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類災害災後救助及便民措施一覽表
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106 年 7 月 31 日
一、死亡、失蹤、重傷救助
權屬機關 救助項目

內

容

救助諮詢單一窗口

衛 生 福 利 死亡救助 符合以下要件，中央及地方政府各發給每人 20 萬元：
1.衛生福利部
部
一、因災致死者。
02-85906626
二、因災致重傷，於災害發生之日起 30 日內死亡者。
2.各地方政府社會局
三、因災害而失蹤，經檢察機關依本法第四十七條之一第一項規定，
處
核發死亡證明書者。
內政部
(役政署)

財團法人
賑災基金
會

一、役男服役期間，家屬經核列為生活扶助戶者，因天然災害死亡， 1.役男戶籍所在地之
每人核發 6 萬元急難慰助金。
鄉(鎮、市、區)公
二、替代役役男於服勤期間之配偶及其直系血親因特別災害(地震、
所兵役單位
颱風、水災、火災等天然災害或外在不可抗力之情事)死亡或失 2.
蹤，每人核發 1 萬元慰勞金。
(1)內政部役政署
(2)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
死亡賑助：因災致死，或因災致重傷於災害發生之日起 30 日內死亡 TEL:02-89127636
者。每人發給慰助金 40 萬元。
FAX:02-89127638
網址：www.rel.org.tw

原住民族
委員會

原住民因遭受水、火、風、雹、旱、地震及其他災害，致損害重大， 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及 55 個原住民族
影響生活，死亡者最高補助 5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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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災害災後救助及便民措施一覽表
地區之原住民族行
政單位。
國軍退除
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

教育部

一、榮民死亡致無力殮葬，最高救助金額為 2 萬元。
二、就養榮民亡故，自亡故之日起六個月內，其無職業現居住於臺
灣地區之配偶或職系血親，持本人有效之榮民遺眷家戶代表證
者或榮民證者，發給一次性重點救助金 3 萬元。
三、服役 10 年以上而未就養且未領有軍公教等政府機關核發月退休
俸（金）之有眷榮民死亡，其現居住於臺灣地區之配偶或直系
血親，未申領政府機關編列預算發給喪葬補助費（慰問金），
且具低、中低收入戶身分或領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者，得
自榮民亡故之日 6 個月內，向榮民服務處申請一次性喪葬慰問
金 1 萬元。
「學產基金」設置急難慰問金，可向所就讀之學校提出申請，說明
如下：
一、申請資格：
（一）各級學校（包括進修學校）在學學生及幼兒園幼兒，但不包
括就讀大學校院碩士班、博士班、空中進修學院與空中大學
研究所碩士班、空中大學及其附設專科部，或年齡滿25歲之
學生。
（二）家庭總收入依最近1年所得總額未滿新臺幣100萬元或土地及
房屋價值合計未滿新臺幣10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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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所屬各榮
民服務處

教育部秘書處
楊惠婷
02-77367742
教育部國教署
應維新
04-37061341
朝陽科技大學學產
基金專案辦公室
白凌禎、甘敬琳

各類災害災後救助及便民措施一覽表
二、發放標準：
（一）學生死亡核給新臺幣1萬元。
（二）其父母或監護人死亡核給新臺幣2萬元。
三、備註事項：同一事件以家庭為單位，申請以一次為限、如父母
雙方發生同一事故者，以累計方式核發。
榮民榮眷
遭遇重大災害及意外事故導致死亡或重度身心障礙以上者：
基金會
一、父母、本人、配偶或子女亡故或重度身心障礙以上者救助 2 萬
元。
二、屬就養榮民之遺眷或其子女屬重度身心障礙以上者，發生前述
事故時，加發 2 萬元整。
三、屬低收入戶者發生前述事故時，加發 3 萬元整。
衛 生 福 利 失蹤救助 人民因災致行蹤不明者，中央及地方政府各發給每人 20 萬元。
部
財團法人
一、失蹤賑助：因災致行蹤不明者並於警察機關登記協尋有案者。
賑災基金
二、每人發給慰助金 40 萬元。
會
原住民族
原住民因遭受水、火、風、雹、旱、地震及其他災害，致損害重大，
委員會
影響生活，失蹤者最高補助 5 萬元。

教育部

04-23323000 分機
5066、5067

財團法人榮民榮眷
基金會李偉榮秘書
02-27474823

各地方政府社會局
處
TEL:02-89127636
FAX:02-89127638
網址：www.rel.org.tw
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及 55 個原住民族
地區之原住民族行
政單位。
「學產基金」設置急難慰問金，可向所就讀之學校提出申請，說明 秘書處
如下：
楊惠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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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災害災後救助及便民措施一覽表
一、申請資格：
（一）各級學校（包括進修學校）在學學生及幼兒園幼兒，但不包
括就讀大學校院碩士班、博士班、空中進修學院與空中大學
研究所碩士班、空中大學及其附設專科部，或年齡滿25歲之
學生。
（二）家庭總收入依最近1年所得總額未滿新臺幣100萬元或土地及
房屋價值合計未滿新臺幣1000萬元。
二、發放標準：其父母或監護人失蹤達 6 個月以上核給新臺幣 1 萬
元。
三、備註事項：同一事件以家庭為單位，申請以一次為限、如父母
雙方發生同一事故者，以累計方式核發。
衛 生 福 利 重傷救助 人民因災致重傷；或未致重傷必須緊急救護住院治療，自住院之日
部
起 15 日內（住院期間）所發生自行負擔之醫療費用總額達重傷救助
金金額者，中央政府每人發給 5 萬元，地方政府每人發給 10 萬元。
內政部
一、役男服役期間，家屬經核列為生活扶助戶者，因天然災害致重
(役政署)
傷者，每人核發 2 萬元急難慰助金。
二、替代役役男於服勤期間之配偶及其直系血親因特別災害(地震、
颱風、水災、火災等天然災害或外在不可抗力之情事)重傷，每
人核發 5,000 元慰勞金。

財團法人

02-77367742
教育部國教署
應維新
04-37061341
朝陽科技大學學產
基金專案辦公室
白凌禎、甘敬琳
04-23323000 分機
5066、5067

各地方政府社會局
處

1.役男戶籍所在地之
鄉(鎮、市、區)公
所兵役單位
2.
(1)內政部役政署
(2)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
一、因災致重傷，或未致重傷必須緊急救護住院治療者，自住院之 TEL:02-89127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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賑災基金
會
原住民族
委員會

國軍退除
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
教育部

日起 15 日內（住院期間）所發生醫療費用總額達重傷救助金金
額者。
二、每人發給慰助金 10 萬元。
原住民因遭受水、火、風、雹、旱、地震及其他災害，致損害重大，
影響生活，重傷者最高補助 3 萬元。

