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碼 款 項 細 目
儲金簿中文摘要

(終端交易畫面)

001 鐘點費 鐘點費

002 獎勵金 獎勵金

003 生育補助費 生育補助

004 結婚補助費 結婚補助

005 休假補助費 休假補助

006 值日費 值日費

007 超勤加班費 超勤加班

008 急難濟助金 急難濟助

009 交通費 交通費

010 退撫金 退撫金

011 退休金 退休金

012 慰問金 慰問金

013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身障補助

014 中低老人生活補助 老人補助

015 安老福利津貼 安老津貼

016 補助款 補助款

017 低收入家庭生活扶助 低收扶助

018 身心障礙者器具補助 補助款

019 薪資 薪資

020 人事費 人事費

021 研究設備 研究設備

022 旅運費 旅運費

023 管理費 管理費

024 工讀費 工讀費

025 研究經費 研究經費

026 助理費 助理費

027 獎學金 獎學金

028 助學金 助學金

029 退費 退費

030 零用金 零用金

031 補助款 補助款

032 書卷獎 書卷獎

033 各項優待 各項優待

034 貸款 貸款

035 輔導費 輔導費

036 公費 公費

037 津貼 津貼

038 社團經費 社團經費

039 預付款 預付款

040 各項費用 各項費用

041 監試費 監試費

《薪資轉存款項細目一覽表》



042 命題閱卷 命題閱卷

043 巡視費 巡視費

044 襄助費 襄助費

045 審查費 審查費

046 績效獎金 績效獎金

047 年終獎金 年終獎金

048 補發款項 補發款項

049 全勤獎金 全勤獎金

050 考績獎金 考績獎金

051 不休假改發加班費 不休假

052 約僱人員工資 約僱工資

053 駐警人員薪津 駐警薪津

054 慶生禮品代金 禮品代金

055 監工津貼 監工津貼

056 經管銀錢津貼 銀管津貼

057 駕駛加給 駕駛加給

058 收投加給 收投加給

059 夜點費 夜點費

060 值班費 值班費

061 值夜費 值夜費

062 洗衣費 洗衣費

063 子女教育互助金 子女教育

064 交通同仁子女教育互助金 交通子教

065 借支子女教育獎助金 借支子教

066 學分補助費 學分補助

067 查獲欠資郵件獎金 欠資酬金

068 教育補助費 教育補助

069 差旅費 差旅費

070 考績晉級差額 考績晉級

071 代課費 代課費

072 退勞保費 退勞保費

073 退健保費 退健保費

074 稿費 稿費

075 補代發款項 補代發款

076 旅遊補助 旅遊補助

077 逾時工作費 逾時費

078 久任獎金 久任獎金

079 福利金 福利金

080 考成獎金 考成獎金

081 考核獎金 考核獎金

082 另予考成 另予考成

083 縫製制服工資 制服工資

085 紅利 紅利

086 獎助金 獎助金



087 模範人員獎金 模範獎金

088 誤餐費 誤餐費

089 就養給與金 就養給與

090 兒童少年生活扶助 兒少扶助

091 居家失能老人照顧津貼 失能老人

092 早期療育補助費 早療補助

093 書籍服裝費 書籍服裝

094 外埠參觀 外埠參觀

095 評閱費 評閱費

096 特別照護金 特別照護

097 中鋼補助款 中鋼補助

098 工程獎金 工程獎金

099 節慶獎金 節慶獎金

100 作業費 作業費

101 敬老福利生活津貼 敬老津貼

102 喪葬照護金 喪葬照護

103 存簿獎金 存簿獎金

104 快捷獎金 快捷獎金

105 丙佣 丙佣

106 維護費 維護費

107 端午節贈品代金 端節代金

108 中秋節贈品代金 秋節代金

109 退伙食費 退伙食費

110 一月份敬老津貼 一月敬老

111 二月份敬老津貼 二月敬老

112 三月份敬老津貼 三月敬老

113 四月份敬老津貼 四月敬老

114 五月份敬老津貼 五月敬老

115 六月份敬老津貼 六月敬老

116 七月份敬老津貼 七月敬老

117 八月份敬老津貼 八月敬老

118 九月份敬老津貼 九月敬老

