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媒體類型 宣導期程

南投縣政府消防局 網路媒體

1.

2.

3. 媒體類型包含：電視媒體、廣播媒體、網路媒體、平面媒體及其他等，同一宣導項目可能包含多種媒體類型、不同期程及預算來源等

4.

5. 本表查填範圍含公務預算及基金預算，預算來源請查填公務預算或基金預算。

6. 預算科目部分：

7.

8.

南投縣政府消防局111年1月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之預算執行情形表

機關/單位名稱 宣導項目、標題及內容 執行單位
(科別)

強化本局網頁宣導活動
事項/防災教育有獎徵

答活動
111.1.1-111.12.31(預計4次)

預防科、搶救科、救護科
、火調科、訓練科、災管
科、指揮科及總務科

填表說明：

本表係「月報」，由各機關(單位)專責人員按月填報並於次月10日前上傳至「政策宣導預算執行專區」，無執行亦應填報「無」

並上傳。(舉例：6月份月報應於7月10日前將執行情形表上傳至專區)

本表係依預算法第62條之1規範，凡動支政府預算辦理之政策宣導為填表範圍；負責之專責人員如有異動應確實交接，以確保依規辦理。

宣導期程部分，請依委託製播宣導之涵蓋期程，並針對季內刊登(播出)時間或次數填列，如110.10.1-110.12.31(涵蓋期程)；110.10.1、110.12.1(播出時間)或2次(刊登次數)。

(1)總預算及政事型特種基金(地方教育發展基金、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環境保護基金)填至工作計畫；

(2)營業型(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及業權型(公共造產基金、市地重劃基金、平均地權基金、醫療作業基金、資源開發基金)基金填至

   損益表（收支餘絀表）3級科目（xx成本或xx費用）。

相關查填內容及方式可參考中央公告範例：https://ebas1.ebas.gov.tw/address/gbacommercialoutput.asp

電子檔請寄至電子信箱：ling1006@nantou.gov.tw ，俾利彙整。



預算來源 預算科目 執行金額 備註

 公務預算  98,500 

媒體類型包含：電視媒體、廣播媒體、網路媒體、平面媒體及其他等，同一宣導項目可能包含多種媒體類型、不同期程及預算來源等

1月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之預算執行情形表
單位：元

一般行政/消防業務-大
隊業務/災害預防/災害
搶救/緊急救護/火災調
查/教育訓練/災害管理/

救災救護

至「政策宣導預算執行專區」，無執行亦應填報「無」

規範，凡動支政府預算辦理之政策宣導為填表範圍；負責之專責人員如有異動應確實交接，以確保依規辦理。

時間或次數填列，如110.10.1-110.12.31(涵蓋期程)；110.10.1、110.12.1(播出時間)或2次(刊登次數)。

地方教育發展基金、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環境保護基金)填至工作計畫；

公共造產基金、市地重劃基金、平均地權基金、醫療作業基金、資源開發基金)基金填至

https://ebas1.ebas.gov.tw/address/gbacommercialoutput.asp



媒體類型 宣導期程

南投縣政府消防局 其他 111.1.5

1.

2.

3. 媒體類型包含：電視媒體、廣播媒體、網路媒體、平面媒體及其他等，同一宣導項目可能包含多種媒體類型、不同期程及預算來源等

4.

5. 本表查填範圍含公務預算及基金預算，預算來源請查填公務預算或基金預算。

6. 預算科目部分：

7.

8.

南投縣政府消防局111年2月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之預算執行情形表

機關/單位名稱 宣導項目、標題及內容 執行單位
(科別)

第三大隊辦理111年119
擴大防火宣導暨大量偒

病患演習
搶救科/救護科

填表說明：

本表係「月報」，由各機關(單位)專責人員按月填報並於次月10日前上傳至「政策宣導預算執行專區」，無執行亦應填報「無」

並上傳。(舉例：6月份月報應於7月10日前將執行情形表上傳至專區)

本表係依預算法第62條之1規範，凡動支政府預算辦理之政策宣導為填表範圍；負責之專責人員如有異動應確實交接，以確保依規辦理。

宣導期程部分，請依委託製播宣導之涵蓋期程，並針對季內刊登(播出)時間或次數填列，如110.10.1-110.12.31(涵蓋期程)；110.10.1、110.12.1(播出時間)或2次(刊登次數)。

(1)總預算及政事型特種基金(地方教育發展基金、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環境保護基金)填至工作計畫；

