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總計          307,320
總統府主管              9,430
總統府 一般行政 1,079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口罩、酒精、辦公

室及公共區域防疫消毒、乾洗手及洗

手乳、病毒檢驗套組)、視訊會議所需

網路攝影機等相關經費

新聞發布 1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口罩、酒精濕紙

巾)等項目相關經費

國家安全會議 一般行政 374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口罩、快篩劑、酒

精)等項目相關經費

國史館 一般行政 453 一般性防疫措施所需物品(如酒精、漂

白水、酒精噴霧器、快篩試劑等)、因

應異地辦公整修、分區辦公及居家辦

公所需設備(筆電、電腦、網路攝影機

等)

國史館臺灣文

獻館

一般行政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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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研究院 一般行政 46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酒精、口罩、手套

等)等相關經費

一般學術研究及評議 3,296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罩、

酒精等)、PCR檢測費、防疫車資、防

疫旅館費、視訊會議所需網路攝影機

等相關經費

數理科學研究 1,665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租用紅外線熱像測

溫儀、環境消毒、口罩、酒精、手

套、防護面罩等)、PCR檢測費、防疫

車資、防疫旅館費、快篩試劑、視訊

會議所需網路攝影機等相關經費

生命科學研究 1,673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罩、

酒精、手套、防護衣、防護面罩、紅

外線語音自動測溫儀等)、PCR檢測

費、防疫車資、防疫旅館費、視訊會

議所需網路攝影機等相關經費

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 735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罩、

酒精、手套、防護衣、防護面罩、酒

精消毒槍等)、快篩試劑、視訊會議所

需網路攝影機等相關經費

南部院區 76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酒精、口罩、手套

等)相關經費

行政院主管              7,542
行政院              1,330
行政院 一般行政                 924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購置酒精、防疫隔

板、酒精噴霧槍、院區清潔消毒及因

應疫情延長工作時間加班費等

科技發展研究諮詢                   18 辦公室全區預防性消毒殺菌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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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6月30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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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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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6月30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聯合服務業務                 313 各服務中心一般性防疫措施如購置酒

精及防疫口罩等

新聞傳播業務                   75 111年行政院新聞中心暨副控室之環境

消毒採購案

主計總處              1,176
主計總處 一般行政                 173 防疫用品

國勢普查業務              1,003 防疫用品

人事行政總處及所屬                 104
人事行政總

處

一般行政                   59 購置防疫相關用品及消毒辦公環境經

費

一般行政                   25 購置防疫相關用品經費

訓練輔導及研究                   20 購置防疫相關用品經費

國立故宮博物院                 319
國立故宮博

物院

綜合規劃與推廣行銷                 268 採購新冠肺炎快篩試劑等防疫用品

文物安全、管理與修

護

                  51 採購免觸碰式活動式測溫及酒精噴霧

器等防疫用品

國家發展委員會及所屬                 819
一般行政 605 購買防疫物資、快篩試劑及辦公環境

消毒等

中興新村北、中核心

維運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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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管理局 一般行政 95 防疫物品(快篩試劑等)、辦公空間消

毒

原住民族委員會及所屬                 393
一般行政 68 購買酒精、防疫物資、辦公大樓各辦

公室及公共區域定期消毒

原住民族教育推展 287 購買快篩試劑、辦公大樓各辦公室及

公共區域消毒

經濟發展業務 16 辦公大樓各辦公室及公共區域消毒

社會服務推展 22 辦公大樓各辦公室及公共區域消毒

客家委員會及所屬                 325
一般行政                 219 配合防疫需要採購防疫物資、環境消

毒等

客家文化發展中心規

劃與營運

                106 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兩園區酒精及噴頭

採購、更換感應式水龍頭、消毒清潔

物品、紙杯採購、單一出入口指標指

示、護目鏡、快篩試劑等

中央選舉委員會及所屬                 180
一般行政                 127 辦公室消毒、防疫用品、快篩試劑等

地方選舉委員會行政

業務

                  53 合署辦公大樓因應疫情消毒分攤款、

防疫用品、快篩試劑等

公平交易委員會                 296
公平交易委

員會

一般行政                 149 採購新冠肺炎快篩試劑

客家委員會

及所屬

公務人力發

展學院

中央選舉委

員會及所屬

國家發展委

員會

原住民族委

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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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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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6月30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限制競爭行為調查處

理

                    6 採購新冠肺炎快篩試劑及防疫物資市

況調查差旅費

不公平競爭行為調查

處理及多層次傳銷管

理

                  30 採購酒精、酒精噴霧器及新冠肺炎快

篩試劑

法務及行政救濟業務                   31 辦公室清消及購買快篩劑

政策擬訂及國際交流

業務

                    1 採購新冠肺炎快篩試劑

其他設備                   79 採購遠距及視訊攝影鏡頭、三角架等

設備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89
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

一般行政                   89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罩、

快篩試劑、酒精、酒精噴霧槍)等項目

相關經費

大陸委員會              2,278
大陸委員會 一般行政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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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辦公視訊會議及網路等相關經費

經濟業務                   36 辦公視訊會議及網路等相關經費

法政業務                     1 購置防疫物資相關經費

港澳蒙藏業務              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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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購置防疫物資、異地辦公視訊會議及

網路等相關經費

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                   37
一般行政                   27 購置防疫用品(酒精、快篩試劑、口

罩)及辦公區域消毒

運輸系統安全分析與

工程鑑定

                  10 購置防疫用品(快篩試劑)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11
促進轉型正

義委員會

一般行政                   11 防疫用品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2
不當黨產處

理委員會

一般行政                     2 酒精等

公共工程委員會                 183
公共工程委

員會

一般行政                 183 採購新冠肺炎快篩試劑等防疫用品、

辦公室消毒

立法院主管              1,834
立法院 一般行政              1,501 酒精、口罩、標籤、額溫槍、手套、

快篩劑及運費、酒精噴霧機、殺菌

劑、速清劑、環境清潔消毒、視訊會

議網路租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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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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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6月30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委員會館                 316 酒精、口罩、感應測溫酒精機、酒精