119 十月份敬老津貼 十月敬老

120 十一月份敬老津貼 十一敬老

121 十二月份敬老津貼 十二敬老

122 重陽節禮金 重陽禮金

123 孤苦兒童生活補助 孤苦兒童

124 清寒家庭子女生活教育補助 清寒子女

125 卹滿照護金 卹滿照護

126 春節照護金 春節照護

127 眷實代金 眷實代金

128 房屋燃料 房屋燃料

129 導師活動費 導師費

130 課輔鐘點 課輔鐘點



131 專題製作 專題製作

132 大班鐘點 大班鐘點

133 病困照護 病困照護

134 資遣費 資遣費

135 補償金 補償金

136 一月份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一月中老

137 二月份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二月中老

138 三月份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三月中老

139 四月份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四月中老

140 五月份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五月中老

141 六月份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六月中老

142 七月份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七月中老

143 八月份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八月中老

144 九月份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九月中老

145 十月份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十月中老

146 十一月份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十一中老

147 十二月份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十二中老

148 一月份低收入戶生活補助 一月低戶

149 二月份低收入戶生活補助 二月低戶

150 三月份低收入戶生活補助 三月低戶

151 四月份低收入戶生活補助 四月低戶

152 五月份低收入戶生活補助 五月低戶

153 六月份低收入戶生活補助 六月低戶

154 七月份低收入戶生活補助 七月低戶

155 八月份低收入戶生活補助 八月低戶

156 九月份低收入戶生活補助 九月低戶

157 十月份低收入戶生活補助 十月低戶

158 十一月份低收入戶生活補助 十一低戶

159 十二月份低收入戶生活補助 十二低戶

160 退稅 退稅

161 福利互助結算金 福利互助

162 課後照顧費 課後照顧

163 委發款項 委發款項

164 補發薪資 補發薪資

165 工作獎金 工作獎金

166 保養獎金 保養獎金

167 退代扣款 退代扣款

168 委發款項 委發款項

169 幼兒教育券補助款 幼教券補

170 一月份中低收入身份障礙者生活補助 一月中殘

171 二月份中低收入身份障礙者生活補助 二月中殘

172 三月份中低收入身份障礙者生活補助 三月中殘

173 四月份中低收入身份障礙者生活補助 四月中殘

174 五月份中低收入身份障礙者生活補助 五月中殘



175 六月份中低收入身份障礙者生活補助 六月中殘

176 七月份中低收入身份障礙者生活補助 七月中殘

177 八月份中低收入身份障礙者生活補助 八月中殘

178 九月份中低收入身份障礙者生活補助 九月中殘

179 十月份中低收入身份障礙者生活補助 十月中殘

180 十一月份中低收入身份障礙者生活補助 十一中殘

181 十二月份中低收入身份障礙者生活補助 十二中殘

182 一月份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者福利津貼 一月重津

