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總計       3,349,409

總統府主管            35,319

一般行政 2,697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口罩)等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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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發展研究及諮詢 24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口罩)等項目相關

經費

新聞發布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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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1 1.一般性防疫措施(如感應式消毒清潔

器、環境消毒、分區辦公用隔板、護

目鏡、視訊會議用設備及軟體)等項

目。

2.官員因公出國防疫旅館支出。

國史館 一般行政 305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紅外線熱像測溫

儀、環境消毒、口罩、酒精、手套、

防護面罩、防護衣、漂白水、麥克風

防護罩)所需物品及設備、因應異地或

分區辦公整修、居家辦公所需物品及

設備

國史館臺灣文

獻館

一般行政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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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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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行政                 291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酒精、噴霧消毒設

備、自動給皂設備等)等相關整修經費

一般學術研究及評議              4,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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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理科學研究            1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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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辦公空間整修等

相關經費

生命科學研究            10,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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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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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部院區 16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酒精等)相關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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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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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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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行政院主管            47,310

行政院              5,373

行政院 一般行政              1,831 行政院新聞中心、記者工作室及院區

消毒清潔、額溫槍、自動手指消毒機

及防疫隔板等防疫用品、異地辦公室

電源線等設置費用及因應疫情延長工

作時間加班費

新聞傳播業務              2,649 防疫廣播廣告剪輯與錄製、防疫成果

及疫苗覆蓋率宣導、防疫事件紀錄傳

播經費、環境消毒以及防疫用護目鏡

和防疫面罩等費用

施政及法制業務                   73 警衛中隊執行防疫措施用額溫槍、防

護衣、酒精、護目鏡、手套、自動手

指消毒器及醫療口罩等

資訊管理                 337 購置視訊會議軟體、相關設備等及異

地辦公網路佈線工程

科技發展研究諮詢                   84 辦公室預防性消毒及異地辦公市話安

裝及線路工程

聯合服務業務                 351 各服務中心購置防疫用酒精、自動手

指消毒機、防疫用壓克力隔板及清潔

消毒作業等

其他設備                   48 會客區櫃檯訂製防疫隔板一組

主計總處              2,112

主計總處 一般行政                 518 防疫用品及因應防疫分區辦公用品等

特種基金預算核編及

執行

                    6 防疫用品

會計決算業務                     5 防疫用品

綜合統計業務                   30 防疫用品

國勢普查業務                 563 防疫用品

主計訓練業務                   60 防疫用品

主計資訊業務                 161 因應防疫居家辦公設備及相關用品

其他設備                 769 防疫設備及因應防疫居家辦公設備等

人事行政總處及所屬              4,423

人事行政總

處

一般行政                 673 購置防疫用品、應居家需求升級電話

系統設備及居家辦公資訊設備

人事行政之政策規劃

執行與發展

             2,565 購置居家辦公資訊設備

公務人力發

展學院

一般行政                   66 購置防疫用酒精、面罩、手套、口

罩、隔板及防護衣等防疫相關用品經

費

訓練輔導及研究              1,119 購置訓練用防疫用品、異地辦公設備

及用品、遠距教學視訊軟硬體設備等

相關費用、其他(紓困協調會議等費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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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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國立故宮博物院                 880

一般行政                 214 採購防疫用護目鏡等防疫用品

文物研究、展覽與推

廣

                  84 採購額溫槍等防疫用品

文物徵集與管理                   18 採購防疫用面罩等防疫用品

安全管理維護                 469 採購防疫用口罩等防疫用品

新故宮計畫                   95 採購防疫用口罩等防疫用品

國家發展委員會及所屬              6,659

國家發展委

員會

一般行政 763 定期消毒、購買防疫物資、異地辦公

用品

規劃及推動國家發展

計畫綜合業務

31 購買防疫物資

研擬經濟政策、協調

推動財經措施

5 購買防疫物資

促進社會發展及計畫

審議協調

5 購買防疫物資

促進產業發展 54 購買防疫物資

促進人力資源發展 5 購買防疫物資

健全國土規劃及經營

管理

11 購買防疫物資

績效管理 5 購買防疫物資

健全資訊管理，提升

應用效率

37 異地辦公環境建置(對外上網專線月租

費等)、購買防疫物資

深化推動政府資通訊

應用建設

17 異地辦公環境建置(對外上網專線月租

費等)

推動法規鬆綁與革

新、強化經貿競爭力

39 購買防疫物資

中興新村北、中核心

維運

466 中興辦公大樓各辦公室及公共區域定

期消毒、購買防疫物資、異地辦公用

品

檔案管理局 一般行政 71 異地辦公環境建置、購買防疫物資、

辦公空間消毒

檔案管理綜合企劃與

管考

740 異地辦公環境建置、購買防疫物資、

辦公空間消毒

檔案徵集作業 14 購買防疫物資

檔案應用服務 33 購買防疫物資

檔案資訊作業 210 異地辦公環境建置

文書檔案智慧鏈結計

畫

2,544 異地辦公環境建置

深化國家記憶計畫 667 異地辦公環境建置

國家檔案典藏及服務

建設計畫

25 異地辦公環境建置

其他設備 917 異地辦公環境建置

原住民族委員會及所屬              2,400

原住民族委

員會

一般行政 183 購買酒精、手套、噴霧瓶、防護衣面

罩、防疫隔板、辦公空間消毒

國立故宮博

物院

第 3 頁，共 3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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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綜合規劃發展 579 視訊會議設備、居家辦公筆電

原住民族教育協調與

發展

1,007 居家辦公軟硬體建置採購及辦公室、

會議室空間消毒殺菌

一般行政 20 購買酒精、消毒機、酒精噴灑器

藝術展演及文化推廣 611 防護面罩、酒精、漂白水、筆電、視

訊會議設備、攜帶式微型投影機

客家委員會及所屬            18,286

客家文化產業發展            10,722 辦理客庄旅遊振興方案

一般行政              6,069 1.異地及居家辦公所需辦公用品及防

疫用衛生等用品及設備

2.客家電視臺防疫相關經費

客家文化發展中心規

劃與營運

             1,495 異地及居家辦公所需辦公用品、差勤

設備、視訊通話設備、資訊設備、線

路建置、防疫用衛生及消毒設備等採

購

中央選舉委員會及所屬              1,010

一般行政                     7 消毒液、酒精等

選舉業務                 705 額溫槍、酒精、口罩、防疫用隔板等

地方選舉委員會行政

業務

                298 額溫槍、酒精、防疫用隔板、AI智慧

消毒站、樓層消毒作業等

公平交易委員會                 241

公平交易委

員會

限制競爭行為調查處

理

                  75 參與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會議、防

疫物資訪查及酒精、異地辦公用品、

會議室隔板、環境消毒等相關經費

不公平競爭行為調查

處理及多層次傳銷管

理

                118 防疫用酒精、口罩及異地辦公用品、

會議室隔板、搬運及環境消毒等相關

經費

法務及行政救濟業務                   45 防疫用酒精、口罩及異地辦公用品等

相關經費

綜合規劃及宣導業務                     3 紅外線自動感應酒精噴霧消毒洗手機

等相關經費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231

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

一般行政                 231 一般性防疫措施(口罩、防護面罩、防

疫隔板、酒精、漂白水、消毒機、環

境消毒)

大陸委員會              4,207

大陸委員會 一般行政              1,685 購置防疫物資、異地辦公之辦公用

品、電話線設置及臨時隔間防護設施

等相關經費

綜合規劃業務                 129 購置防疫物資、異地辦公視訊會議及

網路等相關經費

文教業務                 116 購置異地辦公用品等相關經費

法政業務              1,564 購置防疫物資、辦公室消毒、血氧

機、核酸檢測及專案補助海基會因應

疫情防疫作業等相關經費

原住民族委

員會原住民

族文化發展

中心

中央選舉委

員會及所屬

客家委員會

及所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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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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港澳蒙藏業務                 304 購置防疫物資、異地辦公視訊會議及

網路等相關經費

聯絡業務                 409 購置防疫物資、異地辦公視訊會議及

電話線設置等相關經費

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                 109

一般行政                 105 購置酒精、防護衣、壓克力隔板、殺

菌燈等防疫物品及設備、環境消毒、

紅外線感應開關

運輸事故調查                     3 購置防疫物品-口罩

運輸系統安全分析與

工程鑑定

                    1 遠距辦公教學講師鐘點費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183

促進轉型正

義委員會

一般行政                 183 購置視訊設備、體溫機、防疫壓克力

板及酒精等防疫物資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8

不當黨產處

理委員會

一般行政                     8 酒精等防疫用品

公共工程委員會              1,188

公共工程委

員會

一般行政                 706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酒精、防疫隔板)

等項目、因應異辦公所需物品及水電

網路等相關經費

公共工程企劃及法規

業務

                373 購置視訊裝置、雲端視訊會議租用

費、網路設備租賃、因應異辦公所需

物品及運費等

公共工程管理業務                 109 辦理公共工程移工防疫措施專案訪查

及購置防疫用品等

立法院主管              3,660

一般行政              3,391 視訊設備、筆記型電腦、酒精消毒

機、消毒液、小方巾、酒精噴霧、給

皂機、口罩、手套、快篩劑、抑菌除

臭機、透明防疫隔板、安全眼鏡、醫

護室防護衣等防疫所需耗材與物品、

行動擴音設備、環境消毒

委員會館                 244 酒精消毒機、酒精、面罩、感應式酒

精噴霧等防疫所需耗材

國會圖書業務                   25 購自動感應手指消毒機、自動消毒測

溫儀、面罩、口罩、酒精、空氣濾網

司法院主管            43,099

司法院 一般行政              9,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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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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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隔板等項目

