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經資門併計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中華民國102年度

單位 : 新臺幣千元

5257301800 科技發展工作

預算金額

計畫內容：
1.蒐集具縣市及全國代表性之國民身心健康實證研究
資料，建置國民健康指標資料庫，監測國人健康變
化趨勢，建立健康調查研究資源共享機制。
2.辦理婦女健康（孕產婦）、生育保健及嬰幼兒相關
業務之研究與改進。
3.辦理兒童事故傷害防制之研究及兒童與青少年健康
促進之研究。
4.推動健康老化，研發具效益之健康促進及服務推動
模式、健康政策規劃及評估等相關業務之研究。
5.辦理「職場周全性健康促進模式之發展與成效評估
研究計畫」等計畫。
6.辦理癌症防治相關之研究。
7.辦理「電磁場健康效應流行病學研究」國家型計畫
。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01 人口健康調查研究

預算金額

158,868

預期成果：
1.完成國民健康訪問、出生世代長期追蹤 (兒童健康
照護需求)、青少年健康、成人健康行為危險因子
監測、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等調查。完成中老年
相關人口與健康調查、家庭與生育調查結果研究分
析，掌握國人健康現況及長期變化趨勢，供為政策
優先性之參考依據。
2.進行婦幼健康之相關研究，監測並改進婦女生育保
健服務品質及幼兒之健康，提升婦幼健康相關服務
品質。
3.為推動醫療院所運用ICD-10-CM，辦理「事故傷害
監測系統先驅計畫」，以利建立全國性事故傷害監
測系統，掌握事故傷害監測資料。進行健康促進幼
托園所模式介入及成效評估，並提出政策規劃之建
議。辦理身心障礙者口腔狀況調查，作為評估及制
訂兒童及身障者口腔健康促進政策之參考，以提升
兒童的健康照護及服務。
4.探討中老年人健康促進推動照護介入模式、健康政
策規劃及效益評估等相關研究議題，提供實證資料
，作為訂定相關政策之依據，以提升成人及中老年
健康促進服務品質與效益。
5.建立及評估組織文化、健康與生活習慣及職業上安
全與衛生三面之職場周全性健康促進模式，以供決
策參考。
6.評估現行糞便潛血檢查之篩檢方式作為改善之依據
；了解癌症個案未接受治療之因素，以供未來規劃
介入策略參考。
7.建立電磁波暴露之量化模式，探討低劑量長期電磁
波，對健康產生之效應，做為與民眾健康風險溝通
之實證基礎。

承辦單位

109,455 人口與健康調
查研究中心

說

明

辦理人口健康調查研究所需經費109,455千元，
編列如下：

108,465

1.業務費108,465千元：辦理國民健康訪問、出

0201 教育訓練費

100

生世代長期追蹤 (兒童健康照護需求)、青少

0203 通訊費

400

年健康、成人健康行為危險因子監測、國民營

0212 權利使用費

700

養健康狀況變遷等調查之相關研究所需經費，

0215 資訊服務費

5,900

包括教育訓練費100千元、通訊費400千元、權

0219 其他業務租金

150

利使用費700千元、資訊服務費5,900千元、其

0231 保險費

250

他業務租金150千元、保險費250千元、臨時人

2,425

員酬金2,425千元(含研發替代役3人2,025千元

0250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16,812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16,812千元、委辦費65,

0251 委辦費

65,166

166千元、國內組織會費20千元、物品500千元

0200 業務費

0249 臨時人員酬金

0262 國內組織會費
0271 物品
0279 一般事務費

、一般事務費15,092千元、國內旅費800千元

20

、運費150千元。編列如下：

500

(1)教育訓練費100千元：辦理或參加調查研究

15,092
1

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經資門併計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中華民國102年度

單位 : 新臺幣千元

5257301800 科技發展工作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

承辦單位

說

158,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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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91 國內旅費

800

與統計分析方法之理論與實務研習、衛生

0294 運費

150

保健研究與資料分析等之教育訓練費。

800

(2)通訊費400千元：辦理各項調查研究所需郵

0300 設備及投資
0306 資訊軟硬體設備費

483

0319 雜項設備費

317

0400 獎補助費
0437 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資、電話費等費用。
(3)權利使用費700千元：辦理調查研究資料處

