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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政府社會及勞動處
勞工業務職掌

連絡電話：049-2222-106  #1860-1863

直撥專線：049-2204-776, 049-2247-236

勞工教育

勞資會議

勞工退休準備金

勞工性別工作平等

大量解僱勞工保護

勞動條件申訴及檢查

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健康檢查事項

輔導工會籌組運作

補助工會團體辦理勞工教育

身心障礙者庇護工場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支持性就業服務、職務再設計、

職業輔導評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連絡電話：049-2222-106 #1820-1822

直撥專線：049-2238-670, 049-2243-667

勞工福利

就業輔導服務：徵才活動、就業促進、

                     求職防詐騙宣導、防制就業歧視業務

失業者職業訓練業務

職業災害勞工個案服務

外籍勞工管理

勞工資遣通報業務

（1）勞工志願服務

（2）企業托兒設施措施及設置哺集乳室補助

（3）輔導事業單位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及管理業務

（4）推動勞動部微型創業鳳凰貸款計畫等

（5）推動企業協助員工方案等

（6）協助宣導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

（1）全面訪察本縣外籍勞工，加強宣導就業服務法

（2）受理及處理外勞申訴及民眾檢舉案件，勞動部交辦案

（3）違反就業服務法裁處暨行政執行

（4）外勞收容安置、人口販運被害人安置

（5）雇主與第二類外國人終止聘僱關係驗證程序

（6）入國、接續通報證明及住宿變更通報

1

2

3

5

4

6

勞資關係科

勞工及青年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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櫃台服務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8:30-17:30

洽公服務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8:30-12:30；13:30-17:30

電話：049-2222-954

傳真：049-2209-109

地址：南投縣南投市芳美路 391 號

勞工退休金業務

單位開戶 / 受理提繳 / 停止提繳 / 

提繳工資、提繳率調整事項

提繳費查詢及補發繳款單事項

個人專戶及個人提繳異動資料查詢事項

受理勞工退休金請領 / 核發查詢事項

國民年金業務

受理申請各項現金給付事項

受理保險人地址變更

受理保險費、利息繳款單補發

受理申請繳費證明

各種現金給付查詢事項

主要服務轄區： 

南投市、草屯鎮、埔里鎮、集集鎮、竹山鎮、中寮鄉、名間鄉、
鹿谷鄉、水里鄉、魚池鄉、國姓鄉、信義鄉、仁愛鄉

保費業務

給付業務

保險費查詢及補發繳款單事項

申請投保單位繳費證明事項

受理投保單位保險費核退事項

受理申請各種現金給付事項

申請職災門診、住院醫療書單事項

受理申請核退自墊職災醫療費用事項

受理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事項

各種現金給付查詢事項

承保業務

投保單位開戶加保事項

受理投保單位名稱、負責人及地址變更事項

受理投保單位歇業、解散及停業退保事項

受理加保、退保及資料變更事項

受理投保薪資調整事項

投保資料查詢事項

勞工保險局南投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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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服務資源1

EMPLOYMENT 
RESOURCE 
SERVICES

一、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
      南投就業中心簡介

就業服務

求職服務

南投就業中心、埔里分站及 9 個就業服務台深入各鄉鎮，架構

完整的在地化服務網絡，並整合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相關服務

措施，以「一案到底」個案服務精神，提供求職民眾及企業求

才廠商「單一窗口、一案到底」客製化服務。

以終身職涯發展思維，提供轄區民眾就學、待業、就業、失業

及創業各期間所需之職涯探索、職業性向諮詢評估、就業市場

分析、就業推介、職訓諮詢與推介、技能檢定資訊、失業給付

認定及創業諮詢輔導等服務。另針對青年、婦女、原住民、新

住民、中高齡及身心障礙之民眾，則視其個別需要，運用多元

化就業促進研習課程、僱用獎助津貼等，協助其儘速重返職場

並穩定就業。 

1

2

求才服務

依據求才廠商用人需求，提供客製化徵才服務，協助求才廠商

解決缺工問題，並適時提供雇主相關獎助措施、職前訓練、提

升企業人力資源訓練等服務。另協助雇主辦理聘僱外勞前國內

招募徵才活動，推介本國勞工就業，並運用相關就業促進工具

鼓勵雇主增僱本國勞工，提昇就業媒合率，以有效發揮就業服

務機構功能，促使國人充分就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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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訓練

職前訓練

職業訓練主要分為「職前訓練」及「在職訓練」2 種型態。勞動部勞

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辦理待業及失業者職前、轉業或第二專長訓

練，以及在職勞工訓練及補助等措施，以提升其就業技能及專長，除

加強整合轄區訓練資源，建構完整職訓網絡，並藉由自辦、委外、補

助及合作訓練等方式，提供多元職訓課程，滿足勞動力及產業發展需

求。另重視就業弱勢族群等特定對象之技能訓練，輔以訓練生活津貼

等配套措施，以安定其生活。

以待業及失業者為對象，依據中彰投地區就業市場人才需求，分別施

予 2 個月至 1 年期之訓練，訓練費用由政府補助 80% 至 100％，結

訓後並輔導就業及參加技能檢定。

4

5

在職訓練

技能檢定

為鼓勵勞工持續自我學習，除利用既有設備及師資，於夜間或假日為

各行業之在職人員辦理各項專精進修或第二專長訓練外，並委託中部

地區大專校院、公協會及各級工會團體等訓練單位開設相關進修課

程，透過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補助在職勞工 3 年內最高 7 萬元之訓練

費用。

人才資源發展攸關產業發展及其長期競爭力，為提升勞工技能，促進

社會經濟發展，依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訓檢用合一」政策，配合

結訓學員結訓期程辦理專案技術士技能檢定，提供參訓學員適時參加

技術士技能檢定應試機會與服務。另運用訓練設備課餘空間及時間，

接受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委託辦理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術

科測試、技能檢定即測即評及發證工作，提供當日考證通過即發

證之服務。

6

7

二、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
南投就業中心及所屬就業服務台

聯絡方式 服務時間 地址

勞動部勞動力

發展署中彰投分

署南投就業中心

電話：049-2224094
傳真：049-2222834

週一至週五

8:00-17:00
南投縣南投市

彰南路二段 117號

南投就業中心

埔里分站

電話：049-2990195
傳真：049-2990728

週一至週五

8:00-17:00
南投縣埔里鎮

北辰街 101號

南投就業服務台
電話：049-2245727
傳真：049-2245941

週一至週五

8:00-17:00
南投縣南投市

中興路 660號

集集就業服務台
電話：049-2760924
傳真：049-2764467

週一至週五

8:00-17:00
南投縣集集鎮

民生路 61號

中寮就業服務台
電話：049-2694148
傳真：049-2694614

週一至週五

8:00-17:00
南投縣中寮鄉

永平村永平路 270號

草屯就業服務台
電話：049-2310955
傳真：049-2310974

週一至週五

8:00-17:00
南投縣草屯鎮

中山里草鞋墩一街 8號

信義就業服務台
電話：049-2791123
傳真：049-2791956

週一至週五

8:00-17:00
南投縣信義鄉

明德村玉山路 47號

名間就業服務台
電話：049-2736481
傳真：049-2737910

週一至週五

8:00-17:00
南投縣名間鄉

中正村彰南路 26號

水里就業服務台
電話：049-2771693
傳真：049-2771978

週一至週五

8:00-17:00
南投縣水里鄉

民生路 112號

竹山就業服務台
電話：049-2642984
傳真：049-2657814

週一至週五

8:00-17:00
南投縣竹山鎮

集山路三段 1220號

鹿谷就業服務台
電話：049-2750963
傳真：049-2754340

週一至週五

8:00-17:00
南投縣鹿谷鄉

鹿谷村中正路二段 73號

就業服務資源 Chap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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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服務資源 Chapter 1

三、中彰投分署各就業中心

聯絡方式 地址

臺中就業中心 04-22225153 台中市市府路 6號

豐原就業中心

( 委辦臺中市政府 )
04-25271812 台中市豐原區社興路 37號

沙鹿就業中心

( 委辦臺中市政府 )
04-26624191 台中市沙鹿區中山路 493號

彰化就業中心 04-7274271 彰化縣彰化市長壽街 202號

員林就業中心 04-8345369 彰化縣員林鎮靜修東路 33號

南投就業中心 049-2224094 南投縣南投市彰南路 2段 117號

彈性駐點服務

國姓就業服務台

國姓鄉公所內

049-2721002 
#158

每週一、三、五

8:00-17:00
南投縣國姓鄉

石門村國姓路 267號

仁愛就業服務台

仁愛鄉公所內

049-2802534
#502

每週一、三、五

8:00-12:00
南投縣仁愛鄉

大同村仁和路 29號

魚池就業服務台

魚池鄉公所內
049-0895371 每週二、四

8:00-12:00
南投縣魚池鄉

魚池村秀水巷 33號

四、青年就業旗艦計畫

計畫目的
結合產業之資源，提升青年務實致用之專業技能，同時提升事

業單位僱用青年之意願。

訓練對象 15歲以上 29歲以下青年（不含日間部在學學生）。

訓練模式

結合事業單位用人需求，規劃最長 3個月的工作崗位訓練，但
學員每月薪資達 3萬元以上者，訓練期間以 6個月為限，以強
化青年工作能力，並透過先僱用後訓練之機制，打造安心訓練

環境。

補助內容

訓練單位於辦理工作崗位訓練期間，由分署補助訓練單位工作

崗位訓練費，補助項目如下：

(一 )材料費：支用於課程實習用材料及消耗性材料購置等項目
(二 )人事費：訓練單位安排職場導師指導青年之費用
前項工作崗位訓練費，按參加訓練學員人數計算，前三個月每

月發給新臺幣一萬二千元，第四個月起至第六個月每人每月發

給新臺幣三千元。

第一項工作崗位訓練費，補助額度及計算方式如下：

(一 )前三個月補助訓練單位每人每月發給以新臺幣一萬二千元
為上限，其中材料費不得超過新臺幣三千六百元；第四個月起

至第六個月每人每月發給以新臺幣三千元為上限。

(二 )每月以三十日計算；未滿三十日者，依青年實際受僱日數
占每月三十日之比率計算。

申請方式

本計畫全年度開放受理，訓練單位應向所在地之勞動力發展署

所屬分署提出各項訓練計畫之申請，於青年職業訓練資訊管理

系統建立帳號，並依所申請的帳號進入前開系統填寫訓練計畫，

當年度預算用罄即不再受理。

洽詢單位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 (訓練推廣科 )
04-2359-2181 #1525, #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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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服務資源 Chapter 1

五、台灣就業通 六、青年職涯發展中心暨創客基地
     南投服務據點

七、定時定點聯合徵才活動

詳細職缺內容請上“台灣就業通”網站或
逕洽南投就業服務台 049-2245727

www.taiwanjobs.gov.tw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台灣就業通客服中心

客服專線：0800-777-888

傳真：02-7733-5388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日 24 小時全天服務

相關規定說明

服務項目

職涯探索、職涯諮詢、創客推廣、創業輔導、團體預

約參訪、企業參訪、各式創客實作工作坊、創客巡迴

列車、職涯暨創客暑期夏令營。

服務時間 週二至週日早上 9點至下午 6點

地點
南投縣政府綜合大樓一樓

（南投市三和一路 8路）

網頁資源

官方網站 
www.ys.tcnr.gov.tw
Facebook粉絲團 
www.facebook.com/ystaichung

洽詢專線 049-7008-768

每個月第三週的星期三 上午 09:00-12:00
 
南投縣政府中庭大廳 (A 棟 1 樓 )
南投縣南投市中興路 66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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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貸款資源2

RAISE
CAPITAL 
SOURCE

一、創業程序須知

先決定事項

1. 申請營業登記之組織型態：如，店家行號、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2. 登記資本額：如 3萬、5萬、20萬、50萬、100萬⋯
3. 營利事業體名稱 (需預查 )
4. 合股或獨資
5. 營業項目：想從事營業種類，如，室內裝潢設計業、國
際貿易業

6. 申設地址：營利事業體的固定登記地址
7. 負責人：營利事業體經營的代表人
8. 發票使用：是否申請「免用統一發票」

需準備

基本資料

1. 就業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
2. 創業計畫書
3. 所創營利事業主管機關登記文件影本
4.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5. 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綜合信用報告影本
6. 就業保險失業者創業貸款切結書正本
7. 參加培訓課程結業證書

費用與時程

1. 自己申請證照：

公司登記至經濟部商業司辦理登記。登記資本額每 4,000
元，收取規費 1元。
(例如，登記資本額為 1,000,000元，收取規費 250元 )。
申請行號店家至各地縣市政府工商課（商管課）申請登記。