最高行政法院 一般行政                 414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罩、

額溫槍、酒精)及購置視訊設備等項目

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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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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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

一般行政                 383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罩、

額溫槍、酒精等)、裝設透明隔離板，

以及購置遠距訊問設備、遠距視訊會

議設備等項目

臺中高等行政

法院

一般行政                 269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漂白水、口罩、酒

精、消毒機、壓克力隔板及自黏性標

籤)等項目

高雄高等行政

法院

一般行政                   80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面罩、口罩、手

套、額溫槍、酒精、防疫壓克力板)等

項目

行政訴訟審判                 146 法庭用防疫措施(防疫壓克力板)等項

目

懲戒法院 一般行政                 113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罩、

額溫槍、酒精)、會議室與評議室裝設

隔板、及購置雲端視訊會議設備等項

目

法官學院 一般行政                   82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罩、

額溫槍、酒精)等項目

研習業務                 581 因應防疫，於宿舍房間等區域洗手台

安裝洗手乳給皂機、影音系統與雲端

視訊系統建置、餐桌隔板及人流計數

處理設備等經費

一般行政                 171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法庭防疫用壓克力

隔板、次氯酸水、抗菌液、防護面罩

等)及租用U會議多方視訊平台

審判業務                     7 一般性防疫措施(護目鏡、隔離衣、防

護面罩等)

臺灣高等法院 一般行政              5,950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手套、

面罩、口罩、額溫槍、酒精、防疫隔

板、遠距視訊用攝影機及延長線...)

及人臉辨識溫度感測儀等經費

審判業務                   88 購置防疫設備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一般行政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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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警室裝設隔板等項

目

審判業務                   25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消毒噴霧機)

臺灣高等法院

臺南分院

一般行政                 375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罩、

酒精、手套、面罩、護目鏡)及法庭、

閱卷室、訴輔科等加裝防護隔離設施

等經費

臺灣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

一般行政                 502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罩、

酒精、手套、防疫隔板、面罩、護目

鏡)及視訊攝影機、登錄身分證用條碼

機、支援居家辦公筆記型電腦等項目

臺灣高等法院

花蓮分院

一般行政                 237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罩、

額溫槍、酒精)等項目

智慧財產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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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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

一般行政              3,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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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業務                   49 無線擴音機3台

一般行政                 520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壓克力

隔板、口罩、面罩及額溫槍)等項目

業務審判                 948 防疫用熱感溫測像儀、訊問室及法庭

等增設隔板、設置遠距訊問設備、雲

端視訊會議等項目

臺灣新北地方

法院

一般行政              1,111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罩、

額溫槍、酒精、防護面罩、消毒噴霧

器、民眾分流等待座椅、防疫壓壓克

力隔板)及因應異地或分區辦公整修、

雲端視訊會議、法庭視訊開庭用攝影

機及環境建置等經費

臺灣桃園地方

法院

一般行政              1,555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防疫壓克力擋板、

酒精、酒精濕巾、口罩、紅外線體温

計、酒精噴霧消毒機、環境消毒等)及

防護面罩、隔離衣、雲端視訊會議、

視訊鏡頭、同仁因執行公務實施居家

隔離期間衍生之住宿等費用、快篩用

試劑等項目

審判業務                 898 因應疫情升級居家辦公用筆記型電

腦、建立遠距視訊開庭業務用儲存器

費用、立體耳機麥克風、當事人等候

區用空氣清淨機等項目

一般行政              1,674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口罩、酒精、壓克

力檔板等)及因應分區辦公整修、視訊

會議裝置及服務等項目

審判業務                 105 遠距辦公用筆記型電腦及遠距教學用

投影機等項目

一般行政                 266 一般性防疫措施(消毒用噴藥機、口

罩、面罩、電動洗手機、酒精、漂白

水、隔離用透明布、隔離衣及體溫計)

及採購U會議視訊平台、筆記型電腦及

視訊會議攝影機、影音播放設備、延

伸法庭用設備等項目

審判業務                 283 一般性防疫措施(法庭加裝防疫隔板)

及採購U會議視訊平台

臺灣臺中地方

法院

一般行政              1,575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罩、

酒精、手套、額溫槍、防護面罩、防

疫壓克力隔板等)、雲端視訊會議、居

家辦公電腦設備及快篩試劑等項目

審判業務                 408 一般性防疫措施(法庭加裝防疫隔板)

臺灣新竹地方

法院

臺灣士林地方

法院

臺灣苗栗地方

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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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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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臺灣南投地方

法院

一般行政                 992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酒精、拋棄式隔防

護衣、面罩、消毒機、防疫隔板及環

境消毒)等項目

臺灣彰化地方

法院

一般行政                 760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罩、

額溫槍、酒精、消毒機、面罩、防疫

隔板)等項目

審判業務                   21 因應疫情雲端視訊會議軟體租用等項

目

臺灣雲林地方

法院

一般行政                 600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罩、

酒精、防護面罩、防護衣)、防疫隔

板、增設延伸法庭、法庭席位防疫裝

修及視訊會議用網路攝影機等項目

審判業務                 122 居家辦公遠端連線用筆記型電腦、遠

距開庭相關經費等項目

一般行政              1,032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口罩、酒精、塑膠

手套、櫃台之透明塑膠遮布及防疫隔

屏等)等項目

審判業務                 214 防疫用(如紫外線除菌設備及防疫隔屏

等)等項目

臺灣臺南地方

法院

一般行政              1,435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罩、

額溫槍、酒精、防疫壓克力隔板、管

制人流用欄柱、防護衣、防疫面罩)及

購置遠距訊問設備、雲端視訊會議等

經費等項目

審判業務                   28 一般性防疫措施(防護衣、防疫面罩、

法庭梅花座膠帶)等

臺灣橋頭地方

法院

一般行政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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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業務                 347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罩、

額溫槍、酒精、塑膠手套、防護罩、

殺菌燈)等項目

一般行政                 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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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防疫用筆電及一般性防疫措施(酒精、

隔板)等項目

臺灣屏東地方

法院

一般行政                 203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罩、

額溫槍、酒精、隔板)及雲端視訊會議

等經費

審判業務                 443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罩、

額溫槍、酒精、隔板)等項目

一般行政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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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罩、

額溫槍、酒精)等項目

臺灣花蓮地方

法院

一般行政                 644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罩、

額溫槍、酒精、壓克力隔板)等項目

臺灣嘉義地方

法院

臺灣高雄地方

法院

臺灣臺東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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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審判業務                 244 法庭用防疫措施(如額溫槍、酒精、無

線麥克風)等項目

一般行政                 230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酒精、

透明面罩、手套等)、筆記型電腦、防

疫用熱感溫測像儀等項目

審判業務                 241 法庭用防疫措施(如酒精、透明面罩、

壓克力隔板等)、防疫用熱感溫測像儀

等項目

一般行政                 397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酒精、

噴霧容器、護目鏡、隔離衣、N95口

罩、面罩、手套、額溫槍、移動式空

調、臨時法庭開庭區戶外帳篷、延伸

法庭佈線、遠距訊問移動式活動架及

傳真機暨網路攝影機)等項目

審判業務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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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消毒用品、防護

衣、口罩、隔板)及雲端視訊會議軟體

租用、視訊攝影機等經費

臺灣高雄少年

及家事法院

一般行政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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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業務                 333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壓克力板、口罩、

酒精、乳膠手套、環境清潔消毒、噴

瓶)等項目

福建高等法院

金門分院

一般行政                   13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罩、

額溫槍、酒精、測溫洗手機)等項目

福建金門地方

法院

一般行政                 278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罩、

額溫槍、酒精等)、裝設透明隔離板、

採購隔離衣防護衣防護面罩等，以及

購置遠距訊問設備、遠距視訊會議設

備等項目

福建連江地方

法院

一般行政                   55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隔板、環境消毒、

口罩、額溫槍、酒精)等項目

考試院主管              5,258

考試院 一般行政                 582 防疫用紅外線熱像儀(ITRI體溫快篩系

統)、雲端視訊會議軟體租用及一般性

防疫措施(如額溫槍、口罩、酒精、自

黏性標籤、防疫用隔板及網路視訊鏡

頭等)等項目

考選部 一般行政                   72 採購闈場使用移動式紫外線殺菌機、

服務台裝設透明壓克力板、酒精及辦

公場所加強消毒等項目

研究發展及宣導                     1 預備文官團防疫酒精、紙巾等

銓敘部 一般行政                 460 防疫用品及因應防疫相關設備

臺灣基隆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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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公務人員保障

暨培訓委員會

一般行政                 489 紅外線熱像儀(ITRI體溫快篩系統)、

電梯內空氣清淨機、遠端視訊會議及

遠距教學用網路攝影機、耳機、麥克

風、因應居家辦公VPN防火牆及購置酒

精等防疫所需物品

公務人員退休

撫卹基金監理

委員會

一般行政                 151 視訊會議使用之視訊軟體及會議設

備、防疫所需物品、辦理環境消毒等

公務人員退休

撫卹基金管理

委員會

退撫基金管理                 483 防疫所需耗材與物品、空氣清淨機、

辦理環境消毒、視訊會議使用之視訊

軟體、網路攝影機及防疫分區、居家

辦公等相關費用

國家文官學院

及所屬

一般行政                 481 購置防疫隔板、熱像體溫檢測攝影機

組、自動感應測溫酒精機、分區辦公

所需影印機租賃、系統分流作業所需

伺服器主機、儲存設備及增設備用線

路等相關費用

國家文官培訓業務              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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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鏽鋼附蓋餐盒在案，惟應學員用餐

