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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服務個案時，發現他/她有以下列情況時
我們可以尋求臺中市就業服務處協助

個案可以獲得哪些服務呢?!

職涯探索期

•就業條件不足，低學歷、無
專長及求職技能

求職準備期

•缺乏自信、成就動機低

單一窗口個管服務

•擔心影響福利權益，工作意
願動機不強

運用各項獎補助津貼

•社會聯結不足、人際關係退
縮



職涯探索期

服務名稱 服務內容 洽詢單位及聯絡電話

職業適性診斷及
諮詢

心理諮商：
提供專業心理諮商及面試技巧諮詢服務，協助求職者做好就業
準備、建立就業自信心及克服面試障礙以順利進入職場，達到
適性就業的目標。

臺中市就業服務處吳小姐
04-22289111#36104

職業適性診斷：
藉由職業適性診斷測驗，協助求職者瞭解本身職場興趣、能
力及未來產業發展趨勢等三者之間的關聯性，於測驗後將產
出量表，使各位藉由測驗結果及諮詢，更瞭解自我本身，以
投入職場。

職涯攻略卡 整合桌遊牌卡遊戲中，先穿透「興趣卡」了解自身性格和興
趣走向，再進一步以「職業卡」重建未來的職業選擇及方向，
發動技能攻擊或防禦，守住自己的職業，在遊戲中讓青年盤
點出個人優勢。

豐原就業服務站張小姐
04-25271812分機333
沙鹿就業服務站李先生
04-26231955分機125

職場體驗活動
安排職場達人帶領「做中學」體驗活動，分享職場經驗傳承，
強化青年對於職場技能需求及生態的瞭解，並從中自我探索個
人特質及職業興趣，讓青年朋友找到屬於自己未來的職涯道路。

臺中市就業服務處劉小姐
04-22289111#36102

什麼都不感
興趣的我，
到底可以做
什麼工作呢?!

哇，就服處
可以協助我
了解自己性
格及興趣走
向，進而指
引我找到職
涯方向~真
是太棒了!



求職準備期

服務名稱 服務內容 洽辦單位及聯絡電話

履歷健診

聘請業界講師或企業人資針對求職者履歷自傳內容指導修正，
透過個別指導過程，強化求職者履歷架構、自傳撰寫技巧及
掌握自我優勢條件，並輔以企業求才所關注之焦點指導，提
高獲得面試機會透過個別指導過程

臺中市就業服務處賴小姐
04-22289111#36105

面試技巧諮
詢服務

邀請業界具人力資源、或從事行業主管級以上之經驗進行面
試技巧指導，強化求職者就業準備力，提升其面試錄取率。

履歷不會寫，找就服處! 面試技巧不足，找就服處!



就業媒合期

就業服務細緻化、客製化
就業服務【一案到底服務】

強調「單一窗口」、「固定專
人」、「預約制」之客製化服
務，掌握求職者需求及服務歷
程、減少求職者待業時間，建
立長期信賴及陪伴的關係，有
效率的促進求職端與求才端之
媒合

【對象別】提供專案服務計畫

•青年族群
提供各階段不同專案服務與補助，如履歷健診、
職業適性診斷、青年就業金安薪方案等服務。

•中高齡族群
設置銀髮人才服務據點，提供55歲以上求職者
求職登記、就業勞動法令諮詢及職缺媒合等就
業服務，並於現場擺放就業輔具，讓求職者體
驗。

•其他特定對象
設置單一窗口，協助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
遊民、更生人等特定對象，提供求職登記、就
業諮詢、推介媒合、資源連結、就業後關懷等
服務。

請掃我，
有更詳細
就業服務
說明



就業獎補助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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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青年就業計畫

補助對象 補助資格 補助期限/金額 洽辦單位及聯絡電話

設籍本市之
29歲以下之
失業青年

於失業期間至本處
所屬就業服務站、
台辦理求職登記，
並核發本要點登記
暨權益說明書文件，
於該文件有效期間，
經推介就業於特定
行業或就業於本市
公告行業，穩定就
業滿一定期限後，
始得申請。