FAX:02-89127638
網址：
www.rel.org.tw
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及 55 個原住民族
地區之原住民族行
政單位。

遭受意外傷害致生活陷於困境者，具低、中低收入戶身分或領取中
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之榮民、榮眷及遺眷，最高救助金額為新臺幣
2 萬元；一般榮民、榮眷及遺眷，最高救助金為新臺幣 1 萬元。
「學產基金」設置急難慰問金，可向所就讀之學校提出申請，說明
如下：
一、申請資格：
（一）各級學校（包括進修學校）在學學生及幼兒園幼兒，但不包
括就讀大學校院碩士班、博士班、空中進修學院與空中大學
研究所碩士班、空中大學及其附設專科部，或年齡滿25歲之
學生。
（二）家庭總收入依最近1年所得總額未滿新臺幣100萬元或土地及
房屋價值合計未滿新臺幣1000萬元。
二、發放標準：
（一）學生傷病住院7日以上核給新臺幣1萬元；符合全民健保重大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所屬各榮
民服務處
秘書處
楊惠婷
02-77367742
教育部國教署
應維新
04-37061341
朝陽科技大學學產
基金專案辦公室
白凌禎、甘敬琳
04-23323000 分機
5066、5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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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災害災後救助及便民措施一覽表
傷病標準者核給新臺幣2萬元。
（二）其父母或監護人因特殊災害受傷並住院未滿7日者，核給新臺
幣5千元；住院達7日以上者，核給新臺幣1萬元；符合全民健
保重大傷病標準者核給新臺幣2萬元。
三、備註事項：同一事件以家庭為單位，申請以一次為限、如父母
雙方發生同一事故者，以累計方式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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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災害災後救助及便民措施一覽表
二、生活扶助(安遷、住宅重建重購、租屋、淹水救助、緊急物資賑助、生計困境、臨時工作、特殊事故慰問、保
險便民措施)
權屬機關 救助項目
內政部

財團法人
賑災基金
會

財團法人
賑災基金
會

內

容

安遷救助 人民因災致住屋毀損達不堪居住程度者（限已辦戶籍登記並居住於
現址），地方政府每戶發給最高 10 萬元（以戶內實際居住人口以 5
口為限，每人 2 萬元）。
一、因災致住屋毀損達不堪居住程度者。
二、每人發給慰助金新臺幣 1 萬元，每戶以戶內實際居住人口 5 口
為限。（限已辦戶籍登記並居住於現址）
三、安遷、租屋、住戶淹水賑助，以賑助 1 項為限。
四、由中央社政主管機關或災害發生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於
災害發生後 3 個月內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載明申請賑助種類、
具體事實，備函向本會提出申請，本會審查通過後將賑助金額
滙撥至該直轄市、縣（市）政府轉發。
住宅重建 一、國內因重大天然災害致自有住宅毀損達不堪居住之災民重建或
重購
重購。
二、第一類：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未超過政府
當年度公布最低生活費用標準及家庭財產一定金額者。按每戶
人數計算，每戶人數 2 人以下者，賑助 40 萬元；每戶人數 3 人
以上者，賑助 50 萬元。
三、第二類：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未超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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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諮詢單一窗口
各地方政府社會局
處
TEL:02-89127636
FAX:02-89127638
網址：www.rel.org.tw

TEL:02-89127636
FAX:02-89127638
網址：www.rel.org.tw

各類災害災後救助及便民措施一覽表
權屬機關 救助項目

內

容

救助諮詢單一窗口

當年度公布最低生活費用標準及家庭財產一定金額之 1.5 倍
者。按每戶人數計算，每戶人數 2 人以下者，賑助 20 萬元；每
戶人數 3 人以上者，賑助 25 萬元。
四、個別申請：由災區鄉（鎮、市、區）公所受理申請及初審，直
轄市或縣（市）政府複審彙整造冊，於重大天然災害發生日起
3 年內核轉本會申請。本會核定後將賑助金額撥請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轉發。
五、集體遷建：由主辦機關彙整造冊並審核符合規定後，於重大天
然災害發生日起 3 年內核轉本會申請，本會核定後將賑助金額
撥入主辦機關設立之專戶。
原住民族 原住民住 一、對具備下列資格之原住民受災戶提供補助：
受災住宅所在地之
委員會
宅重建補 （一）依內政部重大災害災民安置及住宅重建原則公告須遷移之危機 鄉(鎮、市、區)公所
助
戶。
（二）民國96年前曾受中央及地方機關核定之集體遷建戶。
（三）其他因天然災害，致自有住宅毀損達不堪居住之家戶。
二、補助金額以原住民受災戶每月每人平均收入與內政部公布該地區
最低生活費之一定乘數比較定之：
（一）4.5倍以下者，每戶補助50萬元。
（二）6倍以下，超過4.5倍者，每戶補助3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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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屬機關 救助項目

內

容

救助諮詢單一窗口

（三）超過6倍者，每戶補助20萬元。
前項補助金額不得超過住宅興建成本之50％，且興建總樓地板面積
不得低於50平方公尺。
受災戶不得以同一天然災害所受之損失，向其他中央或地方機關申
請住宅重建補助。另重建之住宅應依法申請建築執照。
原住民族 天然災害 一、受災縣市政府填具申請書，連同下列文件送本會申請重建貸款： 原住民族委員會
原住民住 （一）經議會通過之貸款計畫書及證明文件，貸款計畫書內容應包括 02-89953240
委員會
宅重建專
貸款用途、年限及償還來源等。
案貸款
（二）自籌款、貸款預算及補助款或其他資金來源之文件。
（三）計畫經費估算表。
（四）債務狀況：歷年向外貸款未償還本息明細表。
（五）財務能力：財務狀況說明表。
（六）住宅重建計畫書，內容應包含當地產業整體發展之規劃、災民
居住、就學及就業等配套方案。
（七）其他特殊文件，視實際需要提供。
二、本會受理申貸案件，由作業單位審查，提經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
金管理會審議同意後送本會核定，並由主辦機關將借款契約函送
本會辦理簽約，簽約完成後即可申請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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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屬機關 救助項目