2. 申辦時程：

委託會計師辦理，約需二至三週。含名稱審查、營業登記、

國稅局派員查核及發票申請。

3. 明定負責人：

不論型態、合夥、獨資，皆需明定負責人。合夥時，大多

以股份最大者為負責人；若股份均等，則需指定負責人。



18
P

ag
e

19
P

ag
e

其他事項

1.「行號店家」向國稅局申請營業登記，經國稅局待派員查核後，
審定發票使用及行業課稅分類。

2.要依法報稅。
3.有報領薪資者，年底需有薪資扣繳憑單，負責人亦同；如無則
免。另有投資其他公司收益，年度申報個人綜合所得稅時，則應

有股利扣繳憑單。

4.不一定要有店面，但一定要有固定營業場所，否則不會核准
設立。

5.分租部分場所，也可以申請：但是要注意每個門號，皆有設立
家數的限制，以及需要以營利事業體為名，所簽訂的租賃契約。

申請公司及

商業登記

經濟部商業司

www.gcis.nat.gov.tw

注意事項：

公司與店家

行號的不同

型態：

「公司」與「店家行號」，都是申設營業登記的組織型態之一。 
1.公司型態包含：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兩合公司、無限
公司。

2.行號型態包含：社、行、號、店、工作室。
資本額登記限制： 
1.公司：有限公司，須在 25萬（含）元以上。股份有限公司，
須在 50萬（含）元以上。
2.行號：無資本額限制。
資本額銀行存款證明提供限制：

不論組織型態為何，資本額達 25萬（含）元以上，一律需提供
證明。行號資本額在 25萬（不含）元以下，則不需提供證明。
法律位階： 

1.公司：屬法人位階。
2.行號：屬自然人位階。
股東人數限制：

無員工人數限制。 
1.公司：有限公司：一人（含）以上。
               股份有限公司、兩合公司、無限公司：二人（含）以上。
2.行號：一人（含）以上。

發票使用： 
1.公司：一律需使用發票。
2.行號：需使用發票。符合法令規定者，可申請免用統一發票。
法律責任負擔：

1. 公司： 
(1)有限公司：股東就其出資額為限，對公司負其責任。
(2)股份有限公司：指二人以上股東或政府、法人股東一人所組
織，全部資本分為股份；股東就其所認股份，對公司負其責任。

(3)兩合公司：指一人以上無限責任股東，與一人以上有限責任
股東所組織。無限責任股東對公司債務負連帶無限清償責任；

有限責任股東就其出資額為限，對公司負其責任。

(4)無限公司：指二人以上股東所組織，對公司債務負連帶無限
清償責任。

2. 行號：

負責人對公司債務負無限清償責任。

小心代辦黃牛
 

本計畫提供全程免費創業諮詢輔導及課程，但有不肖業者假藉主辦

單位名義收取費用，請勿委託代辦公司申請本貸款，避免受騙。

創業諮詢服務專線：0800-092-957 

創業貸款資源 Chap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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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為提昇我國婦女、中高齡國民及離島居民勞動力參與率，建構創

業友善環境，協助發展微型企業，創造就業機會，提供創業貸款

利息補貼、創業陪伴服務及融資信用保證專案。

申請對象

1.年滿 20歲至 65歲女性。
2.年滿 45歲至 65歲國民。
3.年滿 20歲至 65歲，且設籍於離島之居民。
前項人員，3 年內曾參與政府創業研習課程至少 18 小時，並經創

業諮詢輔導，所營事業員工數（不含負責人）未滿 5 人，具有下

列條件之一者，得向勞動部申請本貸款：

1.所營事業符合商業登記法第 5條規定得免辦理登記之小規模商
業，並辦有稅籍登記未超過 5年。
2.所營事業依法辦理公司設立登記或商業設立登記未超過 5年。
3.所營托嬰中心、幼兒園、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或短期補習班，
依法辦理立案登記未超過 5年。

創業

資金融通

貸款額度最高 200萬元，貸款年限 7年，貸款利率按郵政儲金 2
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息 0.575%機動計息（例如：105年 7
月 6日郵政儲金 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為 1.095%，加 0.575%，
計為年息 1.67%）。貸款戶須自行負擔信用保證 0.375%保證手
續費。前 2年利息由勞動部全額補貼。

信用

保證機制
提供 9成 5保證，且免保證人及擔保品。

創業貸款資源 Chapter 2

二、微型創業鳳凰計畫
1. 微型創業鳳凰計畫申請說明

創業

陪伴輔導

對於創業者提供全程創業陪伴輔導，包括指派創業顧問，辦理創

業諮詢座談、經營管理系列課程。

創業經營

管理培訓

對於創業經營能力不足者，開辦相關經營管理課程，包括創業入

門班、進階班及創業精進班等。

應備文件

1.貸款創業計畫及貸款申請書一份
2.稅籍登記證明及所經營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登記文件影本一份
3.切結書正本一份
4.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一份
5.最近三個月內申請人及所經營事業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
心綜合信用報告影本各一份

6.本部或政府相關單位三年內辦理之創業研習課程證明文件影本
一份。但依本要點第 4點所定再次申請本貸款者，免附
7.設籍於離島之居民者，應另檢附三個月內戶籍謄本一份。但依
本要點第 4點所定再次申請本貸款者，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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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微型創業鳳凰申辦流程圖

文件備齊

顧問實地訪視
協助修正計畫書

初步審查文件

核發審查結果通知

在地服務窗口
（郵寄或親送）

審查小組開會審查
勞動部、信保基金、銀行、專家學者

通過未通過

取得貸款

後續追蹤輔導

輔導重新送件，
或轉介其它政府相關資源

申請人持審查結果通知函
至承貸金額機構申請核貸，

承貸金融機構應於 14 日內撥貸

符合申貸資格者，承
貸金融機構於審查會
開會前實地訪視

申請文件未完備者，應
於 21 日內補正，逾期
未補正者，不予受理

文件備齊

申請人

目的
對有意創業的身心障礙者，提供創業輔導，協助在創業前有充份

準備及完善風險管理評估，並以其專業技能創業。

依據
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3、37條規定及身心障礙者創業輔
導服務實施方式及補助準則。

服務內容

針對轄內身心障礙者創業需求，辦理相關創業輔導服務、身心障

礙者創業貸款利息補貼、自力更生創業補助、創業諮詢、創業指

導、創業知能研習等。

實施方式

一、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服務項目：

1. 創業知能諮詢研習：協助身心障礙朋友建立創業知能及認識公

部門提供的創業輔導服務，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轄內身心障

礙者需要辦理相關課程。

2. 創業貸款：為協助身心障礙者創業，貸款之本金由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專戶或承辦行庫配合辦理支應，提

供身心障礙者創業資金之貸款協助。

3. 創業貸款利息補貼：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配合身心障礙者創業

貸款，補助其貸款之利息，以降低身心障礙者創業貸款之負擔。

4. 自力更生創業補助（房屋或設備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協

助具專業技能之身心障礙者，提供其自行創業所需房租及設備之

部份補助。

二、相關協助

1. 微型創業鳳凰：協助有心創業的婦女、中高齡民眾及離島居民

創業成功，提供婦女、中高齡及離島民眾創業貸款利息補貼、創

業陪伴服務及融資信用保證專案。

2. 就業保險失業者創業貸款：為失業之被保險人建構創業友善環

境，創造就業機會，提供創業陪伴服務及融資信用保證專案。

洽詢單位
南投縣政府社會及勞動處勞資關係科

電話：049-2222-106 #1861或 049-2204-776

三、身心障礙者創業輔導

創業貸款資源 Chap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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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為失業之被保險人建構創業友善環境，創造就業機會，提供創業

陪伴服務及融資信用保證專案。

對象

就業保險被保險人失業而有意自行創業者，並具備下列資格 :
1. 接受本部創業諮詢輔導及適性分析。
2. 3年內參加本部或政府機關 (構 )創業研習課程至少 18小時。
3. 登記為所營事業之負責人，且登記日前 14日內無就業保險投
保紀錄及未擔任其他事業負責人。

創業

資金融通

貸款額度最高 100萬元，貸款之期間最長 7年，貸款利率按郵政
儲金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息 0.575％機動計息（例如：
105年 07月 06日郵政儲金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為 1.095％，
加 0.575％，計為年息 1.67％）。貸款戶須自行負擔信用保證
0.375%保證手續費。貸款人前三年免息，由本部全額補貼利息，
第 4年起固定負擔年息 1.5%，利息差額由勞動部補貼。

信用

保證機制
提供 9成 5保證，且免提保證人及擔保品。

創業

陪伴輔導

對於創業者提供全程創業陪伴輔導，包括指派創業顧問，辦理創

業諮詢座談、經營管理系列課程。

創業經營

管理培訓

加強創業知能，提供創業產品技能、數位行銷技能、創業準備及

風險評估、財務規劃管理及會計實務、經營管理行銷服務及其他

與創業技能及經營管理有關者等培訓課程。

洽詢單位 創業諮詢服務專線：0800-092-957

四、就業保險失業者創業協助 五、其它創業資源

創業貸款資源 Chapter 2

項目 服務內容 聯絡資訊

青年創業及圓

夢網

整合不同部會間之創新

創業措施

電話：0800-589-168 
傳真：02-2337-5152 
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 09:00-18:00 
（國定假日及特定假日除外）

http://sme.moeasmea.gov.tw

青年職涯發展

中心暨創客基

地南投服務據

點

職涯探索、職涯諮詢、

創客推廣、創業輔導、

企業參訪、各式創客實

作工作坊

電話：049-7008-768
服務時間：

週二至週日 09:00-18:00 
地址：南投縣政府綜合大樓一樓

          （南投市三和一路 8號）
www.ys.tcnr.gov.tw
www.facebook.com/ystaichung

青年創業及啟

動金貸款

( 經濟部中小

企業處 )

為營造有利青年創業環

境，促進創業精神，創

造經濟發展，協助取得

創業經營所需資金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輔導業務 /
財務融通 /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
款專區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馬上辦服務中

心：0800-056-476
www.moeasme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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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服務內容 聯絡資訊

女性創業飛

雁計畫

( 經濟部 )

提供育成課程、陪伴輔導、

商機媒合及拓展、菁英典

範選拔、資金籌措、網絡

建置等服務，持續推動女

性創業育成相關措施，營

造友善女性的創業環境，

提升女性經濟力與競爭力

主辦單位：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電話：02-2368-6858
           02-2368-0816
地址：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95
號 3樓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中山管理教

育基金會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31
號 7樓之 2
電話：07-3321-068

創創點火器 -

大專青年創

新創業平臺

方案

( 教育部青年

發展署 )

建構串聯校園、社群、社

會、產業及國際的創業氛

圍與訊息之機制，培育臺

灣青年創業知能，協助臺

灣青年初創準備，促進創

業團隊取得更多資源、發

揮校園創新創業資源效益，

凝聚大專院校青年創業家

及校園、民間產創能量。

創創小聚、座談沙龍

電話：02-2505-6789

         #5151, #55154

火箭人選秀會 -

電話：02-2505-6789

         #5151, #55152

Facebook「創創點火器」

www.rockfuture.net

勞工職業訓練3

VOCATIONAL 
TRAINING

創業貸款資源 Chap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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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失業者職業訓練

失業者職業訓練
每年預計開辦家事類、藝術類、商業類、農業類及工業類

等 5大相關職類約 15~20班次。

訓練期間 1個月 ~3個月

受訓資格

年滿 15 歲（含）以上、具工作意願且工作技能不足之失
業者為限，不招收在職勞工、自營作業者、公司或行（商）

號負責人。

訓練費用

一、具備下列身分民眾，檢附所規定之證明文件免繳自行

負擔費用：

1.就業保險被保險人失業者
2.獨力負擔家計之失業者
3.中高齡之失業者
4.身心障礙之失業者
5.原住民之失業者
6.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之失業者
7.長期失業者
8.二度就業婦女之失業者
9.家暴及性侵害被害人之失業者
10.更生受保護人之失業者
11.外籍及大陸地區配偶之失業者
12.跨國（境）人口販運被害人之失業者
13.無戶籍國民之失業者
14.無反籍人民之失業者
15.因犯罪被害之失業者
16.因重大災害受災之失業者
17.受貿易自由化影響失業者
18.自立少年之失業者

勞工職業訓練 Chapter 3

二、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

目的

為協助身心障礙者就業，依其需求，提供專為身心障礙者

開設專班式職業訓練，及多元管道職業訓練等，提升其職

業技術能力，在養成訓練期間，為安定其生活，提供職訓

生活津貼補助，另設置數位學習網站，提供網路研習課程。

依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推動辦理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

計畫」，職業訓練包含養成訓練及在職訓練二種課程辦理。

實施方式

一、身心障礙者專班式職業訓練

1. 針對身心障礙生理、心理發展及障礙類別程度的不同，
開設專班職業訓練，訓練期間除依據身心障礙者之特性調

整訓練方式外，並有輔導人員從旁輔導及提供適當之輔具

協助訓練，結訓後並有專人輔導就業，以增加就業競爭力。

2. 免費參訓。

19.其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其委託計畫之社工人
員訪視評估確有經濟困難，且有就業意願之失業者

20.逾 65歲之失業者
二、一般失業者：非上列 20 類民眾需繳交 20% 訓練費用

報名甄選

請逕洽各承訓單位報名或上「台灣就業通」網站查詢或報

名。www.taiwanjobs.gov.tw
本訓練一律甄試錄訓，包括筆試及口試。

洽詢電話

南投縣政府社會及勞動處勞工及青年科

049-2222-106 #1821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

04-2359-2181 #1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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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訓練方式：