個別需求，本年度增購部分大尺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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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酒精及酒精自動噴霧器；採購各項

訓練活動用口罩、防疫隔板、熱像體

溫檢測攝影機組；建置虛擬教室；視

訊會議及各項升官等訓練因應疫情改

採線上測驗所需軟體購置或授權、系

統分流作業伺服器主機、儲存設備、

功能增修及增設備用線路；訓練行政

相關資訊系統線上繳交作業相關功能

增修；異地分區辦公環境配置及影印

機租賃等相關費用。

中區公務人員培訓                 433 購置消毒器、智能感應測温酒精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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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虛擬教室及各項升官等訓練

因應疫情改採線上測驗所需軟體等相

關費用

監察院主管              5,723

一般行政              1,415 防疫所需耗材與物品等

其他設備                 326 遠距會議、辦公所需之軟硬體設備等

審計部 一般行政                 807 防疫所需耗材與物品、分流辦公、視

訊聯網擴充整合螢幕喇叭鏡頭等用品

監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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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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中央政府審計              1,048 防疫所需耗材、物品、異地辦公電費

增加、視訊會議設備架設費及消毒費

用、遠端連線與居家辦公軟體1年使用

授權等

縣市地方審計                 100 防疫所需耗材與物品等

一般行政

(資本門)

                114 視訊聯網擴充整合案變焦專業鏡頭(含

施工)

其他設備              1,698 體溫電視顯示器、熱顯像體溫攝影

機、遠距安全存取控制軟體

一般行政                     2 防疫所需耗材與物品等

審計業務                   38 防疫所需耗材與物品等

一般行政                     6 防疫所需耗材與物品等

審計業務                     9 防疫所需耗材與物品等

審計部桃園市

審計處

一般行政                   24 防疫所需耗材與物品等

一般行政                   44 防疫所需耗材與物品等

審計業務                   23 防疫所需耗材與物品等

審計部臺南市

審計處

一般行政                   25 防疫所需耗材與物品等

審計部高雄市

審計處

一般行政                   26 防疫所需耗材、物品及消毒費用等

審計業務                   18 防疫所需耗材與物品等、視訊會議用

網路攝影機

內政部主管          106,030

一般行政                   91 酒精、口罩、遠端視訊會議用耳機麥

克風及鏡頭

戶政業務                   20 遠端視訊會議用網路攝影機

民政業務                   66 視訊會議用網路攝影機、感應式體溫

計附酒精噴霧器、酒精及口罩

地政業務                     6 攜帶式防疫隔板

土地測量                 119 酒精、手套、噴霧器、口罩、漂白

水、防護面罩、額溫槍、防疫隔板

內政資訊業務                 247 辦理防疫工作所需筆記型電腦及周邊

配件、壓克力隔板、消毒機及酒精

營建署及所屬 一般行政                 305 感應式酒精噴霧機、防疫抗菌桌墊隔

板、酒精噴灑器、壓克力防疫隔板組

及防疫面罩等防疫用品

國家公園經營管理              2,827 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第一線防疫工作

人員投保額外保險與東沙登島人員核

酸（PCR）檢測費、酒精噴霧機、額溫

槍、消毒等清潔用品及皮膚溫度感應

偵測器等

區域及都市規劃業務                 165 額溫槍、消毒等清潔用品、視訊會議

設備

審計部臺北市

審計處

內政部

審計部新北市

審計處

審計部臺中市

審計處

第 11 頁，共 3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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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下水道管理業務                 106 酒精、額溫槍、消毒等清潔用品、會

議室隔板、防護面罩、視訊會議設

備、酒精消毒噴霧器及手指消毒器

警政署及所屬 一般行政                 201 防疫關懷包及郵資費、異地辦公複合

機租金、護目鏡等

警政業務            82,548 異地辦公電信費及網點配置費、酒

精、宿舍防疫消毒、防疫工作獎勵金

等

警務管理                   33 異地辦公文具盒及公文置放櫃、口罩

保安警察業務              2,932 遠端視訊會議用網路攝影機、酒精、

異地辦公桌椅及鐵門鎖、影印機租

賃、駐地遷移相關整修工程費等

國道警察業務                 290 防疫環境消毒、防疫吸塵地墊、異地

辦公電信數據費、異地辦公網路線

材、異地辦公冷氣機等

刑事警察業務                 378 異地辦公網路佈線、延長線、公文

櫃、防疫消毒、飲水機、冷氣機、消

毒門等與戶外洽公場所用物品及設備

初級警察業務              2,206 口罩、酒精、防疫噴霧門、學員返校

防疫快篩試劑、遠距教學攝影機及耳

機麥克風、防疫感應測溫酒精機、防

疫攜帶式隔板、異地辦公室防疫隔

板、防疫數位通行系統(DayPass)導入

技術授權費、防疫小組會議誤餐便

當、校園防疫消毒等

中央警察大學 高級警察教育              3,102 防疫工讀費、場館消毒、考場防疫工

作費、酒精、口罩、隔離衣及隔板等

防疫消毒用品、遠距教學設備、教師

研習會視訊用網路平台軟體、公文消

毒機、自動測溫除菌門、110學年度預

備教育隊職官及教育班長快篩費用等

消防署及所屬 一般行政                   62 辦公室消毒費用、防疫用酒精及噴頭

消防救災業務                 843 配發消防機關N95口罩與隔離衣運費及

紙箱、防疫用酒精、額溫槍、會議桌

防疫隔板、視訊會議用多媒體喇叭、

麥克風及集中檢疫所設立路障用H型鋼

護欄與相關物品設備等

役政署 役政業務              3,120 役政署、替代役訓練班及役男宿舍所

需防疫用口罩、消毒酒精、額溫槍、

快篩試劑、防疫隔板、消毒設備及視

訊會議設備等、替代役訓練班新冠肺

炎篩檢作業費

移民署 一般行政                   52 酒精噴灑器、酒精、拋棄式手套、指

型機感應功能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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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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入出國及移民管理業

務

             5,796 異地辦公增設指型機等設備與物品、

購置防護衣等防疫物資、購置居家辦

公行動動態密碼授權、行動載具、接

觸確診者隔離支出及視訊會議所需網

路攝影機、耳機麥克風等

建築研究所 一般行政                   26 酒精、漂白水、手部消毒機、因應疫

情升級之辦公室環境消毒費

建築研究業務                 132 額溫槍、酒精、漂白水、手部消毒

機、簡報室防疫隔板、遠端視訊會議

用軟體(CISCO_WEBEX)、視訊會議系

統、快篩試劑

空中勤務總隊 一般行政                 161 辦公室環境清潔消毒、防疫隔板及自

主防疫物品採購

空中勤務業務                 196 防疫用防護衣及防疫工作人員保險

外交部主管          807,009

一般行政            20,029 資訊設備、視訊會議軟硬體、口罩、

酒精、環境消毒、居家及異地辦公相

關支出、居家辦公網路專線及雲端辦

公服務租用等

外交管理業務                 115 異地辦公電信費、網路費及防疫隔板

國際合作及關懷          772,702 援贈友邦及友我國家防疫及抗疫物資

國際會議及交流                 563 訪賓及出訪用口罩、清冠一號、酒精

等防疫物資費用

駐外機構業務            12,294 駐外館處為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購置職

雇人員口罩及致贈駐在國在地政、

商、學界友我人士防疫物資等費用

一般行政                 206 因應新冠肺炎大樓消毒及電梯貼膜、

酒精、體溫貼紙、異地辦公等費用

外交領事人員訓練                 154 訓練課程研討會防疫用壓克力透明隔

板、防疫消毒、視訊軟體等

領事事務局 一般行政                     8 自動酒精消毒機、次氯酸水等

領事事務管理                 938 口罩、酒精、手套、酒精噴霧機、額

溫槍、壓克力隔板、AI智慧消毒站、

防疫消毒、飲水機、異地辦公遷移網

路等佈線工程及滅菌機等費用

國防部主管          295,245

國防部所屬 軍事行政            74,492 組織單細胞分子標建系統模組

教育訓練業務          119,449 核酸檢測暨快篩試劑等

後勤及通資業務            98,692 疫苗存管設施等

情報行政              2,612 耳溫槍防疫用品等

財政部主管          236,529

財政部 一般行政              4,538 提供同仁執行公務所需酒精、環境消

毒及防護面罩、感應式消毒器、耳溫

槍、額溫槍、居家辦公用筆電及異地

辦公所需經費等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一般行

政 」 ( 設 備 及 投

資)1,526千元

外交部

外交及國際事

務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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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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財政人員訓練                 196 辦理訓練業務及學員防護所需酒精、

環境消毒及感應式消毒器等

國庫署 一般行政                 549 防疫加班費、提供同仁執行公務所需

酒精、護目鏡、環境消毒及異地辦公

所需經費

國庫業務              1,109 讀卡機、網路安全與提升使用量能服

務、視訊會議服務、醫療手套、防護

面罩、壓克力隔板、居家辦公用筆記

型電腦及異地辦公所需經費等

國債付息              1,000 居家辦公用筆記型電腦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國庫

