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總計   4,482,057

總統府主管        29,092

一般行政 2,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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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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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活動需要醫護人員費用

國家安全會議 一般行政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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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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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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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一般性防疫措施(額溫槍、酒精)

中央研究院 一般行政 90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酒精、噴霧消毒

設備、自動給皂設備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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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87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

罩、額溫槍、酒精、手套、防護面

罩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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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6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紅外線熱像測溫

儀、口罩、酒精、洗手液等)、購置

感應式讀卡機及防疫用隔板等

109年度總預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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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109年12月31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總統府

國史館臺灣文

獻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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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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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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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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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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875

行政院        15,381

行政院 一般行政          1,244 消毒清潔用品、事務隔間及體溫檢

測紅外線熱像儀等施政及法制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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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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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39 武漢肺炎防疫宣導影片等經費

科技發展研究

諮詢

            450 體溫檢測紅外線熱像儀

主計總處          5,973

一般行政             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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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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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行政總處及所屬          7,269

一般行政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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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12 購置異地辦公資訊設備、差勤資料

彙整平台軟硬體設備及人事智能客

服系統雲端服務

主計總處

人事行政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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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置辦公用防疫用品及因應防疫之

專案加班費

訓練輔導及研

究

            764 購置訓練用防疫用品、異地辦公設

備及用品、遠距教學視訊設備等相

關費用、其他(防疫課程與紓困會議

等費用)

國立故宮博物院          3,007

一般行政          1,163 購置酒精、口罩等防疫物資及耗材

等

文物研究、展

覽與推廣

         1,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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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購置南部院區分區辦公所需資訊設

備

安全管理維護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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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7

一般行政 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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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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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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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購買防疫物資及辦公空間、環境消

毒、異地辦公環境建置

檔案管理綜合

企劃與管考

4 購買防疫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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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族委員會及所屬          1,362

檔案管理局

國立故宮博

物院

公務人力發

展學院

國家發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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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行政 40 酒精、漂白水等清潔消毒用品及紅

外線額溫槍

社會服務推展 433 宣導武漢肺炎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

直播及媒體露出、購買防疫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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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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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00 辦理客庄旅遊振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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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60 辦理客庄旅遊振興方案

綜合規劃發展          2,000 辦理客庄旅遊振興方案

中央選舉委員會及所屬        11,779

一般行政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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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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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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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8

一般行政               21 辦公室防疫消毒、口罩等防疫物資

限制競爭行為

調查處理

            208 防疫物資市況調查差旅費、口罩防

疫物資

中央選舉委

員會及所屬

客家委員會

及所屬

原住民族委

員會

原住民族文

化發展中心

公平交易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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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公平競爭行

為調查處理及

多層次傳銷管

理

                2 口罩及酒精等防疫物資

法務及行政救

濟業務

              57 紅外線額溫槍、口罩及酒精等防疫

物資

綜合規劃及宣

導業務

                1 口罩及酒精等防疫物資

其他設備             289 委員會議室視訊設備建置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248

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

一般行政             248 酒精、手指消毒機、紅外線額溫

槍、口罩

大陸委員會          5,299

一般行政          2,285 購置防疫物資及異地辦公購置筆記

型電腦、辦公用品等相關經費。

文教業務             149 購置防疫物資及異地辦公網路施

工、電話與網路使用等相關經費。

法政業務          1,917 從事防疫工作人員投保額外保險費

及異地辦公購置電腦軟體、網路施

工、電話與網路使用等相關經費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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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8千

元。

港澳蒙藏業務             431 購置防疫物資及異地辦公網路施

工、電話與網路使用等相關經費。

經濟業務             235 異地辦公購置筆記型電腦、網路施

工、視訊會議建置及使用、防疫物

資等相關經費

綜合規劃業務             192 購置防疫設備及異地辦公網路施

工、電話與網路使用等相關經費

聯絡業務               90 異地辦公網路施工相關經費

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             429

一般行政               67 紅外線額溫槍、酒精、口罩、視訊

會議系統及軟體
運輸事故調查               18 防護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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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護目鏡、防水鞋套、防毒面罩、濾