採職前養成訓練及在職訓練 2種方式辦理。
4. 參訓對象：

15歲以上或國中畢業，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具備
生活自理能力，並經評估具備擬參加訓練職類之就業

潛能。

二、身心障礙者多元管道職業訓練

1. 為使身心障礙者有公平機會及多種管道參加職業訓練，
提供與一般民眾共同參與職業訓練，藉由無障礙訓練場所

及教材教具規劃、手語翻譯等職務再設計協助，排除身心

障礙者參訓障礙，使其在參訓職類、時間、地點上，有更

多元的選擇，並鼓勵其透過融合式的職前或在職等訓練，

以增加其就業競爭力。

2. 免繳自行負擔費用或補助全額訓練費用。

3. 參訓對象：

15歲 (含 )以上、具工作意願但工作技能不足之失業者或
已就業者。

職業訓練

生活津貼

1. 提供參加全日制養成職業訓練的身心障礙學員訓練期
間生活津貼，安定受訓期間的生活。

2. 適用對象：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參加全日制養成職業訓練者

( 非自願離職者應優先申請就業保險法職業訓練生活
津貼 )。
3. 津貼給付標準：

依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申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每月

按基本工資 60％發給，最長發給 1年。

其他事項 本業務採公費訓練，參訓者無須負擔相關受訓費用。

洽詢單位
南投縣政府社會及勞動處勞資關係科

電話：049-2222-106 #1861或 049-2204-776

三、身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

目的

為有效協助身心障礙者克服工作障礙，增進其工作效能，並結

合專業機構、團體及相關單位，共同促進身心障礙者順利就業，

並積極開拓身心障礙者就業機會，以落實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

工作。每個單位最高可達 10 萬元補助之貼心服務，讓身心
障礙員工克服工作障礙，更能發揮其才。

服務內容

所謂「職務再設計」，是針對身心障礙工作者的特性及需求，

將現有職務加以重新調整，並透過工作流程分析，找出他們在

職場所遭遇的困難及原因，經由環境改善、設備機具及工作

流程重新設計及提供輔具等，協助其增進工作能力，提昇工

作效能。

服務項目

改善職場工作環境：

指為協助身心障礙者就業，所進行與工作場所無障礙環境有關

之改善。

改善工作設備或機具：

指為促進身心障礙者適性就業、提高生產力，針對身心障礙者

進行工作設備或機具之改善。

提供就業所需之輔具：

指為增加、維持、改善身心障礙者就業所需能力之輔助器具。

改善工作條件：

指為改善身心障礙者工作能力，所提供身心障礙者必要之工

作協助，包括提供身心障礙者就業所需手語翻譯、聽打服

務、視力協助或其他與工作職務相關之職場人力協助等。

調整工作方法：

透過職業評量及訓練，按身心障礙者特性，分派適當工作，包

括：工作重組、調派其他員工和身心障礙員工合作、簡化工作

流程、調整工作場所、避免危險性工作等。

勞工職業訓練 Chapt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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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資格

1. 僱用身心障礙員工之公、民營事業機構、政府機關、學校、
團體及職業訓練機構

2. 身心障礙自營作業者
3. 公、私立職業訓練機構
4. 接受政府委託辦理職業訓練之單位
5. 接受政府委託或補助辦理居家就業服務之單位
6. 部分就業輔具得由身心障礙者個人提出申請

洽詢單位

南投縣政府社會及勞動處勞資關係科

電話：049-2204-776
傳真：049-2241-901

勞工職業訓練 Chapter 3

相關規定說明

計畫目的

為協助中高齡及高齡者排除工作障礙，以提升工作效能促進

就業，所進行改善工作設備及工作條件，提供就業所需輔具

及調整工作方法之措施，且非屬職業安全衛生法之雇主法定

責任部分。

補助對象

雇主有意願提供中高齡及高齡者就業機會，進行招募僱用，或

為協助在職中高齡及高齡者勞工，減緩工作障礙，提升工作效

能，且未就同一個案申請政府機關身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或因

應貿易自由化就業協助措施補助要點之職務再設計相同性質之

補助，得向雇主所在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申請職務再設計補助。

定義

（一）中高齡者：指年滿四十五歲至六十五歲之國民。

（二）高齡者：指年逾六十五歲之國民。

（三）雇主：指僱用中高齡及高齡者之公、民營事業機構、政

府機關、學校或團體。

補助項目

本計畫補助範圍包括下列各項改善項目或方法所需費用。但屬

職業安全衛生法所規定之雇主責任時，不予補助： 
1. 改善工作設備或機具：

促進勞工提高生產力，進行工作設備或機具之改善。

目的

為提升在職青年勞工就業技能，激發在職勞工自主學習，特

規劃在職青年勞工第二專長職業訓練，以期強化在職青年職

場技能及職涯多元性發展。

受訓資格

年滿 15歲至 45歲 (如招生未足額，得開放最多 30%之逾 45
歲者 )，具就業保險、勞工保險或農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身分之
在職勞工，且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一）具本國籍。

（二）與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且獲准居留在臺

灣地區工作之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

訓練費用 免費參訓

洽詢電話
南投縣政府社會及勞動處勞工及青年科

049-2222-106 #1821

2. 提供就業輔具：

排除勞工工作障礙，增加、維持、改善中高齡勞工就業能力之

輔助器具。

3. 改善工作條件：

指為改善勞工安全衛生、改善勞動條件等。

4. 調整工作方法：

依勞工特性，分派適當工作，調整工作流程、工作方法。

5. 改善職場工作環境：

為穩定勞工就業，所進行與工作場所環境有關之改善。

補助金額

每一名在職勞工申請職務再設計補助金額，最高以十萬元為

限，但有特殊需求，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專案評估核准者，

不在此限。

洽詢單位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南投就業中心

049-2224-094
四、中高齡職務再設計計畫

五、在職青年勞工職業訓練



35
P

ag
e

職業災害及
失業勞工資源4

OCCUPATIONAL 
INJURY &
UNEMPLOYMENT
RESOURCE 服務目標

維護職災勞工權益：

提供完整職災權益諮詢，保障職災勞工及其家屬可獲得應有

之協助，並於重大職災案件發生後，立即辦理職災個案慰問

及後續協助，降低職災對個人及家庭可能產生的衝擊。

支持家庭度過危機：

發揮個案管理功能，建構完整職災勞工服務資源網絡，結合

運用政府及民間資源，預防職災勞工及其家庭陷入困境。

協助勞工重返職場：

定期追蹤瞭解職災勞工身心復原情形，整合就業服務資源，

恢復與強化職災勞工工作能力，並陪同案主與雇主協商重返

職場之相關工作條件與輔助設施，爭取協商合宜之工作環境

與條件。

個案管理

服務內容

一、協助提出職業傷 ( 病 ) 鑑定與治療：

1.疑有職業病個案，轉介職病防治中心進行診斷與治療，並
協助申請職業病認定與鑑定

2.職業傷害未能順利獲得勞保局相關職災給付者，協助向勞
保局提出申訴

二、職業災害勞工權益維護：

1.協助取得醫療給付 (含職災醫療書單 )，連結復健與輔具資
源，陪同個案瞭解醫療復健計畫及相關衛教知識

2.維護案主工作權益，並爭取法定應有公傷病假
3.協助案主爭取職災補償權益
4.案主遇有解僱或離職情形，協助案主獲取資遣費或退休金
5.爭取雇主賠償
三、勞資爭議協調

1.向雇主主張維護案主權益，協助調解勞資雙方爭議
2.轉介與陪同參與勞資爭議調處，協助獲得有利案主事項
    (職災補賠償、復工條件等 )

一、職業災害勞工權益與服務
1. 職災勞工服務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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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運用法律諮詢或轉介法律扶助資源，獲取訴訟協助及權益
保障

四、職災慰問與家庭功能維護：

1.依規定發放職災慰問金
2.視案家需求及條件申請各項社福補助、津貼與連結民間相
關經濟或物資資源

3.建立良好支持關係，並視案家需要連結心理諮商與精神醫
療資源

4.協助案家獲得相關福利服務，使案家生活功能得以穩定
5.連結社福生活重建團體，協助案家社會適應
五、重返職場協助：

1.定期追蹤醫療復健個案，了解其復原情形及復工需求
2.視個案工作能力恢復情形及身心需求，連結各項職能復健、
職業重建與就業服務等資源，協助案主強化其工作能力，或

發展新專業知能

3.協助案主進行復工協商，透過職務再設計、復健安排、環
境改善等，返回工作崗位

聯絡資訊

電話：049-2222-106 #1823-1824
專線：049-2201-118
聯絡地址：

南投市中興路 660號
(南投縣政府社會及勞動處勞工及青年科 )
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00至 12:00；下午 1:30至下午 5:30

職業災害及失業勞工資源 Chapter 4

2. 各區職業傷病防治中心

區域 醫院名稱 聯絡 ( 者 ) 電話 地址

北部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附設醫院 

02-2312-3456 
#67067
聯絡人：江個管師

臺北市中正區

常德街 1 號

長庚醫療財法人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03-3498-765
聯絡人：曹個管師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街 5 號

臺北榮民總醫院
02-5568-1084
聯絡人：陳個管師

臺北市北投區

石牌路二段 322 號 5 樓

中部

中國醫藥大學

附設醫院 

04-2205-2121 
#4509
聯絡人：朱個管師

臺中市北區

育德路 2號

中山醫學大學 
附設醫院 

04-2473-9595 
#56208
聯絡人：盧個管師

臺中市南區

建國北路一段 110 號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

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04-7238-595 
#4131
聯絡人：蕭個管師

彰化市南校街 135 號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附設醫院　雲林分院

05-6330-002 
#8131
聯絡人：張個管師

雲林縣虎尾鎮廉使里

19 鄰學府路 9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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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及失業勞工資源 Chapter 4

3. 職能復健服務單位

提供服務單位 服務項目 聯絡資訊

大千綜合醫院

（復健科）

工作能力評估及強化 
心理輔導及社會適應

苗栗市恭敬路 36 號
03-7357-125 
#75200 邱先生

中山醫學大學

（中興院區中區職災勞

工工作強化中心）

工作能力評估及強化

心理輔導及社會適應

職業輔導評量

臺中市南區

復興路 2段 11號 3樓
04-2262-1652 
#70307-8 
劉小姐、蕭小姐

中國醫藥大學

附設醫院台中東區分院

（復健科） 
工作能力評估及強化

臺中市東區

自由路三段 296 號
04-2212-1058 
#1990 江小姐

惠盛醫院 工作能力評估及強化

臺中市豐原區

中正路 268 號 
04-2522-9100 
#350-1 林小姐

彰化基督教醫院

（復健醫學科）
工作能力評估及強化

彰化縣彰化市

南校街 135號
04-7238-595 
#7424簡小姐

台灣大學醫學院

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復健部）

工作能力評估及強化

雲林縣虎尾鎮

學府路 95 號 3 樓 
05-6330-0002 
#8363 洪小姐

區域 醫院名稱 聯絡 ( 者 ) 電話 地址

南部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 
附設醫院 

06-2353-535 
#4939
聯絡人：謝個管師

臺南市勝利路 138 號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

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

醫院

07-3133-604 
#37
聯絡人：張個管師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

路 100 號

東部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

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03-8462-972
聯絡人：王個管師

花蓮縣花蓮市中央路

三段 707 號

職業傷病管理服務中心 
www.tmsc.osha.gov.tw
 
電話：02-3366-8266  ( 連絡人：林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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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及失業勞工資源 Chapter 4

請領資格

被保險人同時具備下列條件，得請領失業給付：

1.非自願離職
2.離職退保當日前 3年內，保險年資合計滿 1年以上者
3.具有工作能力及繼續工作意願
4.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14日內仍無法推介就
業或安排職業訓練

給付標準及

期限

一、給付標準： 

1. 失業給付每月按申請人離職辦理本保險退保之當月起前 6 
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 60%發給，自申請人向公立就業服務機
構辦理求職登記之第 15 日起算。 
2. 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退保後，於請領失業給付期間，有受其
扶養之眷屬者，每 1 人按申請人離職辦理本保險退保之當月起
前 6 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 10%加給給付，最多計至 20%。前
項所稱受扶養眷屬，指受被保險人扶養之無工作收入之配偶、

未成年子女或身心障礙子女。

二、給付期限：

1. 失業給付最長發給 6 個月。但申請人離職辦理本保險退保
時已年滿 45 歲或領有社政主管機關核發之身心障礙證明者，
最長發給 9 個月。 
2. 中央主管機關於經濟不景氣致大量失業或其他緊急情事 
時，於審酌失業率及其他情形後，得延長前項之給付期間最長

至 9 個月，必要時得再延長之，但最長不得超過 12 個月。但
延長給付期間不適用第 13 條及第 18 條之規定。 
3. 前項延長失業給付期間之認定標準、請領對象、請領條件、
實施期間、延長時間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二、失業勞工服務資源
1. 失業給付申請服務 