署-國庫業務」

一般行政              1,863 提供同仁執行公務所需酒精、視訊會

議攝影機及軟體、會議室使用壓克力

隔板、環境消毒及異地辦公所需經費

等

賦稅業務                 538 設置會議室及訪談室壓克力隔板、提

供稽徵業務考核及辦理稽核業務用口

罩、面罩、酒精隨身瓶、酒精、居家

辦公軟體租賃及因應異地辦公安裝印

表機驅動軟體所需經費等

地方政府稅款短少補

助

             6,243 辦理辦公室清潔消毒、購置公文紫外

線消毒箱及熱像儀、分區辦公場所搬

運及布置等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臺北國

稅局-一般行政」

           45,688 設置民眾接洽區域之防疫隔板、所得

稅結算申報延期所需戶外搭建帳篷、

租用電腦、網路及電源線路布置、提

供民眾辦理公務用所需防疫用品(酒

精)及居家辦公相關軟硬體設備建置等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臺北國

稅局-國稅稽徵業

務」

             2,144 異地辦公硬體設備建置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高雄國

稅局-國稅稽徵業

務」

                547 提供同仁辦理公務用所需額溫槍、紅

外線溫度測定器、對講機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北區國

稅局及所屬-一般

行政」

             3,924 提供民眾辦理公務用所需酒精、口

罩、筆記型電腦及防疫隔板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北區國

稅局及所屬-國稅

稽徵」

             1,884 提供同仁執行公務所需酒精、環境消

毒及防護口罩、手套、漂白水、感應

式消毒器等耗材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中區國

稅局及所屬-一般

行政」

賦稅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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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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6,293 民眾洽公櫃台增設防疫隔板、受理民

眾報稅租借熱影像儀、帳篷、及民眾

洽公櫃台增設防疫隔板、受理民眾報

稅租借熱影像儀、帳篷、電源線路布

置及辦理異地辦公所需經費等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中區國

稅局及所屬-國稅

稽徵業務」

             1,370 提供同仁執行公務所需酒精、口罩、

壓克力板、感應式消毒器等耗材、清

潔消毒、保全及分流上班電話、電源

佈線、視訊用投影機等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南區國

稅局及所屬-一般

行政」

             7,496 提供民眾洽公用酒精、防疫用塑膠帆

布及所得稅申報收件防疫用護目鏡、

隔離衣、隔板及租用帳棚、遠紅外線

體溫攝影機、僱用防疫臨時人力及購

置異地辦公用筆記型電腦等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南區國

稅局及所屬-國稅

稽徵業務」

             3,581 酒精、口罩、隔板、告示牌、辦公室

消毒、口罩寄送郵資等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關務署

及 所 屬 - 一 般 行

政」

           32,647 酒精、口罩、隔板、口罩寄送郵資、

隔離衣、手套、護目鏡、額溫槍、紅

外監控測溫儀、辦公室消毒、分區辦

公所需網路電話佈線及設備等、飲水

機、筆記型電腦、公文除菌機、臉型

辨識機、紅龍柱、防疫視訊數據線路

費、連線會議軟體、執檢人員保險費

等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關務署

及 所 屬 - 關 稅 業

務」

             7,344 購置酒精、額溫槍、手套、口罩、防

疫面罩、消毒水及漂白水、自動感應

消毒機、服務櫃臺及辦公會議桌間透

明隔板、洗手乳、衛生紙等一般防疫

經費及自動測溫儀、清潔消毒、移動

式冷氣、異地辦公處所修繕等辦理異

地辦公所需經費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國有財

產署及所屬-一般

行政」

           45,666 視訊會議相關周邊、印表機、傳真

機、空調設備清理、飲水機及桌椅等

事務設備、異地辦公處所清潔及冷

氣、修繕費、空調及照明設備、飲水

機等電器相關增購或移機費、電話、

網路、資訊設備佈線費及月租費、個

人電腦、筆記型電腦、網路交換器及

防火牆等、監視器設備費及辦理異地

辦公網路佈線、搬遷費、數據通訊

費、異地辦公處所水電費、監視器設

備費及冷氣所需經費等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國有財

產署及所屬-國有

財產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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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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433 購置防疫用品(酒精、酒精機、口罩、

環境消毒、推車及會議室防護隔板等

用品)等項目、分艙電話配置、異地辦

公所需經費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財政資

訊 中 心 - 一 般 行

政」

           22,867 因應異地及居家辦公所需網路攝影

機、耳麥、視訊會議、筆電及身分認

證系統等，結算申報防疫經費所得稅

延長申報期間(含應用系統程式修改、

維運及客服)、稅務e網通客服擴增人

力及相關服務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財政資

訊中心-財政資訊

業務」

臺北國稅局 一般行政                   77 辦理辦公室清潔消毒、購置公文紫外

線消毒箱及熱像儀、分區辦公場所搬

運及布置等

國稅稽徵業務              2,068 設置民眾接洽區域之防疫隔板、所得

稅結算申報延期所需戶外搭建帳篷、

租用電腦、網路及電源線路布置及提

供民眾辦理公務用所需防疫用品(酒

精)等

高雄國稅局 一般行政              1,543 因應防疫所需保全人力、購置防疫用

品(額溫槍、乾洗手及酒精等)及異地

辦公燈具、電話線路布置等

國稅稽徵業務              6,676 受理民眾報稅及防疫所需用品(口罩、

帳篷、租用個人電腦及壓克力隔板等)

及異地辦公電腦、網路線路布置等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國稅稽

徵業務」(設備及

投資)2,003千元

北區國稅局及

所屬

一般行政              2,730 提供同仁辦理公務所需用酒精、口

罩、額溫槍、手套、辦公室清潔消

毒、紅外線熱像儀及公文紫外線除菌

機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一般行

政」(設備及投

資)180千元

             6,653 提供民眾辦理公務用所需酒精、口

罩、手套、消毒機、防疫隔板、桌椅

及租用帳篷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北區國

稅局及所屬-國稅

稽徵業務」

國稅稽徵業務              4,580 提供民眾辦理公務用所需酒精、口

罩、防疫隔板及租用帳篷

中區國稅局及

所屬

一般行政              1,666 提供同仁執行公務所需酒精、環境消

毒及防護口罩、手套、漂白水、感應

式消毒器等耗材

             2,384 辦理異地辦公所需軟硬體經費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中區國

稅局及所屬-國稅

稽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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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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國稅稽徵業務                 927 民眾洽公櫃台增設防疫隔板、受理民

眾報稅租借熱影像儀、帳篷、及民眾

洽公櫃台增設防疫隔板、受理民眾報

稅租借熱影像儀、帳篷、電源線路布

置及辦理異地辦公所需經費等

南區國稅局及

所屬

一般行政              1,017 提供同仁執行公務所需酒精、口罩、

洗手乳、感應式消毒器等耗材、清潔

消毒等

國稅稽徵業務                 941 提供民眾洽公用酒精、放置戶外動線

指示牌、租用抗菌地毯等

關務署 一般行政              2,619 口罩、洗手乳、麥克風罩、告示牌、

異地辦公經費等

關稅業務              3,105 酒精、隔離衣、異地辦公經費等

財政資訊中心 一般行政                 394 購置防疫用品(洗手乳、銅箔膠、掛

鈎、塑膠瓶容器、手套及紫外線燈具)

等項目及防疫加班費等

財政資訊業務              1,229 因應異地及居家辦公所需網路線、網

路攝影機、揚聲器、視訊會議及網路

佈線費等，結算申報防疫經費109年度

綜合所得稅醫事人員延長申報期間所

需經費

教育部主管          691,735

教育部 一般行政                 636 採購防疫所需酒精，寄送防疫物資郵

資、運費

技術職業教育行政及

督導

         14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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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

度統一入學測驗因應「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補強措施計畫，協助大專校

院因應疫情影響補助減租20%，補助大

專校院購置防疫物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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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

防疫所需酒精，補助大專校院緊急紓

困金及校外住宿租金紓困補貼

私立學校教學獎助            12,110 協助大專校院因應疫情影響補助減租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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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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高等教育行政及督導            95,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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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

助大專校院因應疫情影響補助減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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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防疫所需酒精，補助大

專校院緊急紓困金及校外住宿租金紓

困補貼

終身教育行政及督導            19,771 委託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辦理社區

大學、短期補習班及兒童課後照顧服

務中心紓困相關行政事務

資訊與科技教育行政

及督導

             8,681 因應疫情採購居家辦公筆記型電腦

學生事務與特殊教育

行政及督導

                  21 採購防疫所需酒精

一般行政                   86 因應疫情採購居家辦公筆記型電腦及

讀卡機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66,343 110年國中會考因應考場布置及工作人

員監考費用等增加所需防疫經費

           11,935 因應疫情採購居家辦公筆記型電腦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一般

行政」

           21,862 補助私立幼兒園紓困經費

           31,509 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受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影響中止訓練之建教生生活津貼

           66,933 補助受疫情影響國小課後照顧(含身障

專班)、國小夜光天使之外聘鐘點制教

師鐘點費補貼

         214,567 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含幼兒園)校

園防疫工作經費(隔板、快篩試劑、額

溫槍、酒精、口罩等經費)及高級中等

學校校外住宿租金紓困補貼

法務部主管            71,908

法務部 一般行政                 463 酒精、漂白水、感應式消毒機、面

罩、防疫手套、熱像測溫系統、辦公

環境消毒作業等

法務行政                   99 醫療口罩

司法科技業務                 122 醫療口罩、酒精、面罩、防疫手套、

快篩試劑等

司法官學院 一般行政                 777 醫療口罩、酒精、漂白水、租用熱像

儀體溫感測系統等

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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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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司法訓練              1,610 酒精濕紙巾、防疫壓克力隔板、居家