190

理與統計分析套裝軟體等所需權利使用費

190

。
(4)資訊服務費5,900千元：辦理國民健康訪問
調查電腦輔助調查資訊服務採購案。
(5)其他業務租金150千元：辦理各項工作會議
所需場地租金。
(6)保險費250千元：
<1>邀請國外學者專家來台協助調查研究規
劃、指導調查研究分析工作進行等之保
險費，以及辦理各項調查訪問員之保險
費200千元。
<2>辦理資訊設備所需財產保險費50千元。
(7)臨時人員酬金2,425千元：
<1>辦理各項調查研究資料建檔工作所需費
用400千元。
<2>僱用研發替代役所需費用2,025千元。(
碩士：45千元*13.5月*2人=1,215千元；
博士：60千元*13.5月*1人=810千元)
(8)按日按件計資酬金16,812千元：
<1>顧問費100千元：聘請國內、外學者專家
協助調查研究規劃、指導調查研究分析
工作之顧問費(含國外專家學者在台期間
生活費用及來台機票等)。
<2>出席費200千元：辦理有關調查研究之資
料分析、成果研討及專業諮詢會議等，
委請專家、學者出席所需出席費。
<3>講座鐘點費150千元：調查研究與資料分
析方法之理論與實務有關之講習及訓練
等講座鐘點費。
<4>稿費200千元：辦理調查研究相關專案企
劃公開徵求、資訊專業服務採購評選、
以及委外研究成果審查所需費用。
<5>考試及其他作業費16,162千元：辦理各
項調查研究所需之調查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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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委辦費65,166千元：
<1>委託研究出生世代長期追蹤調查3,450千
元。
<2>委託研究健康監測現況、評估及改進計
畫315千元。
<3>委託研究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計
畫33,000千元。
<4>委託辦理衛生保健社區調查作業中心計
畫15,801千元。
<5>委託辦理衛生保健電話調查作業中心計
畫12,600千元。
(10)國內組織會費20千元：參加國內人口與健
康調查研究等相關專業組織或學術團體之
團體會員會費。
(11)物品500千元：
<1>購置辦理國民健康基本資料庫建置、國
民健康業務資訊化、電腦輔助調查資料
蒐集與調查研究資料分析所需電腦材料
、用具、辦公用品等所需消耗性物品費
用300千元。
<2>購置辦理國民健康基本資料庫建置、國
民健康業務資訊化建置、調查研究資料
處理分析與網站建置維護等所需非消耗
品費用200千元。
(12)一般事務費15,092千元：
<1>辦理各項調查研究所需問卷表單印刷、
紀念品、訪視袋，訪員訓練雜支等費用4
,892千元。
<2>辦理人口與健康等相關議題調查資料分
析、科技管理業務及健康促進資訊資源
應用分析等業務委外人力費用9,800千元
。
<3>辦理調查研究資料鍵入、分析及成果研
討等相關文件轉檔、繕打、掃瞄、印刷
及文具紙張影印等300千元。
<4>網路圖書與文獻參考資料檢索等20千元
。
<5>辦理各項工作會議場地佈置清潔或雜支
等3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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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接待國內外學者專家來局協助指導調查
研究餐飲費與各項雜支等50千元。
(13)國內旅費800千元：
<1>執行各項調查研究所需訪員職前訓練、
輔導與抽查等旅費。
<2>辦理各項計畫研討、諮詢與成果審查等
會議之專家學者所需旅費，以及參加國
內學術研討會發表研究成果等所需旅費
。
(14)運費150千元：執行各項調查研究及辦理
調查研究成果發布(含出版品)等所需運費
。
2.設備及投資800千元：
(1)資訊軟硬體設備費483千元（硬體設備費27
0千元、軟體購置費213千元）。
(2)雜項設備費317千元。
3.獎補助費190千元：係補助學術團體辦理人口
與健康議題等相關學術研討會。
02 重要婦幼健康問題之研究調

7,855 婦幼及生育保
健組

查與改進
0200 業務費

辦理重要婦幼健康問題之研究調查與改進業務所
需經費7,855千元，編列如下：
1.業務費7,855千元：

7,855

0212 權利使用費

36

(1)辦理推動婦幼保健相關之研究發展，邀請

0215 資訊服務費

500

專家學者演講、審查、實地查證研究計畫

50

成效，參加相關會議考察等所需：權利使

7,045

用費36千元，按日按件計資酬金50千元，

0250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0251 委辦費
0279 一般事務費

50

0291 國內旅費

50

0293 國外旅費

124

國內旅費50千元，計136千元。
(2)婦幼健康管理資料庫資訊管理系統維護與
資訊安全之資訊服務費500千元。
(3)辦理婦幼健康問題研究相關計畫及其管理
等所需一般事務費50千元。
(4)參加婦幼衛生相關研討會124千元。
(5)委辦費7,045千元（含婦女預算4,345千元
）
<1>建置先天性缺陷監測系統之先驅研究計
畫2,700千元。
<2>發展本土化之友善生產模式及其成效評
估研究1,800千元（婦女預算）。
<3>母嬰親善醫療院所實施主動式出院後電
話諮商對產婦持續哺育母乳之有效性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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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1,620千元（婦女預算）。
<4>臺灣產科醫師對母嬰親善措施之知識、
態度、參與狀況以及相關因素探討925千
元（婦女預算）。
03 兒童及青少年保健研究發展