4. 受領失業給付未滿前 3 項給付期間再參加本保險後非自願
離職者，得依規定申領失業給付。但合併原已領取之失業給付

月數及依第 18 條規定領取之提早就業獎助津貼，以發給前 3 
項所定給付期間為限。 
5. 依前 4 項規定領滿給付期間者，自領滿之日起 2 年內再次
請領失業給付，其失業給付以發給原給付期間之二分之一

為限。 
6. 依前項規定領滿失業給付之給付期間者，本保險年資應重
行起算。 
7. 本保險年資應重行起算，係指就業保險年資並不影響被保
險人原有之勞工保險年資。 
(1) 勞工保險與就業保險是兩種不同的社會保險制度，其保費
計收與給付內容均各不相同，但都由勞工保險局承辦。失業給

付係屬就業保險之給付項目，依據就業保險法規定，本保險

（就業保險）年資重行起算，乃指被保險人於參加就業保險期

間，依法繳納就業保險保險費之保險年資而言，與勞工保險之

保險年資無關，合先敘明。

(2) 就業保險年資之重行起算，並不會影響被保險人老年給付
時勞保年資之計算，未來被保險人退休時如符合勞保老年給付

之請領規定，仍依法享有領取勞保老年給付之權益。 
三、給付金額之扣除： 
申請人於受領失業給付期間另有工作者，其每月工作收入未 
超過基本工資者，其該月工作收入加上失業給付之總額，超 
過其平均月投保薪資 80 % 部分，應自失業給付中扣除。但總 
額低於基本工資者，不予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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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領手續

一、符合失業給付請領條件之申請人，應於離職退保後 2 年 

內，檢附下列文件，親自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 

申請失業認定及接受就業諮詢：

1. 失業（再）認定、失業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 
2. 離職證明書或定期契約證明文件。 
3. 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4. 被保險人本人名義之國內金融機構存摺影本。但匯款帳戶
與其請領職業訓練生活津貼之帳戶相同者，免附。 
5. 身心障礙者，應檢附社政主管機關核發之身心障礙證明。
6. 有扶養眷屬者，應檢附下列證明文件： 
(1) 受扶養眷屬之戶口名簿影本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2) 受扶養之子女為身心障礙者，應檢附社政主管機關核發之
身心障礙證明。 
二、離職證明文件：

指由投保單位或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發給之證明；其取
得有困難者，得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之同意，以書面釋明理由

代替之，文件或書面內容應載明申請人姓名、投保單位名稱及

離職原因。 
三、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為辦理推介就業及安排職業訓練，得 

要求申請人提供下列文件： 
1. 最高學歷及經歷證書影本。 
2.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證照或執業執照影本。 
3. 曾接受職業訓練之結訓證書影本。 
四、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於申請之日起 14 日內無法推介就業或 

安排職業訓練時，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應於翌日完成失業認定，

並轉請保險人（即勞保局）核發失業給付。繼續請領失業給付

者，應於前次領取失業給付期間末日之翌日起 2 年內，每個

月親自前往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申請失業再認定。

給付之核發

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完成失業（再）認定傳送本局，本局於 
翌日受理，經審核手續完備符合請領資格者，於 10 個工作日 
內核付，並於核付後約 3 至 5 個工作日匯入申請人所指定國 
內金融機構之本人名義帳戶 。 

洽詢電話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失業給付查詢

02-2396-1266 #2862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南投辦事處

049-2222-954 
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南投就業中心 
049-2224-094

2. 失業認定及失業給付申請流程

STEP 1

準備資料：

非自願離職書、
身分證明、存摺

STEP 2
親自前往各地公立
就業服務機構：

1. 辦理求職登記
2. 申請失業認定
3. 接受就業諮詢

STEP 3

就服站推介，
至少一次工作機會
( 開立介紹卡 )

STEP 4

推 介 就 業 7 日
內，要回覆檢送
介紹卡

STEP 5

14 日 內， 無 法 推
介就業或安排職業
訓練

STEP 6

第十五日
完成失業認定

STEP 7

資 料 轉 給 勞 保
局，核發失業給
付

STEP 8

勞保局審核請領資
格，10 個 工 作 日
內核付，3-5 個工
作日匯款

STEP 9

每月辦理失業，再
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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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的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以下簡稱本署 ) 為結合政府及民間資
源，以促進特定對象及弱勢者就業，補助辦理就業促進相關事
項，提高其就業意願，協助其穩定就業。 

適用對象 

非營利法人、團體（政治團體除外）或大專院校（以下簡稱補
助單位），依其設立目的、任務所辦理之事項或合於宗旨所服
務之對象為本要點所稱之特定對象及弱勢者，得提出計畫向所
轄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申請補助。

申請程序 
申請補助程序採事前審核原則，申請補助單位應於活動辦理二
個月前，提具計畫書至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經費補助 

1. 每案申請計畫最高補助新臺幣五十萬元，並不得申請資本
支出經費。
2. 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助，應列明全部經費
內容，及向各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

特定對象及
就業弱勢者 

1. 獨力負擔家計者
2.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 
3. 原住民
4.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
5. 長期失業者
6. 更生受保護人
7. 因家庭因素退出動市場二年以上，重返職場之婦女 
8. 外籍配偶及大地區配偶
9.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被害人
10. 特殊境遇家庭身分認定者 
11. 弱勢青少年（指十五歲以上未滿二十四歲，未升學未就業、
偏遠地區或高危機高關懷青少年）
12. 經濟弱勢戶（含高風險家庭個案、遊民）
13. 犯罪被害人 
14. 人口販運被害人及疑似被害人
15. 其他經本署或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認定需要協助者

洽詢單位
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特定對象及學員輔導科） 
04-2359-2181 #2317 

三、失業相關補助、津貼與獎勵  
1. 促進特定對象及弱勢者就業補助作業要點 

職業災害及失業勞工資源 Chapter 4

2. 推介從事臨時工作津貼 

適用對象 

勞工資格 : 
失業者 ( 就業保險被保險人 ) 至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

記，經就業諮詢及推介就業，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 於求職登記起 14 日內未能推介就業
2. 有正當理由 (指工作報酬未達原投保薪資 60%，或工作地
點距離日常居住處所 30 公里以上者 )，無法接受推介工作
用人單位：

政府機關 (構 )及合法立案之非營利團體 

辦理方式及

申請程序 

1. 失業者至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未能於 14 日內
推介就業或有正當理由無法接受推介工作，並經公立就業服務

機構諮詢評估，得推介從事臨時津貼工作

2. 用人單位提出臨時工作計畫之申請，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審查核定後，接受推介執行計畫

3. 失業者依規定從事臨時工作期間，由用人單位每月代發臨
時工作津貼，並為其辦理參加勞、健保

津貼給付標

準及期限 

1. 補助金額：

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每小時基本工資核給，每月最高發給 176 
小時 
2. 補助期限：

最長 6 個月
3. 補助限制：

2 年內合併領取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之臨時工作津貼或政府
機關其他同性質津貼，最長以 6 個月為限

洽詢電話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南投就業中心 
049-2224-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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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早就業獎助津貼

請領資格

被保險人同時符合下列情形者，得申請提早就業獎助津貼： 
1. 符合失業給付請領條件者
2. 於失業給付請領期限屆滿前受僱工作，並依規定參加就業
保險滿三個月以上者

※ 有關「再就業加保滿 3 個月」之保險年資計算，不計入被
保險人領取失業給付期間參加就業保險之年資。 

※ 因定期契約屆滿離職請領失業給付者，再受僱於原單位任
職之就業保險年資，不論其回任原單位所擔任之職務性質，不

得請領提早就業獎助津貼。 

給付標準及

期限 

按被保險人尚未請領之失業給付金額（以最後一次失業給付金

額為基礎）之 50%，一次發給提早就業獎助津貼

請領手續 

申請人應於符合提早就業獎助津貼請領條件之日起 2 年內，

檢附下列文件，直接（或郵寄方式）向勞保局申請：

1. 提早就業獎助津貼申請書及給付收據
2. 被保險人本人名義之國內金融機構存摺影本。但匯款帳戶
與其請領失業給付之帳戶相同者，免附

給付之核發 

勞工保險局收到申請書件後，經審核手續完備符合請領資格

者，於 10 個工作日內核付，並於核付後約 3 至 5 個 工作日
匯入申請人所指定國內金融機構之本人名義帳戶。

洽詢電話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提早就業獎助津貼查詢

02-2396-1266 #2862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南投辦事處

049-2222-954

職業災害及失業勞工資源 Chapter 4

4. 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補助對象

1. 就業保險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者：

需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就業諮詢並推介參訓

2. 就業服務法第 24 條第 1 項所列各款特定對象失業者：

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就業諮詢並推介參訓，或經政府機關主辦

或委託辦理之職業訓練單位甄選錄訓

【就業服務法第 24 條第 1 項所列之特定對象身分失業者】 ：

1. 獨力負擔家計者：本人及受扶養親屬戶口名簿影本

(受撫養親屬年滿 15 歲至 65 歲者，需再檢具「在學證明書」或 
「無工作能力證明」文件影本 ) 
2. 中高齡者：指年滿 45 歲至 65 歲之間者
(以開訓日為計算標準 )
3. 身心障礙者：指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 
4. 原住民：戶口名簿已登記原住民者

5.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者：

指鄉鎮區公所開立的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中之證明

6. 長期失業者：

指連續失業期間達 1 年以上，且辦理勞工保險退保當日前 3 年
內保險年資合計滿 6 個月以上，並於最近 1 個月內有向公立就
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者

7. 二度就業婦女：

因家庭因素離開職場兩年以上的婦女

8. 家庭暴力被害人：

直轄市、縣 (市 )政府開立之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被害人身分證明
文件、保護令影本或判決書影本

9. 更生受保護人：

由財團法人台灣更生保護會或地方法院檢察署觀護人士開立的

證明書

10.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者： 
(1) 新住民 (依促進新住民就業補助作業要點 )：指與中華民國境
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且獲准居留在臺灣地區工作之外國人、

大陸地區人民、香港居民或澳門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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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性侵害被害人 (依促進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被害人就業補助
作業要點 )：直轄市、縣 (市 )政府開立之性侵害被害人身分
證明文件、保護令影本或判決書影本

(3) 就業弱勢少年：指 15 歲以上未滿 18 歲之未就學未就
業少年

補助條件

一、就業保險被保險人非自願性離職者：

是經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安排參訓，並持該單位開立之推介單

及「就業保險職業訓練生活津貼給付申請書暨給付收據」報 
到時向訓練單位提出申請。 
二、特定對象身分失業者：直接向培訓單位提出申請 

三、所參加的訓練課程需要符合「全日制」的訓練課程規定： 
1. 訓練期間 1 個月以上
2. 每星期訓練 4 日以上 
3. 每日訓練日間 4 小時以上 
4. 每月總訓練時數達 100 小時以上  

補助金額 

1. 就保非自願離職者：

於受訓期間，每月按申請人離職退保之當月起前 6 個月平均
月投保薪資 60%發給，最長補助 6 個月。 
2. 特定對象失業者：

每月按基本工資之 60%發給，2 年內最長補助 6 個月；但申
請人為身心障礙者，最長發給 12 個月。 

洽詢單位 辦理所參加之職業訓練單位

5. 跨域就業津貼

適用對象

勞工資格：

為失業者 ( 就業保險被保險人 ) 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1. 失業期間連續達 3 個月以上
2. 非自願性離職
3. 就業地點與原日常居住處所距離 30 公里以上 (跨域就業 ) 

辦理方式及
申請程序 

1.因就業有交通往返、需搬離原日常居住處所或需租屋居住
（搬遷後居住處所或租屋處所需距離就業地點 30 公里以內）
2. 勞工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經就業諮詢推介
跨域就業，符合申請要件且連續受僱於同一雇主 30 日，得
向就業當地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提出申請

3. 申領類別＆期限： 
(1) 異地就業交通補助金：勞工於連續受僱滿 30 日之日起 90 
日內提出申請

(2) 搬遷補助金：勞工於搬遷之日起 90日內提出申請
(3) 租屋補助金：勞工於受僱且租屋之日起 90 日內提出申請 

津貼給付標
準及期限

1. 補助金額類別＆辦法 

(1) 異地就業交通補助金：
依就業地點與原日常居住處所距離核發，最長以 12 個月
為限。 
30 公里以上未滿 50 公里：1,000 元 /月   
50 公里以上未滿 70 公里：2,000 元 /月  
70 公里以上：3,000 元 /月 
(2) 搬遷補助金：核實發給，每次最高 30,000 元為限。
(3) 租屋補助金：自受僱且租屋之日起，以租賃契約所列租金
總額之 60％核實發給，每月最高發給 5,000 元，最長以 12 
個月為限。 
2. 補助期限最長 12 個月

洽詢單位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南投就業中心

049-2224-094

職業災害及失業勞工資源 Chapt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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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鼓勵失業勞工從事照顧服務工作