毒罐、身份認證系統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152

國家運輸安

全調查委員

會

大陸委員會

公平交易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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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進轉型正

義委員會

一般行政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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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15

不當黨產處

理委員會

一般行政               15 額溫槍、口罩及酒精等防疫物資

公共工程委員會             523

公共工程委

員會

一般行政             523 異地辦公相關水電費、物品及設備

等

立法院主管          2,562

一般行政          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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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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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63

司法院 一般行政          1,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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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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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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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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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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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

罩、額溫槍、酒精)等項目

懲戒法院 一般行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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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行政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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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習業務             100 購置紅外線測溫平板系統2組等設備

經費

一般行政               39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酒

精、PE手套、口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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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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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訊設備及人臉辨識

溫度感測儀等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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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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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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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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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購置熱像儀

臺灣高等法院

花蓮分院

一般行政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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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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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士林地方

法院

一般行政             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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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學院

智慧財產法院

臺灣高等法院

臺灣臺北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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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士林地方

法院

審判業務             120 購置遠距訊問設備、法庭加裝防護

隔離設施等經費

臺灣新北地方

法院

一般行政          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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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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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業務             263 購置人臉辨識紅外線體温測量儀2台

一般行政          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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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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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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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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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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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行政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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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嘉義地方

法院

一般行政          1,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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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新竹地方

法院

臺灣苗栗地方

法院

臺灣南投地方

法院

臺灣彰化地方

法院

臺灣雲林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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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嘉義地方

法院

審判業務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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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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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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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行政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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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業務               70 購置熱像儀

臺灣高雄地方

法院

一般行政             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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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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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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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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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因應異地或分區辦公線路遷移、視

訊設備等經費

一般行政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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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行政             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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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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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花蓮地方

法院

臺灣宜蘭地方

法院

臺灣基隆地方

法院

臺灣橋頭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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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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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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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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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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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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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4

一般行政             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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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體溫偵測儀、服務台裝設透明壓克

力板、配合分地辦公增設電話分

機、電動酒精噴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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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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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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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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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訊軟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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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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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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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設備

國家文官學院

及所屬

一般行政               28 額溫槍、酒精等防疫品、異地(分

區)辦公搬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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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選部

公務人員退休

撫卹基金監理

委員會

考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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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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文官學院

及所屬

中區公務人員

培訓

            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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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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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9

一般行政             169 防疫所需耗材與物品及異地分流辦

公等措施等

其他設備             129 遠距會議、辦公所需之軟硬體設備

等

一般行政             447 防疫所需耗材與物品及異地分流辦

公等措施、辦公所需之軟硬體設備

等

中央政府審計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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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防疫所需耗材與物品及異地分流辦

公等措施等

一般行政               96 遠距會議、辦公所需之軟硬體設備

等

審計業務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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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防疫所需耗材及物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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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防疫所需耗材及物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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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計部

審計部臺中市

審計處

審計部高雄市

審計處

審計部臺北市

審計處

監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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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主管        54,413

一般行政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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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戶政業務                 3 額溫槍

土地測量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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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資訊業務          3,671 異地辦公購置電腦主機、螢幕、筆

記型電腦、office軟體、視訊硬體

設備、無線基地台、網路佈線、租

用視訊軟體及因應肺炎疫情資訊作

業需要緊急擴充地理資訊圖資雲服

務平台地圖服務資源案

營建署及所屬 一般行政          1,062 紅外線熱影像儀、額溫槍、酒精等

防疫用品、視訊攝影機及軟體、異

地辦公線路裝設費

公園規劃業務             224 額溫槍、酒精等防疫用品、異地辦

公線路裝設費、防疫宣導用無線擴

音器

         1,897 發生營運困難國家公園事業補貼權

利金及租金

移緩濟急：

1.支出科目「營建

署及所屬-國家公

園 經 營 管 理 」

1,664千元。

2.支出科目「公園

規劃業務」(獎補

助費)233千元。

國家公園經營

管理

         2,630 額溫槍、酒精等防疫用品、防疫廣

播、停車場及展館管制簡訊、異地

辦公線路裝設費

         5,919 發生營運困難國家公園事業補貼權

利金及租金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國家公

園經營管理」(獎

補助費)