學習改善圖書借用服務之智慧型圖書

室UHF RFID建置等

法醫研究所 一般行政                     5 漂白水

法醫業務                 891 酒精、醫療口罩、N95口罩、送氣頭

罩、面罩、隔離衣、防護衣、鞋套、

解剖用動力空氣濾淨式防護具等

廉政署 一般行政                 405 酒精、防護衣、面罩、防疫手套、辦

公環境消毒作業、自動感應酒精手部

消毒器用電池等

廉政業務                 589 酒精、防疫用噴瓶、防疫隔板、快篩

試劑等

矯正署及所屬 矯正業務            41,132 醫療口罩、N95口罩、酒精、漂白水、

防護衣、隔離衣、面罩、護目鏡、防

疫帽、防疫手套、防疫壓克力隔板、

快篩試劑套組等

行政執行署及

所屬

一般行政                 263 酒精、漂白水、感應式消毒機、面

罩、防疫壓克力隔板等

執行業務              2,760 酒精、感應式消毒機、防疫壓克力隔

板、防疫所需視訊會議設備等

執行案件處理              4,440 酒精、漂白水、醫療口罩、N95口罩、

額溫槍、感應式消毒機、防護衣、防

疫手套、面罩、防疫壓克力隔板及消

毒用品等

最高檢察署 一般行政                 174 酒精、辦公環境消毒作業、防疫壓克

力隔板等

檢察業務                   49 體溫快速檢測系統

一般行政                 213 酒精、漂白水、N95口罩、感應式消毒

機、辦公環境消毒作業等

檢察業務                 671 面罩、防護衣、護目鏡、防疫手套、

熱像測溫系統、自動測溫機、辦公環

境消毒作業、防疫壓克力隔板等

一般行政                   48 醫療口罩、酒精、防疫組合包(內含防

護衣、面罩、N95口罩、鞋套及手套)

等

檢察業務                     2 護目鏡等

臺灣高等檢察

署臺南檢察分

署

一般行政                     2 辦公環境消毒作業

檢察業務                 106 酒精、漂白水、感應式消毒機、防疫

手套、護目鏡、防疫壓克力隔板等

臺灣高等檢察

署高雄檢察分

署

一般行政                   81 醫療口罩、酒精、漂白水、額溫槍、

面罩、防護衣、防疫手套、防疫壓克

力隔板等

一般行政                   19 單一窗口防疫隔廉軌道等

檢察業務                   20 N95口罩、酒精、防護衣、護目鏡、防

疫手套、面罩等

臺灣高等檢察

署

臺灣高等檢察

署臺中檢察分

署

臺灣高等檢察

署花蓮檢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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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臺灣臺北地方

檢察署

一般行政                 399 感應式消毒機、辦公環境消毒作業、

防疫壓克力隔板等

檢察業務              2,765 酒精、醫療口罩、N95口罩、防護衣、

護目鏡、面罩、防疫手套、防疫壓克

力隔板、消毒滅菌作業、偵查庭暨詢

問室為符防疫需求整合錄音錄影設備

系統等

臺灣士林地方

檢察署

一般行政                 393 酒精、漂白水、額溫槍、防疫手套、

租用感應式消毒機等

檢察業務                 662 醫療口罩、面罩、防護衣、護目鏡、

偵查庭用紫外線滅菌燈等

臺灣新北地方

檢察署

一般行政                 581 醫療口罩、酒精、漂白水、電動消毒

噴霧器、防疫壓克力隔板等

檢察業務                 606 N95口罩、防護衣、面罩、熱像測溫系

統等

臺灣桃園地方

檢察署

一般行政                 692 醫療口罩、酒精、漂白水、額溫槍、

面罩、辦公環境消毒作業等

檢察業務                 230 酒精、防護衣、面罩、防疫手套等

臺灣新竹地方

檢察署

一般行政                 456 醫療口罩、酒精、額溫槍、護目鏡、

隔離衣、鞋套、面罩等

檢察業務                 310 體溫篩檢攝影機、防疫壓克力隔板等

臺灣苗栗地方

檢察署

一般行政                 151 防疫用噴瓶、實名制防疫用二維平台

式條碼掃描器、防疫壓克力隔板等

檢察業務                 529 醫療口罩、酒精、感應式消毒機、防

護衣、護目鏡、面罩、防疫手套、防

疫壓克力隔板等

臺灣臺中地方

檢察署

檢察業務              1,146 醫療口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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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壓克力隔板等

臺灣南投地方

檢察署

一般行政                 316 醫療口罩、N95口罩、酒精、感應式消

毒機、電動消毒噴霧器、防護衣、護

目鏡、面罩、防疫手套、鞋套、隔離

座等

檢察業務                   34 醫療口罩等

臺灣彰化地方

檢察署

檢察業務                 709 醫療口罩、N95口罩、酒精、漂白水、

隔離衣、護目鏡、面罩、防疫手套、

防疫壓克力隔板等

臺灣雲林地方

檢察署

一般行政                 349 醫療口罩、N95口罩、酒精、防護衣、

面罩、防疫手套、防疫壓克力隔板、

辦公環境消毒作業等

檢察業務                 154 電動消毒噴霧器、感應式消毒機等

臺灣嘉義地方

檢察署

一般行政                   84 酒精、防疫隔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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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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檢察業務                 430 醫療口罩、酒精、漂白水、感應式消

毒機、防護衣、面罩、護目鏡、防疫

手套、防疫用噴瓶、防疫隔板等

臺灣臺南地方

檢察署

檢察業務                 715 醫療口罩、酒精、額溫槍、防護衣、

面罩、防疫手套、防疫壓克力隔板等

臺灣橋頭地方

檢察署

一般行政                 144 防疫壓克力隔板、辦公環境消毒作業

等

檢察業務                 288 醫療口罩、酒精、電動消毒噴霧器、

防護衣、護目鏡、面罩、防疫手套、

防疫壓克力隔板等

一般行政                 262 額溫槍、護目鏡、防疫壓克力隔板、

防疫用噴瓶等

檢察業務                 454 醫療口罩、防護衣、護目鏡、防疫手

套、熱像測溫系統等

臺灣屏東地方

檢察署

一般行政                 190 醫療口罩、酒精、額溫槍、感應式消

毒機、辦公環境消毒作業、防疫隔板

等

檢察業務                   52 防護衣、面罩等

臺灣臺東地方

檢察署

一般行政                 237 酒精、醫療口罩、N95口罩、防護衣

帽、面罩、護目鏡、辦公環境消毒作

業、防疫壓克力隔板等

一般行政                 158 額溫槍、電動消毒噴霧器、酒精消毒

測溫儀、為應疫情防禦實名制設置管

制門等

檢察業務                 126 醫療口罩、酒精、額溫槍、護目鏡、

防疫手套、面罩、防疫壓克力隔板等

臺灣宜蘭地方

檢察署

一般行政                 221 醫療口罩、辦公環境消毒作業、防疫

壓克力隔板、防疫手套、面罩等

檢察業務                 124 N95口罩、隔離衣、面罩、護目鏡、體

溫量測造冊管理機器等

一般行政                   46 防疫路線用鋁合金柱等

檢察業務                 380 酒精、醫療口罩、N95口罩、防護簡易

型隔離衣、護目鏡、面罩、防疫手

套、辦公環境消毒作業、防疫壓克力

隔板等

一般行政                   21 酒精、額溫槍、防疫手套、感應式消

毒機等

檢察業務                 126 醫療口罩、N95口罩、防護衣、防護鞋

套、面罩、防疫壓克力隔板等

一般行政                     5 酒精、酒精消毒測溫儀等

檢察業務                   13 防疫壓克力隔板

福建金門地方

檢察署

檢察業務                 100 N95口罩、酒精、額溫槍、感應式消毒

機、防疫手套、面罩、防疫壓克力隔

板等

臺灣花蓮地方

檢察署

臺灣高雄地方

檢察署

臺灣基隆地方

檢察署

臺灣澎湖地方

檢察署

褔建高等檢察

署金門檢察分

署

第 21 頁，共 3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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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一般行政                     2 酒精、漂白水

檢察業務                   43 防護衣、護目鏡、面罩、防疫壓克力

隔板等

調查局 一般行政                 369 酒精、紫外線消毒箱、防疫壓克力隔

板等

司法調查業務              1,892 醫療口罩、酒精、額溫槍、感應式消

毒機、防護衣、防疫手套、面罩、護

目鏡、防疫壓克力隔板、紫外線消毒

箱與殺菌燈、辦公環境消毒作業等

鑑識科學及通訊監察

業務

                    3 面罩等

經濟部主管            26,626

一般行政              7,176 防疫所需耗材、物品及辦公環境資訊

配置等

投資審議                 234 防疫分區辦公環境配置(視訊設備等)

經濟行政與管理                 759 防疫所需用品、防疫分區辦公環境配

置及體溫測量機等

貿易調查業務                 225 防疫分區辦公環境配置(視訊鏡頭設

備)

礦務行政與管理                 249 防疫所需用品及防疫分區辦公事務用

品、環境配置等

工業局 一般行政                 485 防疫分區辦公事務用品、防疫用品等

國際貿易局 一般行政              4,904 防疫分區辦公事務用品、防疫用品等

及虛擬應用暨桌面系統

智慧財產局 一般行政                 197 防疫分區辦公事務用品、防疫用品等

智慧財產權科技發展              5,583 防疫分區辦公環境配置(視訊設備、軟

體採購)