噴槍、消毒機、快篩及PCR費用、防疫

隔板、消毒清潔劑、額溫槍、感應式

水龍頭、環境清潔消毒、防疫隔板

議事業務                     4 消毒噴槍

立法諮詢業務                     2 消毒噴霧槍

國會圖書業務                     3 酒精、空氣濾網

公報業務                     8 通風扇

司法院主管              7,253
司法院 一般行政                 332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口罩、護目鏡、酒

精、快篩試劑、清潔辦公室環境抹布)

等項目

最高法院 一般行政                 169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罩、

酒精、護目面罩、防疫用隔板、快速

篩檢試劑)等項目

最高行政法院 一般行政                   60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罩、

快篩試劑、酒精)及購置視訊設備等項

目

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

一般行政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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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一般性防疫措施（購置防疫用麥克風

套、酒精空瓶、工作棉手套及環境清

消）等項目

高雄高等行政

法院

一般行政                   29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口罩、酒精、消毒

機、消毒噴霧槍)等項目

懲戒法院 一般行政                 185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罩、

額溫槍、酒精、快篩試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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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用手套、

口罩、快篩試劑)等項目

研習業務                   53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消毒講座麥克風用

酒精濕紙巾、酒精、快篩試劑)等項目

智慧財產及商

業法院

一般行政                   57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法庭防疫用壓克力

隔板、酒精、快篩劑、防護面罩等)及

租用U會議多方視訊平台

臺灣高等法院 一般行政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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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篩劑...)等經費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一般行政                   77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裝酒精噴槍、酒

精)及雲端視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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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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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6月30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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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精、手套、面罩、護目鏡、快篩試

劑、酒精機、噴霧槍 )及調解室等加

裝防護隔離設施等經費

臺灣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

一般行政                 125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快篩

劑、口罩、酒精、感應式酒精機、自

動額溫酒精機)等項目

臺灣高等法院

花蓮分院

一般行政                   37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租賃酒精、泡沫潔

手機、快篩試劑)等項目

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

一般行政              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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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行政                 324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壓克力隔板、消毒

酒精、院區消毒、快篩試劑)等項目

審判業務                   70 防疫用雲端視訊會議整合軟體服務

臺灣新北地方

法院

一般行政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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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4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酒精、手套、環境

消毒、快篩試劑、霧化酒精噴槍、隔

板、口罩)及雲端視訊會議、殺菌燈、

退熱貼等項目

臺灣新竹地方

法院

一般行政                 148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酒精體溫機電池及

充電座、酒精、酒精噴霧槍、電動噴

霧機等)及快篩試劑、防疫隔板等項目

一般行政                 126 一般性防疫措施(酒精、家用快篩試

劑、面罩、口罩)

審判業務                     3 租用U會議視訊平台

臺灣臺中地方

法院

一般行政                 373 一般性防疫措施(防疫消毒、酒精、酒

精擦紙巾、酒精噴霧量測溫儀、防疫

透明壓克力板、快篩劑、口罩、次氯

酸水、外科手套)等項目

臺灣南投地方

法院

一般行政                   62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酒精、感應測溫酒

精噴霧機、快篩劑、防疫壓克力隔板

及環境消毒)等項目

臺灣彰化地方

法院

一般行政                   83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罩、

額溫槍、酒精、消毒機、面罩、快篩

劑)等項目

臺灣雲林地方

法院

一般行政                 102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罩、

酒精、家用快篩試劑)、網路攝影機、

法庭防疫隔板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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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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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6月30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審判業務                     6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消毒酒精濕巾、自

動酒精噴霧機)等項目

臺灣嘉義地方

法院

一般行政                   12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漂白水、額溫槍

等)等項目

審判業務                   55 防疫用(如口罩、快篩試劑等)等項目

臺灣臺南地方

法院

一般行政                 139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黏貼當事人座椅之

座位防疫貼紙、口罩、酒精消毒機、

酒精、測溫標示標籤、公共區域消

毒、快篩劑、防護手套、防護衣、隔

離衣、防護面罩)及手指型血氧機

審判業務                   13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人犯量測體溫時用

酒精噴瓶、黏貼法庭旁聽席座位防疫

貼紙)

臺灣橋頭地方

法院

一般行政                   34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罩、

額溫槍、酒精、塑膠手套、快篩試劑)

等項目

審判業務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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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酒精、

塑膠手套、快篩試劑、隔板、防護膜)

等項目

審判業務                     2 雲端視訊會議通訊費

臺灣屏東地方

法院

一般行政                 115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快篩)

及雲端視訊會議等經費

審判業務                   69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口罩、額溫槍、酒

精、隔板)等項目

臺灣臺東地方

法院

一般行政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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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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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法庭用防疫措施(如額溫槍、酒精)等

項目

臺灣宜蘭地方

法院

一般行政                 111 一般性防疫措施(隔離衣、防疫隔板、

快篩試劑等防疫物資)

臺灣基隆地方

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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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篩試劑)等項目

臺灣澎湖地方

法院

一般行政                   19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消毒用品、口罩)

及雲端視訊會議軟體租用等經費

臺灣高雄少年

及家事法院

一般行政                 130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口罩、酒精、乳膠

手套、環境清潔消毒、噴瓶、快篩試

劑、自動感應酒精噴霧機)等項目

臺灣高雄地方

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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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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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6月30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福建高等法院

金門分院

一般行政                   33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病毒抗原檢測套

組、口罩、額溫槍、酒精、測溫洗手

機、血氧濃度機)等項目

福建金門地方

法院

一般行政                   61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環境消毒、口罩、

額溫槍、酒精等)、採購快篩試劑、裝

設透明隔離板、購買自動手指消毒器

等項目

福建連江地方

法院

一般行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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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6
考試院 一般行政                 176 配合防疫措施，緊急採購防疫快篩劑