183 二月份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者福利津貼 二月重津

184 三月份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者福利津貼 三月重津

185 四月份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者福利津貼 四月重津

186 五月份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者福利津貼 五月重津

187 六月份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者福利津貼 六月重津

188 七月份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者福利津貼 七月重津

189 八月份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者福利津貼 八月重津

190 九月份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者福利津貼 九月重津

191 十月份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者福利津貼 十月重津

192 十一月份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者福利津貼 十一重津

193 十二月份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者福利津貼 十二重津

194 租金補助 租金補助

195 中低老人特別照顧津貼 中低特照

196 試務費 試務費

197 居家隔離慰問金 隔離慰問

198 中央公教人員福利互助結算金 公教互助

199 車馬費 車馬費

200 考績升等晉級俸差額 考績升等

201 房租津貼 房租津貼

202 月撫慰金 月撫慰金

203 生日禮金 生日禮金

204 兒童托育津貼 托育津貼

205 老農津貼 老農津貼

206 遲緩補助 遲緩補助

207 退伍旅費 退伍旅費

208 海勤加給 海勤加給

209 首長特別費 首長特費

210 導護費 導護費

211 指導費 指導費

212 健康檢查 健康檢查

213 郵局抽獎 郵局抽獎

214 版稅 版稅

215 教策小組兼任工作費 教策費

216 校對費 校對費

217 退保證金 退保證金

218 腳本費 腳本費



219 進修補助 進修補助

220 工作費 工作費

221 口試費 口試費

222 生活維持費 生活維持

223 春節代金 春節代金

224 地域加給 地域加給

225 兵工獎金 兵工獎金

226 空勤加給 空勤加給

227 一月份縣敬老福利津貼 一月縣老

228 二月份縣敬老福利津貼 二月縣老

229 三月份縣敬老福利津貼 三月縣老

230 四月份縣敬老福利津貼 四月縣老

231 五月份縣敬老福利津貼 五月縣老

232 六月份縣敬老福利津貼 六月縣老

233 七月份縣敬老福利津貼 七月縣老

234 八月份縣敬老福利津貼 八月縣老

235 九月份縣敬老福利津貼 九月縣老

236 十月份縣敬老福利津貼 十月縣老

237 十一月份縣敬老福利津貼 十一縣老

238 十二月份縣敬老福利津貼 十二縣老

239 安家費及扶助金 安家扶助

240 醫療及健保補助費 醫療健保

241 牌照稅獎金 牌照獎金

242 網路查詢費 網路費

243 郵資費 郵資費

244 就學貸款 就學貸款

245 特殊境遇婦女津貼 特境津貼

246 茶水費 茶水費

247 煙毒獎金 煙毒獎金

248 竊盜獎金 竊盜獎金

249 違規單獎金 違規獎金

250 弱勢兒童醫療補助款 弱兒醫補

251 複習監考 複習監考

252 刑事活動費 刑事活動

253 通訊監察費 通訊監察

254 交通獎金 交通獎金

255 外勞獎金 外勞獎金

256 訓練費 訓練費

257 顧問費 顧問費

258 出席費 出席費

259 公賻金 公賻金

260 酬勞費 酬勞費

261 設計費 設計費

262 診療費 診療費



263 代墊款 代墊款