內

容

救助諮詢單一窗口

原住民族 經濟產業 一、針對原住民企業戶或一般家庭，提供低利優惠貸款：
原住民族委員會金
貸款、青 （一）經濟產業貸款：事業週轉金貸款最高新臺幣400萬元；資本用 融服務專線
委員會
年創業貸
0800-508-188
途貸款最高新臺幣1,200萬元，年息1.22%。
款及微型
（二）青年創業貸款：創業準備金及開辦費貸款，最高新臺幣200
經濟活動
萬元，年息1.22%。
貸款
（三）原住民微型經濟活動貸款：
1.生產用途貸款：最高新臺幣30萬元，年息1.22%。
2.消費及周轉用途貸款：最高新臺幣20萬元，年息1.72%。
二、已貸款成功者，遇天然災害、經濟因素或不可抗力，得向原貸
款之金融機構申請本金緩繳及延長還款年限。
三、經查證確實無力清償利息或本金者，亦得申請貸款減免。
原住民族 原住民族 經原民會核定補助經費者，遇天然災害，得向原民會申請變更計畫 原住民族委員會
知識創意 內容，將原核定經費改用於災後產業重建用途。
委員會
02-89953250
經濟-產
業示範區
計畫
內 政 部 房屋倒塌 一、役男服役期間，家屬經核列為生活扶助戶者，因天然災害致房 1.役男戶籍所在地之
(役政署) 救助
屋半倒(倒塌面積 2/3)者每戶核發 1 萬 5,000 元，全倒者(倒塌面
鄉(鎮、市、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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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屬機關 救助項目

經濟部

內 政 部
(役政署)

內

容

積 2/3 以上)每戶核發 3 萬元。
二、替代役役男於服勤期間之配偶及其直系血親(房屋以役男戶籍地
為主)因特別災害(地震、颱風、水災、火災等天然災害或外在不
可抗力之情事)致房屋半倒(倒塌面積 2/3)者每戶核發 5,000 元，
全倒者(倒塌面積 2/3 以上)每戶核發 1 萬元。
淹水救助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社會救助法第 26 條第 2 項或水災災害救助
種類及標準第 7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所訂災害救助規定，自行編列
預算，視財政狀況發放，每戶最高發放 2 萬元。

一、役男服役期間，家屬經核列為生活扶助戶者，因天然災害致房
屋淹水 20 公分以上每戶核發 1 萬元，50 公分以上每戶核發 1 萬
5,000 元，100 公分以上每戶核發 2 萬元。農田(魚塭)埋沒或流失
未達 0.1 公頃核發 2,000 元，0.1 公頃以上未達 0.3 公頃核發 4,000
元，0.3 公頃以上未達 0.5 公頃核發 6,000 元，0.5 公頃以上未達
0.7 公頃核發 8,000 元，0.7 公頃以上核發 12,000 元。
二、替代役役男於服勤期間之配偶及其直系血親(房屋以役男戶籍地
為主)因特別災害(地震、颱風、水災、火災等天然災害或外在不
可抗力之情事)致房屋淹水 20 公分以上每戶核發 2,000 元，50 公
分以上每戶核發 3,000 元，100 公分以上每戶核發 5,000 元。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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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諮詢單一窗口
所兵役單位
2.
(1)內政部役政署
(2)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
1.經濟部水利署:
0800-212-239
2.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及鄉鎮市區公
所災害救助單位
1.役男戶籍所在地之
鄉(鎮、市、區)公
所兵役單位
2.
(1)內政部役政署
(2)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

各類災害災後救助及便民措施一覽表
權屬機關 救助項目

內

容

救助諮詢單一窗口

田(魚塭)埋沒或流失 0.1 公頃以上未達 0.5 公頃核發 2,000 元， 0.5
公頃以上核發 5,000 元。

財團法人 淹水救助 一、低收入戶及已列入政府扶助之中低收入家庭，住屋因水災淹水 TEL:02-89127636
賑災基金
達 50 公分以上且有居住事實之現住戶，以 1 門牌為 1 戶計算。 FAX:02-89127638
會
但建物分別獨立，或非屬獨立而為不同獨立生活戶者，應依其 網址：
事實認定之。
www.rel.org.tw
二、每戶發給 5,000 元。
三、安遷、租屋、住戶淹水賑助，以賑助 1 項為限。
四、由中央社政主管機關或災害發生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於
災害發生後 3 個月內，備函敘明請領賑助種類、戶數及具體事
實向本會提出申請，本會審查通過後將賑助金額滙撥至該直轄
市、縣（市）政府轉發。
財團法人 緊急物資 一、因災緊急所需民生物資短缺之災區。
TEL:02-89127636
賑災基金 賑助
二、同一災區最高賑助 10 萬元。
FAX:02-89127638
會
三、由中央社政主管機關或災害發生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於 網址
災害發生後 3 個月內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載明申請賑助種類、 www.rel.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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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災害災後救助及便民措施一覽表
權屬機關 救助項目

內

容

具體事實，備函向本會提出申請，本會審查通過後將賑助金額
滙撥至該直轄市、縣（市）政府轉發。
租屋賑助 一、因災致住屋毀損達不堪居住程度者。
二、依租賃契約書所載實際租期、租金賑助，但每人每月最高租屋
慰助金 3,000 元，每戶以戶內實際居住人口最多 3 口為限，賑
助期間最多為半年。
三、安遷、租屋、住戶淹水賑助，以賑助 1 項為限。
四、由中央社政主管機關或災害發生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於
災害發生後 3 個月內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載明申請賑助種類、
具體事實，備函向本會提出申請，本會審查通過後將賑助金額
滙撥至該直轄市、縣（市）政府轉發。
原住民族 生活扶助 原住民因遭受水、火、風、雹、旱、地震及其他災害，致損害重大，
委員會
影響生活，無人傷亡，每戶最高補助 1 萬元。

原住民族 重大天然 原住民族委員會將視受災情形，提供受災區域原住民最長 30 日災後
災害災後 重建臨時工作機會。
委員會
重建臨時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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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諮詢單一窗口

TEL:02-89127636
FAX:02-89127638
網址：www.rel.org.tw

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及 55 個原住民族
地區之原住民族行
政單位。
TEL:02-89953179
FAX:02-85211651
網址:
http://www.apc.gov.t
w/

各類災害災後救助及便民措施一覽表
權屬機關 救助項目

內

容

勞動部

天災臨工 一、補助對象：受災失業者，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災區之受災民眾。
（二）因受僱於災區之受災事業單位致失業者。
二、辦理方式：
檢附相關受災或失業離職證明，至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
登記，將優先推介至臨時工作用人單位上工，並發給津貼。
三、補助標準：按每小時基本工資核給，每月最高發給 176 小時。
衛生福利 國保保險 一、補助對象：災區受災國民年金保險被保險人。
二、補助標準：被保險人自付之保險費，於受災當月 1 日起 6 個月
部
費補助
期間由中央政府負擔。
三、辦理方式：由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依縣市政府所送名冊主動辦理。
衛生福利 健保保險 一、補助對象及標準: 災區受災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於受災
費補助
部
當月 1 日起 6 個月期間，其應自行負擔之一般保險費，由中央
政府負擔。
二、辦理方式: 由健保署依災區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提供之名冊
主動辦理，保險對象不需自行辦理申請作業。
內政部
災區受災 將比照之前協助莫拉克風災受災民眾之模式，給予行政院公告災區
農民健康 之受災農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保險費補助，減少其經濟負擔。
保險費補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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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諮詢單一窗口
勞動力發展署
0800-777-888
http://www.wda.go
v.tw/

