林業發展         2,152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及

異地辦公、視訊系統所需費用

一般行政              88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及

異地辦公、視訊系統所需費用、因

應發放紓困金辦理實際耕作者申請

案件之實地會勘作業所需費用

農業試驗研究            630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及

異地辦公、視訊系統、因應發放紓

困金辦理實際耕作者申請案件之實

地會勘作業所需費用

林業試驗所 一般行政            301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及

異地辦公、視訊系統所需費用

畜產試驗所 畜牧試驗研究            875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及

異地辦公、視訊系統所需費用

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

農業試驗所

放射性物料管

理局

核能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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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一般行政            167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及

異地辦公、視訊系統所需費用

動物衛生試驗

研究

           603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

農業試驗發展                5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

一般行政              66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

農業藥物及植

物保護試驗研

究

           589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

一般行政              72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及

異地辦公、視訊系統所需費用

特有生物研究            154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

茶業技術研究

改良

             37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

一般行政              12 額溫槍、酒精等防疫物品

一般行政              43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及

異地辦公、視訊系統所需費用

種苗研究與改

良

           266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及

異地辦公、視訊系統所需費用、因

應發放紓困金辦理實際耕作者申請

案件之實地會勘作業所需費用

農業試驗發展              26 異地辦公及因應發放紓困金辦理實

際耕作者申請案件之實地會勘作業

所需費用

一般行政            731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及

異地辦公、視訊系統所需費用

農作物改良              46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

農業試驗發展              15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

一般行政            287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及

異地辦公、視訊系統所需費用

農作物改良              31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及

異地辦公、視訊系統所需費用

農業試驗發展              14 異地辦公、視訊系統所需費用

一般行政              12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

農作物改良              19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

農業試驗發展                9 額溫槍、口罩等防疫物品

桃園區農業改

良場

苗栗區農業改

良場

高雄區農業改

良場

種苗改良繁殖

場

茶業改良場

特有生物研究

保育中心

家畜衛生試驗

所

農業藥物毒物

試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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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臺中區農業改

良場

一般行政            228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及

異地辦公、視訊系統所需費用

一般行政              58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及

異地辦公、視訊系統所需費用

農作物改良              58 因應發放紓困金辦理實際耕作者申

請案件之實地會勘作業所需費用

農業試驗發展                7 因應發放紓困金辦理實際耕作者申

請案件之實地會勘作業所需費用

一般行政            204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及

異地辦公、視訊系統所需費用

農作物改良            766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及

因應發放紓困金辦理實際耕作者申

請案件之實地會勘作業所需費用

一般行政              35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

農作物改良            180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及

因應發放紓困金辦理實際耕作者申

請案件之實地會勘作業所需費用

水土保持局 一般行政         1,919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及

異地辦公、視訊系統所需費用

一般行政            412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及

異地辦公、視訊系統所需費用、旅

費損失補償金

動植物防檢疫

管理

           284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及

異地辦公、視訊系統所需費用、同

仁執行武漢肺炎防疫期間投保額外

保險

屏東農業生物

技術園區籌備

處

農業管理            413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及

異地辦公、視訊系統所需費用

一般行政              24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及

異地辦公、視訊系統所需費用

農業金融業務              73 異地辦公、視訊系統所需費用

漁業署及所屬 一般行政              83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

衛生福利部主管        19,180

衛生福利部 科技發展工作            260 購置居家辦公電腦設備資安防護軟

體

衛生福利資訊

業務

           431 因應異地辦公網路與本部對外網路

頻寬提升，及雲端視訊會議所需軟

硬體等

一般行政            188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酒精、酒精機、

滅菌機、額溫槍、乾洗手機、酒精

噴瓶)等項目

農業金融局

臺東區農業改

良場

臺南區農業改

良場

花蓮區農業改

良場

動植物防疫檢

疫局及所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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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疾病管制署 一般行政            831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酒精、口罩、額

溫槍等)及因應異地或分區辦公等經

費

防疫業務            559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酒精、手套、防

護衣等 )及因應異地或分區辦公設

備、視訊會議等經費

食品藥物管理

署

科技業務            684 因應緊急事件及維持實驗室運作採

購試劑耗材、標準品及物品等

一般行政            228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防疫耗材、物品

及環境消毒)等項目

食品管理工作            827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防疫耗材、物品

及環境消毒)及因應異地或分區辦公

所需物品、辦公室電話移設、網路

配置及電力監錄設備增設等

藥粧管理工作         1,974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防疫耗材、物品

及環境消毒)及辦理相關業務所需差

旅費及配合指揮中心開設期間新增

業務之定期契約人力等

中央健康保險

署

一般行政              98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消毒機、口罩、

額溫槍、酒精、布口罩套、測量體

溫防疫用貼紙)等項目

健保業務        12,570 一般性防疫措施 (如酒精、額溫槍

等)、辦公空間、環境消毒及因應防

疫工作增購光纖儲存系統等資訊設

備

國民健康署 一般行政            281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口罩、耳溫槍、