計畫說明

勞動部（以下簡稱本部）為鼓勵失業勞工受僱照顧服務業， 
並配合長期照顧服務體系發展，協助充實照顧服務人力，特 
訂定本要點。 

獎助對象 

本要點所定雇主，為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並檢具依法核准 
辦理照顧服務之有效許可證明文件，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 
理求才登記： 
1. 提供長期照顧服務法第九條所定居家式、社區式或機構住
宿式之長期照顧服務方式。 
2. 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
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第二十條所定之機構。 
3. 提供衛生福利部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巷弄長照站之喘息
服務。 前項第一款所稱提供社區式之長期照顧服務方式，指
於社區設置一定場所及設施，提供日間照顧、臨時住宿、團

體家屋及小規模多機能之服務。 

請領條件

一、失業勞工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 

理求職登記，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諮詢，得發給照顧服務就 

業獎勵推介卡：

1. 失業期間連續達三十日以上
2. 非自願離職
3. 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評估
受僱於前點雇主之失業勞工，除應符合前項規定外，並應具

備下列資格之一： 

1. 領有照顧服務員訓練結業證明書
2. 領有照顧服務員職類技術士證
3. 高中 (職 )以上學校護理、照顧相關科 (組 )畢業 
二、領有照顧服務就業獎勵推介卡之失業勞工，經前述第二 

點之雇主僱用從事照顧服務工作，並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

於受僱期間得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申請核發就業獎勵津貼： 
1. 於同一雇主連續就業滿三十日
2. 每月薪資不低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每月基本工資
3. 已依法參加就業保險或職業災害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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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勞工依勞動基準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等相關法令規定之

假別及日數請假，致每月薪資未達基本工資者，仍得於受僱

期間領取津貼 

四、失業勞工應自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之次日起七日內，

將推介就業情形回覆卡，以掛號郵寄、親自或委託他人送達

方式，通知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請款文件及

方式

一、前點勞工於受僱每滿三十日之次日起九十日內，得檢附 
下列文件，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申請津貼： 
1. 國民身分證影本或有效期間居留證明文件影本。 2. 津貼申
請書及領取收據。 3. 從事照顧服務工作之相關資格證明文件
影本。 4. 薪資證明文件影本。 5. 勞工本人名義之國內金融
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6. 同意代為查詢勞工保險資料委託書。 
7. 其他經本部規定之文件。 
二、勞工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歸責之事由，致未能依前項規定 
期限提出申請者，得依行政程序法第五十條規定向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申請回復原狀。

三、勞工於第二次起之申請案，得免附第一項第一款、第三 
款及第六款規定文件；其匯款帳戶未有變更者，亦得免附第

一項第五款規定文件。 
四、第一項受僱期間之認定，自勞工投保就業保險或職業災 
害保險生效之日起算。 
五、勞工未檢齊第一項規定文件，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通知 
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視為未申請。

補助金額 

一、前點津貼發給標準如下，且最長以十八個月為限：

1. 第一個月至第六個月，每月核發新臺幣（以下同）五千元。 
2. 第七個月至第十二個月，每月核發六千元
3. 第十三個月至第十八個月，每月核發七千元。 前項所定一
個月，以三十日計算

二、領取津貼之勞工離職後再就業，且符合本要點規定者， 

仍得依本要點規定申請津貼。但津貼發給標準重新計算，且

合併領取津貼期間，最長以十八個月為限

三、勞工合併領取鼓勵失業勞工受僱特定行業作業要點之津

貼，最長以十八個月為限

洽詢電話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南投就業中心 
049-2224-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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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缺工就業獎勵 

適用對象

一、勞工資格 

失業勞工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1. 失業期間達 30 日以上
2. 非自願離職
3. 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評估
二、事業單位適用範圍 

1. 符合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8 款至第 11 
款 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所定特定製程行業或特殊時程行業
(即 3K3 班 )之事業單位，且具有經濟部工業局或自由貿易
港區管 理機關核發特定製程或特殊時程之行業證明文件。  
2. 求才薪資達就業服務法第 47 條規定公告之合理勞動條件
薪資基準。 

辦理方式及 

申請程序 

1. 符合資格之失業勞工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
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諮詢，並發給特定行業推介卡。 
2. 勞工受僱於同一雇主連續達 30 日以上，且平均每週工時
達 35 小時以上及符合相關規定，於受僱每滿 30 日之次日起 
90 日內，得檢附相關文件，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申請津貼。 

津貼給付標

準及期限

1. 獎助期限：最長 18 個月
2. 獎助金額：最高新臺幣 (以下同 ) 10 萬 8,000 元

3. 勞工合併領取鼓勵失業勞工受僱照顧服務業作業要點 ( 照

顧服務就業獎勵 ) 之津貼，最長以 18 個月為限

洽詢電話

台灣就業通免付費客服專線

0800-777-888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南投就業中心 
049-2224-094

每月核發 5,000 元 
每月核發 6,000 元 
每月核發 7,000 元 

第 1 個月 -第 6 個月 
第 7個月 -第 12 個月 
第 13 個月 -第 18 個月 

就業期間 獎助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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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僱用獎助措施 

適用對象

事業單位： 
就業保險投保單位之民營事業單位、團體或私立學校 (團體，
指依人民團體法或其他法令設立者。但不包括政治團體 )。 
勞工資格： 
失業勞工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1. 失業期間連續達 3 個月以上
2. 失業期間連續達 30 日以上之特定對象。
特定對象如下： 
(1) 年滿 45 歲至 65 歲失業者 (2) 身心障礙者 (3) 長期失業
者。(4) 獨力負擔家計者 (5) 原住民 (6)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
戶中有工作能力者 (7) 更生受保護人 (8)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被
害人 (9) 二度就業婦女 (10) 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者

辦理方式及 
申請程序 

1. 雇主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才登記，僱用由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經就業諮詢發給僱用獎助推介卡之失業勞工
2. 雇主須連續僱用勞工滿 30 日，始得於僱用滿 30 日之日起 
90 日內，提出僱用獎助之申請 

津貼給付標
準及期限

 

獎助期限：最長 12 個月

洽詢電話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南投就業中心 
049-2224-094

每人每月發給
(以下同 )
1 萬 3 千元

每人每月發給
1萬 1 千元

每人每月發給
9 千元

每人每小時發給 70 元，
每月最高發給 
1 萬 3 千元

每人每小時發給 60 元，
每月最高發給 
1 萬 1 千元

每人每小時發給 50 元，
每月最高發給 9 千元

年滿 45 歲至 65 歲
失業者、身心障礙
者及長期失業者  

獨力負擔家計者、
原住民、低收入戶
或中低收入戶中有
工作能力者、更生
受保護人、家庭暴
力 及 性 侵 害 被 害
人、二度就業婦女
及其它經中央主管
機關認定者 

失業期間連續 3 個
月以上者 

身分別 
獎助金額 

按月計酬 按月計酬以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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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規定說明

申請資格

1.非自願離職失業期間達 1個月以上，並經核付失業給付者。
2.申請人及其配偶最近年度綜合所得總額在新臺幣 148萬元
以下。

3.未請領老年給付、未參加政府機關促進就業性質相關措施
（方案）者。

4.子女就讀國內高中職或大專校院具有正式學籍。

※ 研究生、公費生、各類在職班、學分班、假日班、空中大
學、空中行、商專、學士後各學系學生及大專校院延畢學生

等，不在補助範圍。

補助金額

1.公立高中職學生（含五專前 3年）每名 4,000元。
2.私立高中職學生（含五專前 3年）每名 6,000元。
3.公立大專校院學生（含五專後 2年）每名 13,600元。
4.私立大專校院學生（含五專後 2年）每名 24,000元。
5.申請人符合獨力負擔家計或其子女就讀大專校院有 2人
以上，且均符合本要點之補助規定者，依上述補助金額加給

20%（同時符合者，以加給 20%為限）。

※ 依據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免學費方案」，若符合公私立
高中職（含五專前三年）免學費規定者，不得申請本就學

補助。

補助

申請限制

(一 )申請人為失業勞工，其子女就讀國內高中職或大專校院
者。但本人就讀國內高中職或大專校院者，不得提出申請。

(二 )申請人與配偶均符合申請資格者，僅能由其中一人提出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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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 

(三 )申請人之子女已請領政府各類學雜費就學減免優待、
教育或其他補助者，不得申請本就學補助。但各級政府補

助就讀私立高中職學生每學期五千元或六千元教育代金，

不在此限。

洽詢單位
勞動部（勞動福址退休司）

免付費服務電話：0800-085-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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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福利及
心理衛生資源 5

EMPLOYEE 
WELFARE &
THE PSYCHOLOGY 
OF MEDICAL 
ASSISTING

1. 精神科醫院

2. 精神科診所

一、南投縣精神醫療資源  

醫療機構 連絡電話 地址 服務項目

衛生福利部

草屯療養院 
049-2550800 

南投縣草屯鎮

玉屏路 161 號 

急性、慢性精神住

院服務、 門診服務、
心理諮商服務

衛生福利部

南投醫院
049-2231150

南投縣南投市

復興路 478 號

急性、慢性精神住

院服務、 門診服務、
心理諮商服務

臺中榮民總醫院

埔里分院
049-2990833 

南投縣埔里鎮

蜈蚣里榮光路 1 號

急性、慢性精神住

院服務、 門診服務、
心理諮商服務

診所名稱 連絡電話 地址 服務項目

惠承診所 049-2420253 
南投縣埔里鎮

和平東路 417 號
門診服務

惠良診所 049-2208296 
南投縣南投市

民族路 167 號 1 樓 
門診服務

惠元診所 049-2651932 
南投縣竹山鎮桂林里

中正巷 27-99 號 
門診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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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連絡電話 地址

衛生福利部

草屯療養院附設

易居康復之家 
049-2352389  南投縣草屯鎮玉峰街 16 號 6-7 樓 

迦南康復之家 049-2423732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一段 182 號

群力康復之家 049-2353028 南投縣草屯鎮新豐路 728 巷 32 號 1-3 樓 

水沙連康復之家 049-2423732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一段 182-1 號 4 樓

機構名稱 連絡電話 地址

衛生福利部

草屯療養院附設

精神護理之家  
049-2333768  南投縣草屯鎮玉屏路 161 號  

迦南精神

護理之家  
049-2423732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一段 182-1 號 

機構名稱 連絡電話 地址

衛生福利部

草屯療養院附設

草屯復健中心 

049-2381524
#50   

南投縣草屯鎮玉峰街 16 號 6-7 樓 

迦美社區

復健中心  
049-2423527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一段 182 號 

草鞋墩社區

復健中心 
049-2328818  南投縣草屯鎮和興街 55 號 5 樓 

3. 精神復健機構

4. 精神護理之家

(1) 住宿型機構 

(2) 日間型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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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社區心理諮商服務站一覽表 

二、免費心理諮商服務站  

單位 電話 地址 服務項目

南投市衛生所  049-2230688 
南投縣南投市

三和一路 13 號 

心理諮商服務 (需預約 ) 
草屯療養院駐點夜間網

路成癮門診

草屯鎮衛生所 049-2362023
南投縣草屯鎮

草溪路 882巷 7 號
心理諮商服務 (需預約 ) 

埔里鎮衛生所 049-2982157 
南投縣埔里鎮

中山路二段 256 號

心理諮商服務 (需預約 ) 
草屯療養院駐點兒童青

少年精神科門診

竹山鎮衛生所 049-2624266 
南投縣竹山鎮

公所路 126 號 

心理諮商服務 (需預約 ) 
草屯療養院駐點兒童青

少年精神科門診

集集鎮衛生所 049-2762015
南投縣集集鎮

民生路 106 號
心理諮商服務

(需預約 )

名間鄉衛生所 049-2732135 
南投縣名間鄉

彰南路 42號
心理諮商服務

(需預約 )

鹿谷鄉衛生所 049-2752002
南投縣鹿谷鄉

中正路二段 20號 
心理諮商服務

(需預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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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電話 地址 服務項目

中寮鄉衛生所   049-2691404 
南投縣中寮鄉

永昌街 102 號  
心理諮商服務

(需預約 ) 

魚池鄉衛生所 049-2895513
南投縣魚池鄉

魚池街 194 號 
心理諮商服務

(需預約 ) 

國姓鄉衛生所 049-2721009  
南投縣國姓鄉

民族街 42 號 
心理諮商服務

(需預約 ) 

水里鄉衛生所 049-2770079 
南投縣水里鄉

博愛路 205 號 

心理諮商服務 (需預約 ) 
草屯療養院駐點精神科

門診 

信義鄉衛生所 049-2791148
南投縣信義鄉

玉山路 45 號 
心理諮商服務

(需預約 )

仁愛鄉衛生所 049-2802341
南投縣仁愛鄉

五福巷 17 號
心理諮商服務

(需預約 )

南投縣衛生局

社區心理衛生

中心

049-2224464  

南投縣提供預約制免付費心理諮商服務，民眾可於上班時間撥打南投縣社區心理

諮商服務站電話。 

另有衛生福利部 24 小時免付費安心諮詢專線 0800-788-995 或衛生所網站進行

預約，皆能安排適合您的時段進行諮商服務，歡迎民眾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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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生活平衡補助計畫  

