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衛生局

中華民國109年度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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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　　　　　　 　目
說明

　　合　　　計 2,007,979 2,174,737 1,299,821 -166,758

經常門合計 2,007,979 2,174,737 1,299,821 -166,758

02 04000000000
罰款及賠償收入

13,080 13,200 17,998 -120

022 　04463610000
　彰化縣衛生局

13,080 13,200 17,998 -120

01 　　04463610100
　　罰金罰鍰及怠金

13,080 13,200 17,930 -120

01 　　　04463610101
　　　罰金罰鍰

13,080 13,200 17,930 -120 本局13,080千元。

違反醫療法、醫師法、護
理人員法及其他醫事法規
罰鍰。 800千元

違反藥事法、藥師法及化
妝品衛生安全管理法罰
鍰。 4,000千元

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罰鍰。 8,000千元

違反菸害防制法罰鍰。 100
千元

違反老人福利法、長期照
顧服務法罰鍰。 180千元

02 　　04463610300
　　賠償收入

- - 68 -

01 　　　04463610301
　　　一般賠償收入

- - 68 -

03 05000000000
規費收入

6,418 6,743 5,597 -325

022 　05463610000
　彰化縣衛生局

6,418 6,743 5,597 -325

01 　　05463610100
　　行政規費收入

5,793 6,118 5,076 -325

01 　　　05463610101
　　　審查費

4,533 4,918 3,172 -385 本局4,533千元。

食品衛生檢驗規費(5件*每
件8,000元)。 40千元

辦理整合式篩檢衛生所負
擔成人健檢之檢驗收入
(14,974人次*每人次300
元)。 4,492.2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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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衛生局

中華民國109年度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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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　　　　　　 　目
說明

配合預算編列至千元，增
列進位數。 0.8千元

02 　　　05463610102
　　　證照費

1,260 1,200 1,904 60 本局1,260千元。

藥事人員執業異動執照
費。 80千元

醫事人員(機構)、醫院、診
所、護理機構(開)執業執照
或異動規費。 760千元

營養師執照費。 160千元

藥事機構開業執照費。 200
千元

長期照顧服務人員(機構)執
業執照或異動規費。 60千
元

02 　　05463610300
　　使用規費收入

625 625 521 -

02 　　　05463610307
　　　服務費

625 625 521 - 本局625千元。
各衛生所體檢等衛生規
費。 625千元

05 07000000000
財產收入

50 50 144 -

021 　07463610000
　彰化縣衛生局

50 50 144 -

01 　　07463610100
　　財產孳息

50 50 82 -

01 　　　07463610101
　　　利息收入

50 50 82 - 本局50千元。
本局暨衛生所公庫存款利
息收入。 50千元

02 　　07463610500
　　廢舊物資售價

- - 62 -

01 　　　07463610501
　　　廢舊物資售價

- - 62 -

06 08000000000
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13,548 12,343 15,313 1,205

002 　08463610000
　彰化縣衛生局

13,548 12,343 15,313 1,205

01 　　08463610200
　　非營業特種基金
　　賸餘繳庫

13,548 12,343 15,313 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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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衛生局

中華民國109年度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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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　　　　　　 　目
說明

01 　　　08463610201
　　　賸餘繳庫

13,548 12,343 15,313 1,205 本局13,548千元。
基金累積賸餘解繳公庫。
13,548千元

07 09000000000
補助及協助收入

1,974,883 2,142,101 1,259,997 -167,218

007 　09463610000
　彰化縣衛生局

1,974,883 2,142,101 1,259,997 -167,218

01 　　0946361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
　　入

1,974,883 2,142,101 1,259,997 -167,218

01 　　　09463610102
　　　計畫型補助收
　　　入

1,974,883 2,142,101 1,259,997 -167,218 本局1,974,883千元。

辦理傳染病防治計畫補助
款(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108年5月20日疾管企字第
1080100634號函)。 3,918.5
千元

辦理長照十年計畫2.0-照顧
管理中心計畫補助款(衛生
福利部108年6月10日衛部
顧字第1081961517號函)。
52,665.546千元

辦理109年度前瞻基礎建設
計畫-食品安全建設-強化衛
生單位食安稽查及檢驗量
能計畫補助款(衛生福利部
食品藥物管理署108年7月
19日FDA品字第
1081103817號函)。 9,390千
元
辦理108年度家庭照顧者支
持服務創新型計畫補助款
(衛生福利部108年1月14日
衛部顧字第1071962724號
函，彰化縣議會108年3月
22日彰會議字第
1080000601號函，108年墊
付034號)。 7,760千元

辦理107年獎助布建長照住
宿式服務資源試辦計畫補
助款(衛生福利部108年2月
18日衛部顧字第
1081960334A號函，彰化縣
議會108年3月28日彰會議
字第1080000642號函，108
年墊付042號)。 7,298千元

辦理108年度失智照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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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衛生局

中華民國109年度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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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　　　　　　 　目
說明

