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位：新臺幣元

補助政府機關 小計 2,768,582

桃園市政府
辦理108年勞工育樂中心消防安全

設施維護及設備汰舊換新
勞動福祉退休業務 87,150                     

臺中市政府
辦理108年勞工育樂中心消防安全

設施維護及設備汰舊換新
勞動福祉退休業務 49,375                     

屏東縣政府
辦理108年勞工育樂中心消防安全

設施維護及設備汰舊換新
勞動福祉退休業務 155,680                   

高雄市政府
辦理108年勞工育樂中心消防安全

設施維護及設備汰舊換新
勞動福祉退休業務 205,866                   

臺南市政府
辦理108年勞工育樂中心消防安全

設施維護及設備汰舊換新
勞動福祉退休業務 184,165                   

新北市政府
辦理108年勞工育樂中心消防安全

設施維護及設備汰舊換新
勞動福祉退休業務 177,538                   

嘉義市政府
辦理108年勞工育樂中心消防安全

設施維護及設備汰舊換新
勞動福祉退休業務 116,400                   

澎湖縣政府
辦理108年勞工育樂中心消防安全

設施維護及設備汰舊換新
勞動福祉退休業務 292,908                   

勞動部108年度對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計畫型補助情形表

(單位預算)

受補助單位名稱 補助計畫名稱 列支科目名稱  補助金額

附表1

設施維護及設備汰舊換新

宜蘭縣政府
辦理108年勞工育樂中心消防安全

設施維護及設備汰舊換新
勞動福祉退休業務 67,200                     

基隆市政府
辦理108年勞工育樂中心消防安全

設施維護及設備汰舊換新
勞動福祉退休業務 132,330                   

新竹市政府
辦理108年勞工育樂中心消防安全

設施維護及設備汰舊換新
勞動福祉退休業務 337,833                   

臺北市政府
補助辦理108年度勞工服務中心志

工輪值誤餐費或交通津貼
勞動福祉退休業務 60,000                     

臺中市政府
補助辦理108年度勞工服務中心志

工輪值誤餐費或交通津貼
勞動福祉退休業務 72,000                     

桃園市政府
補助辦理108年度勞工服務中心志

工輪值誤餐費或交通津貼
勞動福祉退休業務 36,000                     

臺南市政府
補助辦理108年度勞工服務中心志

工輪值誤餐費或交通津貼
勞動福祉退休業務 48,000                     

新北市政府
補助辦理108年度勞工服務中心志

工輪值誤餐費或交通津貼
勞動福祉退休業務 75,000                     

高雄市政府
補助辦理108年度勞工服務中心志

工輪值誤餐費或交通津貼
勞動福祉退休業務 72,000                     

嘉義縣政府
補助辦理108年度勞工服務中心志

工輪值誤餐費或交通津貼
勞動福祉退休業務 39,000                     

基隆市政府
補助辦理108年度勞工服務中心志

工輪值誤餐費或交通津貼
勞動福祉退休業務 10,800                     

屏東縣政府
補助辦理108年度勞工服務中心志

工輪值誤餐費或交通津貼
勞動福祉退休業務 45,000                     

嘉義市政府
補助辦理108年度勞工服務中心志

勞動福祉退休業務 15,000                     嘉義市政府
工輪值誤餐費或交通津貼

勞動福祉退休業務 15,000                     

第 1 頁，共 18 頁



受補助單位名稱 補助計畫名稱 列支科目名稱  補助金額

雲林縣政府
補助辦理108年度勞工服務中心志

工輪值誤餐費或交通津貼
勞動福祉退休業務 33,000                     

彰化縣政府
補助辦理108年度勞工服務中心志

工輪值誤餐費或交通津貼
勞動福祉退休業務 45,000                     

新竹市政府
補助辦理108年度勞工服務中心志

工輪值誤餐費或交通津貼
勞動福祉退休業務 18,000                     

苗栗縣政府
補助辦理108年度勞工服務中心志

工輪值誤餐費或交通津貼
勞動福祉退休業務 24,000                     

新竹市政府 辦理108年度勞動志工平安保險 勞動福祉退休業務 2,352                       

臺中市政府 辦理108年度勞動志工平安保險 勞動福祉退休業務 17,066                     

高雄市政府
辦理108年度勞動志願服務教育訓

練
勞動福祉退休業務 18,687                     

高雄市政府
辦理108年度勞動志願服務教育訓

練
勞動福祉退休業務 36,905                     

嘉義縣政府
辦理108年度勞動志願服務教育訓

練
勞動福祉退休業務 17,835                     

高雄市政府
辦理108年度勞動志願服務教育訓

練
勞動福祉退休業務 24,827                     

高雄市政府
辦理108年度勞動志願服務教育訓

練
勞動福祉退休業務 22,094                     

辦理108年度勞動志願服務教育訓
新北市政府

辦理108年度勞動志願服務教育訓

練
勞動福祉退休業務 50,000                     

臺南市政府
辦理108年度勞動志願服務教育訓

練
勞動福祉退休業務 56,000                     

彰化縣政府
辦理108年度勞動志願服務教育訓

練
勞動福祉退休業務 22,617                     

屏東縣政府
辦理108年度勞動志願服務教育訓

練
勞動福祉退休業務 31,000                     

宜蘭縣政府
辦理108年度勞動志願服務教育訓

練
勞動福祉退休業務 23,000                     

雲林縣政府
辦理108年度勞動志願服務教育訓

練
勞動福祉退休業務 31,954                     

基隆市政府
辦理108年度勞動志願服務教育訓

練
勞動福祉退休業務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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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補助政府機關 小計   2,916,689,680

小計   1,938,228,263

新北市政府 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促進國民就業等相關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170,694,388

臺北市政府 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促進國民就業等相關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106,525,720

桃園市政府 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促進國民就業等相關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112,951,685

臺中市政府 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促進國民就業等相關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126,209,025

臺南市政府 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促進國民就業等相關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81,302,561

高雄市政府 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促進國民就業等相關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123,348,602

宜蘭縣政府 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促進國民就業等相關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23,325,279

勞動部108年度對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計畫型補助情形表

(附屬單位預算―就業安定基金)

受補助單位名稱 補助計畫名稱 列支科目名稱  補助金額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附表2

新竹縣政府 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促進國民就業等相關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18,349,592