(2)營業型(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及業權型(公共造產基金、市地重劃基金、平均地權基金、醫療作業基金、資源開發基金)基金填至

   損益表（收支餘絀表）3級科目（xx成本或xx費用）。

相關查填內容及方式可參考中央公告範例：https://ebas1.ebas.gov.tw/address/gbacommercialoutput.asp

電子檔請寄至電子信箱：ling1006@nantou.gov.tw ，俾利彙整。



預算來源 預算科目 執行金額 備註

公務預算  210,000 開放民眾參觀演習及設攤宣導

媒體類型包含：電視媒體、廣播媒體、網路媒體、平面媒體及其他等，同一宣導項目可能包含多種媒體類型、不同期程及預算來源等

2月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之預算執行情形表
單位：元

消防業務-災害
搶救/緊急救護

至「政策宣導預算執行專區」，無執行亦應填報「無」

規範，凡動支政府預算辦理之政策宣導為填表範圍；負責之專責人員如有異動應確實交接，以確保依規辦理。

時間或次數填列，如110.10.1-110.12.31(涵蓋期程)；110.10.1、110.12.1(播出時間)或2次(刊登次數)。

地方教育發展基金、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環境保護基金)填至工作計畫；

公共造產基金、市地重劃基金、平均地權基金、醫療作業基金、資源開發基金)基金填至

https://ebas1.ebas.gov.tw/address/gbacommercialoutput.asp



媒體類型 宣導期程

南投縣政府消防局 其他 預防科

南投縣政府消防局 其他 111.3.22-4.5 預防科

南投縣政府消防局 其他 111.3.1-12.31 火調科

1.

2.

3. 媒體類型包含：電視媒體、廣播媒體、網路媒體、平面媒體及其他等，同一宣導項目可能包含多種媒體類型、不同期程及預算來源等

4.

5. 本表查填範圍含公務預算及基金預算，預算來源請查填公務預算或基金預算。

6. 預算科目部分：

7.

8.

南投縣政府消防局111年3月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之預算執行情形表

機關/單位名稱 宣導項目、標題及內容 執行單位
(科別)

111年119擴大防火宣導
工作/各分隊到學校或

遊街宣導
111.1.3-1.7、1.19、1.30-2.16

111年防火宣導/清明期
間至墓地宣導

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宣導
/海報張貼

填表說明：

本表係「月報」，由各機關(單位)專責人員按月填報並於次月10日前上傳至「政策宣導預算執行專區」，無執行亦應填報「無」

並上傳。(舉例：6月份月報應於7月10日前將執行情形表上傳至專區)

本表係依預算法第62條之1規範，凡動支政府預算辦理之政策宣導為填表範圍；負責之專責人員如有異動應確實交接，以確保依規辦理。

宣導期程部分，請依委託製播宣導之涵蓋期程，並針對季內刊登(播出)時間或次數填列，如110.10.1-110.12.31(涵蓋期程)；110.10.1、110.12.1(播出時間)或2次(刊登次數)。

(1)總預算及政事型特種基金(地方教育發展基金、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環境保護基金)填至工作計畫；

(2)營業型(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及業權型(公共造產基金、市地重劃基金、平均地權基金、醫療作業基金、資源開發基金)基金填至