7,431 人口與健康調

辦理兒童事故傷害防制相關研究及兒童及青少年

查研究中心、

健康促進之研究所需經費7,431千元，編列如下:

婦幼及生育保

1.推動事故傷害防制相關之研究發展及兒童及青

健組
0200 業務費
0250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0251 委辦費
0279 一般事務費
0291 國內旅費
0294 運費

少年健康促進之研究所需：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138千元、一般事務費69千元、國內旅費140千

7,431

元(聘請專家學者交通費及員工旅費)、運費2

138

千元（寄送業務報告、審查文件等資料），計

7,082

349千元。

69

2.委託政府機關、學校、民間學術團體辦理研究

140

計畫計7,082千元：

2

(1)辦理「事故傷害監測系統先驅計畫」4,436
千元。
(2)健康促進幼托園所模式之建置與成效評價
計畫1,368千元。
(3)台灣身心障礙者口腔狀況及相關影響因素
之探討1,278千元。
04 推動成人及中老年健康研究

21,614 成人及中老年
保健組

發展
0200 業務費
0212 權利使用費
0250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0251 委辦費

辦理推動成人及中老年健康研究發展所需經費21
,614千元，編列如下：

21,614

1.辦理推動成人及中老年健康研究發展，邀請專

60

家學者指導、計畫審查、計畫執行實地考核、

215

研究成果審查、發表及參加相關會議等所需：
權利使用費60千元、按日按件計資酬金215千

20,254
50

元(出席費140千元、講座鐘點費10千元、稿費

0279 一般事務費

825

10千元、評鑑裁判費55千元)、物品50千元、

0291 國內旅費

210

一般事務費825千元，國內旅費210千元，合計

0271 物品

1,360千元。
2.委託機關團體、學術機構等辦理中老年健康促
進相關議題之研究計畫20,254千元。包括：
(1)慢性腎臟病及其高危險群介入管理模式之
發展與成效評估2,950千元。
(2)慢性腎臟病互動式衛教手冊與知情選擇推
動對透析模式選擇之影響2,100千元。
(3)慢性腎臟病危險因子世代追蹤研究4,971千
元。
(4)健康促進介入對預防代謝症狀群及糖尿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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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研究計畫4,500千元。
(5)糖尿病人參加糖尿病友團體對其自我管理
與疾病控制之效益評價研究813千元。
(6)以縣市為推動基礎之高血壓病患健康促進
計畫2,450千元。
(7)台灣心臟病人健康促進共同照護模式之發
展與成效評估2,470千元。
05 社區及職場健康傳播與健康

1,240 社區健康組

費1,240千元，編列如下：

風險研究
0200 業務費
0249 臨時人員酬金

辦理社區及職場健康傳播與健康風險研究所需經
1.業務費1,240千元：

1,240

(1)辦理社區及職場健康傳播與健康風險研究

120
20

業務所需臨時人員酬金120千元（研發替代

940

役1人）、按日按件計資酬金20千元（出席

0271 物品

50

費16千元、稿費4千元）、物品50千元、一

0279 一般事務費

50

般事務費50千元、國內旅費60千元，計300

0291 國內旅費

60

千元。

0250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0251 委辦費

(2)委辦費940千元：委託辦理職場周全性健康
促進模式之發展與成效評估研究計畫940千
元。
06 推動癌症防治研究發展
0200 業務費

7,678 癌症防治組

辦理推動癌症防治研究發展所需經費7,678千元

7,678

，編列如下：
1.業務費7,678千元：

0201 教育訓練費

4

0203 通訊費

4

(1)辦理推動癌症防治研究發展，邀請專家學

150

者審查計畫、實地訪查計畫執行成效及參

1,240

加會議所需：教育訓練費4千元，通訊費4

0212 權利使用費
0249 臨時人員酬金
0250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0251 委辦費