苗栗縣政府 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促進國民就業等相關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26,079,760

彰化縣政府 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促進國民就業等相關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69,696,086

南投縣政府 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促進國民就業等相關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23,020,511

雲林縣政府 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促進國民就業等相關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25,994,549

嘉義縣政府 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促進國民就業等相關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22,963,748

屏東縣政府 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促進國民就業等相關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34,335,999

臺東縣政府 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促進國民就業等相關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7,032,870

花蓮縣政府 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促進國民就業等相關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19,356,224

澎湖縣政府 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促進國民就業等相關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5,859,739

基隆市政府 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促進國民就業等相關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11,245,766

新竹市政府 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促進國民就業等相關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24,104,132

嘉義市政府 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促進國民就業等相關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12,997,459嘉義市政府 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促進國民就業等相關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12,997,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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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補助單位名稱 補助計畫名稱 列支科目名稱  補助金額

金門縣政府 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促進國民就業等相關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223,261

連江縣政府 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促進國民就業等相關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770,950

新北市政府 運用多元培訓模式辦理失業者及特定對象職業訓練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3,982,431

臺北市政府 運用多元培訓模式辦理失業者及特定對象職業訓練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7,843,484

桃園市政府 運用多元培訓模式辦理失業者及特定對象職業訓練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7,686,697

臺中市政府 運用多元培訓模式辦理失業者及特定對象職業訓練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8,477,985

臺南市政府 運用多元培訓模式辦理失業者及特定對象職業訓練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13,636,768

高雄市政府 運用多元培訓模式辦理失業者及特定對象職業訓練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15,200,445

宜蘭縣政府 運用多元培訓模式辦理失業者及特定對象職業訓練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2,474,227

新竹縣政府 運用多元培訓模式辦理失業者及特定對象職業訓練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2,983,349

苗栗縣政府 運用多元培訓模式辦理失業者及特定對象職業訓練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3,327,704

彰化縣政府 運用多元培訓模式辦理失業者及特定對象職業訓練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8,261,915

南投縣政府 運用多元培訓模式辦理失業者及特定對象職業訓練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4,763,809

雲林縣政府 運用多元培訓模式辦理失業者及特定對象職業訓練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3,084,818

嘉義縣政府 運用多元培訓模式辦理失業者及特定對象職業訓練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3,540,998

屏東縣政府 運用多元培訓模式辦理失業者及特定對象職業訓練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7,590,013

臺東縣政府 運用多元培訓模式辦理失業者及特定對象職業訓練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1,626,987

花蓮縣政府 運用多元培訓模式辦理失業者及特定對象職業訓練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2,619,353

基隆市政府 運用多元培訓模式辦理失業者及特定對象職業訓練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1,237,245

新竹市政府 運用多元培訓模式辦理失業者及特定對象職業訓練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2,880,602

嘉義市政府 運用多元培訓模式辦理失業者及特定對象職業訓練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3,675,470

新北市政府 推動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62,607,825

臺北市政府 推動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72,474,064

桃園市政府 推動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14,923,523

臺中市政府 推動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18,197,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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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補助單位名稱 補助計畫名稱 列支科目名稱  補助金額