營建業務                 7 防疫用桌上壓克力架

區域及都市規

劃業務

            118 額溫槍、酒精等防疫用品、視訊會

議攝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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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營建署

及 所 屬 -營 建 業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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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17 發生營運困難國家公園事業補貼權

利金及租金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營建署

及所屬-國家公園

經營管理」

警政署及所屬 一般行政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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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漂白水、酒精及額溫槍等防疫物資

用品、異地辦公相關設備

國道警察業務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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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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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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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警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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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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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溫槍、自動消毒機、口

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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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工作工讀費

消防署及所屬 一般行政               29 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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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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防署及所屬 消防救災業務             407 熱顯測溫偵測器、乾洗手、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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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3 役政署及替代役訓練班所需口罩、

額溫槍、耳溫槍、酒精等防疫用

品、防疫所需視訊設備及派遣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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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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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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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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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3,385

外交部        19,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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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沫隔板及環境消毒等防疫支

出3,139千元

視訊會議及遠距辦公支出8,863千元

防護機器設備款7,100千元

外交管理業務             387 異地辦公網路申請及升級費、口

罩、消毒噴霧瓶、防疫旅館及核酸

檢測等防疫支出

國際合作及關

懷

  1,234,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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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署

空中勤務總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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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部 駐外機構業務        16,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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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會議及交

流

            295 外賓訪臺酒精、口罩、隔板等防疫

用品

一般行政               84 額溫槍、耳溫槍、耳套、酒精等防

疫用品

外交領事人員

訓練

              26 防疫相關講座講師鐘點費

一般行政               93 額溫槍、公文消毒箱、標籤貼紙等

防疫用品及清潔消毒費用

領事事務管理          2,114 簡易防護面罩、紅外線攝影機監視

系統、紅外線熱影像儀、壓克力板/

架、烘手機、對講麥克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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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506

國防部所屬 軍事行政        89,982 小型PCR偵測分析儀、生物安全櫃及

檢驗試劑、75%酒精、乾洗手液、防

護面罩、護目鏡、紅外線額溫槍等

教育訓練業務        32,401 戰備暨防疫作業口罩、動員後備兵

力協力口罩增產便當及夜點等

國防部所屬 後勤及通資業

務

       88,984 疫情指揮中心建置案、戰備暨防疫

作業口罩及檢驗試劑等

情報行政          2,139 耳溫槍防疫用品等

財政部主管      116,228

一般行政          5,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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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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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庫署 一般行政          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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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部

外交及國際事

務學院

領事事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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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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庫署 國庫業務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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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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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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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局及屬-一般行

政」

         3,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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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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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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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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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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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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庫署 國債付息          4,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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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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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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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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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臺北國

稅局-一般行政」

         9,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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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臺北國

稅局-國稅稽徵業

務」

         1,275 因應防疫所需保全人力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高雄國

稅局-一般行政」

         2,768 受理民眾報稅及防疫所需用品(租用

個人電腦、壓克力隔板等)及防疫宣

導經費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高雄國

稅局-國稅稽徵業

務」

         4,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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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溫槍等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中區國

稅局及所屬-一般

行政」

         9,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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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中區國

稅局及所屬-國稅

稽徵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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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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庫署 國債付息             251 因應防疫所需加班費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財政資

訊 中 心 -一 般 行

政」

       13,850 結算申報防疫經費(電子申報第4期5

月所得稅申報延長至6月)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財政資

訊中心-財政資訊

業務」

賦稅署 一般行政          1,260 因應防疫所需加班費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財政資

訊 中 心 -一 般 行

政」

一般行政             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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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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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國稅局 一般行政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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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0 因應防疫所需加班費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高雄國

稅局-一般行政」

         1,911 受理民眾報稅及防疫所需用品(防護

面罩、口罩、鍵盤保護墊等)及異地

辦公電腦、網路線路布置等

北區國稅局及

所屬

一般行政          3,785 受理民眾報稅及防疫所需用品(防護

面罩、口罩、鍵盤保護墊等)及異地

辦公電腦、網路線路布置等

         8,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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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加班費等