千元，權利使用費150千元，按日按件計資

120

酬金120千元(出席費97元、講座鐘點費13

5,928

0271 物品

60

千元、稿費10千元)，物品60千元，一般事

0279 一般事務費

20

務費20千元，國內旅費60千元，運費3千元

0291 國內旅費

60

，短程車資5千元，計426千元。

0293 國外旅費

84

0294 運費

3

0295 短程車資

5

(2)臨時人員酬金1,240千元：研發替代役2名
薪資。
(3)參加2013年癌症篩檢國際研討會所需國外
旅費84千元。
(4)為規劃癌症防治政策，委託辦理癌症防治
相關研究計畫5,928千元：
<1>糞便潛血檢查一日法與二日法分析研究(
採用trail方式)5,128千元。
<2>癌症個案未接受治療原因初探8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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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經資門併計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中華民國102年度
5257301800 科技發展工作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07 電磁場健康效應流行病學研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

承辦單位

3,595 社區健康組

0200 業務費
0250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明

辦理電磁場健康效應流行病學研究業務所需經費
1.業務費3,595千元：

3,595
50

(1)按日按件計資酬金50千元（出席費50千元

3,492

）、一般事務費38千元、國內旅費10千元

0279 一般事務費

38

0291 國內旅費

10

0294 運費

說

158,868

3,595千元，編列如下：

究

0251 委辦費

單位 : 新臺幣千元

及運費5千元，計103千元。
(2)委辦費3,492千元：委託辦理電磁場健康效
應流行病學研究3,492千元(網絡通訊國家

5

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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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經資門併計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中華民國102年度

單位 : 新臺幣千元

7157300100 一般行政

預算金額

計畫內容：
1.辦理一般行政事務。
2.本計畫為配合業務，辦理一般性行政管理工作、資
訊基礎環境、共用性系統及網站之改善及維運，務
使各業務工作人員得以順利推展。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01 人員維持
0100 人事費
0103 法定編制人員待遇

預算金額

預期成果：
使各部門順利推展業務，並提升衛生保健業務之行政
效率。

承辦單位

說

明

367,868 人事室

本項計需經費367,868千元，其內容如下：

367,868

1.人員待遇，編列人事費234,698千元：預算員

223,704

額275人，包括職員249人，駕駛12人，技工2
人，工友10人及約僱人員2人。

0104 約聘僱人員待遇

854

0105 技工及工友待遇

10,140

2.各項獎金，編列68,453千元：

0111 獎金

68,453

(1)考績獎金33,356千元。

6,491

(2)特殊公勳獎賞270千元。

0121 其他給與

428,083

0131 加班值班費

11,690

(3)年終工作獎金28,227千元。

0143 退休離職儲金

26,068

(4)其他業務獎金6,600千元。

0151 保險

20,468

3.加班值班費及其他給與，編列18,181千元：
(1)員工超時工作加班費1,295千元。
(2)員工不休假加班費10,395千元。
(3)休假補助6,491千元。
4.人員退休離職儲金，編列26,068千元：
(1)公務人員退撫基金政府負擔提撥金：24,18
1千元。
(2)教育人員退撫基金政府負擔提撥金：783千
元。
(3)約聘僱人員離職儲金政府負擔提撥金：170
千元。
(4)勞工退休準備金：934千元。
5.人員保險費，編列20,468千元：
(1)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政府負擔部份：12,86
8千元。
(2)公務人員保險保險費政府負擔部份：6,758
千元。
(3)勞工保險保險費政府負擔部份：842千元。

02 基本行政工作維持
0200 業務費
0201 教育訓練費

60,215 秘書室

本項計需經費60,215千元，其內容如下：

41,451

1.辦理一般行政事務工作經費41,451千元，包括
：

300

0202 水電費

2,202

0203 通訊費

4,661

(1)教育訓練費300千元(含採購專業人員基礎
班訓練費、學分補助費等)。

0212 權利使用費

80

(2)水電費2,202千元。

0215 資訊服務費

13,150

(3)通訊費4,661千元。

0219 其他業務租金

(4)權利使用費80千元，係本局租用通用憑證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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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經資門併計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中華民國102年度

單位 : 新臺幣千元

7157300100 一般行政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
承辦單位

說

428,083
明

0221 稅捐及規費

200

發卡系統使用年費及通用憑證卡片使用年

0231 保險費

134

費。

0249 臨時人員酬金
0250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0271 物品
0279 一般事務費

1,100

(5)辦理衛生保健資料管理運用、健康網路傳

124

播網路效能、行政資源系統之功能改善及

1,955

效能提升、維持資訊機房環境正常運作、

11,320

資訊相關設備之維護及障礙排除，所需資

0282 房屋建築養護費

816

0283 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

664

訊服務費13,150千元。
(6)本局租用車輛、辦公室(租金570千元)、電
話全數位電子式交換機租賃及維護、信箱

費
0284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

等租金2,325千元。

503

(7)稅捐及規費200千元，係本局現有車輛(含

費
0291 國內旅費
0294 運費
0295 短程車資
0299 特別費
0300 設備及投資

機車)13輛所需牌照稅、燃料費及其他規費

1,419

等。

310

(8)保險費134千元，係本局現有車輛(含機車)

