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至111年7月31日止

單位：千元

主管機關／基金名稱 辦理項目
7月31日止

執行數

總計 6,645,540
一、費用減免 760,435

(一)營業基金 642,250

經濟部主管 642,250

農業、服務業電費減收(110年紓困)(含稅)(含夏月民生電價緩調重分

類)
268,882

土地租金減收 33,340

台灣糖業股份有限公司 土地租金減收 303,629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土地租金減收 29,079

台灣自來水股份有限公司 土地租金減收 7,320

(二)非營業特種基金 118,185

總統府主管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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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內政部主管 55

營建建設基金（住宅基金） 土地經營收益減收 55

科技部主管 1,238

科學園區管理區作業基金 體育館暨游泳池之租金減收 1,238

原住民族委員會主管 2,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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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6

農業委員會主管 3,432

農業特別收入基金-林務發展

及造林基金

森林遊樂區餐廳、停車場等委外營運租金及權利金減收
3,432

教育部主管 71,249

學產基金 學產不動產租金及權利金減收 71,249

經濟部主管 33,849

免徵111年1至6月中央管河川區域內種植及養殖使用費 4,585

土地租金減收 514

推廣貿易基金

減收台北南港展覽館2館111年度1-6月權利金50%，計2,875萬元。

【2.3億元/2(推貿基金與台北市均分)/2(減收半年1-6月)/2(減收

50%) =2,875萬元】
28,750

文化部主管 5,682

國立文化機構作業基金
賣店租金及權利金減免、紀念品中心、翠湖服務區等委外營運租金及

權利金減收
5,682

國立故宮博院主管 65

故宮文物藝術發展基金 附設餐飲服務委託經營管理案110年度變動權利金減免 65

二、費用減免以外部分 5,885,105

(一)營業基金 555,175

行政院主管 1,130

中央銀行（合併） 異地辦公環境建置等相關費用 1,130

經濟部主管 50,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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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篩劑等 3,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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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79

一般醫療型口罩、N95口罩、耳溫槍、額溫槍、酒精消毒與清潔等 12,716

油輪船隊防疫物資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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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精等 4,409

財政部主管 428,288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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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水資源作業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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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基金名稱 辦理項目
7月31日止

執行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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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運搬送、酒精、口罩、快篩劑等防疫用品費用、環境消毒、新

增固定資產之折舊費用等)
5,716

臺灣土地銀行 紅外線熱感應器、口罩補助、酒精、快篩試劑、檢測費等 11,529

臺灣金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紅外線熱影像儀及感應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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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消毒、防護衣、快篩試劑、篩檢費用、擦手

紙、防疫關懷包及異地辦公相關經費、紓困客服專線等

28,052

配合防疫新增生產75%酒精產品計畫 380,284

口罩、防護面罩、酒精、額溫槍等防疫用品 2,605

財政部印刷廠 購買酒精、防護面罩、消毒噴霧等防疫用品 102

交通部主管 74,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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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00

臺灣鐵路管理局 防疫物資及加強清潔消毒等 35,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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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離衣、快篩、

防護衣、鞋套、酒精濕紙巾、耳溫套、自動酒精測溫感應機、紅外線

體溫偵測儀、奈米藍光防疫酒精噴槍、防疫隔板等

6,657

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 酒精、口罩、手套等航空站防疫相關經費 1,291

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主管 626

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配合防疫政策，環境消毒及口罩、消毒水、快篩試劑、第二辦公室裝

修等相關經費
626

(二)非營業特種基金 5,329,930

總統府主管 37,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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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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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

開發COVID-19專一性與親和力單株抗體、COVID-19突變株治療抗

體、建立新冠病毒mRNA疫苗、應用新冠病毒臨床前動物模式評估疫

苗保護力、快篩試劑開發等相關研究所需費用

33,968

辦理COVID-19快篩試劑之採購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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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0