勞工保險局
02-2396-1266
http://www.bli.go
v.tw
中央健康保險署各
分區業務組
0800-030-598
勞工保險局
02-89680782
http://www.bli.gov.
tw

各類災害災後救助及便民措施一覽表
權屬機關 救助項目

內

容

救助諮詢單一窗口

衛生福利 就醫費用 一、補助對象及範圍：災區受災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於災害 中央健康保險署各
補助
部
發生之日起 3 個月內就醫，經醫療專業認定因受災需接受治療 分區業務組
0800-030-598
者，其部分負擔及住院一般膳食費，由中央政府負擔。
二、辦理方式：
（一）院所費用申報：災民就醫之相關費用，由保險醫事服務機構
按月循醫療費用申報模式，向健保署申報。
（二）符合補助對象資格已自墊就醫相關費用者，可於門診、急診
治療當日、出院之日或行政院公告災區範圍之日起 6 個月
內，向健保署申請核退自墊費用。
勞動部
勞、就保 一、針對被保險人:
勞工保險局
保險費支
(一)補助項目及對象：
02-23961266
應及傷病
1.勞、就保保險費:災區受災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被保險人，領 http://www.bli.gov.
給付等
取政府核發死亡、失蹤、重傷、安遷、淹水等救助金;住屋或 tw
農田、漁塭、漁船(筏)或舢舨等受災救助金者。
2.傷病給付:災區受災勞工保險被保險人。
(二)補助標準及辦理方式：
1.前述災區受災勞(就)保被保險人，災後 6 個月保險費免繳，由
勞保局依縣市政府所送名冊主動辦理。
2.災區受災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天然災害致傷病者，得填寫傷
病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連同傷病診斷書向勞保局申請，勞

15

各類災害災後救助及便民措施一覽表
權屬機關 救助項目

勞動部

勞動部

內

容

保局將從寬、從簡、從速辦理。
二、針對投保單位:
災區受災的投保單位無法按期繳納保險費，可個案向勞保局申
請緩繳 6 個月。
重大災害 一、補助對象：受災民眾、事業單位。
職業訓練 二、辦理方式：
協助
（一）失業災民參加勞動部所屬各分署自辦及委託辦理之各類職前
訓練課程，得免甄試入訓。
（二）在職之受災者得參加勞動部所屬各分署自辦或產業人才投資
方案之各類在職訓練課程。
（三）通報當地勞工行政主管機關與勞工達成減少正常工時達 2 週
16 小時之符合資格事業單位，規劃並辦理勞工訓練課程者，
最高補 助訓練費用 190 萬元，並補助事業單位員工於無法
出勤時段參加事業單位、本部所屬各分署自(委)辦訓練課程，
依實際參訓時數比照基本工時補助訓練津貼，每月最高補助
100 小時。
三、補助標準：受災民眾參加職業訓練得免負擔訓練費用、事業單
位辦訓費用及員工參訓津貼補助。
培力就業 一、補助對象：受災地區之民間團體
計畫
二、辦理方式：向各所屬轄區分署提出計畫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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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諮詢單一窗口

勞動力發展署
0800-777-888
http://www.wda.go
v.tw/

勞動力發展署
0800-777-888

各類災害災後救助及便民措施一覽表
權屬機關 救助項目

內

容

三、補助期限：培力就業計畫至少以 1 年為原則。
國軍退除 特殊事故 榮民（眷）遭逢重大意外事件或特殊急難事故者，由本會首長或其
役官兵輔 慰問
授權之人發給慰問金最高以 5 萬元為限。榮民服務處並得依實際狀
導委員會
況濟送民生物資。
勞動部
暫緩繳付 一、補助對象：已申貸「微型創業鳳凰貸款」及「就業保險失業者
貸款本息
創業貸款」之貸款受災戶。
二、辦理方式：持颱風受災證明文件向銀行申請。
三、協助措施及期限：暫緩繳付貸款本息 6 個月。
財政部
緊急救難 各關啟動「緊急救災快速通關單一窗口」機制，採隨到隨辦方式受
及救濟物 理緊急救難器材、救濟物資之進口通關，並協調各相關單位提供立
資進口
即答詢通關疑義問題。

金管會

救助諮詢單一窗口
http://www.wda.go
v.tw/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所屬各榮
民服務處
勞動力發展署
0800-777-888
http://www.wda.go
v.tw/
臺北關
電話：03-3983123
基隆關
電 話 ： 02-24202951
分機 2124
臺中關
電 話 ： 04-26565101
分機 230
高雄關
電話：07-5628261

金融協助 一、協調保險業積極辦理災後理賠、提供保險費與房屋貸款本息緩 銀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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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災害災後救助及便民措施一覽表
權屬機關 救助項目

內

容

繳等措施。
二、協調各金融機構以自有資金提供受災戶之企業及個人天然災害
貸款。
三、受災民眾所在地區如經行政院公告為災區，該民眾得依「金融
機構辦理受災居民債務展延利息補貼辦法」向金融機構申請貸
款展延，並由政府予以利息補貼。
停水補助 因不可抗力之事由致停止供水連續超過二十四小時者，當月基本費
按停水日數比例扣減。
停水日數連續超過七十二小時或同一停水事件累積停水超過六日
者，除依前項扣減基本費外，另按停水一日扣減一日用水費；停水
日數連續超過七日或同一停水事件累積超過十四日者，除依前項扣
減基本費外，另按停水一日扣減二日用水費。
停電補助 (依台電公司營業規則第 39 條規定辦理)
台電公司如依法令規定、遭受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之事故、設備故
障或運轉發生事故、電源供應不足及檢修設備、工程施工或其他供
電安全上之需要而停止供電或限制用電時，除可歸責於用戶之原因
者外，按下列方式扣減電費，賠償用戶停電損失：
一、高壓以上電力用戶
(一)扣減電費金額＝基本電費×3‰×停電時數
(二)停電時數計算
措施

經濟部
台水公司

經濟部
台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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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9689685
保險局
02-89680782

客服專線：1910

1.24 小時客服專線：
1911
2.各區營業處

各類災害災後救助及便民措施一覽表
權屬機關 救助項目

內
每次停電
未滿 10 分鐘
連續時間

容

10~60 分鐘

救助諮詢單一窗口

超過 60 分鐘

按停電時數計，尾
停電時數 不予計算
按 1 小時計 數不及 60 分鐘者，
以 1 小時計算
(三)受低頻電驛控制之特高壓用電用戶，如低頻電驛動作，按動
作次數，每次扣減基本電費百分之三。
(四)限制用電時，在限制用電期間之基本電費按實際用電最高需
量計算。
二、包用電力、低壓電力及表燈時間電價用戶
(一)扣減電費金額＝基本電費（或包制電費）×1/30×停電日數
(二)停電日數計算
每次停電
未滿 24 小時
24 小時以上
連續時間
按停電日數計，尾數不及 24
停電日數 不予計算
小時者，以 1 日計算
(三)如依前條第一項第四款電源不足停止供電時，扣減方式比照
前款高壓以上電力用戶計算。
三、包燈及表燈非時間電價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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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災害災後救助及便民措施一覽表
權屬機關 救助項目