66

13輛所需之保險費19千元（包含強制險、

122

第三責任險）及對財產保險等。

16,346

(9)臨時人員酬金1,100千元(含僱用工讀生等

0302 房屋建築及設備費

3,744

0306 資訊軟硬體設備費

9,741

0319 雜項設備費

2,861

(10)按日按件計資酬金124千元，係辦理相關

2,418

工作所需之按日按件處理之經費(含顧問

2,418

費、專家出席費、講座鐘點費等)。

0400 獎補助費
0475 獎勵及慰問

勞務服務費)。

(11)物品1,955千元，其中：
<1>消耗品購置費852千元
<2>非消耗品購置費540千元。
<3>油料費563千元：本局現有車輛(含機車)
13輛，小客車9輛年需520千元；機車4輛
年需43千元。
(12)一般事務費11,320千元：文康活動費(688
千元)、保全、清潔、總機、印刷、電腦
登打及資料處理委外等所需經費。
(13)房屋建築養護費816千元。
(14)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664千元，其中：
<1>車輛養護費466千元。
<2>辦公器具養護費198千元。
(15)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503千元：包含門
禁系統維護費、監視系統保養費、消防安
全設備保養暨檢修申報、中央空調維護費
、電梯維護費等。
(16)國內旅費1,419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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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經資門併計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中華民國102年度

單位 : 新臺幣千元

7157300100 一般行政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
承辦單位

說

428,083
明

(17)運費310千元。
(18)短程車資66千元。
(19)特別費122千元。
2.設備及投資16,346千元：
(1)房屋建築及設備費3,744千元：整修辦公廳
舍。
(2)資訊軟硬體設備費9,741千元：
<1>硬體設備費8,397千元：含資訊機房伺服
器、網路設備、防毒閘道器、個人電腦
、筆記型電腦及其他業務所需之相關周
邊設備。
<2>軟體購置費1,344千元：購置業務所需之
相關軟體。
(3)雜項設備費2,861千元：
<1>多功能數位影印機、傳真機等540千元。
<2>業務所需之辦公設備與其他什項設備、
維持機房運作所需之不斷電設備、環控
系統、視訊設備、冷氣空調、刷卡機及
其他相關周邊設備2,321千元。
3.獎補助費2,418千元：
(1)退休人員三節慰問金：每人每年6,000元*
約403人 =2,418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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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經資門併計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中華民國102年度

單位 : 新臺幣千元

7157301000 國民健康業務

預算金額

計畫內容：
1.辦理研究作業倫理審議，管理健康監測資料外釋，
編撰健康促進瞭望電子刊物。
2.建置優質的婦幼保健服務網絡、照顧弱勢團體及建
置與強化生育遺傳相關資訊系統。
3.建立臺灣事故傷害重要監測指標。
4.辦理更年期保健充能計畫。
5.辦理衛生人員管理研習工作坊委辦計畫。
6.辦理衛生所人員線上學習。
7.辦理油症受害者健康照護業務。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01 人口健康指標監測

預算金額

18,409

預期成果：
1.提升本局研究作業倫理審議效能，保障受訪者權益
；確保各項資料對外提供及使用規範之落實與合理
有效使用；傳播健康促進新知，提升衛生人員專業
知能，增進資料加值運用效益。
2.健全婦幼及生育保健服務環境，強化服務品質，促
進婦幼健康。
3.探討每個事故傷害重要監測指標之計算定義、測量
方式、訂定背景(文獻佐證)、測量頻率及資料來源
等項目，再分析各縣市在各指標的分佈情形。
4.設置更年期保健諮詢服務專線，提供保健知識及諮
詢服務，並辦理更年期諮詢師培訓及民眾座談會等
，以提升更年期婦女保健知能。
5.提升衛生人員專業知能、政策規劃及執行管理能力
，以有效推動民眾健康促進相關業務。
6.發展衛生所人員公共衛生核心學程教材大綱，建置
衛生所人員線上教學課程。
7.提供油症患者健康檢查服務，並補助患者門診與住
院就醫部分負擔醫療費用。