臺北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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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預算 科目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北區國稅局及

所屬

         8,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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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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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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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稅稽徵業務          1,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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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區國稅局及

所屬

         3,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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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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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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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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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關稅業務             626 異地辦公處所防水修繕 移 緩 濟 急 (機 關

內):

支出科目「關務署

及 所 屬 -一 般 行

政」

         1,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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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白水等

國稅稽徵業務

一般行政

關務署及所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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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一般行政             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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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視訊會議、記者會及異地辦公處所

相關設備、視訊服務費

財政資訊中心 一般行政             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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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 異地辦公處所-電腦、網路、視訊會

議及電源線路布置等、結算申報防

疫經費(所得稅延長申報期間，稅務

e網通客服擴增人力及相關服務)

教育部主管      622,950

教育部 技術職業教育

行政及督導

       83,982 提供技專校院防疫用酒精、口罩，

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考場為通風

所需立扇，協助大專校院因應疫情

影響衝擊補助防疫經費與經濟受影

響學生紓困及學生校外住宿租金補

貼

         2,311 寄送防疫物資郵資、運費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教育

部-一般行政」

         9,096 提供技專校院防疫用、四技二專統

一入學測驗等所需口罩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教育

部-技術職業教育

行政及督導」

     164,379 提供大專校院防疫用、大學招生考

試、指考等所需口罩，協助大專校

院因應疫情影響補助防疫經費及學

校不動產出租或委外租金減租之補

貼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教育

部-高等教育行政

及督導」

         4,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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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教育

部-終身教育行政

及督導」

     139,124 補助大專校院因應疫情影響所需口

罩、酒精等防疫物資

私立學校教學

獎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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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 幼兒園教師資格考考場防疫清潔及

場地租借費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教育

部-師資培育與藝

術教育行政及督

導」

         6,918 遠端行動辦公應用程式管理平臺軟

體採購200套及其他軟體與記憶體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教育

部-資訊與科技教

育行政及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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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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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93 提供大專校院防疫用酒精、口罩、

隔離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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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大專校院因應疫

情影響衝擊補助經濟受影響學生紓

困及學生校外住宿租金補貼

終身教育行政

及督導

       20,359 提供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短期

補習班、社區大學、樂齡學習中

心、所屬社教機構等防疫用酒精、

口罩，提供社區大學及樂齡學習中

心額溫槍，補助所屬社教機構購置

紅外線熱像測溫設備等，及委託協

助辦理社區大學及其講師因受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之紓困措施及

審查等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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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1 寄送口罩郵資、運費，本部委託大

學協助境外生入境報到櫃檯值班人

員相關經費

一般行政             225 本部用紅外線熱成(顯)像儀

國際及兩岸教

育交流

         1,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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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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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會考、建教僑生專

班、教師甄選防疫經費及補助因應

疫情中小學電視頻道教學節目製作

計畫等

法務部主管        29,014

私立學校教學

獎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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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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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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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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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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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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01

一般行政          3,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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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行政          5,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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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4 防疫分區辦公事務用品及環境配

置、防疫用品等

智慧財產權科

技發展

         1,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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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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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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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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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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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檢驗局

經濟部

中小企業處

智慧財產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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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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署 一般行政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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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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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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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川海岸及排

水環境營造計

畫

         1,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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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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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調所 一般行政               40 因應疫情消毒等事務用品及額溫槍

地質調查研究                 1 展示場、圖書室等對外開放場域消

毒使用

能源局 一般行政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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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1

一般行政          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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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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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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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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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換機與話機等辦公設備

地震測報             114 因應異地辦公採購辦公設備及防疫

用品

交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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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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氣象局 氣象資訊處理

研究與開發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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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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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額溫槍、酒精、酒精噴瓶、外科手

套、護目鏡、隔離衣

國家風景區開

發與管理

         3,372 防疫用品(口罩、額溫槍、護目鏡、

護面罩、給皂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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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輸研究所 運輸科技應用