1. 於同一事業單位連續就業加保滿14日(需符合失業滿
3個月者或為當年度畢業生)：獎勵3,000元。

2. 於同一事業單位連續就業加保滿1個月：獎勵5,000
元(和平區6,000元)。

3. 於同一事業單位連續就業加保滿3個月：獎勵5,000
元(和平區6,000元)。

4. 於同一事業單位連續就業加保滿6個月：獎勵1萬
2,000元(和平區1萬3,000元)。

5. 如屬弱勢青年(低、中低收入戶或仍須負擔學貸者)
於同一事業單位連續就業加保滿3、6個月，各加碼
5,000元。

豐原就業服務站李小姐
04-25271812分機208

沙鹿就業服務站陳小姐
04-26231955分機123



弱勢勞工就業協助計畫

補助對象 補助資格 補助期限/金額 洽辦單位及聯絡電話

弱勢勞工
(求職者)

設籍本市及外國人與設籍本市
之國民結婚，且獲准居留者之
弱勢勞工，經本局就業服務窗
口辦理求職登記或接受服務有
下列情況之ㄧ經濟困難者：
(ㄧ)求職期間具積極求職動機。
(二)就業初期(就業未滿二個
月)。

1.生活補助：
每人補助一次6,000元。
2.就業獎勵：
(1)全時工作者，連續就業滿一個月，
核發3,000元，滿三個月核發9,000元。
(2)部分工時工作者，連續就業滿一個
月核發1,500元，滿三個月核發4,500元。

豐原就業服務站張小姐
04-25271812分機333

沙鹿就業服務站李先生
04-26231955分機125



中高齡人力資源再運用獎勵作業要點

補助對象 補助資格 補助期限/金額
洽辦單位及聯絡

電話

雇主
求職者

一、僱用獎助獎勵金(補助雇主)：
所僱用勞工投保勞工保險投保薪資須
達第三級距以上者(111年為27,600
元)。
二、繼續僱用補助獎勵金(補助雇主)。
三、就業獎勵金(補助勞工)：
設籍臺中市年滿45歲以上失業勞工勞
工保險或職業災害保險生效之日起算
連續就業於同一雇主滿30日以上者。

1.僱用獎助獎勵金(獎勵期限6個月)：
(1)按月計酬全時工作者：每月3,000元。
(2)非按月計酬部分工時者：每小時補助
20元，每月最高補助3,000元。
2.繼續僱用補助獎勵金(獎勵期限6個月)：
(1)按月計酬全時工作者：每月3,000元。
(2)非按月計酬部分工時者：每小時補助
20元，每月最高補助3,000元。
3.就業獎勵(獎勵期限6個月)：
(1)按月計酬全時工作者：每月3,000元。
(2)每小時補助20元，每月最高補助
3,000元(其每月領取薪資未低於勞工保
險或職業災害保險之部分工時投保薪資
第三級距，111年為13,500元)。

豐原就業服務站
張小姐
04-25271812#102

沙鹿就業服務站
楊小姐
04-26231955#306

此補助是為了
鼓勵雇主僱用
中高齡者及勉
勵中高齡求職
者穩定就業給
予獎勵金



補助對
象

補助資格 補助金額 洽辦單位及聯絡電話

求職者

1.連續失業滿3
個月
2.非自願性離職
者
3.18~29歲未在
學未就業青年，
且初次跨域尋職
之本國籍青年
(資格三擇一)

1.異地就業交通補助金 ：
(日常居住地與工作地距離30公里以上)
(1)補助期限：12個月
(2)補助金額：
30公里-50公里，每月發給1,000元
50公里-70公里，每月發給2,000元
70公里以上，每月發給3,000元

2.搬遷補助金：
(1)補助期限：每人每次
(2)補助金額：實支實付，每人每次最高以
30,000元
3.租屋補助金：(居住地與工作地距離30公里以
內)
(1)補助期限：12個月
(2)補助金額：租金總額之60％核實發給，每月
最高發給5,000元

豐原就業服務站林先生
04-25271812分機209

沙鹿就業服務站陳小姐
04-26231955分機123

跨域就業津貼

鼓勵求職者不
受地域限制，
工作地距離30
公里經評估可
協助申請跨域
就業津貼



缺工就業獎勵

補助對象 補助資格 補助期限/金額
洽辦單位及聯絡

電話

求職者

1.連續失業達30日
2.非自願性離職者
3.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評估者。
4.有意從事機構照顧服
務工作者(須檢附至少90
小時之照顧服務員受訓
結業證明或照顧服務員
技術士證)