推動保護智慧財產權                   75 服務處之防疫分區辦公事務用品、防

疫用品等

一般行政              1,981 防疫所需耗材、物品及辦公環境資訊

配置等

標準檢驗及度政管理                 525 實驗室防疫用品及環境配置等

中小企業處 中小企業科技應用                   24 防疫所需耗材與物品等

水利署 一般行政              1,976 辦理一般性業務所需防疫用品、分區

辦公事務用品及環境配置等

水利行政業務                 210 辦理水利行政及水權業務、水岸土地

利用管理計畫所需防疫用品、分區辦

公事務用品及環境配置等

水資源企劃及保育                   80 辦理水文資料及技術發展、台北水源

特定區管理及建設展業務所需防疫分

區辦公事務用品及環境配置事務用

品、防疫用品等

水資源開發及維護                 125 辦理水利工程試驗、水資源規劃、水

利會事業區外農田水利設施更新改善

計畫業務所需防疫分區辦公事務用品

及環境配置、防疫用品等

福建連江地方

檢察署

經濟部

標準檢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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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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河川海岸及排水環境

營造計畫

                546 辦理中央管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計

畫、水災智慧防災計畫及地下水保育

管理暨地層下陷防治第3期業務所需防

疫用品、分區辦公事務用品及環境配

置等

加工出口區管

理處

一般行政                 693 防疫所需耗材與物品、防疫分區辦公

環境配置等

加工出口區業務                 298 防疫所需耗材與物品等

地調所 一般行政                   89 辦理一般性業務所需防疫用品、分區

辦公事務用品及環境配置等

地質科技研究發展                     5 防疫所需耗材與物品等

地質調查研究                     1 防疫所需耗材與物品等

能源局 一般行政                 186 防疫所需耗材與物品、分區辦公事務

用品及環境配置等

交通部主管            20,021

交通部 一般行政                 399 一般防疫性措施(防疫壓克力隔板、酒

精、環境消毒、紅外線感溫測量器、

酒精噴霧機等)及異地辦公相關設備搬

遷與網路費用等

航政港政業務管理與

執行

             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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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象科技研究                   38 視訊會議用護備、租用居家辦公用

WIFI分享機

氣象資訊處理研究與

開發

             1,007 購置血氧機、因應防疫虛擬環境優化

遠端連線服務與相關軟體、採購防疫

物資(面罩手套口罩防護衣)

應用氣象研究                   13 防疫壓克力隔離板、防疫面罩、視訊

會議用網路攝影機

地震測報                   63 異地辦公搬運辦公用品運費、居家辦

公用讀卡機、消毒用酒精、壓克力隔

板及夾具採購、視訊設備採購、紅外

線額溫槍、血氧機

精進氣象雷達與災防

預警

                    3 購置額溫槍

一般行政                 165 採購公務用口罩、面罩、酒精及公文

用紫外線消毒機、辦公室消毒除菌等

氣象測報                   71 採購消毒用酒精、酒精噴霧器、視訊

會議用耳麥、透明壓克力隔板、漂白

水、消毒用酒精、口罩等

觀光局及所屬 一般行政                 353 應變防疫措施設置觀光局第二辦公室

網路線路等佈放與配線、局本部辦公

室消毒、設置防疫隔板及購置防疫物

品(防護面罩、隔離衣等、小型靜音森

林煙霧機、3M全罩式口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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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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國家風景區開發與管

理

             4,636 防疫用宣導看板及貼紙、環境清潔、

額溫槍、消毒燈、酒精、乾洗手液、

口罩、熱成像溫度檢測系統、防疫管

制用警示帶等；分流辦公電腦遷置及

配線材料、視訊設備改善、電路改善

等；開放景區加設攔阻設施交通錐、

伸縮連桿、直立式測溫儀

運輸研究所 運輸科技應用研究業

務

                  49 一般性防疫措施(額溫槍、酒精等)

一般行政                 227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異地辦公防疫隔板

及電源電線重新配置、額溫槍、酒精

等)

公路總局及所

屬

一般行政                 653 異地辦公網路、電話等通訊費用與電

話交換機租金、辦公大樓室內全區消

毒作業、酒精、防疫用體溫熱像攝影

機、酒精消毒機、藥品、防疫護目

鏡、手套、會議室L型隔板等

公路及監理業務管理              8,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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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訊

會議所需設備、異地辦公所需設備、

異地辦公設備搬運等

公路新建及養護計畫                 741 額溫槍、口罩、面罩、防護衣、視訊

會議所需設備、噴霧酒精機等防疫用

品

鐵道局及所屬 一般行政 911 辦公室及會議廳緊急及定期消毒作業

費用、採購自動感應式消毒機、防疫

透明隔板、紫外線除菌消毒機、酒

精、次氯酸水、口罩及因應居家辦公

增購安全存取閘道設備等

國家鐵道建設與管理 874 75%酒精、乾洗手酒精、自動給皂機、

噴霧瓶、棉紗手套及額溫槍、分流使

用告示牌、乾洗手機、洗手乳、會議

室裝設壓克力隔板、視訊會議用耳

機、麥克風、局家辦公租用虛擬私人

網路設備租賃費等

勞動部主管            10,005

勞動部 一般行政                 502 購買防疫所需用品及設備等(含酒精、

防疫隔板、環境消毒、視訊會議相關

費用及異地辦公設備等)

勞工保險局 一般行政              6,775 購買防疫所需用品及設備等(含酒精、

防疫面罩、感應消毒機、環境消毒、

居家辦公及視訊會議所需筆電、軟體

等)及辦理生活補貼發放及保費緩繳作

業加班費

保險業務                 470 購買防疫所需用品(含口罩、酒精、消

毒測溫儀、額溫槍等)

第 24 頁，共 3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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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退休金業務                 104 購買防疫所需用品(含口罩、酒精等)

勞動力發展署

及所屬

一般行政                   62 購買防疫所需用品及設備等(含防護

衣、防疫隔板及環境消毒等)

北基宜花金馬分署管

理

                  58 購買防疫所需用品(含酒精、防護面罩

及手持消毒槍等)

桃竹苗分署管理                 159 購買防疫所需用品及設備(含酒精、自

動感應酒精噴霧器、智慧消毒站及防

疫隔板等)

中彰投分署管理                   82 購買防疫所需用品(含酒精等)

雲嘉南分署管理                 474 購買防疫所需用品及設備等(含環境消

毒、防護衣、口罩、防疫隔板及視訊

會議相關費用等)

技能檢定中心管理                   22 購買防疫所需用品(含口罩、酒精、額

溫槍、環境消毒等)

職業安全衛生

署

一般行政                   23 購買防疫所需用品及設備等(含防疫隔

板及酒精噴霧器等)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                 486 購買防疫所需用品(含口罩、酒精、防

護面罩等)

勞動基金運用

局

一般行政                 292 購買防疫所需用品及設備等(含防疫隔

簾、環境消毒、異地辦公設備等)

基金運用業務                 346 購置居家辦公及視訊會議所需軟體及

設備等

勞動及職業安

全衛生研究所

一般行政                   18 購買防疫所需用品及設備等(含額溫

槍、防疫隔板、環境消毒等)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

研究

                132 購買防疫所需用品及設備等(含額溫

槍、防疫隔板、環境消毒、酒精等)

僑務委員會主管            64,298

僑務委員會 一般行政 983 一般性防疫用品（如麥克風拋棄式

套、消毒機、酒精、防疫隔板等）及

因應防疫分組辦公、視訊會議所需物

品、網路專線費用及VPN授權費

僑民僑團聯繫接待暨

僑教中心服務

           15,779 一般性防疫用品（如防疫關懷包、臺

灣清冠一號、熊愛臺灣-愛心能量包）

寄運、購置、貼紙印製、理貨包裝等

費用

僑商經濟業務            11,681 財團法人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新冠肺炎

(COVID-19)紓困專案保證手續費、一

般性防疫用品(如熊愛臺灣-愛心能量

包)購置等費用

僑生回國升學暨僑青

培訓研習

35,855 辦理購置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第40期

及110學年度產學攜手合作僑生專班新

生接機防疫物資、補助第40期海外青

年技術訓練班及110學年度產學攜手合

作僑生專班承辦學校購置新生接機防

疫物資及新僑生防疫旅宿費等費用

原子能委員會主管              2,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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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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原子能委員會 一般行政                 510 配合防疫需要採購防疫物資及環境消

毒

原子能科學發展                 149 異地辦公租金、環境消毒及防疫隔板

游離輻射安全防護                 196 異地辦公租金、環境消毒及採購防疫

物資

核設安全管制                 214 異地辦公租金、環境消毒及配合防疫

需要採購防疫物資

核子保安與應變                 103 異地辦公租金、環境消毒

輻射偵測中心 一般行政                 289 配合防疫需要採購防疫物資及環境消

毒

放射性物料管

理局

放射性物料管理作業                 171 配合防疫需要採購防疫物資、環境消

毒等

放射性廢棄物營運安

全管制

                  60 配合防疫需要採購防疫物資、環境消

毒等

核物料及小產源廢棄

物安全管制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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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配合防疫需要採購酒精及口罩等防疫