額溫槍、噴霧瓶、防疫標示用圓形

標籤、酒精、漂白水、次氯酸水、

手套、指示動線用膠帶、公文交換

分流使用之透明收納箱、紫外線殺

菌燈、人體熱顯溫測系統與設備)等

，與支援疫情指揮中心2月至6月所

需加班費及國內旅費等

社會及家庭署 一般行政            249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酒精、額溫槍、

防護衣、化學護目鏡、手套及鞋套

等)及因應異地或分區辦公整修等經

費(含電話、電腦、網路線路施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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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環境保護署主管        80,732

        1,171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本署辦公

大樓防疫設備及藥劑採購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環境保

護署-一般行政」

             84 廢污水處理藥劑採購，確保集中檢

疫場所之廢水處理設施並加強放流

水放流前之消毒使用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環境保

護署-水質保護」

        9,297 補助地方政府執行開學前校園周邊

及校內戶外公共境消毒所需之專案

加班費及補助地方政府因應新型冠

狀病毒防疫消毒大隊整備計畫

       53,880 補助地方政府執行因應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者及

集中檢疫場所被隔離者廢棄物清理

服務計畫（乙清及集中場）

       14,918 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者及集中檢疫

場所被隔離者廢棄物清理服務計畫

及垃圾袋採購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環境保

護 署 - 廢 棄 物 管

理」

        1,382 連身式防護衣及特殊環境衛生用藥

殺菌劑採購，供清潔隊消毒/清運作

業人員使用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環境保

護署-環境衛生管

理」

環境保護署 加強基層環保

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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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文化部主管      314,988

綜合規劃業務         1,181

文化資源業務

推動與輔導

        1,331

文化創意產業

發展業務

       19,450

影視及流行音

樂策劃與發展

       10,710

人文文學及出

版業務推展與

輔導

       78,587

視覺及表演藝

術之策劃與發

展

        5,906

文化交流業務        11,229

蒙藏文化中心

業務

           394

國立文化機構

作業基金

       57,120

文化資產局 文化資產業務        49,017

國家人權博物

館

博物館業務之

推展

       80,063

科技部主管         8,570

國家災害防救

科技中心發展

計畫

154 購置額/耳溫槍等防疫物資、分區辦

公設置、環境消毒等

財團法人國家

實驗研究院發

展計畫

2,876 購置殺菌機、體溫檢測型紅外線熱

像儀及額/耳溫槍等防疫物資、分區

辦公設置、環境消毒等

財團法人國家

同步輻射研究

中心發展計畫

624 購置紫外線消毒燈、額/耳溫槍等防

疫物資、分區辦公設置、環境消毒

等

科技部 一般行政

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

營運困難之文化藝術產業、事業及

相關從業人員，減輕營運困難補助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文化

部-文化創意產業

發展業務」22,475

千元、「文化部-

人文文學及出版業

務推展與輔導」

7,582千元、「文

化部-視覺及表演

藝術之策劃與發

展」73,290千元、

「文化資產局-文

化 資 產 業 務 」

24,775千元、「影

視及流行音樂產業

局 - 電 影 事 業 輔

導 」 145,000 千

元、「影視及流行

音樂產業局-廣播

電視事業輔導」

25,510千元、「影

視及流行音樂產業

局-流行音樂產業

輔導」16,356千元

3,466

文化部

購置額/耳溫槍等防疫物資及遠距辦

公所需筆電、分區辦公設置、環境

消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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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一般行政 524 購置額/耳溫槍等防疫物資、分區辦

公設置

投資推廣 51 購置視訊會議所需攝影機等防疫物

資

社會行政 34 防疫措施討論會議及教育訓練等餐

費

綜合企劃 110 分區辦公網路與電話佈線、視訊會

議用麥克風等

一般行政 239 分區辦公設置及環境消毒等

工商行政 37 防疫措施討論會議及教育訓練等餐

費、購置防疫用耗品等

建管行政 5 購置防疫物資、環境消毒等

營建行政 8 購置防疫物資

環安行政 27 購置防疫物資

一般行政 401 購置額/耳溫槍等防疫物資

投資推廣 14 分區辦公設置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4,513

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

一般行政            331 一般防疫性措施(如環境消毒、口

罩、額溫槍、酒精)、因應異地分區

辦公等添購及裝設相關經費

金融監理         1,169 其他(如視訊會議、居家辦公所需添

購設備、軟體、空間等)

保險局 一般行政         1,250 一般防疫性措施(如環境消毒、口

罩、額溫槍、酒精)、因應異地分區

或居家辦公等添購及裝設、視訊會

議、居家辦公所需添購設備等經費

保險監理              35 一般防疫性措施(如環境消毒、口

罩、額溫槍、酒精)、因應異地或分

區辦公等添購及裝設相關經費

銀行局 一般行政            255 一般防疫性措施(如環境消毒、口

罩、額溫槍、酒精)、因應異地或分

區辦公等添購及裝設、視訊會議、

居家辦公所需添購設備相關經費

銀行監理              82 一般防疫性措施(如環境消毒、口

罩、額溫槍、酒精)、因應異地或分

區辦公等添購及裝設相關經費

新竹科學園區

管理局

中部科學園區

管理局

南部科學園區

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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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檢查局 一般行政            276 一般防疫性措施(如環境消毒、口