承辦單位

789 人口與健康調
查研究中心

說

明

辦理人口健康指標監測所需經費789千元，編列
如下：

789

1.辦理資料外釋行政事務及研究作業倫理規範審

0201 教育訓練費

6

議事務、編輯健康監測與健康促進新知分享電

0203 通訊費

3

子資訊等業務所需：教育訓練費6千元、通訊

0250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40

費3千元、按日按件計資酬金40千元、物品5千

0251 委辦費

90

元、一般事務費630千元、國內旅費15千元，

0200 業務費

0271 物品
0279 一般事務費
0291 國內旅費
02 婦幼及生育保健

計699千元。

5

2.委託辦理研究作業倫理規範審議事務所需經費

630

90千元。

15
4,000 婦幼及生育保
健組

0200 業務費

辦理婦幼及生育保健業務所需經費4,000千元，
編列如下:
1.業務費3,527千元

3,527

0201 教育訓練費

5

(1)辦理婦幼及生育保健業務聯繫、諮詢委員

0215 資訊服務費

1,000

會議及相關研討會等所需費用，包括臨時

0249 臨時人員酬金

700

人員酬金700千元、按日按件計資酬金300

0250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300

千元、一般事務費907千元、物品費200千

0261 國際組織會費

5

元、運費5千元、國內旅費400千元，計2,5

0262 國內組織會費

5

12千元。

0271 物品

200

0279 一般事務費

907

0291 國內旅費

400

0294 運費

(2)參加婦女相關學術研討會報名等費用5千元
。
(3)參加國際及國內組織會費10千元。
(4)人工生殖資訊管理系統維護與資訊安全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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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經資門併計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中華民國102年度

單位 : 新臺幣千元

7157301000 國民健康業務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0300 設備及投資
0306 資訊軟硬體設備費
0319 雜項設備費
0400 獎補助費

預算金額

承辦單位

說

190

費用1,000千元。

100

2.設備及投資190千元:

0437 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190

明

(2)雜項設備費：購置業務所需相機、圖書設

283
43

18,409

(1)購置業務所需電腦設備100千元。

90

0430 政府機關間之補助
0438 對私校之獎助

預算金額

備及零星設備等經費90千元。
3.獎補助費283千元（婦女預算）:
(1)政府機關間之補助：補助政府機關辦理婦

50

女健康及婦女權益活動等費用43千元（婦
女預算）。
(2)對國內團體之捐助:捐助民間團體及獎助私
校辦理婦女健康及婦女權益活動等費用240
千元（婦女預算）。
03 兒童及青少年保健
0200 業務費
0250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0251 委辦費

1,868 社區健康組

辦理兒童及青少年保健業務所需經費1,868千元

1,734

，編列如下：
1.業務費1,734千元：

65

(1)辦理兒童及青少年事故傷害防制之監測計

1,469

0271 物品

20

畫所需：按日按件計資酬金65千元，物品2

0279 一般事務費

80

0千元，一般事務費80千元，國內旅費70千

0291 國內旅費

70

元，運費30千元，計265千元。

0294 運費

30

0300 設備及投資
0319 雜項設備費

(2)委辦費1,469千元：委託專業建立臺灣事故
傷害重要監測指標1,469千元。

134

2.設備及投資134千元

134

(1)雜項設備費：建置兒童及青少年保健業務
所需雜項設備134千元。
04 成人及中老年保健

2,360 成人及中老年
保健組

0200 業務費
0249 臨時人員酬金
0250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辦理成人及中老年保健業務所需經費2,360千元
，編列如下：
1.業務費2,248千元：

2,248
180

(1)辦理成人及中老年保健專家諮詢會議及專

50

家學者審查計畫等相關會議所需：臨時人

1,100

員酬金180千元，按日按件計資酬金50千元

50

(出席費20千元、講座鐘點費10千元、稿費

0279 一般事務費

750

10千元、評鑑裁判費10千元)，物品50千元

0291 國內旅費

108

，一般事務費750千元，國內旅費108千元

0251 委辦費
0271 物品

0294 運費

，運費10千元，計1,148千元。

10
112

(2)委辦費1,100千元：委託專業團體辦理更年

0306 資訊軟硬體設備費

56

期保健充能計畫1,100千元。（婦女預算）

0319 雜項設備費

56

0300 設備及投資

2.設備及投資112千元：
(1)資訊軟硬體設備費：購置業務所需電腦及
其周邊設備等相關經費56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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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經資門併計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中華民國102年度

單位 : 新臺幣千元

7157301000 國民健康業務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

承辦單位

說

18,409
明

(2)雜項設備費：購置業務所需圖書設備及零
星設備等經費56千元。
05 健康促進宣導與衛生人員訓

954 衛生教育中心

辦理衛生教育、健康促進宣導及在職專業訓練工
作所需經費954千元，編列如下：

練
0200 業務費

1.業務費683千元：

683
5

(1)辦理業務所需：通訊費5千元，按日按件計

15

資酬金15千元，物品110千元，一般事務費

0251 委辦費

405

78千元，國內旅費30千元，運費20千元，

0271 物品

110

短程車資20千元，計278千元。

0203 通訊費
0250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2)委託辦理「衛生人員管理研習工作坊」405

