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至110年12月31日止

單位：千元

主管機關／基金名稱 辦理項目
12月31日止

執行數

總計 36,605,222
一、費用減免 10,831,487
(一)營業基金 10,509,719
經濟部主管 10,344,214

電費減收(109年紓困)(含稅) 1,857,010

農業、服務業電費減收(110年紓困)(含稅) 3,714,241

夏月民生電價緩調(110年紓困)(含稅) 4,019,757

土地租金減收 43,073

台灣糖業股份有限公司 土地租金減收 545,158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土地租金減收 62,336

水費減收(含稅) 89,410

土地租金減收 13,229

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主管 165,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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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600

對農漁會信用部實施暫時性存款保險費減免措施 16,905

(二)非營業特種基金 321,768
總統府主管 1,345

  中央研究院科學研究基金
創服育成專題中心進駐廠商「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方案」租金減收
1,345

科技部主管 6,783

科學園區管理局作業基金

減收科技生活館及車庫餐廳權利金。

減收販售業場地租金、體育場館及游泳池場地租

金。

減收湖畔藝術會館租金。

6,783

原住民族委員會主管 73,741

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金 貸款業務及信用保證業務利息減免 73,741

農業委員會主管 7,412

農業特別收入基金-林務發展

及造林基金

森林遊樂區住宿及阿里山遊園車等委外營運租金及

權利金減收
7,412

教育部主管 147,188

學產基金 學產不動產租金及權利金減收 147,188

經濟部主管 85,198

經濟作業基金-中小企業發展

基金

減免林口新創園第3季權利金50%及減免3個月租金

50%、減免自設育成中心3個月土地租金50%
4,553

免徵110年7至12月中央管河川區域內種植及養殖使

用費
23,193

土地租金減收 1,910
曾文水庫餐飲紀念品販賣據點減收110年5月20日至

7月26日經營權收入
62

石門水庫封園期間行動服務站減收110年5月17日~7

月27日租金收入
119

曾文水庫山芙蓉渡假大酒店民營建設減收110年6月

至9月營管費收入
361

經濟特別收入基金-推廣貿易

基金
減收台北南港展覽館2館110年度權利金50% 55,000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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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自來水股份有限公司

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水資源作業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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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基金名稱 辦理項目
12月31日止

執行數

國立故宮博物院主管 101

故宮文物藝術發展基金 權利金收入減免 101

二、費用減免以外部分 25,773,735
(一)營業基金 914,556
行政院主管 4,102

中央銀行（合併）
異地辦公環境建置相關費用（搬遷、電源設施建

置、電話費及網路費等）
4,102

經濟部主管 6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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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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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篩試劑、大樓房舍加強消毒、分

流避免群聚措施及異地辦公相關經費等

20,748

一般醫療型口罩、N95口罩、耳溫槍、額溫槍、酒

精消毒與清潔等
30,811

油輪船隊防疫物資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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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精及異地辦公相關經費等
8,648

財政部主管 718,469

中國輸出入銀行

異地辦公相關經費(數據通信費、房租租金、網路

及電信之線路費用、新增固定資產之折舊費用、環

境消毒等)
5,516

臺灣土地銀行
紅外線熱感應器、防護ㄇ形隔板及紗窗、口罩補

助、酒精及辦理量測體溫支付加班費等
7,228

臺灣金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紅外線熱感應器、額溫安檢門、額溫槍、口罩、酒

精、壓克力罩、隔板、防護面罩、手套、酒精消毒

機、感應式洗手機、噴瓶、漂白水、消毒水及環境

消毒及異地辦公相關經費等。

28,970

配合防疫新增生產75%酒精產品計畫 672,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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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7

財政部印刷廠

購買額溫槍、酒精、電池、口罩、噴瓶、門禁卡、
防疫隔板、測溫消毒機及異地辦公電話、防火牆外

部連線經費

115

交通部主管 126,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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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80

臺灣鐵路管理局 防疫物資及加強清潔消毒等 65,231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酒精、醫療用口罩、乾洗手液、護目鏡、防疫面罩

等
5,124

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 額溫槍、航空站消毒、口罩、漱口水、手套等 6,559

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主管 949

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配合防疫政策異地辦公、環境消毒及口罩、消毒水

等相關經費
949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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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基金名稱 辦理項目
12月31日止