計畫補助款(衛生福利部108
年4月2日衛部顧字第
1081960851號函，彰化縣
議會108年6月19日彰會議
字第1080001217號函，108
年墊付068號)。 65,848千元

辦理108年度長期照顧十年
計畫2.0-中低收入失能老人
機構公費安置費(衛生福利
部社會及家庭署108年3月
26日社家老字第
1080800177號函，彰化縣
議會108年4月23日彰會議
字第1080000861號函，108
墊付049號)。 432千元

辦理108年度發光二極體先
進照明推廣補助計畫補助
款(經濟部能源局108年5月
22日能技字第10805007560
號函，彰化縣議會108年7
月31日彰會議字第
1080001471號函，108年墊
付097號)。 2,500千元

辦理107年菸害防制工作計
畫補助款(衛生福利部國民
健康署107年4月25日國健
企字第1071400339號函，
彰化縣議會107年8月30日
彰會議字第1070001772號
函，107年墊付189號)。
1,911千元

辦理107年度衛生保健工作
計畫補助款(衛生福利部國
民健康署107年4月25日國
健企字第1071400339號
函，彰化縣議會107年8月
30日彰會議字第
1070001772號函，107年墊
付189號)。 624千元

辦理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
點並辦理c級巷弄長照站整
合計畫補助款(衛生福利部
社會及家庭署108年4月18
日社家老字第1080006138
號函，彰化縣議會108年7
月31日彰會議字第
1080001471號函，108年墊
付096號)。 128,681千元

辦理老人福利機構資源整
合型計畫補助款(衛生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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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衛生局

中華民國109年度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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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　　　　　　 　目
說明

部社會及家庭署108年4月
10日社家老字第
1080800222號函，彰化縣
議會108年7月31日彰會議
字第1080001471號函，108
年墊付114號)。 1,543千元

辦理108強化社會安全網計
畫-心理衛生社工108年執
行風險工作補助款(衛生福
利部108年7月11日衛部顧
字第1081761758號函，彰
化縣議會108年8月29日彰
會議字第1080001666號
函，108年墊付139號)。
70.4千元
辦理109年度既有公有建築
節能改善計畫補助款(內政
部108年7月26日台內建研
字第10808507381號函)。
6,101千元

辦理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
補助加害人合併精神疾病
服務及加害處遇協調服務
補助款(衛生福利部108年8
月8日衛部會字第
1082460433號函)。 9,052千
元

辦理建立優質之緊急醫療
救護體系計畫補助款(衛生
福利部108年8月8日衛部會
字第1082460433號函)。
1,050千元

辦理整合型心理健康促
進、精神疾病防治及特殊
族群處遇工作計畫補助款
(衛生福利部108年8月8日衛
部會字第1082460433號
函)。 9,000千元

辦理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工
作暨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
藥癮者處遇計畫補助款(衛
生福利部108年8月8日衛部
會字第1082460433號函)。
13,048千元

辦理109年度公益彩券回饋
金排除就醫障礙計畫補助
款(衛生福利部108年8月20
日衛部保字第1080128910
號函)。 2,47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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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衛生局

中華民國109年度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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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　　　　　　 　目
說明

辦理加強監控食品、藥
物、化粧品違規廣告計畫
補助款(衛生福利部食品藥
物管理署108年8月5日FDA
企字第1081202569L號
函)。 401千元

辦理109年度菸害防制工作
計畫補助款(衛生福利部國
民健康署108年7月30日國
健企字第1081400599號
函)。 10,186千元

辦理109年度衛生保健工作
計畫補助款(衛生福利部國
民健康署108年7月30日國
健企字第1081400599號
函)。 8,134.9千元

辦理109年度癌症篩檢人力
計畫補助款(衛生福利部國
民健康署108年7月30日國
健企字第1081400599號
函)。 2,692千元

辦理107年獎助布建長照住
宿式服務資源試辦計畫補
助款(衛生福利部108年2月
18日衛部顧字第
1081960334A號函)。
10,818千元

辦理109年度家庭照顧者支
持性服務創新型計畫補助
款(衛生福利部108年8月8日
衛部顧字第1081962210號
函)。 11,300千元

辦理109年度失智照護服務
計畫補助款(衛生福利部108
年8月8日衛部顧字第
1081962210號函)。 58,116
千元

辦理辦理109年度長照照顧
十年計畫2.0-資源布建、長
照服務給付及支付補助款
(衛生福利部108年8月8日衛
部顧字第1081962210號
函)。 1,404,924千元

辦理提升老人福利機構服
務量能整合計畫老人福利
機構資源整合型計畫補助
款(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
署108年8月13日社家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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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衛生局

中華民國109年度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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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　　　　　　 　目
說明

第1080800499號函)。
15,000千元

辦理109年中低收入失能老
人機構公費安置費用補助
款(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
署108年8月13日社家老字
第1080800499號函)。 4,368
千元