臺南市政府 推動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11,043,791

高雄市政府 推動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29,229,243

宜蘭縣政府 推動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6,437,435

新竹縣政府 推動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2,862,793

苗栗縣政府 推動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1,860,795

彰化縣政府 推動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13,870,728

南投縣政府 推動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3,799,772

雲林縣政府 推動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9,652,141

嘉義縣政府 推動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6,481,194

屏東縣政府 推動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5,123,792

臺東縣政府 推動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5,783,781

花蓮縣政府 推動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6,384,553

澎湖縣政府 推動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3,483,831

基隆市政府 推動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3,058,002

新竹市政府 推動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3,542,673

嘉義市政府 推動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7,360,355

金門縣政府 推動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3,251,847

新北市政府 推動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服務管理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10,841,638

臺北市政府 推動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服務管理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5,808,080

桃園市政府 推動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服務管理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5,726,143

臺中市政府 推動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服務管理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7,267,141

臺南市政府 推動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服務管理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8,251,750

高雄市政府 推動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服務管理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11,987,983

宜蘭縣政府 推動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服務管理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3,287,409

新竹縣政府 推動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服務管理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1,673,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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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補助單位名稱 補助計畫名稱 列支科目名稱  補助金額

苗栗縣政府 推動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服務管理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1,696,417

彰化縣政府 推動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服務管理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5,783,341

南投縣政府 推動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服務管理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1,537,360

雲林縣政府 推動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服務管理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2,678,685

嘉義縣政府 推動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服務管理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3,775,154

屏東縣政府 推動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服務管理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4,081,979

臺東縣政府 推動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服務管理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2,256,343

花蓮縣政府 推動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服務管理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2,662,011

澎湖縣政府 推動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服務管理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1,675,114

基隆市政府 推動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服務管理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2,413,543

新竹市政府 推動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服務管理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661,086

嘉義市政府 推動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服務管理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1,760,081

金門縣政府 推動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服務管理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1,262,650

連江縣政府 推動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服務管理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785,056

新北市政府
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辦理促進特定對象及就業弱勢者就

業促進相關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436,021

桃園市政府
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辦理促進特定對象及就業弱勢者就

業促進相關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359,674

臺中市政府
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辦理促進特定對象及就業弱勢者就

業促進相關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349,931

臺南市政府
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辦理促進特定對象及就業弱勢者就

業促進相關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1,647,430

高雄市政府
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辦理促進特定對象及就業弱勢者就

業促進相關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277,659

宜蘭縣政府
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辦理促進特定對象及就業弱勢者就

業促進相關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51,979

新竹縣政府
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辦理促進特定對象及就業弱勢者就

業促進相關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162,389

苗栗縣政府
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辦理促進特定對象及就業弱勢者就

業促進相關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390,398

彰化縣政府
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辦理促進特定對象及就業弱勢者就

業促進相關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377,474

屏東縣政府
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辦理促進特定對象及就業弱勢者就

業促進相關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42,006

臺東縣政府
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辦理促進特定對象及就業弱勢者就

業促進相關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55,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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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政府
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辦理促進特定對象及就業弱勢者就

業促進相關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217,200

澎湖縣政府
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辦理促進特定對象及就業弱勢者就

業促進相關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67,406

基隆市政府
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辦理促進特定對象及就業弱勢者就

業促進相關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74,596

新竹市政府
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辦理促進特定對象及就業弱勢者就

業促進相關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127,135

嘉義市政府
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辦理促進特定對象及就業弱勢者就

業促進相關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920,590

新北市政府 統籌分配直轄市、縣市政府身心障礙就業基金預算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21,414,400

臺北市政府 統籌分配直轄市、縣市政府身心障礙就業基金預算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19,746,000

桃園市政府 統籌分配直轄市、縣市政府身心障礙就業基金預算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12,797,300

臺中市政府 統籌分配直轄市、縣市政府身心障礙就業基金預算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17,105,900

臺南市政府 統籌分配直轄市、縣市政府身心障礙就業基金預算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12,687,300

高雄市政府 統籌分配直轄市、縣市政府身心障礙就業基金預算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17,967,600

宜蘭縣政府 統籌分配直轄市、縣市政府身心障礙就業基金預算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5,977,000

新竹縣政府 統籌分配直轄市、縣市政府身心障礙就業基金預算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4,876,900

苗栗縣政府 統籌分配直轄市、縣市政府身心障礙就業基金預算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5,812,000

彰化縣政府 統籌分配直轄市、縣市政府身心障礙就業基金預算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8,837,100

南投縣政府 統籌分配直轄市、縣市政府身心障礙就業基金預算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6,600,300

雲林縣政府 統籌分配直轄市、縣市政府身心障礙就業基金預算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6,728,700

嘉義縣政府 統籌分配直轄市、縣市政府身心障礙就業基金預算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5,958,600

