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總計        91,936

總統府主管          2,298

一般行政 25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口罩)等項目相關

經費

國家安全會議 一般行政 2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感應式消毒清潔

器)等項目

國史館 一般行政 5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口罩、麥克風防護

罩)所需物品及設備

一般行政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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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研究院 一般學術研究及評

議

            421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罩、

額溫槍、酒精等)、視訊會議所需物品

及設備等相關經費

一般行政                 2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酒精、噴霧消毒設

備、自動給皂設備等)等相關經費

數理科學研究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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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訊會議所

需物品及設備等相關經費

生命科學研究             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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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訊會議所

需物品及設備等相關經費

人文及社會科學研

究

            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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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主管        11,419

行政院             272

行政院 一般行政               75 行政院新聞中心及記者工作室消毒清

潔

行政院 新聞傳播業務             197 防疫事件紀錄傳播經費

主計總處               94

一般行政               15 防疫用品

國勢普查業務               79 防疫用品

人事行政總處及所屬               39

一般行政               39 購置防疫用品

國立故宮博物院             158

一般行政               60 採購防疫用護目鏡等防疫用品。

文物研究、展覽與

推廣

                2 採購額溫槍等防疫用品。

安全管理維護               96 採購防疫用口罩等防疫用品。

國立故宮博物

院

人事行政總處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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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3月31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總統府

主計總處

國史館臺灣文

獻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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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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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3月31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國家發展委員會及所屬               31

國家發展委員

會

中興新村北、中核

心維運

18 中興辦公大樓各辦公室及公區域定期

消毒

深化推動政府資通

訊應用建設

13 異地辦公環境建置(對外上網專線月租

費等)

客家委員會及所屬        10,722

客家委員會及

所屬

客家文化產業發展        10,722 辦理客庄旅遊振興方案

中央選舉委員會及所屬                 3

選舉業務                 2 額溫槍

地方選舉委員會行

政業務

                1 酒精

公平交易委員會               21

限制競爭行為調查

處理

                5 參與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會議相關

經費

法務及行政救濟業

務

              16 防疫用酒精及口罩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28

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

一般行政               28 一般性防疫措施(口罩、酒精)

大陸委員會               50

一般行政               15 購置防疫物資等相關經費。

港澳蒙藏業務               35 購置防疫物資等相關經費。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1

不當黨產處理

委員會

一般行政                 1 酒精

立法院主管             229

一般行政             229 視訊設備、酒精消毒機、消毒液、小

方巾等防疫所需耗材與物品

司法院主管          2,219

司法院 一般行政             106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罩、

額溫槍、酒精)等項目。

最高法院 一般行政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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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行政法院 一般行政               92 一般性防疫措施等項目：購置額溫

槍、酒精、防疫口罩，民眾服務台及

會議室裝設隔板，及本院辦公大樓全

場域消毒。

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

一般行政               11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罩、

額溫槍、酒精)等項目

臺中高等行政

法院

一般行政               39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漂白水、口罩、酒

精、消毒機及自黏性標籤)等項目

懲戒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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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委員會

立法院

中央選舉委員

會及所屬

公平交易委員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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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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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3月31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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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行政             263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罩、

額溫槍、酒精)等經費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一般行政               10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酒精)等項目

臺灣高等法院

臺南分院

一般行政               48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罩、

酒精、手套)及閱卷室加裝防護隔離設

施等經費

臺灣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

一般行政               31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罩、

酒精、手套)等項目

臺灣高等法院

花蓮分院

一般行政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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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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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訊設備等經費等項目

臺灣士林地方

法院

一般行政               49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壓克力隔板、口

罩、額溫槍)等項目

臺灣士林地方

法院

審判業務               99 防疫用熱感溫測像儀

臺灣新北地方

法院

一般行政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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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桃園地方

法院

一般行政             101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防疫壓克力擋板、

酒精濕巾、口罩、紅外線體温計)等項

目

一般行政               37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口罩及酒精等)