辦理獎勵私立小型老人及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改善公
共安全設施設備計畫補助
款(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
署108年8月13日社家老字
第1080800499號函)。
33,300千元

辦理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
點並辦理C級巷弄長照站整
合計畫補助款(衛生福利部
社會及家庭署108年7月31
日社家老字第1080800463
號函)。 70,980千元

辦理失能身心障礙者特殊
需求服務資源加值計畫補
助款(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
庭署108年8月7日社家障字
第1080701151號函)。 4,300
千元

辦理預防及延緩失能整合
計畫補助款(衛生福利部國
民健康署108年8月13日國
健社字第1080201194號
函)。 17,000千元

配合預算編列至千元，增
列進位數。 0.654千元

08 10000000000
捐獻及贈與收入

- 300 - -300

003 　10463610000
　彰化縣衛生局

- 300 - -300

01 　　10463610100
　　捐獻收入

- 300 - -300

01 　　　10463610101
　　　一般捐獻

- 300 - -300

09 12000000000
其他收入

- - 7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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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衛生局

中華民國109年度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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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　　　　　　 　目
說明

022 　12463610000
　彰化縣衛生局

- - 772 -

01 　　12463610200
　　雜項收入

- - 772 -

01 　　　12463610201
　　　收回以前年度
　　　歲出

- - 27 -

02 　　　12463610210
　　　其他雜項收入

- - 7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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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衛生局

中華民國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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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00460000000
衛生局主管

2,638,008 2,819,472 1,362,114 -181,464

001 　00463610000
　彰化縣衛生局

2,638,008 2,819,472 1,362,114 -181,464

01 　　65463610100
　　一般行政

153,916 155,160 138,414 -1,244

01 　　　65463610101
　　　行政管理

153,916 155,160 138,414 -1,244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45,662千元
　　業務費8,164千元
　　獎補助費9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244千元
　　減列 人事費818千元
　　減列 業務費426千元

02 　　65463614300
　　衛生業務

2,064,515 2,042,127 936,787 22,388

01 　　　65463614301
　　　醫政管理

57,849 69,240 30,618 -11,391 一、本科目包括醫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2,980千元
　　業務費38,979千元
　　獎補助費5,89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1,391千元
　　減列 人事費4,708千元
　　減列 業務費2,338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4,345千元

02 　　　65463614302
　　　藥物藥商管理

2,322 3,150 14,584 -828 一、本科目包括藥物藥商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1千元
　　業務費2,251千元
　　獎補助費5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828千元
　　減列 業務費678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150千元

03 　　　65463614303
　　　食品衛生管理

9,774 10,618 5,576 -844 一、本科目包括食品衛生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42千元
　　業務費9,572千元
　　獎補助費6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844千元
　　減列 業務費821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23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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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衛生局

中華民國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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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463614304
　　　公共衛生護理
　　　與保健

51,171 35,162 49,242 16,009 一、本科目包括公共衛生護理與保
健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41千元
　　業務費46,230千元
　　獎補助費4,70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6,009千元
　　增列 人事費1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11,209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4,700千元

05 　　　65463614306
　　　公共衛生檢驗

15,022 13,979 10,252 1,043 一、本科目包括公共衛生檢驗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0千元
　　業務費15,002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043千元
　　增列 業務費1,043千元

06 　　　65463614307
　　　衛生企劃

16,651 11,139 9,266 5,512 一、本科目包括衛生企劃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61千元
　　業務費16,59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5,512千元
　　增列 業務費5,512千元

07 　　　65463614309
　　　衛生稽查

17,110 16,570 12,393 540 一、本科目包括衛生稽查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46千元
　　業務費16,874千元
　　獎補助費9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540千元
　　增列 業務費750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210千元

08 　　　65463614310
　　　疾病管制

43,171 72,823 102,616 -29,652 一、本科目包括疾病管制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31千元
　　業務費42,948千元
　　獎補助費192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29,652千元
　　減列 業務費29,642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10千元

09 　　　65463614311
　　　長期照護

1,851,445 1,809,446 702,240 41,999 一、本科目包括長期照護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30千元
　　業務費90,198千元
　　獎補助費1,761,217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41,999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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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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列 人事費15千元
　　增列 業務費23,387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8,597千元

03 　　65463614400
　　衛生所業務

270,384 269,879 255,134 505

01 　　　65463614401
　　　行政管理

266,810 266,305 251,718 505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60,968千元
　　業務費5,692千元
　　獎補助費15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505千元
　　增列 人事費505千元
　　增列 業務費12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12千元

02 　　　65463614402
　　　公共衛生業務

3,574 3,574 3,416 - 一、本科目包括公共衛生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業務費3,574千元

04 　　6546361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49,193 352,306 31,779 -203,113

01 　　　65463619020
　　　各項設備

149,193 352,306 31,779 -203,113 一、本科目包括各項設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設備及投資36,936千元
　　獎補助費112,257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203,113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188,909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14,204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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