屏東縣政府 統籌分配直轄市、縣市政府身心障礙就業基金預算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7,517,000

臺東縣政府 統籌分配直轄市、縣市政府身心障礙就業基金預算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4,473,600

花蓮縣政府 統籌分配直轄市、縣市政府身心障礙就業基金預算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6,252,000

澎湖縣政府 統籌分配直轄市、縣市政府身心障礙就業基金預算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2,548,500

基隆市政府 統籌分配直轄市、縣市政府身心障礙就業基金預算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3,923,500

新竹市政府 統籌分配直轄市、縣市政府身心障礙就業基金預算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4,656,900

嘉義市政府 統籌分配直轄市、縣市政府身心障礙就業基金預算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3,30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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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政府 統籌分配直轄市、縣市政府身心障礙就業基金預算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2,530,100

連江縣政府 統籌分配直轄市、縣市政府身心障礙就業基金預算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1,631,700

新北市政府 身心障礙者進用暨就業協助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3,306,194

臺北市政府 身心障礙者進用暨就業協助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6,089,945

桃園市政府 身心障礙者進用暨就業協助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1,992,105

臺中市政府 身心障礙者進用暨就業協助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3,392,180

臺南市政府 身心障礙者進用暨就業協助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1,261,764

高雄市政府 身心障礙者進用暨就業協助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1,750,000

宜蘭縣政府 身心障礙者進用暨就業協助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427,172

新竹縣政府 身心障礙者進用暨就業協助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69,830

苗栗縣政府 身心障礙者進用暨就業協助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224,308

彰化縣政府 身心障礙者進用暨就業協助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1,536,739

南投縣政府 身心障礙者進用暨就業協助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374,893

雲林縣政府 身心障礙者進用暨就業協助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339,984

嘉義縣政府 身心障礙者進用暨就業協助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466,364

屏東縣政府 身心障礙者進用暨就業協助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720,000

臺東縣政府 身心障礙者進用暨就業協助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179,924

花蓮縣政府 身心障礙者進用暨就業協助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441,094

澎湖縣政府 身心障礙者進用暨就業協助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157,600

基隆市政府 身心障礙者進用暨就業協助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205,450

新竹市政府 身心障礙者進用暨就業協助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4,390

嘉義市政府 身心障礙者進用暨就業協助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169,704

金門縣政府 身心障礙者進用暨就業協助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4,800

連江縣政府 身心障礙者進用暨就業協助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4,697

新北市政府 促進特定對象暨弱勢者等就業服務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2,948,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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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促進特定對象暨弱勢者等就業服務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15,233,392

桃園市政府 促進特定對象暨弱勢者等就業服務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1,316,575

高雄市政府 促進特定對象暨弱勢者等就業服務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12,548,336

彰化縣政府 促進特定對象暨弱勢者等就業服務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78,400

臺北市政府 辦理特定對象就業促進津貼及相關僱用獎助津貼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20,751,251

高雄市政府 辦理特定對象就業促進津貼及相關僱用獎助津貼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21,472,661

新北市政府 辦理僱用及就業獎助業務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130,000

臺北市政府 辦理僱用及就業獎助業務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5,379,525

高雄市政府 辦理僱用及就業獎助業務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12,445,460

臺北市政府 辦理僱用及就業獎助業務（就保）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16,323,664

高雄市政府 辦理僱用及就業獎助業務（就保）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13,280,711

臺北市政府 青年就業服務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38,375

臺北市政府 就業服務據點勞務需求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8,480,000

高雄市政府 就業服務據點勞務需求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3,092,392

臺北市政府 就業服務據點勞務需求計畫（就保）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13,230,000

高雄市政府 就業服務據點勞務需求計畫（就保）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4,171,667

臺北市政府 辦理適性就業輔導促進就業計畫（就保）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5,699,807

高雄市政府 辦理適性就業輔導促進就業計畫（就保）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4,000,000

臺北市政府 推動技能檢定品質提升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275,000

臺北市政府 多元培力就業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341,000

高雄市政府 多元培力就業計畫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587,475

新北市政府
協助雇主改善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與工作環境，提升勞工

就業意願，創造在地工作機會（就保）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1,213,914

臺北市政府
協助雇主改善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與工作環境，提升勞工

就業意願，創造在地工作機會（就保）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854,178

桃園市政府
協助雇主改善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與工作環境，提升勞工

就業意願，創造在地工作機會（就保）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3,022,731

臺中市政府
協助雇主改善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與工作環境，提升勞工

就業意願，創造在地工作機會（就保）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2,910,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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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
協助雇主改善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與工作環境，提升勞工