內

容

(一)扣減電費金額＝底度費（或包制電費）×1/30×停電日數
(二)停電日數計算
每 次 停 電 未滿 24 小
24 小時以上
連續時間 時
按停電日數計，尾數不及 24
停電日數 不予計算
小時者，以 1 日計算
(三)如依前條第一項第四款電源不足停止供電時，其扣減電費金
額=底度費(或包制電費)×4%×停電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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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災害災後救助及便民措施一覽表
三、農林漁牧救助(農業、林業、漁業、畜牧業)
權屬機關 救助項目

內

容

行政院農 現金救助 一、公告現金救助地區，農民於公告翌日起 10 日內向鄉(鎮、市、
區)公所提出申請；如屬林務局經管之出租造林地，向受災地林
業委員會
務局各林區管理處所轄工作站提出申請。
二、救助項目及救助額度如附表 1。
三、救助對象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符合農業天然救助辦法第 5 條規定之農民。
（二）所申報救助項目損失率達 20%以上者，依該救助項目之救助
額度予以救助；未達 20%者不予救助。
（三）短期作農產品於同產季或長期作農產品於同曆年，救助以一
次為限。

行政院農 低利貸款 一、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辦理低利貸款地區，農漁民於公告翌
日起 10 日內向鄉（鎮、市、區）公所或林務局林區管理處工作
業委員會
站申請核發受災證明書。
二、貸款利率為年息 1.04%，貸款項目、貸款額度及貸款期限如附
表 2。
三、申借本貸款之農漁民，應於受災證明書核發之次日起 15 日內，
檢附該證明書及「農業天然災害低利貸款申請暨計畫書」向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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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諮詢單一窗口
1.現金救助專線
0800-071688
2.輔導處
02-23124605
3.農糧署
049-2341013
4.漁業署
02-23835729
5.畜牧處
02-23124629
6. 林務局
02-23515441 轉 237
1.低利貸款專線
0800-388599
2.農金局
02-33935820
3.農糧署
049-2341013
4.漁業署

各類災害災後救助及便民措施一覽表
權屬機關 救助項目

內

容

款經辦機構提出申請。
四、個案如因交通中斷或通訊中斷等因素，致農業天然災害受災證
明書之申請超過 10 日者，得由鄉(鎮、市、區)公所或林務局林
區管理處工作站覈實認定後，逕予受理。
五、依農、林、漁、牧各生產品項所需之成本、時間，分別訂有貸
款額度、期限及寬緩期。若屆期仍有還款困難，可依規定再申
請展延。
六、擔保不足之農漁民，可由貸款經辦機構協助送請農信保基金提
供保證。
行政院農 產業輔導 一、已啟動技術服務團協助農民復耕、復建，加強技術輔導，如整
枝修剪、肥培管理及病害防治等，讓果樹恢復樹勢，以利恢復
業委員會 措施
開花結果。
二、國產有機質肥料：補助國產有機質肥料每公頃 12 千元(使用 6
公噸)。
三、已啟動水產技術服務團協助漁民復養、復建，加強技術輔導，
如水質管理、病害防治等，以利產業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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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諮詢單一窗口
02-23835729
5.畜牧處
02-23124629

農糧署
049-2341146
水產試驗所
(02)2462-2101#2801

各類災害災後救助及便民措施一覽表
四、租稅減免(所得稅、營業稅、貨物稅、菸酒稅、房屋稅、地價稅、使用牌照稅、娛樂稅)、稅捐延期或分期繳
納、租金減免、規費減免
權屬機關 救助項目
財政部

財政部
財政部

內

容

所得稅減 一、 受災戶於災害發生後 30 日內，檢具損失清單及證明文件，報請
免
所在地國稅局分局或稽徵所派員勘查，經核定後，得於辦理該
年度綜合所得稅或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列報災害損失。
二、 如災區內之工廠或分支機構與其總公司分屬不同縣市者，亦可
向工廠或分支機構所在地國稅局分局或稽徵所就近申請派員勘
查。
三、綜合所得稅災害損失金額之認定，其申報損失總金額在 15 萬元
以下者；營利事業所得稅災害損失金額之認定，其申報損失總
金額在 500 萬元以下者、受損標的物投有保險部分或可提供會
計師簽證報告者（不論金額多寡），均得由國稅局予以書面審
核，免再派員實地勘查。
營業稅減 小規模營業人因災害影響無法營業者，可向所在地國稅局分局或稽
免
徵所申請，准予扣除其未營業之天數，以實際營業天數查定營業稅。
貨物稅減 一、受災之貨物稅廠商，其已稅貨物如受損或消滅致不能出售者，
免
應檢具證明文件，依貨物稅條例第 4 條及貨物稅稽徵規則第 87
條規定，檢具有關事證向管轄國稅局或海關申請退稅或銷案。
二、貨物稅廠商因災害致無法如期申報繳納貨物稅者，應於當月申
報期限截止前向管轄國稅局提出展延之申請，經國稅局查明屬

23

救助諮詢單一窗口
1. 災區納稅義務人
可至財政部稅務
入口網
www.etax.nat.gov.t
w→書表及檔案下
載→申請書表及
範例下載，下載相
關書表，檢附相關
證明文件，向管轄
稅捐稽徵機關提
出申報（請）稅捐
減免。
2.諮詢專線：
(1) 國 稅 局 免 費 服 務
專線：
0800-000-321
(2) 地 方 稅 稽 徵 機 關
免費服務專線：

各類災害災後救助及便民措施一覽表
權屬機關 救助項目
財政部

菸酒稅減
免

財政部

房屋稅減
免

財政部

地價稅減
免

財政部

使用牌照

內

容

實者，得准其申報繳納期限展延 1 個月。
一、 受災之菸酒稅廠商，其已納菸酒稅之菸酒如受損或消滅致不能
出售者，得依菸酒稅法第 6 條及菸酒稅稽徵規則第 39 條規定於
災害發生後 30 日內，檢具損失清單及相關證明文件向管轄國稅
局報備，據以向管轄國稅局或海關辦理退還菸酒稅及菸品健康
福利捐或銷案。
二、 菸酒稅廠商因災害致無法如期申報繳納菸酒稅者，應於當月申
報期限截止前向管轄國稅局提出展延之申請，經國稅局查明確
因災害致無法如期申報繳納菸酒稅者，得准其申報繳納期限展
延 1 個月。
一、 房屋在災害中受創，受災戶得於災害發生之日起 30 日內，向房
屋所在地地方稅稽徵機關申請減免房屋稅。
二、 房屋毀損面積占整棟面積 3 成以上不及 5 成者，房屋稅減半徵
收；毀損面積占整棟面積 5 成以上，必須修復始能使用者，免
徵房屋稅。
依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12 條規定，因山崩、地陷、流失、沙壓等環境
限制及技術上無法使用之土地，地價稅全免。受災土地之所有權人
或典權人應於地價稅開徵 40 日前或災害發生後 30 日內向土地所在
地地方稅稽徵機關提出申請。
汽車、機車（151cc、12.1HP 或 12.3PS 以上）因災害受損需修復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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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諮詢單一窗口
0800-086-969