   損益表（收支餘絀表）3級科目（xx成本或xx費用）。

相關查填內容及方式可參考中央公告範例：https://ebas1.ebas.gov.tw/address/gbacommercialoutput.asp

電子檔請寄至電子信箱：ling1006@nantou.gov.tw ，俾利彙整。



預算來源 預算科目 執行金額 備註

公務預算  74,998 

公務預算  69,680 

公務預算  3,250 

媒體類型包含：電視媒體、廣播媒體、網路媒體、平面媒體及其他等，同一宣導項目可能包含多種媒體類型、不同期程及預算來源等

3月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之預算執行情形表
單位：元

消防業務-災害
預防

消防業務-災害
預防

宣導品-小水桶

消防業務-火災
調查

至「政策宣導預算執行專區」，無執行亦應填報「無」

規範，凡動支政府預算辦理之政策宣導為填表範圍；負責之專責人員如有異動應確實交接，以確保依規辦理。

時間或次數填列，如110.10.1-110.12.31(涵蓋期程)；110.10.1、110.12.1(播出時間)或2次(刊登次數)。

地方教育發展基金、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環境保護基金)填至工作計畫；

公共造產基金、市地重劃基金、平均地權基金、醫療作業基金、資源開發基金)基金填至

https://ebas1.ebas.gov.tw/address/gbacommercialoutput.asp



媒體類型 宣導期程 預算來源 預算科目 執行金額 備註

南投縣政府消防局 網路媒體  公務預算  98,500 消防局網頁

南投縣政府消防局 其他 111.1.5 公務預算  210,000 開放民眾參觀演習及設攤宣導

南投縣政府消防局 其他 預防科 公務預算  74,998 宣導品、紅布條、海報等

南投縣政府消防局 其他 111.3.22-4.5 預防科 公務預算  69,680 

南投縣政府消防局 其他 111.3.1-12.31 火調科 公務預算  3,250 

填表人：

南投縣政府消防局111年第1季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之預算執行情形表

( 1月至3月)
單位：元

機關/單位名稱 宣導項目、標題及內
容

執行單位
(科別)

強化本局網頁宣導活
動事項/防災教育有

獎徵答活動
111.1.1-111.12.31(預計4次)

預防科、搶救科、救護
科、火調科、訓練科、
災管科、指揮科及總務

科

一般行政-大
隊業務
消防業務-災
害預防/災害
搶救/緊急救
護/火災調查
/教育訓練/
災害管理/救
災救護

第三大隊辦理111年
119擴大防火宣導暨
大量偒病患演習

搶救科/救護科
消防業務-災
害搶救/緊急

救護

111年119擴大防火宣
導工作/各分隊到學
校或遊街宣導

111.1.3-1.7、1.19、1.30-2.16
消防業務-災
害預防

111年防火宣導/清明
期間至墓地宣導

消防業務-災
害預防 宣導品-小水桶

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宣
導/海報張貼

消防業務-火
災調查

機關/單位首長：



1.

2.

3.

4.

5. 本表查填範圍含公務預算及基金預算，預算來源請查填公務預算或基金預算。

6. 預算科目部分：

7.

8.

填表說明：

本表係「季報」，由各機關(單位)專責人員按季填報並於當季結束後之次月15日前報送本府主計處彙辦後函報縣議會備查

，無執行亦應填報「無」並報送，電子檔請寄至電子信箱：ling1006@nantou.gov.tw俾利彙整。

(舉例：第2季為4-6月，應於7月15日前將執行情形表報本府主計處彙辦)

本表係依預算法第62條之1規範，凡動支政府預算辦理之政策宣導為填表範圍；負責之專責人員如有異動應確實交接，以確保依規辦理。

媒體類型(含包含：電視媒體、廣播媒體、網路媒體、平面媒體及其他等，同一宣導項目可能包含多種媒體類型、不同期程及預算來源等

宣導期程部分，請依委託製播宣導之涵蓋期程，並針對季內刊登(播出)時間或次數填列，如110.10.1-110.12.31(涵蓋期程)；110.10.1、110.12.1(播出時間)或2次(刊登次數)。

(1)總預算及政事型特種基金(地方教育發展基金、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環境保護基金)填至工作計畫；

(2)營業型(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及業權型(公共造產基金、市地重劃基金、平均地權基金、醫療作業基金、資源開發基金)基金填至

   損益表（收支餘絀表）3級科目（xx成本或xx費用）。

相關查填內容及方式可參考中央公告範例：https://ebas1.ebas.gov.tw/address/gbacommercialoutput.asp

電子檔請寄至電子信箱：ling1006@nantou.gov.tw ，俾利彙整。



媒體類型 宣導期程

南投縣政府消防局 無

1.

2.

3. 媒體類型包含：電視媒體、廣播媒體、網路媒體、平面媒體及其他等，同一宣導項目可能包含多種媒體類型、不同期程及預算來源等

4.

5. 本表查填範圍含公務預算及基金預算，預算來源請查填公務預算或基金預算。

6. 預算科目部分：

7.

8.