及雲端視訊會議軟體租用等項目

考選部 一般行政                   39 採購快篩試劑、抗原快篩檢驗套組等

項目

銓敘部 一般行政                 104 購置防疫用殺菌劑、快篩試劑及電動

消毒噴霧槍、環境消毒

公務人員保障

暨培訓委員會

一般行政                   53 快篩試劑、酒精及會議室麥克風封口

帶等防疫物資

訓練與進修業務                     3 闈場入闈人員用快篩試劑

國家文官學院

及所屬

一般行政                   74 因應受訓人員確診及執行公務，添購

快篩用試劑及PCR檢測費用；因應緊急

疫情防控，進行大樓病菌(毒)消毒作

業及購置防疫所需之血氧機等費用

國家文官培訓業務                 218 1、因應疫情，晉升官等（資位）訓練

改採線上評量，增購所需之軟體授

權。

2、因應基礎訓練實體訓練，購置訓練

防疫所需之消毒酒精、隔板、額溫

槍、酒精噴霧槍、快篩試劑及血氧機

等防疫物資。

3、餐廳學員分流用餐，購置懸掛式指

示牌。

4、異地分區辦公環境配置等費用。

中區公務人員培訓                   29 增購防疫隔板、自動感應測温酒精消

毒機、防疫用酒精及擦手紙巾等防疫

物資、異地分區辦公環境配置等相關

費用等

公務人員退休

撫卹基金監理

委員會

一般行政                   46 快篩試劑、視訊會議使用之視訊軟體

及其他防疫所需耗材等相關費用

公務人員退休

撫卹基金管理

委員會

退撫基金管理                 154 防疫所需耗材與物品等相關費用

監察院主管              1,129
一般行政                 363 防疫所需耗材與物品等

其他設備                 143 遠距會議、辦公所需之軟硬體設備等

監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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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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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6月30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審計部 一般行政                 171 防疫所需耗材與物品

中央政府審計                 306 防疫所需耗材與物品

縣市地方審計                   17 防疫所需耗材與物品

審計部臺北市

審計處

審計業務                   51 防疫所需耗材與物品

一般行政                   13 防疫所需耗材與物品

審計業務                     8 防疫所需耗材與物品

審計部桃園市

審計處

一般行政                   10 防疫所需耗材與物品等

一般行政                     2 防疫所需耗材與物品等

審計業務                     6 防疫所需耗材與物品等

審計部臺南市

審計處

一般行政                   22 防疫所需耗材與物品等

審計部高雄市

審計處

一般行政                   17 防疫所需耗材與物品等

內政部主管              7,870
內政部 一般行政                 224 快篩試劑、口罩、環境抑菌消毒、防

疫隔板、酒精、噴霧消毒槍等防疫用

品

民政業務                     7 壓克力防疫隔板、酒精及口罩等防疫

用品

地政業務                     5 補助不動產估價師及地政士事務所或

聯合事務所申請紓困貸款之信用保證

手續費

移緩濟急：

支出科目「地政業

務」(獎補助費)

土地測量                   60 酒精、噴霧器、額溫槍、消毒水、辦

公區域清潔消毒、防疫消毒用噴霧

槍、快篩試劑

土地開發                     4 酒精

內政資訊業務                   25 酒精、環境抑菌消毒、手部消毒機

營建署及所屬 一般行政                 282 快篩檢測新冠病毒試劑、壓克力防疫

隔板等防疫用品

國家公園經營管理              1,160 快篩檢測新冠病毒試劑、額溫槍、站

立式酒精測溫機、口罩、消毒等清潔

或防疫用品

區域及都市規劃業務                   92 快篩檢測新冠病毒試劑、消毒等清潔

或防疫用品

下水道管理業務                   38 快篩檢測新冠病毒試劑、酒精及酒精

噴頭等防疫用品

警政署及所屬 警政業務                 162 異地辦公電信數據費

警務管理                   77 警察廣播電臺臺本部大樓辦理環境消

毒、購置防疫智能霧化消毒門

保安警察業務                 165 異地辦公影印機租賃及電腦用品線

材、備勤室分流增設木門、刑事警察

大隊安康營區駐地防疫清潔消毒、安

裝紫外線滅菌燈等

審計部臺中市

審計處

審計部新北市

審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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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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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6月30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國道警察業務                   27 異地辦公電信數據費、廳舍防疫消毒

費用

初級警察業務                 596 防疫隔板、帳篷帷幕、快篩劑、校區

防疫消毒、招生考試用考生防疫物品

及試區消毒、塑膠棧板、防疫消毒用

防護用具、色紙膠帶等

中央警察大學 高級警察教育                 689 環境消毒、公文消毒機、開學快篩相

關經費、考試防疫相關工作費、體溫

測量器、酒精、麥克風套等防疫用品

消防署及所屬 一般行政                   47 消毒用漂白水、酒精、次氯酸水及辦

公區域清消費用

消防救災業務                   76 配發口罩、防水隔離衣運費及紅外線

額溫槍、快篩試劑及特種搜救隊防疫

工作人員額外保險

役政署 役政業務              3,210 役政署及替代役訓練班所需口罩、消

毒酒精、快篩試劑等防疫物品及辦公

廳舍消毒作業

移民署 入出國及移民管理業

務

                683 防疫用品、辦公室環境消毒、血氧機

及快篩試劑等相關費用

一般行政                   23 辦公室環境防疫消毒、感應式噴霧

機、快篩試劑、酒精瓶置物架

建築研究業務                 130 實驗室男女廁所更換為感應式水龍

頭、辦公室環境消毒、感應式噴霧

機、額溫槍、酒精、漂白水、快篩試

劑、視訊軟體(CISCO_WEBEX)租賃續約

1年期3套

空中勤務總隊 一般行政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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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防疫用防護衣及防疫工作人員保險

外交部主管            67,195
外交部 一般行政              1,652 防疫消毒、額溫槍、口罩、酒精、消

毒機及快篩試劑等

國際合作及關懷            61,701 援贈友邦防疫物資及防疫經費

國際會議及交流              1,019 出訪及訪賓訪台防疫用品

駐外機構業務              2,050 駐外館處為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購置職

雇人員防疫物資等費用

一般行政                   60 防疫消毒、額溫槍、防疫需求臨時保

全費用

外交領事人員訓練                 398 防疫消毒、防疫用透明隔板、快篩試

劑、課程用webx軟體授權費

領事事務局 一般行政                 222 酒精、防疫消毒、防疫隔板、防護

衣、面罩等

領事事務管理                   93 快篩試劑、防疫消毒、酒精、口罩等

國防部主管            86,831

建築研究所

外交及國際事

務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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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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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6月30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國防部所屬 軍事行政            82,886 快篩試劑、核酸檢測試劑、酒精、口

