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表

單位：新臺幣元

受 補 助 地 方 政 府

名 稱
補助計畫名稱 工作計畫/業務計畫 補助金額

役政署 339,761,335

一、役政業務 役政業務 339,761,335

(一)直轄市政府 209,148,371               

新北市政府 在營軍人家屬生活扶助 3,426,444                    

新北市政府 役男徵兵檢查及複檢經費 46,429,978                 

新北市政府 軍人公墓管理維護、整修建 1,880,000                    

新北市政府 替代役役男入營輸送作業 676,716                       

新北市政府 替代役役男家屬生活扶助 4,418,204                    

臺北市政府 在營軍人家屬生活扶助 1,463,410                    

臺北市政府 役男徵兵檢查及複檢經費 27,574,630                 

臺北市政府 軍人公墓管理維護、整修建 1,307,000                    

臺北市政府 替代役役男入營輸送作業 409,927                       

臺北市政府 替代役役男家屬生活扶助 1,559,660                    

桃園市政府 在營軍人家屬生活扶助 366,452                       

桃園市政府 役男徵兵檢查及複檢經費 21,016,354                 

桃園市政府 替代役役男入營輸送作業 290,341                       

桃園市政府 替代役役男家屬生活扶助 1,415,687                    

臺中市政府 在營軍人家屬生活扶助 2,547,144                    

臺中市政府 役男徵兵檢查及複檢經費 29,074,316                 

臺中市政府 軍人公墓管理維護、整修建 1,126,000                    

臺中市政府 替代役役男入營輸送作業 599,000                       

 108年度

役政署
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計畫型補助情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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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替代役役男家屬生活扶助 1,890,739                    

臺南市政府 在營軍人家屬生活扶助 1,531,233                    

臺南市政府 役男徵兵檢查及複檢經費 18,120,000                 

臺南市政府 軍人公墓管理維護、整修建 1,875,000                    

臺南市政府 替代役役男入營輸送作業 389,514                       

臺南市政府 替代役役男家屬生活扶助 1,987,551                    

高雄市政府 在營軍人家屬生活扶助 1,685,187                    

高雄市政府 役男徵兵檢查及複檢經費 31,501,357                 

高雄市政府 軍人公墓管理維護、整修建 2,539,000                    

高雄市政府 替代役役男入營輸送作業 395,815                       

高雄市政府 替代役役男家屬生活扶助 1,651,712                    

(二)台灣省各縣市

政府
127,272,139               

宜蘭縣政府 在營軍人家屬生活扶助 520,300                       

宜蘭縣政府 役男徵兵檢查及複檢經費 4,057,105                    

宜蘭縣政府 軍人公墓管理維護、整修建 1,250,000                    

宜蘭縣政府 替代役役男入營輸送作業 138,312                       

宜蘭縣政府 替代役役男家屬生活扶助 30,800                         

宜蘭縣政府
軍人身心障礙三節慰問金及安

養津貼
1,606,000                    

新竹縣政府 在營軍人家屬生活扶助 200,188                       

新竹縣政府 役男徵兵檢查及複檢經費 5,041,559                    

新竹縣政府 替代役役男入營輸送作業 7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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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替代役役男家屬生活扶助 166,410                       

新竹縣政府
軍人身心障礙三節慰問金及安

養津貼
903,000                       

苗栗縣政府 在營軍人家屬生活扶助 419,234                       

苗栗縣政府 役男徵兵檢查及複檢經費 4,908,508                    

苗栗縣政府 替代役役男入營輸送作業 81,900                         

苗栗縣政府 替代役役男家屬生活扶助 236,080                       

苗栗縣政府
軍人身心障礙三節慰問金及安

養津貼
1,266,000                    

彰化縣政府 在營軍人家屬生活扶助 729,464                       

彰化縣政府 役男徵兵檢查及複檢經費 13,889,797                 

彰化縣政府 軍人公墓管理維護、整修建 11,671,352                 

彰化縣政府 替代役役男入營輸送作業 262,000                       

彰化縣政府 替代役役男家屬生活扶助 410,706                       

彰化縣政府
軍人身心障礙三節慰問金及安

養津貼
2,448,000                    

南投縣政府 在營軍人家屬生活扶助 1,313,607                    

南投縣政府 役男徵兵檢查及複檢經費 4,695,054                    

南投縣政府 替代役役男入營輸送作業 48,095                         

南投縣政府 替代役役男家屬生活扶助 739,532                       

南投縣政府
軍人身心障礙三節慰問金及安

養津貼
2,265,000                    

雲林縣政府 在營軍人家屬生活扶助 1,198,133                    

雲林縣政府 役男徵兵檢查及複檢經費 7,755,504                    

雲林縣政府 替代役役男入營輸送作業 9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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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替代役役男家屬生活扶助 270,800                       