研究業務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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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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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口罩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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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路總局及所

屬

一般行政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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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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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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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路總局及所

屬

公路新建及養

護計畫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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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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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額溫槍、耳溫槍、酒精及酒精噴霧

器、口罩、洗手乳、自動感應手指

消毒機、次氯酸水、手套、噴槍組

及漏斗等防疫用物品

鐵路建設計畫 49 因應異地辦公網路及電話線路安

裝、額溫槍

勞動部主管          7,221

勞動部 一般行政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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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工保險局 一般行政          2,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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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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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購買防疫所需用品(含酒精、防疫隔

板等)

勞動力發展署

及所屬

北基宜花金馬

分署管理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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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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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彰投分署管

理

            212 購買防疫所需用品及設備等(含酒

精、口罩、額溫槍、手指消毒機、

臭氧殺菌機、防疫隔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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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道局及所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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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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力發展署

及所屬

技能檢定中心

管理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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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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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

            335 購買防疫所需用品及設備等(含酒

精、口罩、額溫槍、防護衣、異地

或分區辦公用品及設備等)

勞動基金運用

局

一般行政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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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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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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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離病房所需相關費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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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694

僑務委員會 一般行政 469 一般性防疫用品（如額溫槍、酒精

等）、因應防疫分區辦公、視訊會

議所需物品及設備等相關經費

僑民僑團聯繫

接待暨僑教中

心服務

13,572 一般性防疫用品（如口罩、口罩套

等）、寄送防疫物資運費及海外文

教中心購置防疫用物品及設備等

僑生回國升學

暨僑青培訓訮

習

29,951 因應防疫分區辦公之辦公器具搬運

費及電源線路佈置等經費、新僑生

接機所需防疫物資(如防護衣、面

罩、手套、酒精擦布、噴瓶、口

罩、密實袋等)經費、補助各級學校

新僑生防疫旅宿費用

僑校發展暨文

化社教輔助

95 因應防疫分區辦公所需網路佈線費

用

僑商經濟業務 2,607 一般性防疫用品（如口罩）、寄送

防疫物資運費及因應防疫分區辦公

所需網點設置費用等

原子能委員會主管          3,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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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子能委員會 一般行政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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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防疫物資、會議室使用隔版等

游離輻射安全

防護

            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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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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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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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輻射偵測中心 一般行政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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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防疫物資、環境消毒及異地辦公環

境整備等

放射性廢棄物

營運安全管制

              12 環境消毒

核物料及小產

源廢棄物安全

管制

              94 防疫物資、環境消毒

核能研究所 一般行政             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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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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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酒精及口罩等防疫物資

農業委員會主管        17,076

一般行政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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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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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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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試驗所 一般行政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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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射性物料管

理局

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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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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試驗所 農業試驗研究             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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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數位化發

展

              14 酒精等防疫物品

林業試驗所 一般行政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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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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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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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氯酸水生產機等防疫設備及耗

材、實驗室修繕等

農業試驗發展                 5 耳溫槍等防疫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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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2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

一般行政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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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

一般行政               25 額溫槍、酒精等防疫物品

農業試驗發展               25 口罩等防疫物品

種苗改良繁殖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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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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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苗研究與改

良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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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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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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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

農業試驗發展               21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

農業藥物毒物

試驗所

特有生物研究

保育中心

茶業改良場

苗栗區農業改

良場

家畜衛生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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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行政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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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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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

農作物改良               70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

農業試驗發展               19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

臺中區農業改

良場

一般行政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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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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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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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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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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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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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

農作物改良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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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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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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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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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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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金融局 一般行政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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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區農業改

良場

動植物防疫檢

疫局及所屬

臺南區農業改

良場

花蓮區農業改

良場

臺東區農業改

良場

高雄區農業改

良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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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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金融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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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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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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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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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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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3 因應緊急事件及維持實驗室運作採

購試劑耗材、標準品、物品及設備

等

一般行政          2,076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防疫耗材、物品

及環境消毒)等項目、處理新冠肺炎

相關業務所需加班費

食品管理工作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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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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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業務                 3 口罩