就業意願，創造在地工作機會（就保）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4,544,649

高雄市政府
協助雇主改善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與工作環境，提升勞工

就業意願，創造在地工作機會（就保）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2,357,844

宜蘭縣政府
協助雇主改善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與工作環境，提升勞工

就業意願，創造在地工作機會（就保）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1,244,063

新竹縣政府
協助雇主改善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與工作環境，提升勞工

就業意願，創造在地工作機會（就保）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1,710,270

苗栗縣政府
協助雇主改善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與工作環境，提升勞工

就業意願，創造在地工作機會（就保）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1,451,752

彰化縣政府
協助雇主改善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與工作環境，提升勞工

就業意願，創造在地工作機會（就保）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2,570,739

南投縣政府
協助雇主改善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與工作環境，提升勞工

就業意願，創造在地工作機會（就保）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356,414

雲林縣政府
協助雇主改善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與工作環境，提升勞工

就業意願，創造在地工作機會（就保）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1,090,825

嘉義縣政府
協助雇主改善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與工作環境，提升勞工

就業意願，創造在地工作機會（就保）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1,606,371

屏東縣政府
協助雇主改善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與工作環境，提升勞工

就業意願，創造在地工作機會（就保）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2,303,558

臺東縣政府
協助雇主改善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與工作環境，提升勞工

就業意願，創造在地工作機會（就保）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751,755

協助雇主改善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與工作環境，提升勞工
花蓮縣政府

協助雇主改善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與工作環境，提升勞工

就業意願，創造在地工作機會（就保）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1,276,019

澎湖縣政府
協助雇主改善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與工作環境，提升勞工

就業意願，創造在地工作機會（就保）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609,120

基隆市政府
協助雇主改善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與工作環境，提升勞工

就業意願，創造在地工作機會（就保）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645,645

新竹市政府
協助雇主改善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與工作環境，提升勞工

就業意願，創造在地工作機會（就保）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880,330

嘉義市政府
協助雇主改善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與工作環境，提升勞工

就業意願，創造在地工作機會（就保）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975,135

金門縣政府
協助雇主改善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與工作環境，提升勞工

就業意願，創造在地工作機會（就保）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932,905

連江縣政府
協助雇主改善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與工作環境，提升勞工

就業意願，創造在地工作機會（就保）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491,954

小計      509,133,713

新北市政府 辦理外籍勞工跨部會協調事項等相關業務 外籍勞工管理計畫 5,745,876

臺北市政府 辦理外籍勞工跨部會協調事項等相關業務 外籍勞工管理計畫 2,524,676

桃園市政府 辦理外籍勞工跨部會協調事項等相關業務 外籍勞工管理計畫 10,561,267

臺中市政府 辦理外籍勞工跨部會協調事項等相關業務 外籍勞工管理計畫 2,832,750

臺南市政府 辦理外籍勞工跨部會協調事項等相關業務 外籍勞工管理計畫 1,887,650

外籍勞工管理計畫

高雄市政府 辦理外籍勞工跨部會協調事項等相關業務 外籍勞工管理計畫 637,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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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政府 辦理外籍勞工跨部會協調事項等相關業務 外籍勞工管理計畫 1,127,000