0279 一般事務費

78

0291 國內旅費

30

0294 運費

20

0295 短程車資

20

(1)資訊軟硬體設備費：資訊管理系統所需列

0300 設備及投資

271

表機、個人電腦及其周邊設備暨套裝軟體

271

等經費271千元。

0306 資訊軟硬體設備費
06 衛生所人員線上學習
0200 業務費
0250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0251 委辦費
0291 國內旅費
0294 運費
0300 設備及投資
0306 資訊軟硬體設備費

千元。
2.設備及投資271千元：

3,201 社區健康組

辦理衛生所人員線上學習計畫所需經費3,201千

3,151

元，編列如下：
1.業務費3,151千元：

68

(1)按日按件計資酬金68千元，國內旅費10千

3,071

元，運費2千元，計80千元。

10

(2)委辦費：委託辦理衛生所人員培訓3,071千

2

元。

50

2.設備及投資50千元：

50

(1)資訊軟硬體設備費：建置衛生所人員線上
學習所需資訊硬體設備50千元。
07 油症受害者健康照護
0200 業務費

5,237 社區健康組

辦理多氯聯苯中毒（油症）患者健康照護業務所

1,190

需經費5,237千元，編列如下：
1.業務費1,190千元：

0203 通訊費

15

0212 權利使用費

18

(1)一般通訊費15千元、權利使用費18千元、

0250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35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35千元（出席費30千元

943

、稿費5千元）、物品33千元、一般事務費

0271 物品

33

14千元、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2千元、國

0279 一般事務費

14

內旅費116千元、運費9千元及短程車資5千

0251 委辦費

0284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

元，計247千元。

2

(2)委託辦理油症患者追蹤調查相關計畫943千

費
0291 國內旅費

元。

116

0294 運費

9

0295 短程車資

5

0300 設備及投資

66

2.設備及投資66千元：
(1)資訊軟硬體設備費：購置業務所需硬體設
備費33千元及軟體購置費33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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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經資門併計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中華民國102年度
7157301000 國民健康業務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0306 資訊軟硬體設備費
0400 獎補助費
0437 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0476 其他補助及捐助

單位 : 新臺幣千元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

承辦單位

說

18,409
明

3.獎補助費3,981千元：(含婦女預算1,600千元)

66
3,981

(1)對國內團體之捐助：捐助民間團體辦理油

62

症患者健康照護相關計畫及活動等費用62
千元。

3,919

(2)其他補助及捐助：提供油症患者健康檢查
及辦理補助油症患者門診與住院部分負擔
醫療費用所需經費3,919千元。(含婦女預
算1,6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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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經資門併計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中華民國102年度
7157301700 預防保健業務

預算金額

計畫內容：
辦理預防保健服務，包括孕婦產前檢查、兒童預防保
健、兒童牙齒塗氟保健服務、子宮頸癌及乳癌篩檢、
成人預防保健服務。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01 預防保健服務

0200 業務費
0203 通訊費
0249 臨時人員酬金
0250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0251 委辦費

單位 : 新臺幣千元

預算金額

2,723,973

預期成果：
1.預計補助孕婦產前檢查服務約157.4萬人次，及早
發現異常個案，以提供妥善診治與介入措施，確保
孕婦與胎兒的健康。
2.預計補助兒童預防保健服務104.2萬人次，並補助
轉介發展篩檢異常並經確診之個案3千人，及早發
現異常個案，以提供妥善診治與介入措施，確保兒
童的健康。
3.研究顯示牙齒塗氟膠、氟漆分別可降低26％及40％
齲齒率，預計約有16.1萬人次接受兒童牙齒塗氟服
務及口腔衛生指導，以養成兒童良好口腔衛生習慣
，提升兒童口腔健康。
4.研究顯示大規模子宮頸抹片篩檢可以降低60-90％
的子宮頸癌發生率與死亡率；每1-3年乳房攝影可
以降低婦女乳癌死亡率20-30％，預計完成子宮頸
癌篩檢182.9萬人，乳癌篩檢30萬人，以期早期發
現癌症個案早期治療，提高存活率，並進而降低死
亡率。
5.藉由成人預防保健服務新發現血壓、血糖及血膽固
醇值異常比率，約為20.8%、8.1%及12.0%（99年資
料），預計約有114.7萬人接受成人預防保健服務
，早期發現成人及中老年民眾之慢性病（如高血壓
、高血糖、高血脂等）相關因子，以達早期治療之
效。