各類災害災後救助及便民措施一覽表
權屬機關 救助項目
稅減免

財政部

財政部

娛樂稅減
免
稅捐延期
或分期繳
納

財政部

租金減免

財政部

協助重建

財政部

暫緩催租

財政部

內

容

救助諮詢單一窗口

能使用；或無法再使用，向監理單位辦理報停或報廢手續者，得自
災害發生之日起 1 個月內，檢具相關單位核發證明及修車廠證明文
件，向車籍所在地地方稅稽徵機關申請，准按實際使用日數計徵使
用牌照稅。
查定課徵之娛樂業者，因災害無法營業，可向地方稅稽徵機關（縣
轄部分亦可向當地鄉、鎮、市公所）申請准予扣除未營業之天數，
按比例核減當期之娛樂稅。
依稅捐稽徵法第 26 條規定，納稅義務人因天災、事變、不可抗力之
事由或為經濟弱勢者，不能於法定期間內繳清稅捐者，得於規定納
稅期間內，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其延期或分期繳
納期間，不得逾 3 年。符合上開規定之民眾，可依財政部訂定「納
稅義務人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稅捐辦法」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稅捐。
國有土地承租戶受災造成農作物受損或地上房屋毀損不堪使用者，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由國有財產署各分署（辦事處）主動提供出租資料，請轄區鄉(鎮、 02-2771-8121
轉
市、區)公所及災害防救機關辦理查定後據以減免租金。
1221
及
國有基地承租戶有災後修復地上房屋需要，國產署各分署（辦事處） 02-87710953，或就近
向國產署所屬分署
當即核發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協助辦理修、重建事宜。
（辦事處）查詢。
暫緩辦理災區承租戶欠租催繳及占用戶使用補償金追收作業。

菸酒業者 菸酒業者之總機構或工廠所在地屬重大災害地區而有下列各款情事 財政部國庫署:
之一者，得報請所在之地方政府勘查，經確認無誤由財政部同意免 02-23979491 轉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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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災害災後救助及便民措施一覽表
權屬機關 救助項目

內

容

規費減免 徵或退還預繳之規費（依據菸酒業審查費證照費及許可費收費標準第
5 條辦理）
：
一、 菸酒製造業者需遷建工廠之審查費。
二、 菸酒製造業者或進口業者許可執照毀損、滅失或需遷建工廠，
申換發或補發許可執照之證照費。
三、 菸酒製造業者停工或無法繼續產製菸酒期間之許可年費（自事
實發生之當月起，按未營業之月數比率，退還已繳納之許可年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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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諮詢單一窗口

各類災害災後救助及便民措施一覽表
五、企業復原(工廠災後訪視及重建技術相關協助、中小企業災害復舊專案貸款)
權屬機 救助項
內 容
關
目
經濟部 工 廠 災 成立災後復建服務團，提供下列服務：
後 訪 視 一、提供稅賦減免申請表格，並指導或協助申報。
及 重 建 二、提供貸款訊息，若有需要將協助轉介。
技 術 相 三、提供與受災有關之技術輔導、工業安全等諮詢服務及轉介輔導。
關協助
經濟部

企業受
災諮詢
協助

經濟部

受災中
小企業
貸款利
息補貼
及對金
融機構
合意展
延案件
補貼

救助諮詢單一窗口

經濟部工業局產業
競爭力發展中心
陳 兆 祥 經 理
0936317428 或
免付費電話：
0800-000-257
一、提供受災企業政府資源協處措施等相關諮詢服務。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二、協助受災企業財會輔導、復舊(重建)融資免費諮詢、寬延票據協處 (馬上辦服務中心)
及到廠診斷服務等協助。
0800-056-476
三、協助受災企業與金融機構債權債務協商。
一、提供申貸災害復工貸款(中小企業災害復舊專案貸款或企業小頭家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貸款)業者(受災中小企業位於行政院公告災區範圍內)利息補貼，補 0800-056-476
貼利率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2 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計算，補 或承辦銀行
貼期限週轉金貸款最長 1 年、資本性貸款最長 3 年，每次災害利息
補貼以新臺幣 50 萬元為上限。
二、對於受災中小企業(位於行政院公告災區範圍內)災害前已辦理之
貸款，其本金及利息之償還期限，得經承貸金融機構合意予以展
延，展延期限週轉金最長 1 年，資本性融資最長 3 年。承貸金融機
構合意展延期間所產生之利息損失，得予其補貼，補貼利率按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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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災害災後救助及便民措施一覽表
權屬機
關

經濟部

救助項
目

內

容

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1 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計算，最多為新臺幣
7.5 萬元(以每戶計)。
企 業 貸 中小企業災害復舊專案貸款
款資訊
一、額度：由承貸金融機構就申貸企業個別狀況核貸。
二、用途：廠房、營業場所、機器、設備等資本性支出貸款，購置原
物料、商品等週轉金。
三、貸款利率：最高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2 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
率加 1 %，機動計息。
四、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提供 9 成之信用保證，送保期間免收保證
手續費。
(遭受災害次日起 4 個月內向承貸銀行提出申請)
企業小頭家貸款
一、對象：依法辦理公司、商業或稅籍登記，僱用員工人數未滿 5 人
之營利事業。
二、額度：
(一) 週轉性支出每一事業申請本項貸款最高額度為新臺幣 500 萬
元，惟受災事業不受額度限制。
(二) 資本性支出最高以不超過計畫經費之八成為原則，得由承貸金融
機構依個案情形調整。
三、貸款利率：最高依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2 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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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諮詢單一窗口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0800-056-476
或承辦銀行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0800-056-476
或承辦銀行