罩、檢診手套等

後勤及通資業務              2,580 快篩試劑

情報行政              1,365 異地辦公之相關行政費用

財政部主管            16,606
財政部 一般行政                 377 提供同仁執行公務所需感應式消毒

器、雲端視訊會議軟體服務租賃及家

用快篩試劑所需經費等

財政人員訓練                   85 辦理訓練業務及學員防護所需酒精、

環境消毒、雲端視訊會議軟體服務租

賃及家用快篩試劑所需經費等

一般行政                 315 提供同仁執行公務所需防疫用品(酒

精、酒精噴霧瓶、公文籃等)、快篩試

劑及分攤財政大樓、仰德大樓環境消

毒、保全等費用

國庫業務                 127 為因應防疫應變措施，異地辦公所需

搬遷、拆除、配線等費用，居家辦公

用之讀卡機及執行公務所需視訊會議

雲端服務費用及同仁用防疫面罩費用

賦稅署 一般行政                 262 提供同仁執行公務所需視訊會議軟

體、網路攝影機、快篩試劑、分攤辦

理辦公大樓環境消毒及實聯制保全人

力等

賦稅業務                     6 提供同仁辦理稽核業務用口罩、防疫

包、快篩試劑及分攤辦理辦公大樓環

境消毒等

臺北國稅局 一般行政                 925 辦理辦公室清潔消毒、所得稅結算申

報期間設置戶外場地所需僱用保全及

購置公文紫外線消毒箱等

國稅稽徵業務                 605 設置民眾接洽區域之防疫隔板、提供

民眾辦理公務所需酒精等

高雄國稅局 一般行政                 761 購置防疫用品(額溫儀、酒精)及辦公

室清潔消毒等

國稅稽徵業務                 737 受理民眾報稅及防疫所需用品(隔離

衣、口罩、快篩、壓克力隔板等)

北區國稅局及

所屬

一般行政              1,024 提供同仁辦理公務所需用辦公室清潔

消毒、防護面罩及快篩劑

國稅稽徵業務              3,630 提供民眾辦理公務用所需口罩、酒

精、帳棚租用手套等

中區國稅局及

所屬

一般行政              1,225 提供同仁執行公務所需辦公室清潔消

毒、快篩劑及酒精等

國稅稽徵業務              1,438 受理民眾報稅及防疫所需用品(壓克力

隔板、租用帳篷等)

國庫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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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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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6月30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南區國稅局及

所屬

一般行政                 880 提供同仁執行公務所需酒精、口罩、

快篩試劑、洗手乳，購置壓克力隔板

，辦公室殺菌處理費

國稅稽徵業務                 940 防疫用酒精、口罩、護目鏡，服務櫃

台加裝塑膠隔簾，購置伸縮圍欄，租

用帳篷

關務署 一般行政                 314 口罩、臉型辨識機、快篩試劑、PCR檢

測費、辦公室消毒等

關稅業務              1,456 快篩試劑、U會議、防疫視訊數據線路

費、防護衣、口罩、隔板、手套、消

毒用品、飲水機、冷氣機、環境消

毒、口罩寄送郵資等

國有財產署及

所屬

一般行政              1,173 購置防疫用品(額溫儀、酒精、口罩、

免觸控清潔回收桶、滅菌液、濕紙巾

及快篩試劑等)及辦公廳舍消毒

國有財產業務                 107 提供民眾辦理公務用及異地辦公用之

網路連線費、數據通訊費及遠端視訊

會議軟體使用費

財政資訊中心 一般行政                 216 辦理辦公室清潔消毒、購置防疫用品

(洗手乳、口罩、關懷包、防護衣、紫

外線消毒燈具、霧化消毒器)及防疫加

班費

財政資訊業務                     3 提供同仁執行公務所需視訊會議雲端

服務

法務部主管            37,953
法務部 一般行政                 130 N95口罩、酒精、防護衣、防疫手套、

辦公環境消毒作業、快篩試劑等

法務行政                     1 醫療口罩、酒精

一般行政                 109 酒精、快篩試劑、辦公環境消毒作業

等

司法人員訓練                 109 N95口罩、防疫壓克力隔板、額溫槍等

法醫研究所 法醫業務                 168 呼吸防護具、防護面罩、快篩試劑等

一般行政                 180 酒精、感應式消毒機、電動消毒噴霧

器、消毒用品等

廉政業務                 158 酒精、防疫隔板、額溫槍、快篩試

劑、遠距教學及視訊會議相關用品等

矯正署及所屬 矯正業務            28,850 醫療口罩、N95口罩、酒精、漂白水、

額溫槍、感應式消毒機、電動消毒噴

霧器、防護衣、隔離衣、面罩、防疫

帽、防疫手套、防疫壓克力隔板、快

篩試劑套組、血氧機等

司法官學院

廉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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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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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6月30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行政執行署及

所屬

一般行政                   53 防疫所需視訊會議雲端授權費、快篩

試劑、辦公環境消毒作業等

執行案件處理                 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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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罩、防疫手套、快篩試劑、防疫壓克