物資、環境消毒及異地辦公環境整備

計劃管理與設施維運                 445 配合防疫需要採購酒精及口罩等防疫

物資、環境消毒及異地辦公環境整備

核能科技研發計畫                 246 配合防疫需要採購酒精及口罩等防疫

物資、環境消毒及異地辦公環境整備

推廣能源技術應用                 314 配合防疫需要採購酒精及口罩等防疫

物資、環境消毒及異地辦公環境整

備、出差人員核酸檢測費

農業委員會主管            79,464

農業委員會 一般行政                 409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

農業管理                 124 異地辦公、視訊系統等所需費用

農業科技研究發展            12,530 110年國產花卉超商通路銷售計畫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農糧

署-農糧管理」

農業管理              4,392 110年國產花卉超商通路銷售計畫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農糧

署-農糧管理」

林務局 一般行政              2,482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環

境消毒及異地辦公等所需費用

林業發展            10,422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環

境消毒及異地辦公等所需費用

林業發展              2,769 110年國產花卉超商通路銷售計畫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農糧

署-農糧管理」

一般行政                 104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

農業試驗研究                 726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及視

訊系統等所需費用

農業數位化發展                     5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

林業試驗所 一般行政                 104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及辦

公環境消毒等所需費用

農業試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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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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林業科技試驗研究                   39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

林業發展                   25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

一般行政                 250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及異

地辦公、視訊系統等所需費用

畜牧試驗研究                 526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及異

地辦公、視訊系統等所需費用

一般行政                 250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及異

地辦公、視訊系統等所需費用

動物衛生試驗研究                 192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及異

地辦公、視訊系統等所需費用

農業試驗發展                   14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及異

地辦公、視訊系統等所需費用

一般行政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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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

農藥檢驗及登記管理                 223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

特有生物研究

保育中心

一般行政                   84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環

境消毒及異地辦公、視訊系統等所需

費用

特有生物研究                 122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環

境消毒及異地辦公、視訊系統等所需

費用

農業試驗發展                   86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環

境消毒及異地辦公、視訊系統等所需

費用

茶業改良場 茶業技術研究改良              2,453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因

應肺炎疫情，建置TAGS專案平台、開

發新型態促進現行茶產業振興發展及

建置茶葉調飲中心等所需費用

一般行政                 191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及異

地辦公、視訊系統等所需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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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苗改良繁殖

場

一般行政                   23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及異

地辦公、視訊系統等所需費用

種苗研究與改良                 892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及異

地辦公、視訊系統等所需費用

農業試驗發展                   25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及異

地辦公、視訊系統等所需費用

一般行政                 868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及異

地辦公、視訊系統等所需費用

農作物改良                 191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及異

地辦公、視訊系統等所需費用

農業試驗發展                 145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

桃園區農業改

良場

一般行政                 477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及異

地辦公、設備等所需費用

苗栗區農業改

良場

家畜衛生試驗

所

畜產試驗所

農業藥物毒物

試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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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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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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農作物改良              4,871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及異

地辦公、設備等所需費用

農業試驗發展                   94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及異

地辦公、設備等所需費用

高雄區農業改

良場

一般行政                 151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及異

地辦公、視訊系統等所需費用

農作物改良                 530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及異

地辦公、視訊系統等所需費用

農業試驗發展                     9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及異

地辦公、視訊系統等所需費用

一般行政                 170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及異

地辦公、視訊系統等所需費用

農作物改良                 650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及異

地辦公、視訊系統等所需費用

農業試驗發展                   55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及異

地辦公、視訊系統等所需費用

一般行政                   29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

農作物改良                   33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及異

地辦公、視訊系統等所需費用

農業試驗發展                     6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

一般行政                 146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及異

地辦公、視訊系統等所需費用

農作物改良                 330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及異

地辦公、視訊系統等所需費用

農業試驗發展                   55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及異

地辦公、視訊系統等所需費用

花蓮區農業改

良場

一般行政                 388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及環

境消毒、視訊系統、異地辦公等所需

費用

農業試驗發展              1,050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及視

訊系統等所需費用

農作物改良                 730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及環

境消毒、視訊會議、異地辦公等所需

費用

水土保持局 一般行政              1,099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及環

境消毒等所需費用

水土保持發展                 906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及環

境消毒等所需費用

水土保持發展              2,444 110年國產花卉超商通路銷售計畫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農糧

署-農糧管理」

動植物防疫檢

疫局及所屬

一般行政                 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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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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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於

肺炎防疫期間投保之額外保險

臺東區農業改

良場

臺中區農業改

良場

臺南區農業改

良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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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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動植物防檢疫管理              2,378 110年國產花卉超商通路銷售計畫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農糧

署-農糧管理」

屏東農業生物

技術園區籌備

處

農業管理              1,087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及異

地辦公、視訊會議等所需費用

農業金融局 一般行政                 104 酒精、AI智慧消毒站等防疫物品、會

議室防疫隔板、環境消毒及居家辦公

搬運公務電腦短程車資等所需費用

農業金融業務                 152 異地辦公、視訊系統及居家辦公搬運

公務電腦短程車資等所需費用

漁業署及所屬 一般行政                   50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

漁業管理            13,027 110年國產花卉超商通路銷售計畫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農糧

署-農糧管理」

農糧署 農糧管理              3,307 110年國產花卉超商通路銷售計畫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農糧

署-農糧管理」(獎

補助費)

農田水利署 一般行政                 114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

農田水利發展                     4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

農田水利管理                     5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

農田水利發展              2,009 110年國產花卉超商通路銷售計畫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農糧

署-農糧管理」

衛生福利部主管          169,365

衛生福利部 一般行政                 448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酒精、醫療用口

罩、防疫隔板等）

疾病管制署 防疫業務          141,788 因應COVID-19疫情防疫需要辦理庫存

N95口罩理貨配送及新型冠狀病毒

(SARS-CoV-2)感染症患者治療用抗病

毒藥劑remdesivir

食品藥物管理

署

科技業務              1,899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酒精）及因應疫

情聘用定期人力經費、新冠肺炎疫苗

檢驗業務所需耗材及物品等

一般行政                 365 一般性防疫措施（租用體溫篩選辨識

機、面罩、環境消毒等）及處理新冠

肺炎相關業務加班所需經費

食品管理工作              3,890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酒精、區隔板

等）及因應異地辦公所需設備（如空

氣清淨機、移動式冷氣機等）及新冠

肺炎疫苗檢驗業務所需試劑、耗材及

物品等

藥粧管理工作            14,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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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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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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健保業務              4,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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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異地

辦公電話線及網路建置工程、電力配

置調整作業

一般行政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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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疫用品等）

國民健康署 一般行政                 569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酒精、口罩、噴

霧器、防護面罩、壓克力隔板、額溫

槍、因應分區辦公施作新增電源迴

路、插座、延長線及居家辦公同仁使

用預付卡及電話費等）

社會及家庭署 一般行政                   16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酒精、口罩等）

國家中醫藥研

究所

一般行政                   16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酒精、口罩、噴

霧器、額溫槍等）

研究及實驗                 937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面罩、噴霧器、

額溫槍等）及新冠肺炎造成肺栓塞之

治療藥物研究費用

環境保護署主管          177,752

環境保護署 科技發展                 396

                386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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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環境保

護署-加強基層環

保建設」(獎補助

費)

             1,035 補助桃園市政府因應部桃專案請求中

央支援防疫項目及振興計畫

             4,442 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因應新型冠狀病

毒防疫消毒大隊整備計畫」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環境保

護署-加強基層環

保建設」(獎補助

費)

           66,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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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環境保

護署-加強基層環

保建設」(獎補助

費)

           3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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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廢棄物

管理」(業務費)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廢棄物

管理」(業務費)一般行政

中央健康保險

署

加強基層環保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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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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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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綜合企劃              6,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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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環境保

護署-加強基層環

保建設」(獎補助

費)

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

管制

             1,157

水質保護              3,514

廢棄物管理              3,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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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衛生管理              4,850

管制考核及糾紛處理              1,593

環境監測資訊              2,059

區域環境管理              1,302

毒物及化學物

質局

科技發展                     8

一般行政              9,661

綜合企劃              1,920

化學物質評估與管理                 787

毒性化學物質危害防

制

             6,088

文化部主管            90,218

文化部 一般行政                 208

文化交流業務            14,528

臺灣文學館業務                 290

交響樂團業務                 329

臺灣歷史博物館業務                 640

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

業務

             1,965

一般行政                 641

文化資產業務            55,421

一般行政                   36

博物館業務之推展            11,220

影視及流行音

樂產業局

一般行政                 509 購買防疫用酒精、電梯按鍵防護膜、

智慧感應(消毒及量溫度)洗手機、異

地辦公資通訊設備及佈建所需費用等

電影事業輔導                     3 購買防疫用環境設備消毒及乾洗手用

酒精、營運損失事業補助專案

廣播電視事業輔導                     4 購買防疫用酒精

流行音樂產業輔導                   43 購買會議用可拆式壓克力防疫隔板及

酒精

國家人權博物

館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廢棄物

管理」(業務費)

文化資產局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環境保

護署-加強基層環

保建設」(獎補助

費)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環境保

護署-加強基層環

保建設」(獎補助

費)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文化

部-綜合規劃業

務」6,653千元、

「文化部-影視及

流行音樂策劃與發

展」27,798千元、

「文化部-視覺及

表演藝術之策劃與

發展」37,677千

元、「影視及流行

音樂產業局-電影

事業輔導」10,140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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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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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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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購置防疫相關器材(酒精、體溫測量