一般行政               37 一般性防疫措施(消毒用噴藥機、口

罩、電動洗手機及酒精)等項目。

臺灣臺中地方

法院

一般行政               85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罩、

酒精、手套)等項目

一般行政               44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酒精、拋棄式隔防

護衣及環境消毒)等項目

一般行政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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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罩、

額溫槍、酒精)等項目

臺灣嘉義地方

法院

一般行政               60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口罩、酒精、塑膠

手套及櫃台之透明塑膠遮布)等項目

臺灣臺南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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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橋頭地方

法院

一般行政               12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罩、

額溫槍、酒精、塑膠手套)等項目

臺灣苗栗地方

法院

臺灣南投地方

法院

臺灣彰化地方

法院

臺灣高等法院

法官學院

臺灣雲林地方

法院

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

臺灣新竹地方

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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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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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3月31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臺灣高雄地方

法院

一般行政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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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罩、

額溫槍、酒精)及雲端視訊會議等經費

一般行政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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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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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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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法庭用防疫措施(如額溫槍、酒精)等

項目

一般行政                 4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酒精)

等項目

一般行政               31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酒精)

等項目

審判業務               18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酒精、

壓克力板)等項目

臺灣澎湖地方

法院

一般行政                 4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酒精)

等項目

一般行政               28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口罩、酒精、乳膠

手套、環境清潔消毒、噴瓶)等項目

福建金門地方

法院

一般行政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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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考試院 一般行政                 6 額溫槍

一般行政                 1 防疫所需耗材與物品等

中區公務人員培訓               52 購置消毒器、酒精、衛生手套、用餐

防疫隔板及標示語、為防疫分流所需

海報等防疫品相關費用

國家文官培訓業務             129 1.為保持社交距離，學員用餐改採個

人便當方式取代，109年購置標準尺寸

不鏽鋼附蓋餐盒。本年度應學員用餐

個別需求，增購部分大尺寸不鏽鋼餐

盒；另購置學員供餐餐盒保溫及防疫

用不銹鋼保溫餐車。

2.行政大樓及教學大樓環境消毒、購

置酒精自動噴霧器等相關費用。

監察院主管               97

監察院 一般行政               41 防疫所需耗材與物品等

國家文官學院

及所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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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花蓮地方

法院

臺灣基隆地方

法院

臺灣臺東地方

法院

臺灣宜蘭地方

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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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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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3月31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監察院 其他設備               14 遠距會議、辦公所需之軟硬體設備等

一般行政               24 防疫所需耗材與物品等

中央政府審計                 6 防疫所需耗材與物品等

縣市地方審計                 2 防疫所需耗材與物品等

審計部桃園市

審計處

一般行政                 1 防疫所需耗材與物品等

審計部臺中市

審計處

一般行政                 4 防疫所需耗材與物品等

審計部臺南市

審計處

一般行政                 3 防疫所需耗材與物品等

審計部高雄市

審計處

審計業務                 2 防疫所需耗材與物品等

內政部主管          1,094

內政部 土地測量                 7 酒精

一般行政               30 感應式酒精噴霧機等消毒用品

國家公園經營管理             189 額溫槍、防疫消毒用品

下水道管理業務                 1 酒精

保安警察業務      148 遠端視訊會議用網路攝影機、酒精、

異地辦公桌椅及鐵門鎖等

國道警察業務               27 防疫環境消毒、防疫吸塵地墊、異地

辦公電信數據費

初級警察業務             327 口罩、防疫小組會議誤餐便當、防疫

除菌機、校園防疫消毒等

中央警察大學 高級警察教育             119 防疫工讀費、考場消毒、考場防疫工

作費、酒精

消防署及所屬 消防救災業務               12 配發消防機關N95口罩與隔離衣運費

役政署 役政業務             199 替代役訓練班所需防疫用口罩

一般行政               20 酒精噴灑器、酒精

入出國及移民管理

業務

                8 異地辦公電話專線費用

一般行政                 5 酒精、漂白水、手部消毒機

建築研究業務                 2 額溫槍

外交部主管        36,675

一般行政             106 口罩、酒精及環境消毒等防疫支出

國際合作及關懷        36,307 援贈友邦及友我國家防疫及抗疫物資

國際會議及交流               12 帛琉特使團口罩費用

駐外機構業務             163 駐外館處為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購置職