各類災害災後救助及便民措施一覽表
權屬機
關

救助項
目

行政院
國家發
展基金
管理會

機器設
備升級
貸款

行政院
國家發

協助災
區住宅

內

容

率加 1.5%，機動計息。
四、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提供 9 成信用保證，送保期間免收保證手
續費。
(遭受災害次日起 4 個月內向承貸銀行提出申請)
協助中小企業紮根專案貸款
一、額度：依計畫之實際需要在八成範圍內核貸，且每一申請人餘額
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 8,000 萬元，得分次申請。
二、用途：新購置之土地、廠房、營業場所、機器設備。
三、最高不得超過中長期資金運用利率加 2%，機動計息。
一、額度：
（一）每一計畫貸款額度，視申請人財務狀況及申貸額度核定，核
貸額度最高不得超過該計畫成本之 80％。
（二）申請人申請核准適用本貸款總額度最高為新臺幣 4 億元，購
置污染防治設備之投資計畫最高可為新臺幣 10 億元；每一
貸款計畫限由一家承貸銀行承貸，但聯貸案之貸款計畫得由
各參貸行共同承貸。
二、用途：購置自動化機器設備、電腦軟硬體等之投資計畫。
一、貸款額度最高 200 萬元，可用於支應災區民眾購屋、住宅重建或修
繕等支出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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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諮詢單一窗口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0800-056-476
或承辦銀行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
02-25597171#3153
趙小姐
或承辦銀行

土地銀行
02-23483356

各類災害災後救助及便民措施一覽表
權屬機
關
展基金
管理會
中央銀
行 /臺 灣
票據交
換所

中央銀
行 /臺 灣
票據交
換所

勞動部

救助項
內 容
目
修繕貸 二、如需購置日常生活必需配備，包括自用之傢俱、家電及交通工具
款
等，最高以 20 萬元為限。
三、利率：郵政儲金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 1%浮動計息。
票 據 重 支票存款戶因遭受不可抗力之重大災害，致影響其票款清償能力者，
大 災 害 得檢具證明文件向辦理退票之金融業者申請核轉當地票據交換所辦理
註記
重大災害之註記，經辦妥註記者，自災害發生之日起算六個月內所發
生之存款不足退票，在此期間暫不因各該退票達三張而通報為拒絕往
來戶，且於該期間內辦妥清償贖回、提存備付或重提付訖之註記者，
其退票紀錄不對外提供查詢。
企 業 票 支票存款戶因財務困難，向其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紓困，經該
據 紓 困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輔導有案，並由中央銀行函轉台灣票據交換所
註記(寬 辦理紓困註記，自紓困案核轉台灣票據交換所之日起算六個月內及經
延 票 據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之寬延期限內所發生之存款不足退票，在此期
處理)
間暫不因各該退票達三張而通報為拒絕往來戶，且於該期間內辦妥清
償贖回、提存備付或重提付訖之註記者，其退票紀錄不對外提供查詢。
暫 緩 繳 一、補助對象：已申貸「微型企業創業貸款」
、「創業鳳凰婦女小額貸
付 貸 款
款」、「微型創業鳳凰貸款」及「就業保險失業者創業貸款」之貸
本息
款受災戶。
二、辦理方式：持颱風受災證明文件向銀行申請。
三、協助措施及期限：暫緩繳付貸款本息 6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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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諮詢單一窗口
石小姐

支存戶銀行
或台灣票據交換所
02-2392-2111
#622

經濟部 中小企業處
馬上辦服務中心
0800-056-476

勞動力發展署
0800-777-888
http://www.wda.go
v.tw/

各類災害災後救助及便民措施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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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災害災後救助及便民措施一覽表
六、證件核發及便民服務(免健保卡看病、申請國民身分證掛失、申請補發國民身分證、申請核發戶籍謄本、申請
補領戶口名簿、臨時證明書換領國民身分證、因撤離而至現住地戶政事務所辦理戶籍案件)
權屬機關 救助項目

內

容

衛生福利 免健保卡 民眾因颱風、水患期間無法持健保卡就醫者，得以「例外就醫」方
部
看 病 ( 例 式就醫，醫療院所於例外就醫名冊上填寫就醫日期、就醫類別(門、
外就醫) 住診）
、姓名、出生日期、身分證號、連絡電話後，即可以健保身分
就醫。
衛生福利 免費換發
因遭受災害致健保卡滅失或毀損之民眾，得透過當地戶政事務所（限
部
健保卡
本國籍）
、郵局及健保署各服務據點申請免費製發健保卡。
內政部

內政部

內政部

受災民眾
申請國民
身分證掛
失
申請補發
國民身分
證

一、本項服務免收規費。
二、受災民眾本人親自至任一戶政事務所，或以電話向任一戶政事
務所，或撥打 1996 內政服務熱線申請掛失國民身分證。

救助諮詢單一窗口
中央健康保險署
各分區業務組
0800-030-598
中央健康保險署
各分區業務組
0800-030-598
1996 內政服務熱線

一、本項服務免收規費。
1996 內政服務熱線
二、自 103 年 7 月 1 日起，補領國民身分證得向任一戶政事務所辦
理，經戶政事務所查對身分人貌無誤後，依規定補發國民身分
證。
申請核發 一、本項服務免收規費。
1996 內政服務熱線
戶籍謄本 二、由本人或利害關係人申請或以書面委託他人為之。
三、請申請人提具身分證明文件（如國民身分證、護照、居留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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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災害災後救助及便民措施一覽表
權屬機關 救助項目

內政部

申請補領
戶口名簿

內政部

因撤離而
至現住地
戶政事務
所辦理戶
籍案件

交通部

補發汽機
車駕照

內

容

定居證或入出國許可證明文件）向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由戶
政事務所代填申請書查明後核發。
四、如無法提具身分證明文件者，請民眾敘明事由並表明身分，由
戶政人員主動查明辦理。
一、本項服務免收規費。
二、由戶長或以書面委託他人為之。
三、請申請人提具身分證明文件（如國民身分證）
；受託人提具身分
證明文件（如國民身分證、護照、居留證、定居證或入出國許
可證明文件）向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由戶政事務所代填申請
書查明後核發。
四、若無法提具身分證明文件，請民眾敘明事由並表明身分，由戶
政人員主動查明辦理。
一、均免收規費。
二、受災民眾因就醫、撒離等事，現居住非戶籍地之直轄市、縣(市)
政府轄區，如欲申請戶籍登記及請領證明文件，可向居住地之
戶政事務所申請。
三、居住地之戶政事務所採行政協助方式，將相關申請書表傳真(或
以電子郵寄)至其戶籍地或指定之戶政事務所，據以辦理登記。
檢附身分證、臨時身分證、駕駛執照，及村里長、或警察局派出所、
或鄉鎮市區公所、或相關機關出具之證明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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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內政服務熱線