新竹縣政府 辦理外籍勞工跨部會協調事項等相關業務 外籍勞工管理計畫 1,846,332

苗栗縣政府 辦理外籍勞工跨部會協調事項等相關業務 外籍勞工管理計畫 566,500

彰化縣政府 辦理外籍勞工跨部會協調事項等相關業務 外籍勞工管理計畫 3,626,750

南投縣政府 辦理外籍勞工跨部會協調事項等相關業務 外籍勞工管理計畫 1,050,500

雲林縣政府 辦理外籍勞工跨部會協調事項等相關業務 外籍勞工管理計畫 503,705

嘉義縣政府 辦理外籍勞工跨部會協調事項等相關業務 外籍勞工管理計畫 1,076,750

屏東縣政府 辦理外籍勞工跨部會協調事項等相關業務 外籍勞工管理計畫 882,369

臺東縣政府 辦理外籍勞工跨部會協調事項等相關業務 外籍勞工管理計畫 70,750

花蓮縣政府 辦理外籍勞工跨部會協調事項等相關業務 外籍勞工管理計畫 679,500

澎湖縣政府 辦理外籍勞工跨部會協調事項等相關業務 外籍勞工管理計畫 346,250

基隆市政府 辦理外籍勞工跨部會協調事項等相關業務 外籍勞工管理計畫 155,250

新竹市政府 辦理外籍勞工跨部會協調事項等相關業務 外籍勞工管理計畫 766,500

嘉義市政府 辦理外籍勞工跨部會協調事項等相關業務 外籍勞工管理計畫 216,250

新北市政府
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外籍勞工管理等相關業

務所需費用
外籍勞工管理計畫 74,656,292

臺北市政府
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外籍勞工管理等相關業

務所需費用
外籍勞工管理計畫 43,434,257

桃園市政府
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外籍勞工管理等相關業

務所需費用
外籍勞工管理計畫 54,271,998

臺中市政府
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外籍勞工管理等相關業

務所需費用
外籍勞工管理計畫 56,913,059

臺南市政府
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外籍勞工管理等相關業

務所需費用
外籍勞工管理計畫 40,022,772

高雄市政府
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外籍勞工管理等相關業

務所需費用
外籍勞工管理計畫 55,399,050

宜蘭縣政府
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外籍勞工管理等相關業

務所需費用
外籍勞工管理計畫 10,032,316

新竹縣政府
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外籍勞工管理等相關業

務所需費用
外籍勞工管理計畫 14,383,344

苗栗縣政府
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外籍勞工管理等相關業

務所需費用
外籍勞工管理計畫 12,979,805

彰化縣政府
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外籍勞工管理等相關業

務所需費用
外籍勞工管理計畫 23,723,063

南投縣政府
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外籍勞工管理等相關業

務所需費用
外籍勞工管理計畫 11,094,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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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外籍勞工管理等相關業

務所需費用
外籍勞工管理計畫 12,105,540

嘉義縣政府
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外籍勞工管理等相關業

務所需費用
外籍勞工管理計畫 8,428,324

屏東縣政府
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外籍勞工管理等相關業

務所需費用
外籍勞工管理計畫 15,701,555

臺東縣政府
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外籍勞工管理等相關業

務所需費用
外籍勞工管理計畫 3,919,208

花蓮縣政府
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外籍勞工管理等相關業

務所需費用
外籍勞工管理計畫 7,569,209

澎湖縣政府
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外籍勞工管理等相關業

務所需費用
外籍勞工管理計畫 5,296,041

基隆市政府
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外籍勞工管理等相關業

務所需費用
外籍勞工管理計畫 5,234,374

新竹市政府
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外籍勞工管理等相關業

務所需費用
外籍勞工管理計畫 10,323,352

嘉義市政府
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外籍勞工管理等相關業

務所需費用
外籍勞工管理計畫 4,003,981

金門縣政府
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外籍勞工管理等相關業

務所需費用
外籍勞工管理計畫 1,239,711

連江縣政府
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外籍勞工管理等相關業

務所需費用
外籍勞工管理計畫 1,297,749

小計      469,327,704

新北市政府 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提升勞工福祉相關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1,945,990

臺北市政府 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提升勞工福祉相關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2,701,732

桃園市政府 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提升勞工福祉相關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3,194,176

臺中市政府 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提升勞工福祉相關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1,107,088

臺南市政府 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提升勞工福祉相關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679,272

高雄市政府 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提升勞工福祉相關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1,713,987

宜蘭縣政府 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提升勞工福祉相關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1,426,724

新竹縣政府 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提升勞工福祉相關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683,685

苗栗縣政府 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提升勞工福祉相關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627,481

彰化縣政府 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提升勞工福祉相關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2,777,614

南投縣政府 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提升勞工福祉相關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303,096

雲林縣政府 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提升勞工福祉相關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337,830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嘉義縣政府 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提升勞工福祉相關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54,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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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 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提升勞工福祉相關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737,111

臺東縣政府 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提升勞工福祉相關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1,152,535

花蓮縣政府 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提升勞工福祉相關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1,106,888

澎湖縣政府 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提升勞工福祉相關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581,209

基隆市政府 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提升勞工福祉相關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315,002

新竹市政府 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提升勞工福祉相關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3,706,870

嘉義市政府 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提升勞工福祉相關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167,538

連江縣政府 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提升勞工福祉相關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66,490

新北市政府 勞工退休準備金按月提撥查核作業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11,385,213

臺北市政府 勞工退休準備金按月提撥查核作業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12,273,325

桃園市政府 勞工退休準備金按月提撥查核作業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7,818,899

臺中市政府 勞工退休準備金按月提撥查核作業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10,036,256

臺南市政府 勞工退休準備金按月提撥查核作業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9,891,774

高雄市政府 勞工退休準備金按月提撥查核作業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9,174,800

宜蘭縣政府 勞工退休準備金按月提撥查核作業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1,307,330

新竹縣政府 勞工退休準備金按月提撥查核作業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2,064,500

苗栗縣政府 勞工退休準備金按月提撥查核作業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975,733

彰化縣政府 勞工退休準備金按月提撥查核作業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3,761,813

南投縣政府 勞工退休準備金按月提撥查核作業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1,182,677

雲林縣政府 勞工退休準備金按月提撥查核作業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609,123

嘉義縣政府 勞工退休準備金按月提撥查核作業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1,178,057

屏東縣政府 勞工退休準備金按月提撥查核作業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1,784,587