南投縣政府消防局111年4月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之預算執行情形表

機關/單位名稱 宣導項目、標題及內容 執行單位
(科別)

填表說明：

本表係「月報」，由各機關(單位)專責人員按月填報並於次月10日前上傳至「政策宣導預算執行專區」，無執行亦應填報「無」

並上傳。(舉例：6月份月報應於7月10日前將執行情形表上傳至專區)

本表係依預算法第62條之1規範，凡動支政府預算辦理之政策宣導為填表範圍；負責之專責人員如有異動應確實交接，以確保依規辦理。

宣導期程部分，請依委託製播宣導之涵蓋期程，並針對季內刊登(播出)時間或次數填列，如110.10.1-110.12.31(涵蓋期程)；110.10.1、110.12.1(播出時間)或2次(刊登次數)。

(1)總預算及政事型特種基金(地方教育發展基金、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環境保護基金)填至工作計畫；

(2)營業型(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及業權型(公共造產基金、市地重劃基金、平均地權基金、醫療作業基金、資源開發基金)基金填至

   損益表（收支餘絀表）3級科目（xx成本或xx費用）。

相關查填內容及方式可參考中央公告範例：https://ebas1.ebas.gov.tw/address/gbacommercialoutput.asp

電子檔請寄至電子信箱：ling1006@nantou.gov.tw ，俾利彙整。



預算來源 預算科目 執行金額 備註

媒體類型包含：電視媒體、廣播媒體、網路媒體、平面媒體及其他等，同一宣導項目可能包含多種媒體類型、不同期程及預算來源等

4月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之預算執行情形表
單位：元

至「政策宣導預算執行專區」，無執行亦應填報「無」

規範，凡動支政府預算辦理之政策宣導為填表範圍；負責之專責人員如有異動應確實交接，以確保依規辦理。

時間或次數填列，如110.10.1-110.12.31(涵蓋期程)；110.10.1、110.12.1(播出時間)或2次(刊登次數)。

地方教育發展基金、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環境保護基金)填至工作計畫；

公共造產基金、市地重劃基金、平均地權基金、醫療作業基金、資源開發基金)基金填至

https://ebas1.ebas.gov.tw/address/gbacommercialoutput.asp



媒體類型 宣導期程

南投縣政府消防局

災害防救演習 其他 111/4/18 災管科

其他 110/12~111/4 預防科

1.

2.

3. 媒體類型包含：電視媒體、廣播媒體、網路媒體、平面媒體及其他等，同一宣導項目可能包含多種媒體類型、不同期程及預算來源等

4.

5. 本表查填範圍含公務預算及基金預算，預算來源請查填公務預算或基金預算。

6. 預算科目部分：

7.

8.

南投縣政府消防局111年5月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之預算執行情形表

機關/單位名稱 宣導項目、標題及內容 執行單位
(科別)

南投縣111年度防火宣
導教育/壁報、書法比

賽

填表說明：

本表係「月報」，由各機關(單位)專責人員按月填報並於次月10日前上傳至「政策宣導預算執行專區」，無執行亦應填報「無」

並上傳。(舉例：6月份月報應於7月10日前將執行情形表上傳至專區)

本表係依預算法第62條之1規範，凡動支政府預算辦理之政策宣導為填表範圍；負責之專責人員如有異動應確實交接，以確保依規辦理。

宣導期程部分，請依委託製播宣導之涵蓋期程，並針對季內刊登(播出)時間或次數填列，如110.10.1-110.12.31(涵蓋期程)；110.10.1、110.12.1(播出時間)或2次(刊登次數)。

(1)總預算及政事型特種基金(地方教育發展基金、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環境保護基金)填至工作計畫；

(2)營業型(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及業權型(公共造產基金、市地重劃基金、平均地權基金、醫療作業基金、資源開發基金)基金填至

   損益表（收支餘絀表）3級科目（xx成本或xx費用）。

相關查填內容及方式可參考中央公告範例：https://ebas1.ebas.gov.tw/address/gbacommercialoutput.asp

電子檔請寄至電子信箱：ling1006@nantou.gov.tw ，俾利彙整。



預算來源 預算科目 執行金額 備註

公務預算 災害管理  75,000 

公務預算 災害預防  13,000 壁報、書法比賽評審出席費及獲獎禮卷

媒體類型包含：電視媒體、廣播媒體、網路媒體、平面媒體及其他等，同一宣導項目可能包含多種媒體類型、不同期程及預算來源等

5月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之預算執行情形表
單位：元

宣導品(車杯架)

至「政策宣導預算執行專區」，無執行亦應填報「無」

規範，凡動支政府預算辦理之政策宣導為填表範圍；負責之專責人員如有異動應確實交接，以確保依規辦理。

時間或次數填列，如110.10.1-110.12.31(涵蓋期程)；110.10.1、110.12.1(播出時間)或2次(刊登次數)。

地方教育發展基金、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環境保護基金)填至工作計畫；

公共造產基金、市地重劃基金、平均地權基金、醫療作業基金、資源開發基金)基金填至

https://ebas1.ebas.gov.tw/address/gbacommercialoutput.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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