計畫說明

為鼓勵雇主推動工作與生活平衡，勞動部部訂定「推動工作與生

活平衡補助計畫」，補助雇主辦理「員工關懷與協助課程」、「員

工紓壓課程」、「友善家庭措施」、「兒童或長者臨時照顧空間」、

「工作生活平衡資源手冊或宣導品」及「支持中高齡、身心障礙、

遭受家庭暴力、工作適應困難或是妊娠員工之協助措施」等工作

生活平衡設施及措施。 

補助項目

1. 員工關懷與協助課程：

加強主管覺察員工需求及關懷技巧能力，每單位每年最高補助 6 
萬元。

2. 員工紓壓課程：

紓解員工身心壓力，以協助員工工作調適，每單位每年最高補助 
6 萬元。 
3. 友善家庭措施：

辦理具創意設計之家庭日、親子活動、員工 /眷屬支持團體，或
其他創意措施等，每單位每年最高補助 20 萬元。 
4. 兒童或長者臨時照顧空間：

規劃員工長者、子女臨時照顧環境或活動空間等，支持家庭照顧，

每單位每年最高補助 20 萬元。 
5.「工作生活平衡」資源手冊或宣導品：

編製文宣品與推動手冊等，增進員工對工作生活平衡之概念認識

與措施使用，每單位每年最高補助 3 萬元。 
6. 支持中高齡、身心障礙、遭受家庭暴力、工作適應困難或是妊

娠員工之協助措施：

補助講師鐘點費、團體諮詢費、活動器材費、印刷費、宣導品製

作費、空間設備費、餐費 (限辦理活動或支持團體 ) 及其他必要
編列之項目，每年最高補助新臺幣五萬元。 

補助標準

本計畫依僱用勞工人數規模分級補助經費： 
1.僱用勞工人數在九十九人以下者，依申請補助項目所提報之經
費最高補助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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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僱用勞工人數在一百人以上至二百五十人以下者，依申請補助
項目所提報之經費最高補助八成。 
3.僱用勞工人數在二百五十一人以上者，依申請補助項目所提報
之經費最高補助七成。

申請期間

每年度分二階段受理雇主申請： 
1. 第一階段：當年度 2 月 1 日起至 3 月 31 日止
2. 第二階段：當年度 5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止

聯絡資訊
勞動部（勞動福祉退休司）

02-2369-4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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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南投縣政府毒品防制宣導   

服務項目：

毒品問題電話諮詢

毒品問題心理諮商與轉介

毒品問題法律諮詢

轉介醫療院所或宗教團體戒癮治療

協助毒品個案就業及職業訓練

轉介與提供毒品家庭社會扶助

愛滋病篩檢 

南投縣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發現有毒品個案需協助者，或是藥物濫用相關問題諮詢 

請撥打 24 小時不打烊之免付費戒毒成功專線 0800-770885 ( 請請你 幫幫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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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求職防騙暨就業隱私宣導    

一、「三大準備」：

 1. 了解應徵公司資料：

應徵前應先蒐集應徵公司資料，電話詢問或上網了解該公司性質及工

作內容

2. 面試告知面試地點：

請朋友、家人陪同面試，或預先報備面試地點

3. 檢視應徵資料真偽：

仔細檢視該應徵公司刊登的徵人內容，是否有可疑之處

二、「七不原則」： 
1. 不繳錢︰不繳交任何不知用途的費用。 
2. 不購買︰不購買公司以任何名目要求購買之有形和無形的產品。 
3. 不辦卡︰不應求職公司要求現場辦理信用卡。 
4. 不簽約︰不簽署任何文件、契約。 
5. 不離身︰證件及信用卡隨身攜帶，不任意提交給求職公司保管。 
6. 不飲用：不飲用酒類及他人提供的不明飲料、食物。

7. 不非法工作：不從事非法工作或於非法公司工作。 

三、求職面試時亦應注意包含生理資訊、心理資訊及個人生活資訊等個人隱

私之保護，避免損害個人權益。  

勞工福利及心理衛生資源 Chapter 5

六、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津貼 

計畫說明
為協助就業弱勢者就業準備與就業適應，透過民間團體或事業單 
位，提供職場學習及再適應之機會，使其重返職場。  

補助金額

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評估、推介參與職場學習及再適應，執行職

場 學習及再適應津貼期間最長為 3 個月，期間補助個案職場學習
津貼、 用人單位管理訓練津貼，補助標準如下： 
一、個案職場學習津貼： 

1. 正常工時：
每人每月按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每月基本工資核給。 
2. 部分工時：
每人每小時按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每小時基本工資核給，每週不

得超過 35 小時。 
二、用人單位工作教練輔導費： 
1. 正常工時：補助用人單位每人每月 5,000 元。 
2. 部分工時：補助用人單位每人每小時 25 元，每週不得逾 35 小 
時。 

辦理方式

一、用人單位檢附下列文件向轄內各就業中心提出申請： 
1. 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申請書。 
2. 事業單位公司、或商業、或主管機關核發之登記、立案或行業 
別證明文件影本。 
3. 民間團體除組織章程影本外，應具備人民團體、或法人登記書 
影本。 
4. 所提證明文件需與實際職場學習之地址一致，如有不一致請同
時檢附該學習地址之相關合法證明文件，以符勞工環境安全衛生

等相關法規。 
5. 提出申請當月前一個月之勞工保險投保人數（含加保證明文 
件，例如勞保卡或加保人員名冊），非強制投保之用人單位，需 
提出足以證明員工數之文件。如依法未足額進用身障者及原住民

之單位須附繳納差額補助費或代金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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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定補助員額以用人單位申請執行計畫前 1 個月之勞工保險
投保人數之 30%為限。但用人單位員工數為 10 人（含 10 人）
以下者，最多得補助 3 人。 
三、前目用人單位於各年度最高補助之人數不得超過 10 人。
四、個案津貼由用人單位按月先行支付個案，於執行完畢或經就

業 中心終止 30 日內，檢附文件申請。 

聯絡資訊

有需要的失業勞工朋友及求才廠商請至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

投分署網站查詢 (中彰投分署 /業務專區 /就業服務 /獎助與津貼，
http://tcnr.wda.gov.tw)或洽中彰投分署各就業中心。

※臺中就業中心 04-2225-153、彰化就業中心 04-7274-271、員
林就業中心 04-8345-369、南投就業中心 049-2224-094、臺灣就
業通 0800-777-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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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設立職工福利委員會作業流程

職工福委會 相關規定說明 

成立對象  
凡公營、私營之工廠、礦場或平時僱用職工在 50 人
以上之金融機構、公司、行號、農、漁、牧場等

職工福利金提撥來源 

1.創立時之資本總額之 1-5% 
2.每月營業收入總額之 0.005-0.15% 
3.每月於每名職、工人薪津內各扣 0.5% 
4.下腳變價時提撥 20-40% 所提撥之職工福利金應
由依法設置之職工福利委員會負責保管動用。 

作業流程 辦理事項

一、資訊查詢  
凡公營、私營之工廠、礦場或平時僱用職工在 50 人
以上之金融機構、公司、行號、農、漁、牧場等

二、籌設申請 （線上）  

1. 請至勞動部勞工福利資訊網 /線上申辦，參考新手
上路 -新設立職福會的步驟。 
2. 請至線上申辦 /籌備申請 /輸入營利事業統一編 
號，按確認申請，填寫輔導申請登記相關資料，聯絡

主管機關，以確認貴單位是否符合申辦職工福利委員

會的資格後，再至系統填寫後續作業的相關表單以及

進行下列步驟。

三、籌備組織

推薦籌備委員若干名，召集人 1 名，召開籌備會議
（次數依工作需要而定） ： 
1. 擬定組織章程、職工福利金提撥比例、年度經費
預算及工作計畫等草案。 
2. 內部公告。（推選勞方代表委員選舉公告） 
3. 依組織章程選舉勞方及資方代表委員，勞方代表
原則不少於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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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召開成立會議

1. 會中推選主任委員。 
2. 主任委員主持會議討論通過：
訂定組織章程、年度經費預算及工作計畫書

五、設立申請 

（線上及公文併行）  

1.請至線上申請系統填寫以下資料後並同時函送本
府申請設立： 
（1）職工福利機構設立申請書
（2）組織章程
（3）委（職）員名冊
（4）年度預算書
（5）年度工作計畫書
（6）職工福利金提撥情形一覽表
（7）第一屆第一次會議紀錄
（8）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2.待本府函復核准成立職工福利機構，再持本府核
准設立函向國稅局與銀行申請下列六、七項作業

六、向國稅局申請統

一 編號 

檢附下列資料向國稅局辦理統一編號： 
1.本府核准設立函
2.職工福利委員會組織章程影本
3.主任委員身分證影本 (受委任者攜帶身分證正本 )
4.登記地房屋稅單影本 (租賃契約書 )
5.職工福利委員會及主任委員印章

七、至銀行開戶 

檢附資料向公、民營銀行辦理專戶儲存： 
1.本府核准設立函
2.利息免扣繳證明 
3.職工福利委員會及主任委員印章

八、圖記印模、存款

證明報南投縣政府核

備 

1.圖記印模
2.資本額提撥之職工福利金存入公、民營銀行之存
款證明 (存款不得設定質權 )

勞工福利及心理衛生資源 Chapter 5

九、核發職工福利機

構證 

檢具下列資料向本府申請核發職工福利機構證： 
1. 設立申請書
2. 開戶後銀行存款證明正本、存摺封面與內頁影本
3. 國稅局統一編號編配通知書影本
4. 圖記一式四份

開始運作

1.事業單位職工福利委員會會務，依規定每三個月
召開

2.職工福利委員會應於年度終了前一個月內，擬具
下年度實施計畫及預算，經委員會議決議通過，至勞

動部勞工福利資訊網報請本府備查， 於年度終了後
三個月內，將辦理情形及決算至勞動部勞工福利資訊

網報請本府備查，並副知事業單位。倘組織章程、委

員名冊、會址有異動也要報請本府備查

洽詢單位
南投縣政府社會及勞動處勞工及青年科 
049-2222-106 #1821 或 049-2230-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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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公益彩券回饋金促進特定對象及
     就業弱勢者就業 

計畫目的

勞動部為運用公益彩券回饋金促進特定對象及就業弱勢者就業，

彰顯公益彩券之公益性，並配合財政部公益彩券回饋金運用及管

理作業要點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適用對象

1. 地方政府
2. 依其設立目的、任務、宗旨所辦事項之服務對象為特定對象及
就業弱勢者之依法登記或許可設立之下列單位： 
(1) 學校
(2) 民間團體（不含政治團體） 
(3) 醫療機構 
(4) 社會福利機構

申請程序 
地方政府、學校、機構或團體之申請期程，由勞動部依公益彩券

回饋金運用情形及計畫推動需要，另行公告。 

補助範圍

1.補助公益彩券經銷商就業或轉業之職業訓練、訓練津貼、就業
服務及職務再設計 
2.促進特定對象及就業弱勢者就業相關計畫 
3.促進特定對象及就業弱勢者就業模式探討或實驗性計畫 
4.促進特定對象及就業弱勢就業研習、座談或宣導等相關活動 
5.促進特定對象及就業弱勢或相關人員 

勞工福利及心理衛生資源 Chapter 5

特定對象

及就業弱 

勢者 

1.就業服務法第 24 條規定對象
2.二度就業婦女
3.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被害人
4.經認定為特殊境遇家庭身分者
5.弱勢青少年
6.經濟弱勢戶
7.外籍配偶
8.大陸地區配偶
9.犯罪被害人
10.人口販運被害人
11.其他經本署或分署複審小組認定需要協助者

洽詢單位
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諮詢服務及給付科） 
04-2359-2181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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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相關規定說明

計畫說明

勞動部 （以下簡稱 本部）為建構民間團體與政府部門間促進就
業之合作夥伴關係，透過促進地方發展，提升社會福祉之計畫，

創造失業者在地就業機會，特訂定本方案。

計畫類型

（一）經濟型計畫：民間團體所提具有產業發展前景，而能提

供或促進失業者就業之計畫。

（二）社會型計畫：各部會、直轄市、縣（市）政府或民間團

體所提為增進社會公益，且具有就業促進效益之計畫。

補助對象

（一）弱勢族群：

1.獨力負擔家計者。2.中高齡者。中高齡者。3.身心障礙者。
身心障礙者。4.原住民。原住民。5.生活扶助戶中有工作能力
者。生活扶助戶中有工作能力者。6.長期失業者。長期失業者。
7.更生受保護人。更生受保護人。8.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被害人。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被害人。9.因家庭因素退出勞動市場二年以
上，重返職場之婦女。因家庭因素退出勞動市場二年以上，重

返職場之婦女。10.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者。其他經中央主
管機關認定者。

（二）民間團體：

1.依人民團體法立案之社會團體、職業團體，及依民法設立之
依人民團體法立案之社會團體、職業團體，及依民法設立之財

團法人。財團法人。2.依合作社法、儲蓄互助法及工會法設立
之合作社、儲蓄互助依合作社法、儲蓄互助法及工會法設立之

合作社、儲蓄互助社及工會。社及工會。

（三）用人單位：

提案經審查核定，並進用失業者之民間團體、各部會、直轄市

或縣（市）政府及其所屬機關（構）。部會、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及其所屬機關（構）。