臺東縣政府 勞工退休準備金按月提撥查核作業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613,645

花蓮縣政府 勞工退休準備金按月提撥查核作業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1,277,467

澎湖縣政府 勞工退休準備金按月提撥查核作業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586,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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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政府 勞工退休準備金按月提撥查核作業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2,044,480

新竹市政府 勞工退休準備金按月提撥查核作業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1,167,398

嘉義市政府 勞工退休準備金按月提撥查核作業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1,028,554

金門縣政府 勞工退休準備金按月提撥查核作業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585,839

臺北市政府 推動雇主設置哺（集）乳室與托兒設施措施（就保）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84,000

新北市政府 營造勞工有利結社、協商及對話環境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65,600

臺北市政府 營造勞工有利結社、協商及對話環境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411,560

桃園市政府 營造勞工有利結社、協商及對話環境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75,406

臺中市政府 營造勞工有利結社、協商及對話環境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164,969

臺南市政府 營造勞工有利結社、協商及對話環境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87,333

高雄市政府 營造勞工有利結社、協商及對話環境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175,428

宜蘭縣政府 營造勞工有利結社、協商及對話環境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75,104

新竹縣政府 營造勞工有利結社、協商及對話環境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29,201

苗栗縣政府 營造勞工有利結社、協商及對話環境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168,280

彰化縣政府 營造勞工有利結社、協商及對話環境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200,256

嘉義縣政府 營造勞工有利結社、協商及對話環境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118,420

屏東縣政府 營造勞工有利結社、協商及對話環境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53,637

臺東縣政府 營造勞工有利結社、協商及對話環境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121,332

花蓮縣政府 營造勞工有利結社、協商及對話環境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21,085

澎湖縣政府 營造勞工有利結社、協商及對話環境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61,949

基隆市政府 營造勞工有利結社、協商及對話環境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58,978

新竹市政府 營造勞工有利結社、協商及對話環境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51,350

嘉義市政府 營造勞工有利結社、協商及對話環境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19,885

新北市政府 強化勞資爭議調解效能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4,951,000

臺北市政府 強化勞資爭議調解效能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4,62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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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強化勞資爭議調解效能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3,296,000

臺中市政府 強化勞資爭議調解效能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3,638,000

臺南市政府 強化勞資爭議調解效能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1,251,500

高雄市政府 強化勞資爭議調解效能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4,397,500

宜蘭縣政府 強化勞資爭議調解效能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428,500

新竹縣政府 強化勞資爭議調解效能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887,500

苗栗縣政府 強化勞資爭議調解效能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486,500

彰化縣政府 強化勞資爭議調解效能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1,285,500

雲林縣政府 強化勞資爭議調解效能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627,500

基隆市政府 強化勞資爭議調解效能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161,500

新北市政府 落實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機制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31,498

桃園市政府 落實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機制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47,792

臺中市政府 落實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機制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32,272

臺南市政府 落實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機制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65,064

高雄市政府 落實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機制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325,000

彰化縣政府 落實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機制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25,340

屏東縣政府 落實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機制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15,856

新竹市政府 落實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機制計畫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15,004