一般行政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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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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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健康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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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健康署 一般行政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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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所

需加班費及國內旅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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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福利服務

業務

            603 一般性防疫措施(酒精)及建置「社

會福利事業單位紓困經費申請系

統」

環境保護署主管      552,543

環境保護署 加強基層環保

建設

     21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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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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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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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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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1,315

千元經費來源為

「環境保護署-廢

棄物管理」

       20,443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補助地方

政府辦理戶外公共環境消毒工作獎

勵經費

       15,097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防疫補助縣(市)

環保機關公眾場域洽公與參訪民眾

防護整備計畫

社會及家庭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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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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保護署          4,982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本署筆記

型電腦緊急採購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環境保

護署-環境監測資

訊」

       23,800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發放綠點

刺激消費以協助綠色服務業紓困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環境保

護署-管制考核及

糾紛處理」

            289 採購紅外線熱像測溫儀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環境保

護署-一般行政」

         6,146

毒物及化學物

質局

毒性化學物質

危害防制

       18,800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環境保

護署-加強基層環

保建設」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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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地方政府執行開學前校園周邊

及校內戶外公共環境消毒所需之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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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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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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8,295

文化部 綜合規劃業務          2,997

文化資源業務

推動與輔導

         3,377

文化創意產業

發展業務

       49,345

影視及流行音

樂策劃與發展

       27,170

人文文學及出

版業務推展與

輔導

     192,380

視覺及表演藝

術之策劃與發

展

       14,983

文化交流業務        28,488

蒙藏文化中心

業務

            999

國立文化機構

作業基金

     144,910

文化資產局 文化資產業務        60,530

國家人權博物

館

博物館業務之

推展

     203,116

科技部主管        11,863

國家災害防救

科技中心發展

計畫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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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1 購置消毒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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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0 購置紫外線殺菌燈、額/耳溫槍等防

疫物資、分區辦公設置、環境消毒

等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文化

部-文化資源業務

推 動 與 輔 導 」

39,897千元、「文

化部-文化創意產

業 發 展 業 務 」

39,808千元、「文

化部-人文文學及

出版業務推展與輔

導」92,874千元、

「文化部-視覺及

表演藝術之策劃與

發展」 315,834千

元、「文化資產

局 -文 化 資 產 業

務」39,882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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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00千元、「影

視及流行音樂產業

局-流行音樂產業

輔導」22,000千元

3,618一般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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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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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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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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科學園區

管理局

一般行政 746 購置紅外線熱感儀、額/耳溫槍等防

疫物資、分區辦公設置

投資推廣 81 購置視訊會議所需攝影機等防疫物

資

社會行政 42 防疫措施討論會議及教育訓練等餐

費及防疫物資採購

工商行政 6 購置防疫物資

營建行政 12 購置酒精、口罩等防疫物資

綜合企劃 112 分區辦公網路與電話佈線、視訊會

議用麥克風等

地政及規劃 17 購置額溫槍及酒精等防疫物資

一般行政 584 分區辦公設置及環境消毒等

工商行政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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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購置防疫物資

一般行政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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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48

一般行政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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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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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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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5 一般防疫性措施(如環境消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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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一般防疫性措施(如口罩、額溫槍、

酒精)、因應異地或分區辦公等添購

及裝設相關經費

南部科學園區

管理局

中部科學園區

管理局

金融監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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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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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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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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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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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504

         1,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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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辦理留置處所設施及設備(監控系

統、紅外線及擴播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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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84 辦理留置處所設施及設備(監控系

統、紅外線及擴播系統)強化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海巡署

及 所 屬 -海 巡 工

作」

一般行政          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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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79

         4,172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海巡署

及 所 屬 -一 般 行

政」

         2,588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海巡署

及所屬-海巡規劃

及管理」

海洋委員會

海洋業務

一般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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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巡署及所屬

海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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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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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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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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831

國軍退除官兵

輔導委員會

一般行政          3,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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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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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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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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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096千元

防疫、檢體檢驗等相關耗材等費用

62,404千元

退除役官兵就

學、職訓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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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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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溫槍等防疫用物品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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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保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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