設備、防護用具、消毒支出等)。

2.因應疫情升級實施分區辦公，增置

本部及附屬機關視訊會議及行動辦公

室之資訊系統擴充等設備。

3.補助因應提升疫情警戒至第二級，

致國內表演藝術展演、流行音樂演出

及電影國片商業映演取消、延期或縮

減席次之部分營運支出及部分票房損

失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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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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國立傳統藝術

中心

一般行政                 223 購買防疫用酒精、漂白水、額溫槍及

紫外線消毒箱、測溫消毒機

傳統藝術中心業務                 840 購買防護手套、口罩、面罩、壓克力

隔板、紅外線體溫感測器、額溫槍、

團隊演出快篩試劑

生活美學館業務                 403 購置消毒用品支出、防護面罩、額溫

槍、紅外線體溫量測儀等防疫用品及

分區辦公資通訊耗材等

一般行政                   77 防疫用酒精、額溫槍及防疫用口罩等

美術館業務                 492 購置消毒用品、口罩及紅外線熱像測

溫儀等

國立臺灣工藝

研究發展中心

一般行政                 175

工藝研究發展中心業

務

                950

國立臺灣博物

館

一般行政                 630

博物館業務                   91

國立臺灣史前

文化博物館

基本行政工作維持                 500 酒精噴霧機、給皂機、酒精、VR通用

型拋棄式眼罩、口罩、紅外線測溫

儀、異地辦公網路及電話配線、視訊

會議所需網路攝影機、防疫及互動設

備暫停使用之公告輸出、耳機防塵

套、展場廣播

科技部主管            19,371

科技部 一般行政 9,283 環境消毒、居家辦公應變措施及購置

酒精、防護面罩、隔板等防疫物資等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一般行

政 」 ( 設 備 及 投

資)7,372千元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

心發展計畫

583 購置酒精及額溫槍等防疫物資、環境

消毒、分區辦公設置等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

究院發展計畫

4,234 購置酒精、口罩、額/耳溫槍及快篩劑

等防疫物資、環境消毒、防疫門禁設

施及居家辦公應變措施等

財團法人國家同步輻

射研究中心發展計畫

3,076 購置酒精、防護面罩、隔板、快篩劑

等防疫物資與感應式水龍頭及視訊設

備、環境消毒

新竹科學園區

管理局

一般行政 629 購置酒精、口罩及紫外線殺菌燈管組

等防疫物資、分區辦公及戶外洽公區

設置等

投資推廣 101 購置額溫槍、口罩、酒精等防疫物資

及分區辦公設置

國立臺灣美術

館及所屬

購買防疫用酒精、口罩、防護面罩、

防疫隔板、快篩試劑；空間消毒；智

慧熱感測儀設備；視訊會議設備；異

地辦公佈建所需費用等

紅外線自動消毒器、感應式手指消毒

器、感應式水龍頭裝設、紅外線測溫

酒精噴霧一體機、園區及館舍消毒、

分區辦公電話移機、防疫消毒酒精、

防疫用壓克力隔板、防疫面罩、電梯

防護膜、噴霧瓶、異地辦公分機設定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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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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社會行政 12 線上防疫宣導、印製防疫宣導小卡

綜合企劃 197 分區辦公設置等

地政及規劃 11 購置酒精等防疫物資

中部科學園區

管理局

一般行政 577 購置酒精、清潔液等防疫物資、分區

辦公及防疫站設置等

企劃行政 43 購置額溫槍等防疫物資及視訊會議相

關設備等

環安行政 90 購置防護衣及口罩等防疫物資

建管行政 6 購置酒精消毒器等防疫物資

工商行政 43 購置酒精、口罩等防疫物資

一般行政 285 環境消毒、購置酒精、額溫槍等防疫

物資及視訊會議相關設備等

投資推廣 99 購置口罩等防疫物資

社會行政 8 購置護目鏡及防護面罩等防疫物資

工商行政 30 購置口罩、防護面罩等防疫物資及居

家辦公應變措施

建管行政 64 分區辦公設置等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16,714

一般行政 1,347 一般防疫性措施(如環境消毒、口罩、

防疫隔板、酒精、額溫槍及AI智慧消

毒站等防疫物資、異地辦公線路安裝

拆除及視訊設備等經費)

金融監理 5,381 因應疫情購置麥克風、混音機、電視

機、揚聲器及功率擴大機供同仁視訊

開會使用

保險局 一般行政 93 一般防疫性措施(環境消毒)、視訊會

議所需軟體授權

保險監理 1,781 一般防疫性措施(防疫酒精噴瓶、香

皂、漂白水)、因應異地分區辦公添購

物品等經費

1,004 因應本局居家、異地辦公所需筆記型

電腦及視訊會議設備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保險

局-一般行政」

銀行局 一般行政 960 一般防疫性措施(筆電、印表機、視訊

鏡頭等)

銀行監理 600 因應本局居家、異地辦公所需筆記型

電腦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銀行

局-一般行政」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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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因應疫情購置視訊會議用軟體、攝影

機及麥克風等經費

南部科學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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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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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金融機構檢查 885 一般防疫性措施(如環境消毒、口罩、

額溫槍、AI智慧消毒站、酒精、清洗

送風機)、因應異地分區辦公添購物品

及裝設通訊等經費

證券期貨局 一般行政 904 一般防疫性措施(如環境消毒、分區及

異地辦公網路復歸及電話移設等)、因

應居家辦公及視訊會議所需筆記型電

腦

證券期貨市場監理 1,688 一般防疫性措施(如防護衣、手套、酒

精、口罩、護目鏡、額溫槍、快篩試

劑等防疫物資)、會議室隔板、AI智慧

消毒站、分流出入人員伸縮圍欄、因

應異地分區辦公添購物品及搬運、防

疫辦公室整修等經費

1,300 因應本局居家、視訊會議所需筆記型

電腦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證券期

貨局-一般行政」

海洋委員會主管            34,942

海洋委員會 一般行政                 755 防疫物資(口罩、耳溫槍、酒精、快篩

試劑及隔板)、辦公處所消毒與異地辦

公辦公室電話月租費及電費分攤

海洋業務                 414 防疫用品-防護衣、面罩、酒精、紫外

線殺菌燈、自動感應測溫酒精噴霧

器、背負式噴霧器、口罩型空氣清淨

機、紫外線消毒箱及紫外線消毒燈

海巡署及所屬 一般行政              5,969 防疫專案加班費、防疫物資(漂白水、

消毒用噴霧機、護目鏡及隔板等)

海巡規劃及管理                   87 新冠肺炎衛教宣導鐘點費及督導差旅

費、新冠肺炎篩檢費用及自動化核酸

分析儀等

海巡工作            21,704 防疫物資(快篩試劑、消毒用噴霧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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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訊會議鏡頭、留

置人員伙食費、防疫隔離處所相關設

備、防疫宣導跑馬燈、新冠肺炎衛教

宣導鐘點費、新冠肺炎篩檢費用及自

動化核酸分析儀及防疫督導差旅費等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海巡署

及所屬-海巡工作-

艦隊勤務」776千

元、「海巡署及所

屬-海巡工作-北部

海巡勤務」1,876

千元、「海巡署及

所屬-海巡工作-中

部海巡勤務」

2,330千元、「海

巡署及所屬-海巡

工作-南部海巡勤

務」3,455千元、

「海巡署及所屬-

海巡工作-東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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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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巡勤務」852千

元、「海巡署及所

屬-海巡工作-金馬

澎海巡勤務」

2,480千元、「海

巡署及所屬-海巡

工作-東南沙海巡

勤務」2,028千元

及「海巡署及所

屬-海巡工作-偵防

查緝勤務」1,007

千元。

                193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海巡署

及 所 屬 - 一 般 行

政」

             2,895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海巡署

及所屬-海巡規劃

及管理」

海洋保育署 一般行政                 559 防疫物資-口罩、耳溫槍及辦公室消毒

異地辦公-影印機租賃費及冷氣機與飲

水機設備清洗

海洋保育業務                 118 防疫物資-耳溫槍及酒精

國家海洋研究

院

一般行政              1,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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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研究業務                 859 防疫異地辦公設備採購-體溫測量熱顯

像儀、筆記基電腦及監視攝影視訊設

備等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管          288,862

國軍退除官兵

輔導委員會

           86,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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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7

退除役官兵服務救助

與照顧

             1,738 採購酒精、漂白水、口罩、隔板等防

疫物品

退除役官兵就學、職

訓

                379 圓點標籤、酒精噴瓶、漂白水、酒

精、隔板、消毒用噴霧機、防護門禁

警示儀等防疫物品

一般行政 一、本會榮光大樓採購紅外線熱像測

溫儀、酒精、口罩及餐桌隔板等物

品。

二、各級榮院擴大設置COVID-19專責

病房、加護病房、社區篩檢站、相關

人員定期篩檢及廣設疫苗接種站等。

第 35 頁，共 3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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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12,381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國軍退

除官兵輔導委員

會-退除役官兵就

學、職訓」

           3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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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民安養及養護            10,456 採購餐桌隔板、酒精、手套、漂白水

及相關防疫耗材等物品

榮民醫療照護          140,146 各級榮院擴大設置 COVID-19專責病

房、加護病房、社區篩檢站、相關人

員定期篩檢及廣設疫苗接種站等防疫

物品

退除役官兵退休給付 1.職訓中心因應防疫疏轉，學員宿舍

裝設冷氣(含節能系統、電力系統及寢

具等)。

2.各級榮院擴大設置COVID-19專責病

房、加護病房、社區篩檢站、相關人

員定期篩檢及廣設疫苗接種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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