承辦單位

說

明

2,723,973 婦幼組、兒少

辦理預防保健服務，包括孕婦產前檢查、兒童預

組、癌症組、

防保健、子宮頸癌及乳癌篩檢、成人預防保健及

成人組

兒童牙齒塗氟保健服務，本期與調整前期所需經
費2,723,973千元，編列如下：

16,507

1.業務費16,507千元：

10
1,650

(1)為辦理預防保健服務所需郵資、電話費等

136

費用10千元，臨時人員酬金1,650千元(研

14,519

發替代役3人)，專家學者出席會議、專業

0271 物品

20

審查、演講鐘點費及撰審稿等費用136千元

0279 一般事務費

28

，物品20千元，印刷裝訂等一般事務費28

0291 國內旅費

50

千元，國內旅費50千元，計1,894千元。

0293 國外旅費

94

0400 獎補助費
0476 其他補助及捐助

(2)參加預防保健相關之國際會議或活動所需
出國經費94千元。

2,707,466

(3)委託辦理審查核付、督導考核及教育訓練

2,707,466

等所需經費14,519千元。
2.獎補助費2,707,466千元：
(1)孕婦產前檢查573,683千元(婦女預算)
<1>透過醫療院所提供定期之孕婦產前檢查
，以早期發現懷孕各階段可能發生之合
併症，確保孕婦與胎兒的健康。
15

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經資門併計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中華民國102年度

單位 : 新臺幣千元

7157301700 預防保健業務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

承辦單位

說

2,723,973
明

<2>支付中央健康保險局協助辦理孕婦產前
檢查之醫療費用所需經費573,683千元(
約1,574千人次*平均單價約365元)。
(2)兒童預防保健284,613千元
<1>透過醫療院所提供七歲以下兒童定期的
健康檢查與保健諮詢指導，以早期發現
異常個案，並早期治療。
<2>支付中央健康保險局協助辦理兒童預防
保健之醫療費用所需經費282,213千元(
約729.5千人次*250元+約312千人次*320
元)。
<3>支付醫療院所轉介發展篩檢異常個案所
需費用2,400千元（800元*3千人）。
(3)兒童牙齒塗氟保健服務80,291千元
<1>透過醫療院所提供5歲(含60個月內)以下
兒童每年2次，每次至少間隔180天之牙
醫師專業牙齒塗氟服務、口腔健康檢查
及口腔衛生教育，以養成兒童良好口腔
衛生習慣及改善口腔健康狀況。
<2>支付中央健康保險局協助辦理兒童牙齒
預防保健醫療費用所需經費80,291千元(
160.5千人次＊500元)。
(4)子宮頸癌及乳癌篩檢1,159,970千元(婦女
預算)
<1>透過特約醫療機構及巡迴設站，提供30
歲以上婦女子宮頸癌篩檢及年長婦女乳
癌篩檢，以早期發現癌症，早期治療，
提高病人存活率。
<2>支付中央健康保險局協助辦理子宮頸癌
及乳癌篩檢之醫療費用所需經費1,159,9
70千元（1,829千人*430元+300千人*1,2
45元）。
(5)成人預防保健608,909千元
<1>透過醫療院所提供成人預防保健服務，
可初步篩檢出40歲以上民眾糖尿病、高
血脂、高血壓等慢性疾病相關異常資料
，以便個案能早期發現並接受治療，降
低疾病之嚴重性及死亡率，所需經費600
,881千元。【（1,131千人＊5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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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經資門併計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中華民國102年度

單位 : 新臺幣千元

7157301700 預防保健業務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

承辦單位

說

2,723,973
明

（新滿45歲BC型肝炎篩檢經費64千人＊2
00元）】。
<2>透過醫療院所提供成人預防保健服務，
可初步篩檢出55-64歲原住民糖尿病、高
血脂、高血壓等慢性疾病相關異常資料
，以便個案能早期發現並接受治療，降
低疾病之嚴重性及死亡率，所需經費8,0
28千元。【15.5千人（55-64歲原住民）
＊520元】
<3>支付中央健康保險局協助辦理成人預防
保健服務之醫療費用 608,909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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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經資門併計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中華民國102年度
7157309800 第一預備金

預算金額

計畫內容：
依預算法第二十二條編列本局預備金。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01 第一預備金
0900 預備金
0901 第一預備金

單位 : 新臺幣千元
10

預期成果：
促進行政效能，補救預算不足。

預算金額

承辦單位
10 秘書室
10
10

18

說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