力隔板、分區辦公場地佈線費用等

最高檢察署 一般行政                   58 酒精、感應式消毒機、酒精抗菌濕紙

巾、辦公環境消毒作業、快篩試劑等

一般行政                     9 快篩試劑

檢察業務                 442 醫療口罩、酒精、電動消毒噴霧器、

防護衣、辦公環境消毒作業、血氧機

等

一般行政                   30 防疫壓克力隔板、廳舍環境消毒作業

檢察業務                   17 酒精、快篩試劑等

臺灣高等檢察

署臺南檢察分

署

檢察業務                   47 醫療口罩、酒精、防疫手套、快篩試

劑、酒精抗菌濕紙巾等

臺灣高等檢察

署高雄檢察分

署

一般行政                   98 酒精、快篩試劑、辦公環境消毒作

業、防疫隔板等

臺灣高等檢察

署花蓮檢察分

署

檢察業務                   24 酒精、感應式消毒機、快篩試劑

臺灣高等檢察

署智慧財產檢

察分署

一般行政                   58 防疫隔板、血氧機

一般行政                 336 辦公環境消毒作業、快篩試劑

檢察業務                 400 N95口罩、隔離衣、面罩、感應式消毒

機、防疫壓克力隔板等

臺灣士林地方

檢察署

一般行政                   29 快篩試劑、消毒劑

檢察業務                     6 快篩試劑

臺灣新北地方

檢察署

一般行政                 157 醫療口罩、酒精、電動消毒噴霧器、

快篩試劑等

臺灣桃園地方

檢察署

一般行政                 322 醫療口罩、酒精、漂白水、電動消毒

噴霧器、面罩、防護衣、辦公環境消

毒作業、快篩試劑等

一般行政                 108 酒精、感應式消毒機、額溫槍、血氧

機等

檢察業務                 195 醫療口罩、電動消毒噴霧器、防護

衣、防疫壓克力隔板等

臺灣苗栗地方

檢察署

檢察業務                 335 N95口罩、防護衣、防護鞋套、快篩試

劑、抗菌液、消毒錠等

臺灣高等檢察

署

臺灣高等檢察

署臺中檢察分

署

臺灣臺北地方

檢察署

臺灣新竹地方

檢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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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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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6月30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一般行政                     6 辦公環境消毒作業

檢察業務                   83 漂白水、醫療口罩、酒精、額溫儀、

防疫壓克力隔板、抗菌洗手乳、快篩

試劑等

臺灣南投地方

檢察署

一般行政                   96 酒精、快篩試劑、防疫壓克力隔板

臺灣彰化地方

檢察署

檢察業務                 101 酒精、漂白水、醫療口罩、額溫槍、

快篩試劑等

臺灣雲林地方

檢察署

檢察業務                   51 醫療口罩、酒精、漂白水、快篩試劑

等

臺灣嘉義地方

檢察署

檢察業務                   46 酒精、電動消毒噴霧器、快篩試劑等

一般行政                   21 電動消毒噴霧器、清潔消毒用除菌液

等

檢察業務                 232 隔離衣、隔離帽、防疫壓克力隔板、

快篩試劑等

一般行政                   44 N95口罩、感應式消毒機、辦公環境消

毒作業、快篩試劑

檢察業務                     1 防疫簡訊公務用門號月租費

臺灣高雄地方

檢察署

檢察業務                 707 N95口罩、醫療口罩、酒精、漂白水、

隔離衣、面罩、抗菌洗手乳、酒精

擦、辦公環境消毒作業、快篩試劑等

臺灣屏東地方

檢察署

一般行政                 256 醫療口罩、酒精、感應式消毒機、防

疫手套、面罩、辦公環境消毒作業、

防疫壓克力隔板、快篩試劑等

臺灣臺東地方

檢察署

一般行政                   48 酒精、漂白水、防疫壓克力隔板等

一般行政                   64 辦公環境消毒作業、防疫用塑膠布等

檢察業務                   56 醫療口罩、酒精、非接觸式酒精測溫

儀、快篩試劑等

臺灣宜蘭地方

檢察署

一般行政                 109 酒精、快篩試劑、辦公環境消毒作業

一般行政                   59 辦公環境消毒作業、快篩試劑

檢察業務                   32 酒精、額溫槍等

一般行政                   24 酒精、快篩試劑

檢察業務                     7 N95口罩

一般行政                     2 額溫槍、感應式消毒機

檢察業務                   10 快篩試劑

福建金門地方

檢察署

一般行政                   45 醫療口罩、酒精、電動消毒噴霧器、

快篩試劑等

福建連江地方

檢察署

一般行政                   19 醫療口罩、快篩試劑等

臺灣臺南地方

檢察署

臺灣橋頭地方

檢察署

臺灣花蓮地方

檢察署

臺灣澎湖地方

檢察署

臺灣基隆地方

檢察署

福建高等檢察

署金門檢察分

署

臺灣臺中地方

檢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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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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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6月30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一般行政                   71 快篩試劑等

司法調查業務              2,472 N95口罩、醫療口罩、酒精、漂白水、

額溫槍、隔離衣、防護衣、防疫手

套、面罩、護目鏡、電動消毒噴霧

器、防疫壓克力隔板、快篩試劑等

經濟部主管              4,905
經濟部 一般行政                 890 防疫所需耗材、物品及辦公環境消毒

等

經濟行政與管理                     2 防疫所需用品

礦務行政與管理                   22 防疫所需耗材及物品等

工業局 一般行政                 155 防疫所需用品

工業技術升級輔導                   60 防疫所需用品

工業管理                 127 防疫所需用品

國際貿易局 一般行政                 396 防疫所需用品等

智慧財產局 一般行政                 213 防疫事務用品、防疫用品等

推動保護智慧財產權                   23 服務處之防疫用品等

標準檢驗局 一般行政              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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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實驗室防疫用品及環境配置等

中小企業處 一般行政                   16 防疫所需耗材及物品等

中小企業科技應用                   60 防疫所需用品及辦公環境消毒等

水利署 一般行政                 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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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辦理水資源規劃及管理業務所需防疫

分區辦公事務用品及環境配置、防疫

用品等

河川海岸及排水環境

營造計畫

                222 辦理中央管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計畫

業務所需防疫分區辦公事務用品及環

境配置、防疫用品等

一般行政                 210 防疫所需耗材與物品等

科技產業園區業務                   29 防疫所需視訊設備與物品等

一般行政                   95 防疫所需用品及環境消毒等

地質調查研究                     7 防疫所需用品

能源局 一般行政                   92 防疫所需耗材與物品等

交通部主管              6,915
交通部 一般行政                   94 購置噴霧消毒設備、次氯酸水、快篩

試劑、異地辦公電信費用等

航政港政業務管理與

執行

             1,008 購置酒精、面罩、護目鏡、防護衣、

快篩試劑等防護裝備

中央氣象局 氣象科技研究                   35 辦公處所消毒

氣象資訊處理研究與

開發

                  49 資訊大樓防菌消毒

應用氣象研究                     1 購買酒精噴霧機

調查局

中央地質調查

所

加工出口區管

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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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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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6月30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地震測報                 855 購買快篩試劑、居家辦公用虛擬軟體