1.補助期限：18個月
2.補助金額：合計10萬8,000元
第1個月至第6個月每月各5,000元
第7個月至第12個月每月各6,000元
第13個月至第18個月每月各7,000元

豐原就業服務站
04-25271812分機
211(黃小姐)

沙鹿就業服務站
04-26231955分機
121(鍾小姐)

經就服員開立「缺工
就業獎勵推介卡」所
推介的工作機會，經
錄用並連續就業滿30
日以上之求職者，只
要循序漸進穩定就業，
我每個月都有額外的
獎勵金可以領取，真
是太好了~



僱用獎助措施

補助對象 補助資格 補助期限/金額 洽辦單位及聯絡電話

雇主
1.特定對象且連續失
業達30日
2.連續失業達3個月以
上者

1.補助期間：12個月
2.補助金額：
(1)正常工時
①每月13,000元/人：45歲至65歲、身
心障礙者、長期失業者
②每月11,000元/人：獨力負擔家計者、
原住民、生活扶助戶中有工作能力 者、
更生受保護人、家庭暴力、性侵害被害
人、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
③每月9,000元/人：失業連續達三個月
以上
✽不同身份別，領取獎勵金不同。

豐原就業服務站江小姐
04-25271812分機324

沙鹿就業服務站顏小姐
04-26231995分機305

我是身障者，常常面試未果…誰能幫幫我呢?!來找就服處就對了，經評估可用「僱用獎助」，提昇雇主僱用意願~



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

補助對象 補助資格 補助期限/金額 洽辦單位及聯絡電話

求職者
雇主 特定對象

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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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職場學習及再適應津貼：按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之每小時基本工資核給，且不超過每月基本工資。

(二)用人單位行政管理及輔導費：以實際核發職場學
習及再適應津貼金額之百分之三十核給。

豐原就業服務站
江小姐
04-25271812分機324

沙鹿就業服務站
顏小姐
04-26231995分機305

弱勢求職者被拒職場門外怎麼辦?!為協助就業弱勢者就業準備及就業適應，透過事業單位或團體，提供職場學習
及再適應之機會，使其重返職場，可運用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讓弱勢求職者可以順利就業~



臨時工作津貼

補助對象 補助資格 補助期限/金額 申請單位及電話

求職者

適用對象：
1.非自願性離職者。
2.就業服務法第二十四條第
一項各款所列之失業者（包
括︰獨力負擔家計者、中高
齡者、身心障礙者、原住民、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長
期失業者、二度就業婦女、
家庭暴力被害人、更生受保
護人、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認為有必要者）。
3.前項人員須具有工作能力
與工作意願者。

補助金額：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每小時
基本工資核給，且1個月合計不超過月
基本工資，最長6個月。
補助期限：最長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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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原就業服務站張小姐
04-25271812分機102

沙鹿就業服務站陳小姐
04-26231995分機123

針對就業能力薄弱之失業者(就業保險被保險人)，
提供短期就業安置措施，以協助其提升職場環境適
應能力及返回一般就業市場。

家暴被害人為了經濟獨立，許久未工作對工作
職場感到害怕時，經求職登記14日未能推介就
業，可評估協助申請臨時工作津貼。



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
對國內就業市場的影響，新增獎補助計畫

02 就業獎補助津貼(疫情篇)



安心即時上工計畫

補助對象 補助資格 補助期限/金額 申請單位及電話

求職者

1.具中華民國國籍。
2.與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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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居
民或澳門居民。
3.前款之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香
港居民或澳門居民，包括因離婚或其
配偶死亡致婚姻關係消滅後，依法准
予繼續居留者。
4.持中華民國發給永久居留證及工作
許可之外國人。
上開符合資格人員經市府核定之用人
單位錄取，提供相關勞務服務。

每人每小時比照本部公告
之每小時基本工資(168元)
核給，每月最高核給80小
時，每個月最高可領1萬
3,440元，每人最長以960
小時為限。

臺中市就業服務處
廖小姐
04-22289111分機36224

自109年4月13日起至至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施行期間屆滿時止(112年6月30日)