執行數

(二)非營業特種基金 24,859,179
總統府主管 116,087

因應新冠肺炎支應mRNA疫苗開發、抗體技術開發及

感染性疾病相關研究所需費用。
55,350

因應新冠肺炎支應RBD次單位疫苗開發、快篩試劑

開發、治療藥物開發及動物模式開發等相關研究所

需費用。

60,355

辦理歐盟公共衛生政策針對新冠肺炎疫情之因應與

挑戰之專題研究計畫。
307

辦理剖析新冠病毒NSP3蛋白之運轉功能及抑制機制

之專題研究計畫。
75

行政院主管(國家發展委員會管

理)
181,662

行政院國家發展基金 投資受新冠肺炎影響新創事業 181,662

行政院主管(科技部管理) 72,827

補助防疫科學相關研究計畫及支援技術平台等 38,327

推動對臺灣具威脅性之重要及新興感染症研究計畫 34,500

經濟部主管 4,056

經濟作業基金-科技產業園區

作業基金
購買酒精、口罩及電動噴霧機等防疫耗品 2,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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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4

科技部主管 5,249

科學園區管理局作業基金
購買酒精、口罩、漂白水、手套、噴瓶等防疫性用

品與消毒
5,249

交通部主管 2,171,465

交通作業基金

－觀光發展基金

協助旅行業、旅宿業及觀光遊樂業融資利息補貼

(觀光產業融資周轉貸款協助及利息補貼)
48,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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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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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方案)
2,093,000

教育部主管 1,427,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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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074

國立臺灣大學附設醫院作業基

金

因疫情增加之加班費、體溫(旅遊史)查檢站人事、

駐警值班費用及乳膠抽取式手套、拋棄式呼吸管

路、防護面罩等防疫用物品、醫療廢棄物清運費及

TOCC防疫通關系統升級含溫度模組14套等。

672,394

國立成功大學附設醫院作業基

金
抽檢疫區流動廁所及防疫物資 36,507

國立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作

業基金
隔離衣、口罩、乾洗手、手套及面罩等 14,139

教育部所屬機構作業基金

異地辦公設備、紅外線自動感應洗手機、耳額溫

槍、自動消毒機、口罩及酒精、用餐防疫隔板及全

館區除菌消毒等。

1,961

中央研究院科學研究基金

中央研究院科學研究基金

行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金

交通作業基金

－民航事業作業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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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基金名稱 辦理項目
12月31日止

執行數

國立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金 口罩、額溫槍、酒精等防疫用品 16,367

運動消費抵用方案 194,590

大型展銷活動 700

補助體育團體營運成本 323,250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

管
132,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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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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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8

農業委員會主管 2,720

農業特別收入基金-林務發展

及造林基金

口罩、酒精、防疫隔板、消毒器、快篩試劑等防疫

用品費用
2,720

勞動部主管 20,238,499

安心就業計畫 1,583,096

停業員工生活補貼計畫 433,170

擴大創業鳳凰貸款對象及提供還款緩衝之優惠措施 3,802

安心即時上工計畫 3,864,881

充電再出發訓練計畫 1,965,165

全時受僱勞工生活補貼 2,875,387

108學年度應屆畢業青年就業措施 3,281,413

110年青年就業獎勵計畫 1,326,776

特定行業就業獎勵 287,214

安穩僱用計畫 88,267

視覺功能障礙者從事按摩工作補貼計畫 117,758

部分工時受僱勞工生活補貼計畫 3,759,214

110年應屆畢業青年尋職津貼計畫 477,324

安全設備改善協助對象擴及受影響行業別 82,859

購買防疫隔板、監測額溫槍、酒精、洗手乳及相關

消耗品等。
8,753

外國人聘僱管理及許可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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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費

用。

76,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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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09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主管 25,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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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69

衛生福利部主管 427,014

衛生福利特別收入基金

－社會福利基金

購置額溫槍、防疫用酒精、防護衣、護目鏡、乾洗

手液、紗布、棉織口罩、漂白水、洗手液、消毒用

噴霧機等衛材及清潔用品。

4,821

國民年金保險基金

1.酒精、洗手乳及相關消耗品等

2.辦公廳舍病菌消毒、分區辦公增設透明塑膠簾及

電子保全系統服務費等

3.防疫監測額溫槍

4.居家辦公使用相關軟體

934

就業安定基金

就業安定基金

運動發展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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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基金名稱 辦理項目
12月31日止

執行數

醫療藥品基金

核酸檢驗設備耗材、人體測溫用紅外線熱影像儀、

篩檢站設備、採檢屏風、防護面罩、護目鏡、隔離

衣、廢棄物處理、防疫物品、因疫情增加之加班費

等相關費用。

421,259

文化部主管 686

國立文化機構作業基金 口罩、酒精及環境消毒 686

原住民族委員會主管 1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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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20

考試院考選部主管 4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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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42

原子能委員會主管 524

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基金 辦理環境消毒等費用 524

公平會主管 1

反托拉斯基金 採購防疫用酒精及口罩 1

註：本表未包括航港建設基金於110年7月收回109年度提撥之貸款信用保證準備金14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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