進用人員

（失業者）

（一）進用人員：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之失業者。由用人

單位錄取進用之失業者，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應予核對建檔，並

同意開始工作日期。

（二）專案經理人及專案管理人：由用人單位自行遴選，並函

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建檔。但民間團體進用之專案經理人及專

案管理人，其資格須經 本部 勞動力發展署 所屬 分署 審查核定
後，始能進用。

計畫類型

（一）經濟型計畫：民間團體所提具有產業發展前景，而能提

供或促進失業者就業之計畫。

（二）社會型計畫：各部會、直轄市、縣（市）政府或民間團

體所提為增進社會公益，且具有就業促進效益之計畫。

補助標準

（一）用人費用：

1.進用人員：依工作性質及各職務工作需求每人每小時按
本部公告之每小時基本工資補助，每月以工作二十小時至

一百七十六小時為原則，依核定之工作時數計算每月補助額度，

並補助其勞健保費之雇主負擔部分，以實報實銷為原則。用人

單位有特殊原因需彈性調整每月工作時數，應報本部本部同意

後辦理；同意後辦理；本部本部亦得主動函知用人單位調整之。

亦得主動函知用人單位調整之。

2.專案經理人補助標準除依下列規定外，並補助其勞健保費專
案經理人補助標準除依下列規定外，並補助其勞健保費之雇主

負擔部分，以實報實銷為原則：之雇主負擔部分，以實報實銷

為原則：

（1）具有碩士學位以上及一年以上相關領域（如專案管理）具
有碩士學位以上及一年以上相關領域（如專案管理、行銷、研

發等）工作經驗者，每月補助新臺幣行銷、研發等）工作經驗

者，每月補助新臺幣三萬四千八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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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標準

（2）具有學士學位及一年以上相關領域（如專案管理、行）具
有學士學位及一年以上相關領域（如專案管理、行銷、研發等）

工作經驗者，每月補助新臺幣銷、研發等）工作經驗者，每月

補助新臺幣三萬二千元。。

（3）未具學士學位，但有特殊專長及管理能力，且曾任經理未
具學士學位，但有特殊專長及管理能力，且曾任經理相當職務

三年以上經驗，經相當職務三年以上經驗，經本部本部勞動力

發展署勞動力發展署所屬所屬分署分署同意者，每月補助新臺

幣同意者，每月補助新臺幣三萬二千元。。

3.專案管理人每月補助新臺幣專案管理人每月補助新臺幣二萬
二萬九千二百元，並補助其勞，並補助其勞健保費之雇主負擔

部分，以實報實銷為原則。健保費之雇主負擔部分，以實報實

銷為原則。

（二）其他費用：

1.經濟型計畫：以用人費用之百分之十五為原則。
2.社會型計畫：以用人費用之百分之五為原則。
（三）人員留用獎勵：

符合留用獎勵要點規定滿六個月，每一名（三）人員留用獎勵：

符合留用獎勵要點規定滿六個月，每一名額補助新臺幣三萬元，

之後依實際留用期間每滿一個月補額補助新臺幣三萬元，之後

依實際留用期間每滿一個月補助新臺幣五千元，每一名額合計

補助最長十二個月。助新臺幣五千元，每一名額合計補助最長

十二個月。

補助期間

（一）各部會、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社會型計畫：

同一計畫以補助六個月為原則，必要時得就部分計畫或工作項

目需求，審查核定六個月以上之計畫。

（二）民間團體社會型及經濟型計畫：

同一計畫最長得連續補助三年，視其執行績效、訪視考核及接

受輔導 成果，逐年審查核定。
（三）曾執行三年期計畫之民間團體，於計畫到期後，每自行

僱用原計畫進用人員一人，可申請相對補助一人。專案經理人

或專案管理人另視計畫實際需求核定。

洽詢單位
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特定對象及學員輔導科）

電話：04-2359-218 #2216

十、免費法律諮詢資源

單位 洽詢電話 服務時間 地址

南投縣政府

049-2204012
049-2246055
049-2222106 
#2031

每週三上午

9:00-12:00
每週五下午

14:30-16:30

南投市中興路 660號

法律扶助基金會

南投分會

049-2248110
049-4128518

每週一、三

14:00-17:00
南投市復興路 76號

南投縣信義鄉家

庭服務中心
049-2248110

雙週二

09:00-12:00
南投縣信義鄉明德村

新開巷 60-1號

南投縣仁愛鄉家

庭服務中心
049-2248110

單週二

09:00-12:00
南投縣仁愛鄉南豐村

松原巷 36號

竹山鎮公所調解

委員會

049-265615
現場排隊

每週五

09:00-12:00
南投縣竹山鎮

公所路 1號

臺灣南投地方法

院平民法律服務

中心

現場排隊
每週五

09:00-12:00
南投市中興路

759號 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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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CARE
ASSISTANCE

請領資格

被保險人同時具備下列條件，得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1. 就業保險年資合計滿 1 年以上
2. 子女滿 3 歲前
3. 依性別工作平等法之規定，辦理育嬰留職停薪

給付標準

及期限

一、給付標準： 
按被保險人育嬰留職停薪之當月起前 6 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 60%
計算，按月發給。 
二、給付期限： 
1. 每一子女合計最長發給 6 個月。 
2. 被保險人同時撫育 2 名以上未滿 3 歲子女，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以發給 1 人為限。 
3. 父母同為被保險人，於撫育 2名以上未滿 3歲子女（如雙（多）
胞胎子女），得同時請領不同子女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至父母如

係撫育 1 名未滿 3 歲之子女者，則應分別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
貼，不得同時為之 。 

請領手續

一、被保險人書面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應檢具下列書件郵寄本

局： 

1.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申請書 
2. 給付收據及繼續投保申請書
3. 育嬰留職停薪證明（應載明育嬰留職停薪起、迄期間；如申請
書所附證明業經投保單位蓋章，即不需另行檢附）

4. 被保險人（與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且獲准居留
依法在臺灣地區工作之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

應檢附居留證影本）及子女之戶口名簿影本

5. 被保險人之子女如未在國內設籍，除應檢附被保險人及其子女
之相關身分證明文件外，所附之證明文件如為我國政府機關以外

製作者，應經下列單位驗證（證明文件如為外文者，須連同中文

譯本一併驗證或洽國內公證人認證）：

一、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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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之

核發

本局收到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申請書件後，按月於每期期初之

日起開始審核，如經審核手續完備符合請領資格者，會於 15 
個工作日內將給付款匯入申請人所指定國內金融機構之本人

名義帳戶。 

洽詢電話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查詢電話

02-2396-1266 #2866 

計畫目的
為協助家庭照顧兒童，減輕父母育兒負擔，補助民眾育兒津

貼 (以下簡稱本津貼 )並鼓勵參與親職教育。

補助對象

(一 )育有未滿二歲 (含當月 )兒童。
(二 )經直轄市、縣 (市 )政府依社會救助法審核認定為低收
入戶或中低收入戶，或兒童之父母 (或監護人 )經稅捐稽徵機
關核定之最近一年之綜合所得總額合計未達申報標準或綜合

所得稅稅率未達百分之二十。

(三 )兒童未經政府公費安置收容。
(四 )未領取因照顧該名兒童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五 )未接受托育公共或準公共化服務。
前項第五款所稱托育公共或準公共化服務，指與政府簽訂合

作契約之居家托育人員、社區公共托育家園、托嬰中心。

補助金額 

(一 )低收入戶：每名兒童每月補助新臺幣五千元。
(二 )中低收入戶：每名兒童每月補助新臺幣四千元。
(三 )兒童之父母 (或監護人 )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最近一
年之綜合所得總額合計未達申報標準或綜合所得稅稅率未達

百分之二十者：每名兒童每月補助新臺幣二千五百元。

(四 )已領有政府其他相同性質之生活類補助或津貼者，不得
重複領取本津貼。

(五 )本津貼以月為核算單位。
前項第四款所稱第三名以上者，指戶籍登記為同一母親或父

親且依出生年月日排序計算之第三名以上子女。

第一項第五款所定相同性質之生活類補助或津貼者，由直轄

市、縣 (市 )政府認定之。

聯絡資訊 請至嬰幼兒戶籍地之鄉 (鎮、市 )公所申辦補助事宜 

二、未滿二歲兒童育兒津貼

(1) 於國外製作者，應經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或辦事處驗
證；其在國內由外國駐臺使領館或授權機構製作者，應經外

交部複驗。

（外交部有權視須複驗之文件性質及其辦理方式決定受理與

否，如有疑義請逕向該部領事事務局洽詢 02-2343-2888） 
(2) 於大陸地區製作者，應經大陸公證處公證及我國海峽交流
基金會驗證。 
(3) 於香港或澳門製作者，應經我國駐香港或澳門之台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驗證。 
6. 被保險人本人名義之國內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7. 與收養未滿 3 歲兒童先行共同生活之被保險人，另應依下
列情形分別檢具證明文件：

(1) 無血緣關係者：應檢附合法收出養媒合服務者與收養人及
出養人簽訂之試養契約等相關證明文件。

(2) 親屬間收養或繼親收養：應檢附法院命令公函文書（如家
事法庭通知）或村、里長證明等相關證明文件。 
二、持內政部核發之自然人憑證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須備妥投保單位開立之「育嬰留職停薪證明」電子檔（空白

書表下載，限使用本局制式表格，並以 PDF 格式上傳）， 登
入本局全球資訊網「個人網路申報及查詢作業」 （https://
edesk.bli.gov.tw/na/）選擇「申辦作業」/「就保育嬰留職停
薪津貼申辦」，即可開始進入申辦程序。 
三、投保單位為被保險人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須備妥被保險人同意由投保單位為其申辦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之「同意書」（空白書表下載，限使用本局制式表格，並以 

PDF 格式上傳），經投保單位授權指派經辦人以其本人之自然

人憑證登入「投保單位網路申報及查詢作業」 系統（https://
edesk.bli.gov.tw/cpa/），選擇「勞、就保給付申辦作業」/「就
保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申辦」，即可開始進入申辦程序。 
 
※ 上述申請方式只須選擇一項辦理即可，已完成網路申辦育

嬰留職停薪津貼者，即無須另寄申請書件或補送育嬰留職停

薪證明、戶口名簿影本等附件，如重覆送件因須併案審查，

反而會增加核付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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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資訊 

一、第一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電話：049-2248403，服務區
域：南投市、草屯鎮、埔里鎮、中寮鄉、國姓鄉、仁愛鄉、

名間鄉。

二、第二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電話：049-2640585，服務區
域：魚池鄉、水里鄉、集集鎮、竹山鎮、鹿谷鄉、信義鄉。

三、南投縣私立柏克萊托嬰中心 (草屯鎮 )，049-2339338
四、南投縣私立彩虹橋托嬰中心 (草屯鎮 )，049-2304129
五、南投縣政府社會及勞動處社工及兒少科，049-2247970

計畫目的
提供未滿二歲兒童托育準公共化費用補助，協助家長兼顧就

業及育兒問題，以減輕家庭照顧及經濟負擔。 

協助對象

1.申請人將未滿二歲兒童送托有加入準公共化居家托育人員
或托嬰中心照顧者。

2.申請人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最近一年之綜合所得總額合
計未達申報標準或綜合所得稅稅率未達百分之二十者，或經

直轄市、縣 (市 )政府依社會救助法審核認定為中低收入戶、
低收入戶或弱勢家庭者。

3.申請人送托日間托育、全日托育、夜間托育等，且每週時
數達三十小時以上。

4.申請人申請期間，該名幼兒未經政府公費安置收容、未領
取因照顧該名幼兒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育兒津貼或其他政

府同性質之津貼。

5.前項所稱弱勢家庭，指該名幼兒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之家
庭、特殊境遇家庭或其他經直轄市、縣 (市 )政府認定者。

協助項目 

申請流程及審查：

1. 申請人應於托育事實發生日起 15 日內備齊文件送交幼兒托
育地點之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或托嬰中心初審，其核定補助日

期自托育事實發生日起算，逾期送件者以資料備齊送達之日

起算。

2. 申請人資格異動或變更送托對象時，應重新提出申請。
3. 本項補助之核定以月為單位，送托日數達半個月以上未滿
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未滿半個月者，以半個月計。

補助標準 

1.一般家庭每名兒童每月補助 6,000元。
2.中低收入戶每名兒童每月補助 8,000元。
3.低收入戶、弱勢家庭每名兒童每月補助 10,000元。
4.送托之兒童為出生排序第三名以上者，每名兒童每月補助
再增加 1,000元。

三、未滿二歲兒童托育準公共化費用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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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低收入單親家庭福利項目一覽表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項目 其它補助項目

緊急生活扶助 馬上關懷急難救助 

子女生活津貼

(0至15歲每月1,728 元 )

1.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
(0 至 18 歲每月 3,000 元，最長 1 年 ) 
2. 中低收入兒童少年生活扶助
(0 至 18 歲每月 1,200-1,800 元 ) 