264 支援報酬 支援報酬

265 支援健檢 支援健檢

266 講師費 講師費

267 差旅加班 差旅加班

268 防火誤餐 防火誤餐

269 鳳凰誤餐 鳳凰誤餐

270 義消辦公費 義消辦公

271 義消出動費 義消出動

272 分隊辦公費 分隊辦公

273 分隊水電費 分隊水電

274 壽險貸款 壽險貸款

275 喪葬補助 喪葬補助

276 喪葬互助金 喪葬互助

277 教師節代金 教節代金

278 優惠存款 優惠存款

279 主管加給 主管加給

280 加班費 加班費

281 清潔獎金 清潔獎金

282 端午節照護 端節照護

283 中秋節照護 秋節照護

284 勞動節獎金 勞節獎金

285 委任報酬 委任報酬

286 購物回饋 購物回饋

287 值週費 值週費

288 兼課費 兼課費

289 鑲牙補助 鑲牙補助

290 員工建議案獎酬 建議酬金

291 薪資工獎 薪資工獎

292 國科會主持人及助理薪資 國科薪資

293 書苑代售書籍回饋金 書苑售書

294 卓越計劃 卓越計劃

295 提昇大學基礎教育主持人費 提昇大學

296 低收子女高中就學生活輔助 高中就學

297 離職儲金 離職儲金

298 退公保費 退公保費

299 業務費 業務費

300 副食費 副食費

301 中低收入生活補助 生活補助

302 縣府急難救助 縣府急難

303 一月份安老津貼 一月安老

304 二月份安老津貼 二月安老

305 三月份安老津貼 三月安老

306 四月份安老津貼 四月安老



307 五月份安老津貼 五月安老

308 六月份安老津貼 六月安老

309 七月份安老津貼 七月安老

310 八月份安老津貼 八月安老

311 九月份安老津貼 九月安老

312 十月份安老津貼 十月安老

313 十一月份安老津貼 十一安老

314 十二月份安老津貼 十二安老

315 緊急扶助 緊急扶助

316 房稅補助 房稅補助

317 借支 借支

318 年資結算 年資結算

319 木船款上 木船款上

320 木船款中 木船款中

321 木船款下 木船款下

322 新船款上 新船款上

323 新船款中 新船款中

324 新船款下 新船款下

325 德木船 德木船

326 萬人泳  萬人泳

327 身心障礙者器具補助 器具補助

328 工作所得補助 所得補助

329 一月份國民年金 一月國金

330 二月份國民年金 二月國金

331 三月份國民年金 三月國金

332 四月份國民年金 四月國金

333 五月份國民年金 五月國金

334 六月份國民年金 六月國金

335 七月份國民年金 七月國金

336 八月份國民年金 八月國金

337 九月份國民年金 九月國金

338 十月份國民年金 十月國金

339 十一月份國民年金 十一國金

340 十二月份國民年金 十二國金

341 溢繳國民年金保險費退費 國保退費

342 勞保年金 勞保年金

343 一月份勞保年金 一月勞金

344 二月份勞保年金 二月勞金

345 三月份勞保年金 三月勞金

346 四月份勞保年金 四月勞金

347 五月份勞保年金 五月勞金

348 六月份勞保年金 六月勞金

349 七月份勞保年金 七月勞金

350 八月份勞保年金 八月勞金



351 九月份勞保年金 九月勞金

352 十月份勞保年金 十月勞金

353 十一月份勞保年金 十一勞金

354 十二月份勞保年金 十二勞金

355 第一季早期療育補助費 早療一季

356 第二季早期療育補助費 早療二季

357 第三季早期療育補助費 早療三季

358 第四季早期療育補助費 早療四季

359 育兒補助 育兒補助

360 育兒津貼 育兒津貼

361 遺族援護 遺族援護

362 優良教師獎金 優良教師

363 傑出教師獎金 傑出教師

364 國民年金保險給付 國民年金

365 獎助學金 獎助學金

366 退役俸 退役俸

367 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 兒少緊補

368 年終慰問金 年終慰問

369 一月份兒童托育津貼 一月托育

370 二月份兒童托育津貼 二月托育

371 三月份兒童托育津貼 三月托育

372 四月份兒童托育津貼 四月托育

373 五月份兒童托育津貼 五月托育