行政院主管（國家發展委員會

管理）
21,299

行政院國家發展基金 協助新創事業紓困融資加碼方案 21,299

行政院主管（國科會管理） 89,800

推動對臺灣具威脅性之重要及新興感染症研究計畫 23,000

推動防疫科學研究發展及能量建置計畫 64,000

建立新冠病毒變異株庫與生物材料應用計畫 2,800

經濟部主管 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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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經濟作業基金-產業園區開發

管理基金
購買快篩劑 717

水資源作業基金 購置酒精、口罩、酒精噴霧器、快篩劑、隔板、消毒及清潔等 694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主管 1,657

科學園區管理局作業基金
支付疫苗站租金及環境清消費用及購買酒精、隔板、漂白水等防疫用

品
1,657

交通部主管 3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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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9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中央研究院科學研究基金

行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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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基金名稱 辦理項目
7月31日止

執行數

交通作業基金

－民航事業作業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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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53

教育部主管 350,054

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 檢疫費用、耳額溫槍、自動消毒機、口罩及酒精等 67,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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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CC防疫通關系統及溫度模組、戶外急診篩檢站修護、

噴霧式手消毒器(感應式乾洗手)、東西址及兒醫疫病病房及相關防疫

區域修繕、配合TOCC查驗架設網路配管及佈線等

223,473

國立成功大學附設醫院作業基

金

因應疫情使用之藥品、衛材(如拋棄式呼吸管路、防護面罩等防疫用

物品)、戶外急診篩檢站設置防疫屋入口處改瀝青工程及流動廁所之

租金及定期抽流動廁所費用、防疫人員供餐、微量螢光核酸暨蛋白質

定量檢測儀、變頻式超低溫冷凍櫃、專責病房環境整備及網路監視系

統佈線、居家照護中心電話諮詢服務等

39,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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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罩及酒精等 12,254

教育部所屬機構作業基金
全館區除菌消毒、購買耳額溫槍、自動消毒機、口罩快篩試劑、防疫

隔板、次氯酸水、血氧機及酒精等
1,737

國立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金 快篩試劑、耳額溫槍及酒精等防疫用品 6,427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

管
122,683

榮民醫療作業基金
隔離衣、防護衣及酒精、篩檢、隔離耗材設備、設備修繕及人事成本

等
12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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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4

農業委員會主管 17,751

農業特別收入基金-林務發展

及造林基金
口罩、酒精等防疫用品費用 844

農業特別收入基金-農村再生

基金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振興國民農業旅遊，辦理平日團體農業旅遊獎勵金

發放等費用。
12,873

農田水利事業作業基金 口罩及酒精 4,034

勞動部主管 3,933,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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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5

安心就業計畫 552,987

擴大創業鳳凰貸款對象及提供還款緩衝之優惠措施 3,440

安心即時上工計畫 116,265

充電再出發訓練計畫 1,345,829

110年青年就業獎勵計畫 565,373

特定行業就業獎勵 249,158

安穩僱用計畫 336,846

110年應屆畢業青年尋職津貼計畫 20,818

產業新尖兵計畫及學習獎勵金 450,420

青年就業旗艦計畫 281,068

購買防疫隔板、監測額溫槍、酒精、洗手乳及相關消耗品等 8,920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主管 14,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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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16

衛生福利部主管 697,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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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83

國民年金保險基金
1.辦公廳舍病菌消毒及快篩試劑等

2.防疫監測酒精及自動感應手指消毒機
211

就業安定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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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基金名稱 辦理項目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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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檢站設置及設

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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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1,056

文化部主管 402

國立文化機構作業基金 實施防疫管制及措施所需口罩、酒精等物資與環境消毒 402

原住民族委員會主管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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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

考試院考選部主管 9,162

考選業務基金
防疫人力試務酬勞、防疫相關用品、入闈人員PCR檢驗及環境消毒等

費用
9,162

原子能委員會主管 207

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基金 配合防疫政策，環境消毒等相關經費 207
註：111年1-7月「農業、服務業電費減收」執行數含「夏月民生電價緩調」調整數86千元(用戶原適用「夏月民生電價緩調」改為適用「農

業、服務業電費減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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