罩、額溫槍、酒精)、因應異地分區

或居家辦公等添購及裝設、視訊會

議、居家辦公所需添購設備等經費

金融機構檢查            355 一般防疫性措施(如環境消毒、口

罩、額溫槍、酒精)、因應異地或分

區辦公等添購及裝設相關經費

證券期貨局 一般行政            533 一般防疫性措施(如環境消毒、口

罩、額溫槍、酒精)、因應異地分區

或居家辦公等添購及裝設、視訊會

議、居家辦公所需添購設備等經費

證券期貨市場

監理

           227 一般防疫性措施(如環境消毒、口

罩、額溫槍、酒精)

海洋委員會主管        13,791

        1,456 防疫物資(口罩、額溫槍、耳溫槍、

75%酒精、手套、自動感應手指消毒

機及防護衣等)、辦公處所消毒及防

疫異地辦公

             66 辦理留置處所設施及設備強化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海巡署

及 所 屬 - 海 巡 工

作」

        1,910 防疫異地辦公-設備採購(筆記型電

腦、監視攝影設備及會議室視訊設

備等)

           323 辦理留置處所設施及設備強化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海巡署

及 所 屬 - 海 巡 工

作」

一般行政         2,022 防疫物資(口罩、額溫槍、耳溫槍、

75%酒精、手套、自動感應手指消毒

機及防護衣等)、辦公處所消毒及防

疫異地辦公

海巡工作         4,561 防疫物資(口罩、額溫槍、耳溫槍、

75%酒精、手套、自動感應手指消毒

機及防護衣等)、辦公處所消毒及防

疫異地辦公

海巡規劃及管

理

        1,560 防疫物資(口罩、額溫槍、耳溫槍、

75%酒精、手套、自動感應手指消毒

機及防護衣等)、防疫異地辦公

海洋委員會

海洋業務

海巡署及所屬

一般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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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一般行政            280 防疫物資(口罩、額溫槍、耳溫槍、

75%酒精、手套、自動感應手指消毒

機及防護衣等)、辦公處所消毒、防

疫異地辦公

海洋保育業務            865 防疫異地辦公-各式辦公物品、器具

及辦公室電源佈設及設備採購

國家海洋研究

院

一般行政            748 防疫物資(口罩、額溫槍、耳溫槍、

75%酒精、手套、自動感應手指消毒

機及防護衣等)、辦公處所消毒、防

疫異地辦公

     120,845

一般行政            784 紅外線額溫槍、耳溫槍、酒精、口

罩、洗手乳等防疫用物品及「分區

辦公」所需經費

退除役官兵服

務救助與照顧

           472 紅外線額溫槍、耳溫槍、酒精、口

罩、洗手乳等防疫用物品、防護

衣、護目鏡、壓克力板等防護用物

品及「分區辦公」所需經費

退除役官兵退

休給付

       11,881 空氣清淨機、紫外線殺菌燈、血氧

濃度監視器等安養機構隔離房所需

物品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國軍退

除官兵輔導委員

會-榮民安養及養

護」

     101,186 負壓隔離病房、發燒篩檢站等修繕

及建置工程、防疫、檢體檢驗等相

關耗材，及隔離病房所需之鐵櫃、

桌椅、紅外線熱像儀、移動式負壓

隔離艙及遠距醫療等儀器設備94,080

千元

空調、安全隔離檢疫屏風等各級榮

院防疫用雜項設備7,106千元

退除役官兵就

學、職訓

             77 紅外線額溫槍、耳溫槍、酒精、口

罩、洗手乳等防疫用物品

榮民安養及養

護

        6,442 紅外線額溫槍、耳溫槍、酒精、口

罩、洗手乳等防疫用物品、空氣清

淨機、紫外線殺菌燈、血氧濃度監

視器等安養機構隔離房所需物品、

防護衣、護目鏡、壓克力板等防護

用物品

榮民醫療照護                3 紅外線額溫槍、耳溫槍、酒精、口

罩、洗手乳等防疫用物品

海洋保育署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

管

退除役官兵退

休給付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國軍退

除官兵輔導委員

會 - 榮 民 醫 療 照

護」

國軍退除官兵

輔導委員會

註：勞動部辦理自營作業者或無一定雇主之勞工生活補貼39億元，以及農業委員會農辦理漁民生活補貼188億元，

係分別由總預算及農村再生基金先行墊支，後續將視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

    行情形，辦理經費流用及轉正或循相關預算程序辦理。

第 33 頁，共 33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