安穩僱用計畫

補助對象 補助資格 補助期限/金額 申請單位及聯絡電話

雇主
求職者

【雇主資格】
本計畫所定雇主，為就業保險投保單位之
民營事業單位、團體或私立學校，且無以
下情事：

1.與所僱勞工協商實施暫時縮減工作時間
及減少工資(即減班休息)。
2.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所稱大量解僱勞工
之情事。
(前項所稱團體，指依人民團體法或其他
法令設立者，但不包括政治團體及政黨)

【勞工資格】
於勞動力發展署各分署所屬就業中心開立
僱用獎助推介卡及就業獎勵推介卡之日時，
未參加就業保險、勞工保險或勞工職業災
害保險紀錄者 。

1.全時工作：
依僱用人數每人每2個月發給1萬5,000元，
最長4個月，最高發給雇主3萬元。
1.部分工時：
依僱用人數每人每2個月發給7,500元，最
高發給雇主1萬5,000元。
【勞工-就業獎勵津貼】
1.全時工作：
每2個月發給1萬元就業獎勵，最長4個月，
最高發給勞工2萬元。
2.部分工時：
每2個月發給5,000元就業獎勵，最高發給
勞工1萬元。

豐原就業服務站江小姐
04-25271812分機324

沙鹿就業服務站楊小姐
04-26231955分機304

自110年7月12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媒合推介期間至112年6月30日止)



各就業服務據點聯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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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處現有23個就業服務據點，預計111年12月底將擴增至27個就業服務據點





豐原站(勞動部委辦)
地址：豐原區社興路37號

電話：04-25271812

沙鹿站(勞動部委辦)
地址：沙鹿區中山路658號1樓

電話：04-26231955

市府台 仁和台 清水台 梧棲台

地址：西屯區臺灣大道3段99號
(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文心樓1樓)
電話：04-22289111#35650

地址：東區仁和路362-1號
(勞工服務中心)
電話：04-22808369

地址：清水區鎮政路101號
(清水區公所)
電話：04-26283542

地址：梧棲區雲集街70巷1號
(梧棲區公所)
電話：04-26584167

大里台 東勢台 龍井台 大安台

地址：大里區中興路一段163號
(臺中市立圖書館大里分台1樓)
電話：04-24852742

地址：東勢區豐勢路518號
(東勢區公所)
電話：04-25771761

地址：龍井區沙田路四段247號
(龍井區公所)
電話：04-26352049

地址：大安區中山南路356號2樓
(大安區公所)
電話：04-26714034

中科台 潭子台 外埔台 中港台

地址：大雅區中科路6-1號
(中科管理局工商大樓1樓)
電話：04-25607437

地址：潭子區建國路1號
(潭子科技產業園區管理處後棟1樓)
電話：04-25346908

地址：外埔區六分路390號
(外埔區公所)
電話：04-26837952

地址：梧棲區大觀路6號
(中港加工出口區管理處)
電話：04-26595180

大雅台 神岡台 大甲台 大肚台

地址：大雅區雅環路2段299號1樓
(大雅區公所第二辦公室)
電話：04-25605892

地址：神岡區神圳路2-1號
(神岡區公所第二辦公室)
電話：04-25631565

地址：大甲區民權路52號
(大甲區公所)
電話：04-26801493

地址：大肚區沙田路2段646號
(大肚區公所)
電話：04-26982240

后里台 石岡台 臺中市銀髮人才服務據點(年滿55歲或依法退休者之求職求才服務)
地址：東區仁和路362-1號(勞工服務中心)
電話：04-22808378

地址：后里區福音路89號
(后里區調解委員會)
電話：04-25584691

地址：石岡區豐勢路134號2樓
(石岡區老人福利服務中心)
電話：04-25811151

新社台 和平台 臺中市就業服務處
地址：南屯區精科路26號(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勞工聯合服務處中心)

電話：04-22289111#36100/36200/36300地址：新社區復盛里興社街2段28-1號
(新社區公所)
電話：04-25810882

地址：和平區南勢里東關路3段156號
(和平區公所大廳1樓)
電話：04-259430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