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衛生局

中華民國111年度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經資門併計

款 項 目 節 名稱及編號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前年度
決算數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

說　　明
科　　　　　　　　 　目

10 00100000000
衛生局主管

444,605 486,347 376,181 -41,742

001 　00100800000
　衛生局

444,605 486,347 376,181 -41,742

01 　　65100800100
　　一般行政

214,311 210,962 191,023 3,349

01 　　　65100800101
　　　行政管理

214,311 210,962 191,023 3,349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46,808千元
　　業務費7,593千元
　　獎補助費59,91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3,349千元
　　減列 人事費103千元
　　增列 業務費452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3,000千元

02 　　65100800200
　　衛生業務

202,695 250,229 172,215 -47,534

01 　　　65100800201
　　　疾病管制

18,082 19,926 16,374 -1,844 一、本科目包括疾病管制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647千元
　　業務費16,434千元
　　獎補助費1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844千元
　　增列 人事費10千元
　　減列 業務費1,854千元

02 　　　65100800202
　　　健康管理

47,172 14,545 12,982 32,627 一、本科目包括健康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34,601千元
　　業務費12,235千元
　　獎補助費336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32,627千元
　　增列 人事費34,587千元
　　減列 業務費2,269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309千元

03 　　　65100800203
　　　醫政管理

30,478 45,757 19,678 -15,279 一、本科目包括醫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719千元
　　業務費6,914千元
　　獎補助費22,845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5,279千元
　　減列 人事費9,680千元
　　減列 業務費13,206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7,607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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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局

中華民國111年度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經資門併計

款 項 目 節 名稱及編號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前年度
決算數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

說　　明
科　　　　　　　　 　目

04 　　　65100800204
　　　衛生企劃

8,981 8,838 9,429 143 一、本科目包括衛生企劃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30千元
　　業務費8,851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43千元
　　增列 人事費40千元
　　增列 業務費103千元

05 　　　65100800205
　　　衛生保健

88,292 154,062 107,216 -65,770 一、本科目包括衛生保健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761千元
　　業務費85,122千元
　　獎補助費409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65,770千元
　　增列 人事費14千元
　　增列 業務費5,981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71,765千元

06 　　　65100800206
　　　衛生檢驗

4,255 3,855 3,585 400 一、本科目包括衛生檢驗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2千元
　　業務費4,243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4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400千元

07 　　　65100800207
　　　食品藥物管理

5,435 3,246 2,951 2,189 一、本科目包括食品藥物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43千元
　　業務費5,168千元
　　獎補助費224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2,189千元
　　增列 業務費2,101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88千元

03 　　65100800300
　　衛生所業務

3,828 3,583 3,294 245

01 　　　65100800301
　　　一般行政

3,828 3,583 3,294 245 一、本科目包括一般行政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488千元
　　業務費3,34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245千元
　　增列 人事費3千元
　　增列 業務費242千元

04 　　65100800400
　　慢性病防治所業
　　務

176 176 1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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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局

中華民國111年度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經資門併計

款 項 目 節 名稱及編號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前年度
決算數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

說　　明
科　　　　　　　　 　目

01 　　　65100800401
　　　一般行政

176 176 169 - 一、本科目包括一般行政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業務費176千元

05 　　651008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23,595 21,397 9,480 2,198

01 　　　65100809021
　　　建築及設備

23,595 21,397 9,480 2,198 一、本科目包括建築及設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設備及投資16,707千元
　　獎補助費6,888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2,198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7,636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5,438千元
四、本項目含：
1、衛生局所辦公廳舍整修工程計
1,000千元。
2、串心計畫:110年-114年社安網計
畫(第二期):辦公廳舍內部空間整修
及增加電腦設備計1,350千元。
3、獎勵地方政府落實食安五環改
革政策計畫：汰換網路交換器、冷
氣機及購置總極性物質檢測儀、檢
體用冰箱及冷凍櫃，計255千元。
4、傳染病防治計畫:汰換信義區衛
生所雙自動發電機計100千元。
5、前瞻計畫強化衛生單位食安治
理檢驗效能及品質計畫:汰換高效
液相層析儀及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儀
共計9,700千元。
6、建立優質緊急醫療救護體系計
畫：購置或汰換本市緊急醫療網通
訊設備計100千元。
7、整合性預防延緩失能計畫:業務
用相關擴音設備等共計36千元。
8、強化照顧管理人力資源計畫：
相關業務所需桌上型電腦等共計
362千元。
9、強化整備長期照顧服務行政人
力業務所需電腦相關設備計100千
元。
10、汰換本局電腦及機房備份伺服
器等設備共計3,529千元。
11、本局各項行政事務之辦公設備
汰換(如辦公桌椅、辦公事務機台
等)共計175千元。
12、護理之家機構改善公共安全設
施設備補助計畫：補助轄內護理之
家機構公共安全修繕費及公共安全
設施設備費計6,288千元。
13、銀髮健身俱樂部補助計畫:銀
髮健身俱樂部設施設備建置所需費
用共計6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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