雇人員口罩費用

一般行政               25 因應新冠肺炎大樓消毒及會議用瓶裝

水

一般行政                 6 清潔消毒

領事事務管理               56 口罩、酒精、手套

國防部主管               55

情報行政               55 耳溫槍防疫用品等

外交部

營建署及所屬

國防部所屬

建築研究所

警政署及所屬

外交及國際事

務學院

審計部

移民署

領事事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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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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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3月31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財政部主管          2,762

一般行政             619 提供同仁執行公務所需酒精、環境消

毒及防護面罩、居家辦公用筆電等

財政人員訓練                 6 辦理訓練業務及學員防護所需酒精等

國庫署 一般行政                 3 防疫加班費

賦稅署 賦稅業務                 2 提供稽徵業務考核人員使用之口罩、

酒精隨身瓶及酒精

臺北國稅局 一般行政               14 購置防疫用品(自動酒精消毒機、酒精

噴頭等)

國稅稽徵業務             396 設置志工服務台等民眾接洽區域之防

疫隔板

高雄國稅局 一般行政               35 購置防疫用品(額溫槍、乾洗手及酒精

等)

一般行政             252 提供同仁辦理公務所需用口罩、額溫

槍、辦公室清潔消毒及熱影像儀

國稅稽徵業務             296 提供民眾辦理公務用所需酒精、口罩

及防疫隔板

一般行政             137 提供同仁執行公務所需酒精及口罩等

國稅稽徵業務               71 民眾洽公櫃台增設防疫隔板

一般行政               69 提供同仁執行公務所需酒精、口罩、

壓克力板及感應式消毒器等耗材

國稅稽徵業務                 3 提供民眾洽公用酒精

一般行政               17 告示牌、口罩郵資等。

關稅業務             735 酒精、口罩、隔離衣、手套、鞋套、

防護面罩、額溫槍、辦公室消毒、防

疫視訊數據線路費、執檢人員保險費

等。

一般行政               79 酒精、口罩、手套、酒精噴霧空瓶、

感應式噴霧機、ㄇ形檔板及辦理環境

清潔消毒等。

國有財產業務               20 視訊服務費、網際網路、光世代費。

財政資訊中心 一般行政                 7 一般性防疫措施(酒精、環境消毒用

品)等項目所需經費等

財政資訊業務                 1 因應居家辦公-網路線

教育部主管        21,133

教育部 技術職業教育行政

及督導

         3,582 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防範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諮詢小組實施計畫

私立學校教學獎助        13,952 提供大專校院防疫用口罩，以及高中

英語聽力測驗、學測、國中會考、身

心障礙學生升大學、統測及指考備用

口罩

高等教育行政及督

導

         3,599 委託學校人員協助境外生入境報到櫃

檯值班人員膳費與置物櫃月租金等，

以及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防範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諮詢小組實施計畫

北區國稅局及

所屬

中區國稅局及

所屬

南區國稅局及

所屬

財政部

關務署及所屬

國有財產署及

所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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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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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3月31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法務部主管          2,216

一般行政               19 酒精、漂白水等

司法訓練                 1 酒精濕紙巾

法醫研究所 法醫業務             106 醫療口罩、N95口罩等

廉政署 一般行政                 8 自動感應酒精手部消毒器用電池等

廉政署 廉政業務                 1 防疫用噴瓶

矯正署及所屬 矯正業務             551 防護衣、護目鏡等

行政執行署及

所屬

執行案件處理             164 醫療口罩、酒精、感應式消毒機、防

護衣、防疫手套等

最高檢察署 一般行政                 3 酒精等

一般行政               11 酒精、感應式消毒機等

檢察業務               99 熱像測溫系統等

臺灣高等檢察

署臺中檢察分

署

一般行政                 3 防疫組合包(內含防護衣、面罩、N95

口罩、鞋套及手套)