374 六月份兒童托育津貼 六月托育

375 七月份兒童托育津貼 七月托育

376 八月份兒童托育津貼 八月托育

377 九月份兒童托育津貼 九月托育

378 十月份兒童托育津貼 十月托育

379 十一月份兒童托育津貼 十一托育

380 十二月份兒童托育津貼 十二托育

381 一月份育兒津貼 一月育兒

382 二月份育兒津貼 二月育兒

383 三月份育兒津貼 三月育兒

384 四月份育兒津貼 四月育兒

385 五月份育兒津貼 五月育兒

386 六月份育兒津貼 六月育兒

387 七月份育兒津貼 七月育兒

388 八月份育兒津貼 八月育兒

389 九月份育兒津貼 九月育兒

390 十月份育兒津貼 十月育兒

391 十一月份育兒津貼 十一育兒

392 十二月份育兒津貼 十二育兒

393 公墓墓籍清查暨環境維護 公墓維護

394 教育部鐘點費 教部鐘點



395 缺額鐘點費 缺額鐘點

396 暑期鐘點費 暑期鐘點

397 寒期鐘點費 寒期鐘點

398 代課鐘點費 代課鐘點

399 互助金 互助金

400 一月份報酬 一月報酬

401 二月份報酬 二月報酬

402 三月份報酬 三月報酬

403 四月份報酬 四月報酬

404 五月份報酬 五月報酬

405 六月份報酬 六月報酬

406 七月份報酬 七月報酬

407 八月份報酬 八月報酬

408 九月份報酬 九月報酬

409 十月份報酬 十月報酬

410 十一月份報酬 十一報酬

411 十二月份報酬 十二報酬

413 車輛檢修費 車檢修費

414 兼職費 兼職費

415 安全獎金 安全獎金

416 回饋金 回饋金

417 稽查獎金 稽查獎金

418 汽油款 汽油款

419 人力資源調查費 人資調查

420 撫慰金 撫慰金

421 台南市主計處統計科 南市統計

422 查獲刑案獎金 刑案獎金

423 治平專案獎金 治平獎金

424 查獲經濟案件獎金 經濟獎金

425 業務評比獎金 業務獎金

426 年中獎金 年中獎金

427 事務費 事務費

428 給付總額 給付總額

429 減課鐘點 減課鐘點

430 一月兒童少年生活扶助 一月兒少

431 二月兒童少年生活扶助 二月兒少

432 三月兒童少年生活扶助 三月兒少

433 四月兒童少年生活扶助 四月兒少

434 五月兒童少年生活扶助 五月兒少

435 六月兒童少年生活扶助 六月兒少

436 七月兒童少年生活扶助 七月兒少

437 八月兒童少年生活扶助 八月兒少

438 九月兒童少年生活扶助 九月兒少

439 十月兒童少年生活扶助 十月兒少



440 十一月兒童少年生活扶助 十一兒少

441 十二月兒童少年生活扶助 十二兒少

442 一月特境子女生活津貼 一月特境

443 二月特境子女生活津貼 二月特境

444 三月特境子女生活津貼 三月特境

445 四月特境子女生活津貼 四月特境

446 五月特境子女生活津貼 五月特境

447 六月特境子女生活津貼 六月特境

448 七月特境子女生活津貼 七月特境

449 八月特境子女生活津貼 八月特境

450 九月特境子女生活津貼 九月特境

451 十月特境子女生活津貼 十月特境

452 十一月特境子女生活津貼 十一特境

453 十二月特境子女生活津貼 十二特境

454 官兵給與 官兵給與

455 俸金補發 俸金補發

456 物價調整 物價調整

457 退所得稅 退所得稅

458 退勞保費 退勞保費

459 低收入戶春節慰問金 低收春節

460 低收入戶子女生活扶助 低收子女

461 單親家庭子女生活補助 單親生活

462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緊急、子女生活、子女托育、醫療) 特境扶助

463 命題酬勞 命題酬勞

464 罹癌補助 罹癌補助

465 生活扶助 生活扶助

466 補發縣敬老福利津貼 補發縣老

467 軍保給付 軍保給付

468 就保給付 就保給付

469 就業津貼 就業津貼

470 就保職訓 就保職訓

471 就育嬰1 就育嬰1

472 就育嬰2 就育嬰2

473 就育嬰3 就育嬰3

474 就育嬰4 就育嬰4

475 就育嬰5 就育嬰5

476 就育嬰6 就育嬰6

477 軍眷照護 軍眷照護

478 月退休金 月退休金