雲林縣政府
軍人身心障礙三節慰問金及安

養津貼
3,218,000                    

嘉義縣政府 在營軍人家屬生活扶助 502,230                       

嘉義縣政府 役男徵兵檢查及複檢經費 5,300,000                    

嘉義縣政府 軍人公墓管理維護、整修建 1,325,000                    

嘉義縣政府 替代役役男入營輸送作業 87,407                         

嘉義縣政府 替代役役男家屬生活扶助 244,545                       

嘉義縣政府
軍人身心障礙三節慰問金及安

養津貼
2,589,000                    

屏東縣政府 在營軍人家屬生活扶助 313,320                       

屏東縣政府 役男徵兵檢查及複檢經費 7,547,495                    

屏東縣政府 替代役役男入營輸送作業 229,921                       

屏東縣政府 替代役役男家屬生活扶助 26,340                         

屏東縣政府
軍人身心障礙三節慰問金及安

養津貼
2,273,000                    

臺東縣政府 在營軍人家屬生活扶助 117,140                       

臺東縣政府 役男徵兵檢查及複檢經費 2,455,996                    

臺東縣政府 軍人公墓管理維護、整修建 1,220,000                    

臺東縣政府 替代役役男入營輸送作業 69,867                         

臺東縣政府 替代役役男家屬生活扶助 -                                  

臺東縣政府
軍人身心障礙三節慰問金及安

養津貼
843,000                       

花蓮縣政府 在營軍人家屬生活扶助 508,310                       

花蓮縣政府 役男徵兵檢查及複檢經費 2,879,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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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政府 軍人公墓管理維護、整修建 2,316,970                    

花蓮縣政府 替代役役男入營輸送作業 183,530                       

花蓮縣政府 替代役役男家屬生活扶助 119,280                       

花蓮縣政府
軍人身心障礙三節慰問金及安

養津貼
1,375,000                    

澎湖縣政府 在營軍人家屬生活扶助 360,774                       

澎湖縣政府 役男徵兵檢查及複檢經費 800,000                       

澎湖縣政府 軍人公墓管理維護、整修建 1,295,000                    

澎湖縣政府 替代役役男入營輸送作業 50,945                         

澎湖縣政府 替代役役男家屬生活扶助 53,740                         

澎湖縣政府
軍人身心障礙三節慰問金及安

養津貼
273,000                       

基隆市政府 在營軍人家屬生活扶助 49,280                         

基隆市政府 役男徵兵檢查及複檢經費 4,193,122                    

基隆市政府 替代役役男入營輸送作業 104,000                       

基隆市政府 替代役役男家屬生活扶助 320,216                       

基隆市政府
軍人身心障礙三節慰問金及安

養津貼
1,023,000                    

新竹市政府 在營軍人家屬生活扶助 1,540                           

新竹市政府 役男徵兵檢查及複檢經費 4,166,640                    

新竹市政府 軍人公墓管理維護、整修建 4,840,183                    

新竹市政府 替代役役男入營輸送作業 81,580                         

新竹市政府 替代役役男家屬生活扶助 91,540                         

新竹市政府
軍人身心障礙三節慰問金及安

養津貼
600,000                       

5



附表

單位：新臺幣元

受 補 助 地 方 政 府

名 稱
補助計畫名稱 工作計畫/業務計畫 補助金額

 108年度

役政署
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計畫型補助情形表

嘉義市政府 在營軍人家屬生活扶助 12,320                         

嘉義市政府 役男徵兵檢查及複檢經費 3,300,000                    

嘉義市政府 替代役役男入營輸送作業 74,880                         

嘉義市政府 替代役役男家屬生活扶助 197,600                       

嘉義市政府
軍人身心障礙三節慰問金及安

養津貼
948,000                       

(三)福建省各縣政

府
3,340,825                    

金門縣政府 役男徵兵檢查及複檢經費 850,000                       

金門縣政府 軍人公墓管理維護、整修建 1,378,000                    

金門縣政府 替代役役男入營輸送作業 120,625                       

金門縣政府 替代役役男家屬生活扶助 46,200                         

連江縣政府 役男徵兵檢查及複檢經費 23,000                         

連江縣政府 軍人公墓管理維護、整修建 836,000                       

連江縣政府 替代役役男入營輸送作業 8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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