臺灣高等檢察

署臺南檢察分

署

檢察業務                 7 酒精、感應式消毒機等

臺灣高等檢察

署高雄檢察分

署

一般行政                 1 漂白水

臺灣高等檢察

署花蓮檢察分

署

檢察業務                 3 N95口罩、防護衣、護目鏡、防疫手套

等

臺灣臺北地方

檢察署

檢察業務               26 醫療口罩、N95口罩、防護衣、護目鏡

等

一般行政                 5 額溫槍及租用感應式消毒機等

檢察業務             100 醫療口罩、酒精、額溫槍、面罩、防

護衣等

臺灣新北地方

檢察署

一般行政             100 醫療口罩、酒精等

臺灣桃園地方

檢察署

一般行政             120 醫療口罩、酒精、額溫槍、面罩等

臺灣新竹地方

檢察署

一般行政             116 醫療口罩、酒精、額溫槍、電動消毒

噴霧器等

臺灣新竹地方

檢察署

檢察業務               89 體溫篩檢攝影機

臺灣苗栗地方

檢察署

檢察業務               57 醫療口罩、酒精、感應式消毒機等

臺灣臺中地方

檢察署

檢察業務             241 N95口罩、酒精、漂白水、感應式消毒

機、額溫槍、防護衣、面罩、防疫手

套等

臺灣彰化地方

檢察署

檢察業務             128 醫療口罩、N95口罩、酒精、防疫手套

等

司法官學院

臺灣高等檢察

署

臺灣士林地方

檢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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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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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3月31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臺灣雲林地方

檢察署

一般行政               12 N95口罩、酒精、防疫手套等

一般行政               60 醫療口罩、防疫手套等

檢察業務                 3 酒精

臺灣高雄地方

檢察署

一般行政                 4 防疫用噴瓶等

臺灣屏東地方

檢察署

一般行政               11 酒精

一般行政               11 額溫槍、電動消毒噴霧器

檢察業務                 5 額溫槍

一般行政               29 防疫路線用鋁合金柱

檢察業務                 6 辦公環境消毒作業

臺灣澎湖地方

檢察署

檢察業務               44 醫療口罩、防疫壓克力隔板等

調查局 司法調查業務               72 醫療口罩、酒精、額溫槍、感應式消

毒機等

經濟部主管             417

一般行政             149 防疫所需耗材、物品及辦公環境資訊

配置等

礦務行政與管理                 3 防疫所需用品

國際貿易局 一般行政               16 防疫所需耗材與物品等

一般行政 1               防疫分區辦公事務用品、防疫用品等

推動保護智慧財產

權

2               服務處之防疫分區辦公事務用品、防

疫用品等

一般行政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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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實驗室防疫用品及環境配置等

水利署 一般行政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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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資源開發及維護 19             辦理水利工程試驗業務所需防疫用品

等

加工出口區管

理處

一般行政 14             防疫所需耗材與物品等

能源局 一般行政 9               防疫所需耗材與物品等

交通部主管          1,014

一般行政               29 因應異地辦公網路費用、防疫壓克力

隔板

航政港政業務管理

與執行

            199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罩、

額溫槍、酒精等)

中央氣象局 氣象測報               12 採購消毒用酒精等防疫用品

一般行政                 3 採購口罩等防疫用品

觀光局及所屬 國家風景區開發與

管理

            462 採購額溫槍、酒精與口罩等防疫用品

及防疫宣導看板等

臺灣基隆地方

檢察署

智慧財產局

交通部

標準檢驗局

臺灣嘉義地方

檢察署

臺灣花蓮地方

檢察署

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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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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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3月31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運輸研究所 運輸科技應用研究