479 年撫卹金 年撫卹金

480 舊制勞退 舊制勞退

481 春節慰問 春節慰問

482 端節慰問 端節慰問

483 秋節慰問 秋節慰問



484 超額年金 超額年金

485 其他費用 其他費用

486 友善托補 友善托補

487 另予考績 另予考績

488 公保年金 公保年金

489 退勞健保 退勞健保

490 保險補助 保險補助

491 災防傷病 災防傷病

492 地方托育 地方托育

493 聯盟托育 聯盟托育

494 學術研究獎金 學術獎金

495 公提儲金 公提儲金

496 自提儲金 自提儲金

497 志工服務費 志工服務

498 乘務旅費 乘務旅費

499 勞退月退 勞退月退

500 新制勞退 新制勞退

501 退撫基金 退撫基金

502 修護獎金 修護獎金

503 飛安獎金 飛安獎金

504 贍養金 贍養金

505 勳獎章獎金 勳獎章金

506 身心障礙榮譽獎金 身障榮譽

507 遺屬年金 遺屬年金

508 月撫卹金 月撫卹金

509 保證金 保證金

510 員工酬勞 員工酬勞

511 短程車資 短程車資

512 認養金 認養金

513 訪問費 訪問費

514 基隆差旅 基隆差旅

515 臺中差旅 臺中差旅

516 高雄差旅 高雄差旅

517 桃園差旅 桃園差旅

518 勞退一次 勞退一次

519 勞退續提 勞退續提

520 勞退遺屬 勞退遺屬

521 生活照護 生活照護

522 水電補助 水電補助

523 餐費補助 餐費補助

524 遺屬一次金 遺屬一次

525 單身青年及婚育家庭租屋補助款 青育租金

526 縣府重陽禮金 縣府重陽

527 公所重陽禮金 公所重陽

528 行政院防疫加發補助 行政院發

529 防疫補償金 防疫補償



530 振興三倍券預購金 換三倍券

531 低收入戶18歲以上就學生活補助 就學補助

532 低收入戶國中以上就學子女交通補助 交通補助

533 中低收入老人重病住院看護費用補助 中老看護

534 春節獎金 春節獎金

535 端節獎金 端節獎金

536 秋節獎金 秋節獎金

537 購屋補助款 購屋補助

538 中央存款獎勵金 中央獎勵

539 公教優存 公教優存

540 特休代金 特休代金

541 就養給付 就養給付

542 健保補助 健保補助

543 縣府紓困金 縣府紓困

544 里重陽金 里重陽金

545 春節禮金 春節禮金

546 端午節禮金 端節禮金

547 中秋節禮金 秋節禮金

548 代賑金 代賑金

549 防疫津貼 防疫津貼

550 相驗檢剖 相驗檢剖

551 毒品獎金 毒品獎金

552 勞退退費 勞退退費

553 退撫退費 退撫退費

554 COVID-19快篩試劑補助 快篩補助

555 防疫補貼 防疫補貼

556 新制退撫給與 退撫給與

557 清寒原住民學生助學金 原民助學



儲金簿中文摘要

英文 數字 月份 中文摘要

A 01 一月 加碼 一月加碼

B 01 二月 加碼 二月加碼

C 01 三月 加碼 三月加碼

D 01 四月 加碼 四月加碼

E 01 五月 加碼 五月加碼

F 01 六月 加碼 六月加碼

G 01 七月 加碼 七月加碼

H 01 八月 加碼 八月加碼

I 01 九月 加碼 九月加碼

J 01 十月 加碼 十月加碼

K 01 十一 加碼 十一加碼

L 01 十二 加碼 十二加碼

A 02 一月 超勤 一月超勤

B 02 二月 超勤 二月超勤

C 02 三月 超勤 三月超勤

D 02 四月 超勤 四月超勤

E 02 五月 超勤 五月超勤

F 02 六月 超勤 六月超勤

G 02 七月 超勤 七月超勤

H 02 八月 超勤 八月超勤

I 02 九月 超勤 九月超勤

J 02 十月 超勤 十月超勤

K 02 十一 超勤 十一超勤

L 02 十二 超勤 十二超勤

A 03 一月 加班 一月加班

B 03 二月 加班 二月加班

C 03 三月 加班 三月加班

D 03 四月 加班 四月加班

E 03 五月 加班 五月加班

F 03 六月 加班 六月加班

G 03 七月 加班 七月加班

H 03 八月 加班 八月加班

I 03 九月 加班 九月加班

J 03 十月 加班 十月加班

K 03 十一 加班 十一加班

L 03 十二 加班 十二加班