新北市政府
補助地方政府督促事業單位遵守勞動法令實施計畫（就

保）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58,239,878

臺北市政府
補助地方政府督促事業單位遵守勞動法令實施計畫（就

保）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39,543,869

桃園市政府
補助地方政府督促事業單位遵守勞動法令實施計畫（就

保）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46,678,349

臺中市政府
補助地方政府督促事業單位遵守勞動法令實施計畫（就

保）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38,295,179

臺南市政府
補助地方政府督促事業單位遵守勞動法令實施計畫（就

保）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60,282,632

高雄市政府
補助地方政府督促事業單位遵守勞動法令實施計畫（就

保）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22,539,161

宜蘭縣政府
補助地方政府督促事業單位遵守勞動法令實施計畫（就

保）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3,889,219

第 15 頁，共 18 頁



受補助單位名稱 補助計畫名稱 列支科目名稱  補助金額

新竹縣政府
補助地方政府督促事業單位遵守勞動法令實施計畫（就

保）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4,346,974

苗栗縣政府
補助地方政府督促事業單位遵守勞動法令實施計畫（就

保）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4,143,986

彰化縣政府
補助地方政府督促事業單位遵守勞動法令實施計畫（就

保）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22,570,903

南投縣政府
補助地方政府督促事業單位遵守勞動法令實施計畫（就

保）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2,405,953

雲林縣政府
補助地方政府督促事業單位遵守勞動法令實施計畫（就

保）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4,279,241

嘉義縣政府
補助地方政府督促事業單位遵守勞動法令實施計畫（就

保）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4,705,030

屏東縣政府
補助地方政府督促事業單位遵守勞動法令實施計畫（就

保）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5,755,404

臺東縣政府
補助地方政府督促事業單位遵守勞動法令實施計畫（就

保）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844,616

花蓮縣政府
補助地方政府督促事業單位遵守勞動法令實施計畫（就

保）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2,038,465

澎湖縣政府
補助地方政府督促事業單位遵守勞動法令實施計畫（就

保）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1,894,752

基隆市政府
補助地方政府督促事業單位遵守勞動法令實施計畫（就

保）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3,796,170

補助地方政府督促事業單位遵守勞動法令實施計畫（就
新竹市政府

補助地方政府督促事業單位遵守勞動法令實施計畫（就

保）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2,721,804

嘉義市政府
補助地方政府督促事業單位遵守勞動法令實施計畫（就

保）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4,081,404

金門縣政府
補助地方政府督促事業單位遵守勞動法令實施計畫（就

保）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722,801

連江縣政府
補助地方政府督促事業單位遵守勞動法令實施計畫（就

保）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 78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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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補助政府機關 小計 43,263,404

臺南市政府
職業災害預防與補助-職災預防輔導與安衛設

施補助-營造業工作環境及設施輔導改善計畫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保險給付 514,988

高雄市政府
職業災害預防與補助-職災預防輔導與安衛設

施補助-營造業工作環境及設施輔導改善計畫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保險給付 2,000,000

臺中市政府
職業災害預防與補助-職業衛生與健康管理-職
業衛生暴露危害評估及管理制度發展計畫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保險給付 58,988

高雄市政府
職業災害預防與補助-職業衛生與健康管理-職
業衛生暴露危害評估及管理制度發展計畫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保險給付 295,000

基隆市政府
職業災害預防與補助-職業傷病防治與重建-職
業災害勞工個案主動服務計畫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保險給付 1,150,721

臺北市政府
職業災害預防與補助-職業傷病防治與重建-職
業災害勞工個案主動服務計畫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保險給付 3,196,047

新北市政府
職業災害預防與補助-職業傷病防治與重建-職
業災害勞工個案主動服務計畫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保險給付 4,036,619

桃園市政府
職業災害預防與補助-職業傷病防治與重建-職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保險給付 2,758,927

勞動部108年度對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計畫型補助情形表

(附屬單位預算―勞工保險局作業基金 )

受補助單位名稱 補助計畫名稱 列支科目名稱  補助金額

附表3附表3

桃園市政府
業災害勞工個案主動服務計畫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保險給付 2,758,927

新竹市政府
職業災害預防與補助-職業傷病防治與重建-職
業災害勞工個案主動服務計畫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保險給付 886,158

新竹縣政府
職業災害預防與補助-職業傷病防治與重建-職
業災害勞工個案主動服務計畫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保險給付 816,145

苗栗縣政府
職業災害預防與補助-職業傷病防治與重建-職
業災害勞工個案主動服務計畫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保險給付 821,967

臺中市政府
職業災害預防與補助-職業傷病防治與重建-職
業災害勞工個案主動服務計畫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保險給付 4,001,521

彰化縣政府
職業災害預防與補助-職業傷病防治與重建-職
業災害勞工個案主動服務計畫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保險給付 2,369,616

南投縣政府
職業災害預防與補助-職業傷病防治與重建-職
業災害勞工個案主動服務計畫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保險給付 1,762,997

雲林縣政府
職業災害預防與補助-職業傷病防治與重建-職
業災害勞工個案主動服務計畫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保險給付 815,207

嘉義市政府
職業災害預防與補助-職業傷病防治與重建-職
業災害勞工個案主動服務計畫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保險給付 857,644

嘉義縣政府
職業災害預防與補助-職業傷病防治與重建-職
業災害勞工個案主動服務計畫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保險給付 842,441

臺南市政府
職業災害預防與補助-職業傷病防治與重建-職
業災害勞工個案主動服務計畫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保險給付 5,067,490

高雄市政府
職業災害預防與補助-職業傷病防治與重建-職
業災害勞工個案主動服務計畫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保險給付 5,183,205

屏東縣政府
職業災害預防與補助-職業傷病防治與重建-職
業災害勞工個案主動服務計畫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保險給付 1,902,989

職業災害預防與補助-職業傷病防治與重建-職
宜蘭縣政府

職業災害預防與補助-職業傷病防治與重建-職
業災害勞工個案主動服務計畫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保險給付 1,788,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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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補助單位名稱 補助計畫名稱 列支科目名稱  補助金額

花蓮縣政府
職業災害預防與補助-職業傷病防治與重建-職
業災害勞工個案主動服務計畫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保險給付 1,306,174

臺東縣政府
職業災害預防與補助-職業傷病防治與重建-職
業災害勞工個案主動服務計畫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保險給付 83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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