20套及辦公用網路攝影機50套

一般行政                   44 購買防疫用酒精、電梯按鍵保護膜、

口罩、自動感應消毒測溫機、隔板及

進行電器室與辦公區域消毒

氣象測報                   83 購買防疫用快篩試劑、酒精、酒精噴

霧機、口罩、洗手乳、會議用防疫板

及環境消毒

觀光局及所屬 一般行政                   97 購置消毒水、快篩試劑及辦公室消

毒、防毒面具

國家風景區開發與管

理

             1,145 購置防疫用口罩、快篩試劑、自動測

溫儀、酒精、酒精機、道路交通錐、

警示帶、防疫牌示設置及確診者足跡

消毒

運輸研究所 運輸科技應用研究業

務

                  45 購置防疫用口罩及消毒水

一般行政                   78 購置快篩試劑、口罩、酒精(次氯酸

水)及辦公場域消毒等

一般行政                 132 異地辦公電信費、酒精、全棟消毒、

奈米噴霧槍及快篩試劑

公路及監理業務管理              2,441 辦公場域消毒、額溫槍、噴霧消毒設

備、酒精、洗手液、漂白水、手套、

防護面罩、口罩、櫃台隔板、異地辦

公增設線路等

公路新建及養護計畫                   10 奈米噴霧槍、口罩等

鐵道局及所屬 一般行政                 339 採購自動感應式消毒機、防疫透明隔

板、會議室麥克風海綿套、辦公室及

會議廳防疫消毒作業費用、75%酒精、

快篩試劑、次氯酸水、因應分區辦公

用網路配線等費用

國家鐵道建設與管理                 460 採購會議室防疫用隔板、緊急防疫使

用快篩劑、辦公室防疫消毒作業、清

潔罐噴頭、噴瓶及次氯酸水、75%酒

精、快篩試劑、自動測溫消毒機、租

用虛擬私人網路(VPN)設備、視訊鏡頭

及無線分享器等

勞動部主管              1,658
勞動部 一般行政                 257 購買防疫所需用品等(含防疫清潔用

品、快篩試劑、視訊會議相關費用等)

及辦公環境消毒

勞工保險局 一般行政                 614 購買防疫所需用品、設備(含酒精、快

篩試劑、自動感應消毒機、視訊會議

軟體等)及辦公環境消毒

保險業務                 165 購買防疫所需用品及設備(含酒精、口

罩、自動感應消毒機等)

公路總局及所

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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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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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6月30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退休金業務                   52 購買防疫所需用品(含酒精、口罩等)

勞動力發展署

及所屬

北基宜花金馬分署管

理

                  13 購買防疫所需用品(含酒精等)

桃竹苗分署管理                   20 購買防疫所需用品(快篩試劑)

中彰投分署管理                   20 購買防疫所需用品(額溫槍)

雲嘉南分署管理                   52 購買防疫用酒精及餐廳與廚房全區環

境消毒

技能檢定中心管理                 113 購買防疫所需用品(含快篩試劑、酒

精、消毒噴霧槍、防疫包等)及辦公環

境消毒

職業安全衛生

署

一般行政                   36 購買防疫所需用品(酒精及快篩試劑)

及辦公環境消毒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                   74 購買防疫所需用品(快篩試劑)

勞動基金運用

局

一般行政                 175 購買防疫所需用品(含酒精、口罩及快

篩試劑等)及辦公環境消毒

一般行政                     1 購買防疫所需用品(快篩試劑)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

研究

                  66 購買防疫所需用品(含酒精、口罩及快

篩試劑等)

僑務委員會主管            10,576
僑務委員會 一般行政 95 一般性防疫用品購置費用

僑民僑團聯繫接待暨

僑教中心服務

3,371 一般性防疫用品購置費用（如清潔消

毒費用、新冠肺炎快速檢測盒、快篩

試劑、臺灣清冠一號、熊愛臺灣愛心

能量包製作及運寄海外費用）

僑生回國升學暨僑青

培訓研習

             7,110 於「2022年南半球地區海外青年英語

服務營」活動期間辦理國內課程輔導

員、活動工作人員新冠肺炎快篩、PCR

核酸檢測、第41期海青班學校購置新

生接機防疫用品、防疫旅宿費及大專

院校、產攜僑生專班等僑生確診慰問

金等相關費用

原子能委員會主管              1,769
原子能委員會 一般行政                 320 配合防疫需要採購防疫物資(含快篩試

劑)及環境消毒

原子能科學發展                 182 異地辦公租金、科普展場地消毒、快

篩試劑

游離輻射安全防護                 183 異地辦公租金、快篩試劑、赴日出國

人員返國後配合防疫經費

核設安全管制                 165 異地辦公租金、快篩試劑

核子保安與應變                   65 異地辦公租金、快篩試劑

輻射偵測中心 一般行政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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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辦公室環境消毒殺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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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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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6月30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放射性廢棄物營運安

全管制

                122 採購進電廠前篩檢所需之快篩試劑等

核物料及小產源廢棄

物安全管制

                  63 採購進電廠前篩檢所需之快篩試劑等

核能研究所 一般行政                 280 館舍環境消毒殺菌、快篩試劑

計畫管理維運及成果

應用

                182 採購台北華山科普展工作人員檢疫用

快篩試劑、赴日出國人員返國後配合

防疫經費(防疫旅館費、防疫計程車費

及PCR檢測費)

核能科技研發計畫                   10 館舍環境消毒殺菌

完備綠能技術與建設                     8 館舍環境消毒殺菌

農業委員會主管              7,333
農業委員會 一般行政                 502 酒精、快篩試劑、酒精自動感應機等

防疫物品及辦公環境消毒等所需費用

屏東農業生物

技術園區籌備

處

農業管理                   20 酒精、漂白水、快篩試劑等防疫物品

林務局 一般行政                 753 酒精、口罩、快篩試劑等防疫物品及

辦公環境消毒等所需費用

林業發展              1,200 酒精、口罩、快篩試劑等防疫物品及

視訊設備等所需費用

水土保持局 一般行政                 436 酒精、口罩、快篩試劑等防疫物品及

辦公環境消毒等所需費用

農業試驗所 一般行政                   85 快篩試劑、酒精、口罩、漂白水、隔

板等防疫物品

農業試驗研究                   33 酒精、口罩、快篩試劑、面罩、噴

槍、額溫槍等防疫物品

農業數位化發展                   21 快篩試劑等防疫物品

林業試驗所 一般行政                 232 額溫槍、酒精、口罩、快篩試劑等防

疫物品及辦公環境消毒等所需費用

林業科技試驗研究                     6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