兒童托育津貼

(0至 6歲每月 1,500 元，
限私立托教機構 )  

1. 受僱者家庭部分托育費用補助
(0 至 2 歲家長就業之兒童補助每月 5,000 元有
證照保母費 ) 
2. 中低收入戶幼童托教補助
(3 至 6 歲每學期 6,000 元，公私立托教機構 ) 
3. 扶幼計畫
(5 至 6 歲，私立補助 1-6 萬元或公立免費 ) 

優先進入公立托育機構 依縣市政府規定

子女教育補助

(25 歲以下公私立大專、
研究所及高中職學雜費 
60%) 

1. 弱勢助學措施
( 公私立大專及私立高中職學費每年補助 
5,000~35,000 元，每年 10 月 25 日前，學生檢
附戶籍謄本向學校學務處申請 ) 
2. 獎助學金 (洽各校學務處 ) 

傷病醫療補助

(0 至 6 自付醫療費 ) 

1. 兒童及少年醫療補助 
(0-6 歲自付醫療費 ) 
2. 中低收入兒少免健保費
(0-18 歲免費 ) 
3. 菸品健康福利捐補助自付健保費
(補助 1/2~1/4) 

法律訴訟扶助

(家暴被害人 ) 
1. 法律扶助基金會訴訟協助
2. 法律諮詢服務

計畫目的

目前國內嬰幼兒缺乏住家以外的社區遊戲和活動空間，民眾

期待有近便性的公共育兒資源。因此，南投縣政府委託社團

法人南投縣褓姆學會辦理「南投縣南投區托育資源中心」，

服務 0歲至 6歲嬰幼兒及其照顧者與準爸爸、準媽媽與托育
人員，提供親職教育課程、嬰幼兒課程活動、教玩具圖書資

源借閱、育兒諮詢⋯等，並定期辦理外展服務以行動關懷偏

遠地區有育兒資源需求之民眾。 

協助對象

設籍或居住南投縣 
1. 未滿 6 歲嬰幼兒之父母 
2. 準爸爸、準媽媽 
3. 具有保母技術士證照之托育人員 

協助項目 

1. 提供教玩具、圖書借閱服務 
2. 育兒專業諮詢 
3. 嬰幼兒課程活動 
4. 親職教育 
5. 親子活動

服務時間

1. 週二至週六上午 9:00-12:00 下午 13:00-16:00
(上午 9:00 開始受理電話預約課程 ) 
2. 休館時間：週日、週一 
備註：

1. 本中心活動採預約制，須辦理使用證或上課證 
2. 相關課程及活動內容請加入粉絲團或至該中心網站瞭解
（http://educate.np2.tw/） 

聯絡資訊
本縣縣立婦幼館（南投市南崗二路 87 號 1 樓） 
049-2247-511 

四、南投縣南投區托育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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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育補助資源 Chapter 6

申請期間
第 1 期：當年度 1 月 1 日 - 2 月 28 日
第 2 期：當年度 6 月 1 日 - 7 月 15 日

申請資格

一、登記設立於新北市（以下簡稱本市）之公私立機構或機

關雇主， 且具備下列條件之一者： 
1.於本市設置供受僱者親自哺乳或收集母乳之場所 
2.以自行或聯合方式在本市設置托兒服務機構並完成立案
3.受僱者子女送托於立案之托兒服務機構，或以居家式托育
服務方式托育其子女，並由雇主提供補助托兒津貼

二、前項所稱托兒服務機構，指托嬰中心、幼兒園及兒童課

後照顧服務中心，並以收托受僱者未滿 12 歲子女為限

補助金額 

一、哺（集）乳室：最高補助新臺幣二萬元

二、托兒設施： 
1. 新興建完成者：最高補助新臺幣三百萬元
2. 已設置者：改善或更新，每年最高補助新臺幣五十萬元
三、提供受僱者子女送托於托兒服務機構之托兒津貼，每年

最高補助新臺幣六十萬元

四、前項第二款托兒設施之補助項目，包括托兒遊樂設備、

廚衛設備、衛生保健設備、安全設備、教保設備、幼童專用

車內部安全設施及哺集乳設備等 
五、前項第三款所定托兒服務機構，不以與雇主簽約者為限

申請方式

先至勞動部企業托兒網線上報送並填寫申請書表 （https://
childcare.mol.gov.tw/Page/Login.aspx），列印申請書表核章
後以掛號郵寄方式向社會及勞動處勞工及青年科提出申請。 

聯絡資訊
南投縣政府社會及勞動處勞工及青年科 
049-2222-106 #1821 或 049-2230-358 

六、雇主設置哺集乳室與提供托兒設（措）施
     經費補助

「全國未成年懷孕諮詢專線 」 0800-25-7085（愛我，請你幫我 ) 

創業貸款補助  勞動部微型創業貸款、創業鳳凰計畫  

住宅租金補助

1. 申請人及配偶、戶籍內直系親屬及其配偶均無
自有住宅， 家庭年收入低於一定金額 (台北縣市 
148 萬元以下、高市及鳳山市 107 萬元、其他 97 
萬元 ) 
2. 每月補助 3,600 元，單親家庭等弱勢對象得加
權分數優先補助

3. 每年 1-2 月、7-8 月或 11-12 月受理申請，請洽
內政部營建署 02-2192-7171 或各縣市政府發展局

非受僱者弱勢家庭

臨時托育費用補助

1. 低收入戶家庭，父母未就業自行照顧家中未滿 
2 歲幼兒，因參加職業訓練，有臨時托育需求者
2. 求職或家庭遭遇變故而有臨時托育需求，將幼
兒送請保母人員照顧者 
3.每月最高補助 20 小時，每小時補助 100 元

獎學金

1. 單親培力計畫：內政部補助單親家長就讀公私
立大專及高中職之學費及臨時托育費，就讀大專

院校每人每學期最高補助 1 萬元，高中職每人每
學期最高補助 8 千元
2. 補助家庭年收入在 70 萬元以下，高中職及大專
院校弱勢學生學費，補助額度依家庭經濟狀況分

級，最高每學期 3 萬 5,000 元
3. 更多獎助學金機會請查詢教育部圓夢助學網：
http://helpdreams.moe.edu.tw/home.php， 並 向
各校學務處洽詢申請

「全國未成年懷孕諮詢專線」電話號碼為 0800-25-7085（愛我，請你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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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勞就業服務 7

FOREIGN
WORKER
EMPLOYMENT 
SERVICES

雇主申請聘僱外勞作業流程圖  
製造業雇主向工業局申請產業級別認定
製造業雇主經工程主管機關開立計畫證明
屠宰業雇主項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申請認定

雇主向就業服務中心
辦理求才登記

向就業服務中心
申請開具求才證明

雇主檢附文件
辦理招募許可

申請取得入國
引進許可函

核發聘僱許可

辦理離境備查

核發遞補
招募許可

三年聘僱
屆滿辦理
重新招募許可

自國外引進或於國內
承接外勞或期滿續聘
或期滿轉換

核發招募許可函

雇主須於全國性就業服務資訊網刊登21日，
或同時登報3日且國內招募本國勞工14日

家庭幫傭、養護機構看護工、
漁船船員、海洋漁撈工

求才證明效期60日

製造業特定製程招募函效期：l年 
新增投資案及臺商案招募函效期：2年 
營造業招募許可效期：同工期

家庭看護及幫傭、養護機構、
漁船船員效期：6個月

於外勞離境前120日或於外勞離境後
6個月內申請

於外勞離境前120日
或於外勞離境後6個
月內申請 入國引進許可效期：6個月

(僅製造業及營造業需辦理)

審核獲准

工業局認定函效期3年
營造計畫證明效期60日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認定函效期3年

外勞入境3日內辦理入國通報、健康檢查，15
日內辦理聘僱許可；承接外勞及期滿轉換3日
內辦理通報、15日內辦理聘僱許可；期滿續聘
無需通報

外勞入國工作滿6、18、30個月之日前(後)30
日內，應至指定醫院辦理健檢。另外，工作期
滿續聘或期滿轉換雇主者，自新聘僱許可生效
日起，亦同。

於聘期屆滿前15日前離境者，應向縣市政府辦
理終止聘期驗證。

外國人剩餘效期
逾6個月，且離
境、死亡或通報
行蹤不明滿6個
月(家庭看護工3
個月)後6個月內
申請。

聘僱屆滿
前4個月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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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外籍看護工申請招募流程圖 

B .轉推介應
徵之求職登
記表，求才
登記表及推
介卡影本轉
寄當地公立
就案服務中
心 (3天)

退補正、駁回  
雇主再送件

A.主動聯繫雇主提供
服務，並將服務結果
送勞動力發展署

需求者
各項病症需求

需求者
持特定身心障礙
重度等級項目手冊者

就業服務中心
．受理僱用獎助津貼申請
．進行查核、審核
．發給僱用獎助津貼
 (按季申請津貼)

雇主 醫院
醫療團隊專業貧孤籍建議，認定有以下需求：
．年齡未滿80歲，經認定有全日照護需要者
．年齡滿80歲以上，經認定有嚴重依賴照護需要者
．年齡滿85歲，經認定有輕度照護需要者

申請資格

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A. 提供居家照顧服務時數補助
B. 就業推介並發給僱用獎助推介卡，確認服務提供結果

註：A.B項服務，由雇主兩者擇一

副本
(2天)

副本 (2天)

．有全日照顧嚴重依賴照護需要或特定身心障礙重度
   等級項目者

．長照中心提供諮詢服務，推介服務有正當理由無法
   滿足照顧需求而未能推介成功者

NO

勞動力發展署 

YES

俟雇主提出申請招募外籍
看護工案後，再行審查

雇主 勞動力發展署 

有意願接受居家照顧服務
補助；就業媒合結果上網
供雇主查詢。(3天)

書面審查
(12天)

核發
招募許可證

應於醫療機構
之醫療團隊評
估日起14日至
60日期間內，
送件申請招募
外籍看護工。

核准

(註：圖表內天數係指工作天數)

外勞就業服務 Chapter 7

聘前講習流程圖

雇主聘僱家庭看護工
及家庭幫佣

不符合適用對象

符合適用對象

已完成

是否應參加免參加聘前講習

應參加聘前講習

是否完成講習

辦理完成

未完成
擇期再辦理講習

適用對象
家庭類雇主第1次聘僱外國人，且外國人自
105年7月1日起入國或接續聘僱者。

團體講習

當地政府縣府指定地點
團時參加講習為十人以
上，並採預約方式辦理
依預約時間
現場核對

地點：
辦理方式：

辦理時間：
身分檢核：

開始講習

網路講習

無限制
自行至勞動部
建立之聘前講
習網站，以自
然人憑證登錄
後參加講習
無限制
自然人憑證

地點：
辦理方式：

辦理時間：
身分檢核：

臨櫃講習

當地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預約制 (網路預約)
依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指
定時間
現場核對

地點：
辦理方式：
辦理時間：

身分檢核：

臨櫃講習

由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登錄
系統，並發給完訓憑證

團體講習

由當地政府縣府登錄系
統，並發給完訓憑證

網路講習

聘前講習自動登錄，雇
主得自行列印完訓憑證

講習時間1小時
講習內容：聘僱外國人之相關法
令，外國人健康檢查及其罹患法定
傳染病之處置、聘僱外國人入國後
應辦理事項、外國人權益保障、其
他與外國人聘僱管理有關等事項

家庭類雇主申請聘僱
許可或接續聘僱許可

申請文件無須檢附完訓
憑證，系統自動勾稽

經系統勾稽未辦理者，將發函雇主
限期補辦理聘前講習，逾期未辦理
者，將依法不予核發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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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勞工入國後應辦事項流程圖

入國

經系統勾稽未辦理者，將發函雇主
限期補辦理聘前講習，逾期未辦理
者，將依法不予核發許可。

至外籍勞工工作所在地的各縣市勞
工主管機關辦理入國通報(或接續
聘僱)通報。

雇主應為領有居留證之外籍員工，
自入國(接續聘僱)日起辦理投保，
並按月繳健保費。

入國後3個工作天內完成

入國 (或接續聘僱)
後3個工作天內完成

依就業服務法第55條
繳納就業安定費

安排外籍勞工至衛生福利部
指定之醫院辦理定期健康檢查

1.至內政部移民署各地服務站辦理
居留證。
2.向勞動部申請聘僱(或接續聘僱)
許可。

至內政部移民署各地
服務站辦理居留證變
更雇主及異動事宜。

入國 (或接續聘僱)
後15個工作天內完成

接獲本部核發接續聘僱
許可函後14天內完成

入國工作滿6、18、30個月
之日前(後)30日內完成。
另外，工作期滿續聘或期滿
轉換雇主者，自新聘僱許可
生效日起，亦同。

外勞就業服務 Chapter 7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台灣就業通

www.taiwanjobs.gov.tw
客服專線：0800-777-888

指導機關：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主辦單位：南投縣政府

素材出處：www.freepik.com (Designed by Freepik)

本手冊所敘各項規定，如有變更以變更後之規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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