A 04 一月 獎金 一月獎金

B 04 二月 獎金 二月獎金

C 04 三月 獎金 三月獎金

D 04 四月 獎金 四月獎金

《薪資轉存款項細目一覽表》

代碼 款 項 細 目



E 04 五月 獎金 五月獎金

F 04 六月 獎金 六月獎金

G 04 七月 獎金 七月獎金

H 04 八月 獎金 八月獎金

I 04 九月 獎金 九月獎金

J 04 十月 獎金 十月獎金

K 04 十一 獎金 十一獎金

L 04 十二 獎金 十二獎金

A 05 一月 退金 一月退金

B 05 二月 退金 二月退金

C 05 三月 退金 三月退金

D 05 四月 退金 四月退金

E 05 五月 退金 五月退金

F 05 六月 退金 六月退金

G 05 七月 退金 七月退金

H 05 八月 退金 八月退金

I 05 九月 退金 九月退金

J 05 十月 退金 十月退金

K 05 十一 退金 十一退金

L 05 十二 退金 十二退金

A 06 一月 身障 一月身障

B 06 二月 身障 二月身障

C 06 三月 身障 三月身障

D 06 四月 身障 四月身障

E 06 五月 身障 五月身障

F 06 六月 身障 六月身障

G 06 七月 身障 七月身障

H 06 八月 身障 八月身障

I 06 九月 身障 九月身障

J 06 十月 身障 十月身障

K 06 十一 身障 十一身障

L 06 十二 身障 十二身障

A 07 一月 退俸 一月退俸

B 07 二月 退俸 二月退俸

C 07 三月 退俸 三月退俸

D 07 四月 退俸 四月退俸

E 07 五月 退俸 五月退俸

F 07 六月 退俸 六月退俸

G 07 七月 退俸 七月退俸

H 07 八月 退俸 八月退俸

I 07 九月 退俸 九月退俸

J 07 十月 退俸 十月退俸

K 07 十一 退俸 十一退俸

L 07 十二 退俸 十二退俸



A 08 一月 職失 一月職失

B 08 二月 職失 二月職失

C 08 三月 職失 三月職失

D 08 四月 職失 四月職失

E 08 五月 職失 五月職失

F 08 六月 職失 六月職失

G 08 七月 職失 七月職失

H 08 八月 職失 八月職失

I 08 九月 職失 九月職失

J 08 十月 職失 十月職失

K 08 十一 職失 十一職失

L 08 十二 職失 十二職失

A 09 一月 職照 一月職照

B 09 二月 職照 二月職照

C 09 三月 職照 三月職照

D 09 四月 職照 四月職照

E 09 五月 職照 五月職照

F 09 六月 職照 六月職照

G 09 七月 職照 七月職照

H 09 八月 職照 八月職照

I 09 九月 職照 九月職照

J 09 十月 職照 十月職照

K 09 十一 職照 十一職照

L 09 十二 職照 十二職照

A 10 一月 職遺 一月職遺

B 10 二月 職遺 二月職遺

C 10 三月 職遺 三月職遺

D 10 四月 職遺 四月職遺

E 10 五月 職遺 五月職遺

F 10 六月 職遺 六月職遺

G 10 七月 職遺 七月職遺

H 10 八月 職遺 八月職遺

I 10 九月 職遺 九月職遺

J 10 十月 職遺 十月職遺

K 10 十一 職遺 十一職遺

L 10 十二 職遺 十二職遺

A 11 一月 就學 一月就學

B 11 二月 就學 二月就學

C 11 三月 就學 三月就學

D 11 四月 就學 四月就學

E 11 五月 就學 五月就學

F 11 六月 就學 六月就學

G 11 七月 就學 七月就學

H 11 八月 就學 八月就學



I 11 九月 就學 九月就學

J 11 十月 就學 十月就學

K 11 十一 就學 十一就學

L 11 十二 就學 十二就學

A 12 一月 防疫 一月防疫

B 12 二月 防疫 二月防疫

C 12 三月 防疫 三月防疫

D 12 四月 防疫 四月防疫

E 12 五月 防疫 五月防疫

F 12 六月 防疫 六月防疫

G 12 七月 防疫 七月防疫

H 12 八月 防疫 八月防疫

I 12 九月 防疫 九月防疫

J 12 十月 防疫 十月防疫

K 12 十一 防疫 十一防疫

L 12 十二 防疫 十二防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