業務

                6 採購額溫槍、口罩等防疫用品

一般行政                 4 採購額溫槍等防疫用品

公路總局及所

屬

一般行政                 3 異地辦公網路及電話通訊費用

公路及監理業務管

理

            284 額溫槍、噴霧消毒設備、酒精、洗手

液、漂白水、手套、防護面罩、櫃台

隔板、防疫清潔環境消毒用品等

公路新建及養護計

畫

                1 採購口罩等防疫用品

國家鐵道建設與管

理

11 採購酒精、自動給皂機等防疫用品

勞動部主管             359

勞工保險局 一般行政               29 購買防疫所需用品(含酒精、消毒水

等)

保險業務               37 購買防疫所需用品(含酒精、消毒水、

額溫槍等)

退休金業務                 8 購買防疫所需用品(含酒精、消毒水

等)

勞動力發展署

及所屬

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管理

              11 購買防疫所需用品(酒精)

桃竹苗分署管理               44 購買防疫所需用品及設備(含酒精、自

動感應酒精噴霧器等)

雲嘉南分署管理               20 環境消毒

技能檢定中心管理                 9 購買防疫所需用品(含口罩、酒精、額

溫槍等)

職業安全衛生

署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             193 購買防疫所需用品(含口罩等)

勞動基金運用

局

一般行政                 6 辦公環境消毒

勞動部勞動及

職業安全衛生

研究所

一般行政                 2 購買防疫所需用品(額溫槍)

僑務委員會主管          2,051

僑務委員會 僑民僑團聯繫接待

暨僑教中心服務

         2,051 一般性防疫用品(如防疫關懷包)寄

運、貼紙印製、理貨包裝等費用

原子能委員會主管             279

原子能委員會 一般行政               67 配合防疫需要採購防疫物資及環境消

毒

輻射偵測中心 一般行政               15 購置酒精噴霧器及環境消毒

放射性物料管理作

業

              25 配合防疫需要採購防疫物資、環境消

毒等

核能研究所 一般行政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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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道局及所屬

放射性物料管

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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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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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3月31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核能研究所 計劃管理與設施維

運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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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額溫槍、酒精及口罩等防疫物資

推廣能源技術應用               59 酒精及口罩等防疫物資

農業委員會主管             848

一般行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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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業發展               80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

農業試驗所 農業試驗研究             178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

一般行政               63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

畜牧試驗研究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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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畜衛生試驗

所

一般行政                 4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

一般行政               16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

茶業技術研究改良                 5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

苗栗區農業改

良場

一般行政               12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

一般行政               10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

農作物改良                 7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

臺東區農業改

良場

一般行政                 2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

一般行政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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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土保持發展                 7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

動植物防疫檢

疫局及所屬

一般行政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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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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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

衛生福利部主管          1,779

衛生福利部 一般行政               41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酒精、醫療用口

罩等）

食品藥物管理

署

科技業務             442 因應疫情聘用定期人力經費及新冠肺

炎疫苗檢驗業務所需耗材及物品等

一般行政               19 一般性防疫措施（租用體溫篩選辨識

機等）及處理新冠肺炎相關業務加班

所需經費

桃園區農業改

良場

臺南區農業改

良場

特有生物研究

保育中心

農業委員會

水土保持局

茶業改良場

林務局

畜產試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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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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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3月31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食品藥物管理

署

食品管理工作             125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酒精、區隔板

等）

藥粧管理工作             622 配合指揮中心開設期間新增業務及因

應疫情聘用定期人力經費及新冠肺炎

疫苗檢驗業務所需試劑、耗材及物品

等

健保業務             494 因應防疫工作購買防疫物資（含酒

精、櫃台防疫壓克力隔板等）

一般行政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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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健康署 一般行政               27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酒精及口罩等）