林業管理                   29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

林業發展                   11 額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

一般行政                   60 快篩試劑等防疫物品及辦公環境消毒

等所需費用

水產試驗研究                   73 快篩試劑等防疫物品

畜產試驗所 一般行政                   95 酒精噴霧機、額溫槍、口罩、防護面

罩、漂白水、紅外線體溫計等防疫物

品及視訊系統所需網路用攝影機等費

用

畜牧試驗研究                 217 額溫槍、酒精、口罩、防護衣、漂白

水等防疫物品及異地辦公等所需費用

水產試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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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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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6月30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家畜衛生試驗

所

一般行政                   88 酒精、快篩試劑等防疫物品及辦公環

境消毒等所需費用

動物衛生試驗研究                 199 耳溫槍、快篩試劑等防疫物品

農業藥物毒物

試驗所

一般行政                   25 防疫用隔板、快篩試劑等防疫物品及

辦公環境消毒等所需費用

農業藥物及植物保護

試驗研究

                307 防疫用隔板、快篩試劑等防疫物品及

辦公環境消毒等所需費用

農藥檢驗及登記管理                 149 防疫用隔板、快篩試劑等防疫物品及

辦公環境消毒等所需費用

一般行政                   48 酒精、口罩、快篩試劑等防疫物品及

辦公環境消毒等所需費用

特有生物研究                   15 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

茶業改良場 茶業技術研究改良                 115 口罩、酒精、快篩試劑等防疫物品

一般行政                   11 口罩、手套等防疫物品

一般行政                   64 酒精、口罩、透明隔板等防疫物品及

辧公場所消毒、異地辦公等所需費用

種苗研究與改良                 154 酒精、口罩、透明隔板等防疫物品及

辧公場所消毒、異地辦公等所需費用

農業試驗發展                   12 酒精、口罩、透明隔板等防疫物品及

辧公場所消毒、異地辦公等所需費用

一般行政                 107 酒精、口罩、快篩試劑等防疫物品

農作物改良                   93 酒精、口罩、快篩試劑等防疫物品

苗栗區農業改

良場

一般行政                 108 防疫用隔板、快篩試劑等防疫物品及

辦公環境消毒等所需費用

農作物改良                   26 辦公環境消毒等所需費用

臺中區農業改

良場

農作物改良                   20 酒精、額溫槍等防疫物品

一般行政                     1 額溫槍、酒精、防護衣等防疫物品

農作物改良                   70 額溫槍、酒精、防護衣等防疫物品及

異地辦公所需費用

一般行政                   22 噴霧滅菌槍、快篩試劑等防疫物品

農作物改良                 166 防護衣、血氧濃度機等防疫物品及辦

公環境消毒等所需費用

農業試驗發展                   42 酒精、口罩、隔板等防疫物品

一般行政                   36 快篩試劑等防疫物品及辦公環境消毒

等所需費用

農作物改良                 261 快篩試劑等防疫物品及辦公環境消

毒、視訊系統所需網路攝影機等費用

一般行政                   52 快篩試劑等防疫物品

農作物改良                   34 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及視訊設備所

需費用

農業試驗發展                   14 酒精、口罩等防疫物品

桃園區農業改

良場

臺南區農業改

良場

花蓮區農業改

良場

臺東區農業改

良場

特有生物研究

保育中心

高雄區農業改

良場

種苗改良繁殖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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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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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6月30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漁業署及所屬 一般行政                   17 酒精、口罩、快篩試劑等防疫物品

漁業管理                   71 酒精、快篩試劑、血氧機、殺菌機等

防疫物品

動植物防疫檢

疫局及所屬

一般行政                 119 口罩、隔離衣、額溫槍電池、快篩試

劑等防疫物品，及辦公環境消毒、異

地辦公之影印機租金、同仁於肺炎防

疫期間投保之額外保險等所需費用

動植物防檢疫管理                 867 口罩、消毒機、快篩試劑、手套、隔

離衣、消毒箱、防護面罩、快篩試劑

等防疫物品及異地辦公、同仁於肺炎

防疫期間投保之額外保險等所需費用

農業金融局 一般行政                   83 酒精、消毒噴灌組、快篩試劑等防疫

物品及辧公場所消毒、視訊會議設備

等所需費用

農糧署 一般行政                     6 快篩試劑等防疫物品

農糧管理                 119 酒精、面罩、快篩試劑、隔板等防疫

物品

農田水利署 一般行政                   38 酒精、口罩、漂白水等防疫物品

衛生福利部主管              1,807
衛生福利部 一般行政                   54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酒精、快篩試劑

等）

科技業務                 170 一般性防疫措施（快篩試劑）

一般行政                   27 一般性防疫措施（租用測溫儀、快篩

試劑等）

食品管理工作                 456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酒精、手套、快

篩試劑等）

藥粧管理工作                 106 一般性防疫措施（租用測溫儀、快篩

試劑等）及因應疫情召開專家會議等

經費

中央健康保險

署

健保業務                 541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酒精、漂白水及

快篩劑等）

一般行政                 111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酒精、快篩試劑

及防疫消毒）

國民健康署 一般行政                 317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酒精、手套、隔

板、消毒機耗材、辦公室緊急防疫除

菌消毒、快篩試劑、空間除菌脫臭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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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酒精、口罩等）

研究及實驗                     2 一般性防疫措施（如酒精、口罩等）

食品藥物管理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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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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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6月30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環境保護署主管                 459
環境保護署 一般行政                 227 一般性防疫措施（酒精、快篩試

