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碼 款 項 細 目 儲金簿中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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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8 急難濟助金 急難濟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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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 獎學金 獎學金

028 助學金 助學金

031 補助款 補助款

032 書卷獎 書卷獎

037 津貼 津貼

048 補發款項 補發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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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8 教育補助費 教育補助

075 補代發款項 補代發款

076 旅遊補助 旅遊補助

086 獎助金 獎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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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6 特別照護金 特別照護

101 敬老福利生活津貼 敬老津貼

102 喪葬照護金 喪葬照護

107 端午節贈品代金 端節代金

108 中秋節贈品代金 秋節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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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款暨獎助學金轉存款項細目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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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病困照護 病困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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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委發款項 委發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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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房租津貼 房租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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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郵局抽獎 郵局抽獎

222 生活維持費 生活維持

223 春節代金 春節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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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就學貸款 就學貸款

245 特殊境遇婦女津貼 特境津貼



250 弱勢兒童醫療補助款 弱兒醫補

275 喪葬補助 喪葬補助

282 端午節照護 端節照護

283 中秋節照護 秋節照護

296 低收子女高中就學生活輔助 高中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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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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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 國民年金保險給付 國民年金

365 獎助學金 獎助學金

367 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 兒少緊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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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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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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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 生活扶助 生活扶助

466 補發縣敬老福利津貼 補發縣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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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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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 友善托補 友善托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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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7 遺屬年金 遺屬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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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7 購屋補助款 購屋補助

538 中央存款獎勵金 中央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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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4 COVID-19快篩試劑補助 快篩補助

555 防疫補貼 防疫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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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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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資轉存款項細目一覽表》

代碼 款 項 細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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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