文化部主管             412

文化部 一般行政               21 購買防疫用酒精

文化資產局 文化資產業務               47 購買消毒用酒精、電池及額溫槍

影視及流行音

樂產業局

一般行政                 2 購買防疫用酒精

國立傳統藝術

中心

一般行政                 7 購買防疫用酒精

國立臺灣美術

館及所屬

生活美學館業務             122 購置消毒用品支出、額溫槍及紅外線

體溫量測儀

一般行政               27

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業務

              65

一般行政               35

博物館業務之推展                 3

國立臺灣交響

樂團

交響樂團業務                 4 消毒酒精等防疫物品

國立臺灣歷史

博物館

推展博物館業務               30 租賃立式自動酒精機臺

國家鐵道博物

館籌備處

國家鐵道博物館籌

備業務

              49 購買非接觸式額溫槍、更換感應式水

龍頭(含安裝)、消毒酒精

科技部主管             267

科技部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

中心發展計畫

11 購置酒精及額溫槍等防疫物資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

研究院發展計畫

157 購置酒精、口罩及額/耳溫槍等防疫物

資、環境消毒、防疫門禁設施等

財團法人國家同步

輻射研究中心發展

計畫

12 購置酒精及台灣光子源控制室防疫用

品

新竹科學園區

管理局

一般行政 22 購置酒精、口罩等防疫物資、分區辦

公設置

中部科學園區

管理局

一般行政 61 購置酒精、清潔液等防疫物資、防疫

站設置等

工商行政 2 購置酒精、清潔液等防疫物資

國立臺灣工藝

研究發展中心

防疫用口罩、防疫用額溫槍、護目

鏡、防疫用酒精、酒精噴霧器

口罩、酒精、空間消毒、給皂機、手

指消毒器、防疫識別貼紙及人臉辨識

感測儀

國家人權博物

館

中央健康保險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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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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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3月31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一般行政 2 購置酒精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322

一般行政 169 一般防疫性措施(如環境消毒、口罩、

防疫隔板、酒精)

保險局 一般行政 10 一般防疫性措施(環境消毒)

保險監理 5 一般防疫性措施(防疫酒精噴瓶、香

皂、漂白水)

銀行監理 30 一般防疫性措施(如環境消毒、酒精噴

瓶、防疫隔板)、因應異地分區辦公添

購物品等經費

檢查局 一般行政 54 一般防疫性措施(如環境消毒、口罩、

額溫槍、酒精)

金融機構檢查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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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一般防疫性措施(如環境消毒等)

證券期貨市場監理 33 一般防疫性措施(如防護衣、手套、酒

精等防疫物資)

海洋委員會主管          1,701

海洋委員會 一般行政               18 防疫物資(口罩、耳溫槍及酒精)與異

地辦公辦公室電話月租費

海洋業務               12 防疫異地辦公-設備採購(液晶顯示器)

一般行政             954 防疫專案加班費、防疫物資(漂白水、

消毒用噴霧機等)

海巡工作             494 防疫物資(口罩、額溫槍、漂白水、酒

精、防護衣、手套、鞋套及隔板等)、

異地辦公網路數據月租費

海巡規劃及管理               73 新冠肺炎衛教宣導鐘點費及督導差旅

費、新冠肺炎篩檢費用

海洋保育署 一般行政               44 防疫物資-口罩、耳溫槍及辦公室消

毒、異地辦公-影印機租賃費

海洋保育業務               31 防疫物資-耳溫槍及酒精

國家海洋研究

院

一般行政               75 防疫異地辦公所需事務支出、辦公處

所消毒、防疫異地辦公用筆記型電腦

等。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管          2,101

一般行政             233 採購紅外線熱像測溫儀、酒精、口罩

及餐桌隔板等物品

退除役官兵服務救

助與照顧

              58 採購酒精、隨身攜帶型噴瓶等防疫物

品

退除役官兵就學、

職訓

              71 圓點標籤、酒精噴瓶、漂白水、酒精

等

榮民安養及養護          1,739 採購餐桌隔板、酒精、手套、漂白水

及相關防疫耗材等物品

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

南部科學園區

管理局

海巡署及所屬

銀行局

國軍退除官兵

輔導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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