劑）、辦公室緊急防疫除菌消毒

區域環境管理                     5 一般性防疫措施（酒精噴霧罐、感應

式酒精機）

毒物及化學物

質局

一般行政                   99 一般性防疫措施（酒精、快篩試

劑）、辦公室緊急防疫除菌消毒

環境檢驗所 一般行政                   39 購置防護門禁警示儀

毒化物及廢棄物檢驗                   16 一般性防疫措施（防疫用75%酒精、額

溫槍）

環境生物檢定                   20 一般性防疫措施（快篩試劑）

環境保護人員

訓練所

一般行政                   33 一般性防疫措施（酒精、噴頭、快篩

試劑）

環境保護人員訓練                   20 一般性防疫措施（防疫物品、快篩試

劑）

文化部主管              2,219
文化部 一般行政                 350

交響樂團業務                 238
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

業務

                  60

一般行政                   11 購買防疫用酒精、酒精噴霧器及館舍

消毒

文化資產業務                     2 購買防疫用酒精、酒精噴頭、防護面

罩

一般行政                 102 消毒機75%酒精

電影事業輔導                     9 施作辦公環境抑菌消毒作業、會議用

消毒酒精分裝瓶

廣播電視事業輔導                     6 潔用酒精、施作辦公環境抑菌消毒作

業等

流行音樂產業輔導                   24 快篩試劑

國立傳統藝術

中心

一般行政                 122 購買防疫用酒精與消毒用品、自動測

溫機、快篩試劑、手套

傳統藝術中心業務                   95 購買面罩、快篩試劑、防疫用酒精

生活美學館業務                   50 防疫用酒精、消毒用品、快篩試劑等

一般行政                 317 防疫用酒精、快篩試劑及感應式水龍

頭裝設與消毒機等

美術館業務                   41 防疫專車、旅館支出及防疫公告輸出

一般行政                 139
工藝研究發展中心業

務

                  11

國立臺灣博物

館

一般行政                   82 購置快篩試劑、館舍防疫消毒等

一般行政                   65
館務業務活動                   81

防疫物品、快篩試劑

防疫消毒酒精、快篩試劑、酒精噴霧

槍、館舍消毒、防疫隔板

國立臺灣史前

文化博物館

國立臺灣工藝

研究發展中心

國立臺灣美術

館及所屬

防疫消毒、消毒用酒精、酒精擦拭

巾、額溫槍、電梯按鍵防護膜、防疫

用貼紙、口罩、快篩試劑等

文化資產局

影視及流行音

樂產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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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單位預算 科目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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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6月30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一般行政                   98
博物館業務之推展                   27
基本行政工作維持                   65
文學推展                   82

國立臺灣歷史

博物館

推展博物館業務                 142 立式自動酒精機臺租賃、防疫用防水

貼紙卡、自動消毒機、快篩試劑、壓

克力板、環境消毒

科技部主管              3,568
科技部 一般行政 379 購置酒精、口罩、快篩試劑、血氧

機、額溫槍及感應洗手消毒器等防疫

物資、環境消毒等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

心發展計畫

131 購置酒精等防疫物資、環境消毒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

究院發展計畫

1,835 購置酒精、快篩劑、口罩、感應洗手

消毒器及額/耳溫槍等防疫物資、環境

消毒等

財團法人國家同步輻

射研究中心發展計畫

672 購置快篩試劑、口罩、酒精及感應測

溫酒精消毒器等防疫物資

新竹科學園區

管理局

一般行政 214 購置清潔用防疫物資、紅外線熱感儀

及分區辦公室設置等

投資推廣 4 購置口罩等防疫物資

一般行政 272 購置酒精、隔板等防疫物資、環境消

毒及防疫站設置等

工商行政 13 購置酒精等防疫物資

南部科學園區

管理局

一般行政 46 購置酒精、手指消毒器及酒精噴霧槍

等防疫物資

社會行政 2 購置酒精噴霧槍等防疫物資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3,331
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

一般行政 177 一般防疫性措施(如環境消毒、口罩及

快篩試劑等經費)

金融監理 185 因應疫情購置電視機、攝影機等視訊

設備供同仁視訊開會使用

銀行局 一般行政 2,236 一般防疫性措施(如筆電、視訊軟體、

快篩等防疫物資)

銀行監理 86 一般防疫性措施(如環境消毒、酒精、

口罩等防疫物資)

保險局 一般行政 32 一般防疫性措施(環境消毒)

保險監理 57 一般防疫性措施(防疫物資)

檢查局 一般行政 237 一般防疫性措施(如環境消毒、酒精及

快篩試劑等防疫物資)、視訊會議軟體

使用等經費

金融機構檢查 28 因應異地分區辦公通訊經費

新冠狀病毒消毒用品、快篩試劑、75%

酒精、壓克力隔板及施工

中部科學園區

管理局

防疫用測溫儀、手持式免接觸額溫

槍、快篩試劑

國家人權博物

館

國立臺灣文學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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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預算 科目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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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6月30日止

經費來源
金額 辦理項目 備註

證券期貨局 一般行政 120 一般防疫性措施(環境消毒、冷氣清

潔)

證券期貨市場監理 173 一般防疫性措施(如酒精、口罩、漂白

水、快篩試劑等防疫物資)、會議室隔

板等經費

海洋委員會主管              6,029
海洋委員會 一般行政                 269 異地辦公辦公室電話月租費、電費分

攤、防疫物資(快篩試劑、口罩)等

海巡署及所屬 一般行政              2,602 防疫物資(酒精噴槍、洗手乳等)、防

疫專案加班費、分區辦公相關物品

海巡規劃及管理                 145 防疫用視訊軟體及異地辦公網路、電

話耗材、冷氣維修等

海巡工作              2,419 防疫物資(快篩試劑、防護衣、手套、

額溫槍、洗手乳、漂白水、酒精等防

疫物資)、留置處所留置人員伙食費、

異地辦公網路月租費及防疫督導差旅

費等

海洋保育署 一般行政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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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防疫物資-耳溫槍及酒精

國家海洋研究

院

一般行政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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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處所消毒等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管            12,211
國軍退除官兵

輔導委員會

一般行政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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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除役官兵服務救助

與照顧

                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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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酒精、噴霧機(漂白水用)、漂白水、

酒精噴霧機、水晶肥皂、霧化消毒器

等防疫物品

榮民安養及養護            11,229 採購餐桌隔板、酒精、手套、漂白水

及相關防疫耗材等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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