1996 內政服務熱線

交通部
02-2307-0123#2300

各類災害災後救助及便民措施一覽表
權屬機關 救助項目

交通部

交通部

交通部

交通部

、行車執
照、牌照
登記書等
業務
車 輛 報
廢、繳註
銷、停駛
及號牌遺
失或損壞
車輛定期
檢驗及交
通違規罰
鍰繳納與
裁罰
汽車燃料
使用費計
徵

內

容

（一）積欠交通違規罰鍰及汽車燃料使用費之繳納，得展延。
（二）免繳辦理所需之公路監理規費。

救助諮詢單一窗口

當地公路監理機關
臺北市區監理所：
02-2763-0155
臺北區監理所：
02-26884366
憑前項有關證明或當事人切結書等辦理。
新竹區監理所：
（一）積欠交通違規罰鍰及汽車燃料使用費之繳納，得展延。
03-5892051
（二）免繳辦理所需之公路監理規費。
臺中區監理所：
04-26912011
憑身分證、臨時身分證、駕駛執照，及村里長、或警察局派出所、 嘉 義 區 監 理 所 ：
05-3623939
或鄉鎮市區公所、或相關機關出具之證明辦理展延。
高雄市區監理所：
07-3613161
高雄區監理所：
一、車輛因災損辦理報廢、繳註銷、停駛者，憑上述有關證明或當 07-7711101
事人切結書，汽車燃料使用費計徵至災損前一日止。
二、車輛因災損修護者，憑上述有關證明或當事人切結書及汽車修
理廠開具之證明文件，汽車燃料使用費按修車日數減免之。
三、上述減免須於災害發生後 6 個月內提出申請。
職業駕駛 憑身分證、臨時身分證、駕駛執照，及村里長、或警察局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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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災害災後救助及便民措施一覽表
權屬機關 救助項目
交通部

執照審驗
受災車輛
所有人死
亡之車輛
繼承過戶
或報廢、
繳註銷牌
照

內

容

或鄉鎮市區公所、或相關機關出具之證明辦理展延。
檢附村里長、或警察局派出所、或鄉鎮市區公所、或相關機關出具
之證明辦理。
交通違規案件免罰及積欠汽車燃料使用費免繳，辦理汽車繼承過戶
者免徵是項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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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災害災後救助及便民措施一覽表
七、涉外事務(新住民因颱風致在臺受傷、死亡或失蹤，其親屬來臺之管道、申請外國護照遺失紀錄證明、外來人口
因災害證件污損或遺失處理方式)
權屬機關 救助項目
內政部

新住民因
颱風致在
臺受傷、
死亡或失
蹤，其親
屬來臺之
管道

內

容

一、大陸配偶：
(一)奔喪適用對象：
1.大陸地區人民為其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三親等內血親、配偶之
父母、配偶或子女之配偶死亡未滿 6 個月。
2.大陸地區人民與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且死亡未滿 6 個月之大陸地
區人民、香港澳門居民或外國人，具有配偶或二親等內血親關係。
但以 2 人為限。
(二)人道探視適用對象：
大陸地區人民其親屬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澳門居民或外國人
在臺灣地區遭遇不可抗拒之重大災變致死亡或重傷，或因重大
疾病住院。其申請案，每次以 2 人為限。經同意，得不受每次 2
人或親屬關係之限制。
(三)專案許可適用對象：
遇有重大突發事件，經協調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等相關機關專案
許可，大陸地區人民得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從事與許可目的相符
之活動。
二、外籍配偶及外籍人士：移民署將協調外交部協助辦理其家屬來
台奔喪或探病事宜。
三、香港及澳門居民：香港及澳門居民因在臺親屬傷亡有緊急來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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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諮詢單一窗口
移民署
國際及執法事務組
協管科
02-23757372

各類災害災後救助及便民措施一覽表
權屬機關 救助項目

內政部

內

容

救助諮詢單一窗口

需要，得依規定申請入臺；如遇特殊狀況(如非上班時段)，移民
署將配合協處。
申請外國 一、於國(境)內遺失者可向移民署各縣（市）專勤隊、服務站申請。 移民署
護照遺失 二、抵達機場或港口發現遺失者，可向抵達之機場或港口國境事務 國際及執法事務組
紀錄證明
隊申請。
協管科
02-23757372
外來人口 外來人士於出境時係因風災已逾停留期限者，移民署各機場港口國 移民署
（無戶籍 境事務大隊將協助辦理出境手續。
國際及執法事務組
國民、外
協管科
國人、大
02-23757372
陸地區人
民、港澳
地 區 人
民）因災
害證件污
損或遺失
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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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災害災後救助及便民措施一覽表
八、弱勢族群、心理諮商 (助學金、失依兒童、青少年、老人、身心障礙者賑助、災民心理、防疫諮詢)及教召諮詢
權屬機關 救助項目
財團法人 助學金
賑災基金
會

財團法人 失 依 兒
賑災基金 童、青少
會
年 、 老
人、身心
障礙者賑
助
衛生福利 災民心理
部
及防疫諮
詢

內

容

一、國內重大天然災害災區低收入弱勢受災家庭，就讀大專校院、
高中職(五專前 3 年)、國中(小)之在學子女。
二、申請期限：第一（上）學期：每年 9 月 10 日至 10 月 10 日；
第二（下）學期：每年 2 月 10 日至 3 月 10 日。
三、大專校院：每名 15,000 元。高中、高職及五專（前三年）：每
名 10,000 元。國中（小）學：每名 5,000 元。
四、合於申請資格之受災家庭在學子女，填具申請表乙份(1 人填 1
表)由學校彙總申請文件寄交本會，審核通過後匯撥至學校轉
發。
一、因災致失去依靠，生活陷入困境，急需撫育或安養、養護者。
二、每人發給慰助金 2 萬元。
三、由中央社政主管機關或災害發生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於
災害發生後 3 個月內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載明申請賑助種類、
具體事實，備函向本會提出申請，本會審查通過後將賑助金額
滙撥至該直轄市、縣（市）政府轉發。
一、提供災民和救災人員心理諮詢。
二、 提供災民和救災人員防疫、傳染病相關訊息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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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諮詢單一窗口
TEL:02-89127636
FAX:02-89127638
網頁：
www.rel.org.tw

TEL:02-89127636
FAX:02-89127638
網頁：
www.rel.org.tw

1.安心專線：
0800-788-995
2.防疫專線：1922

各類災害災後救助及便民措施一覽表
權屬機關 救助項目
教育部

內

容

高級中等 發生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重大災害：
以上學校 一、受傷學生︰如需辦理就學貸款，可循貸款程序辦理；另就學貸
學生就學
款係畢業後一年還款，爰學生在學期間及畢業後一年期間尚無
貸款緩繳
還款問題，而屆期還款時如有困難，可依本辦法第 11 條規定，
發生經本部認定之重大災害者，得申請緩繳貸款本金及利息，
每次 1 年最多 3 次，其緩繳期間之利息，由各級主管機關負擔，
以減輕借款人之還款負擔。於申請緩繳次數屆滿前，仍有緩繳
需求，並經向承貸銀行專案申請核准者，其申請次數不在此限。
二、亡故學生︰依規定由保證人代為還款；若借款人及保證人均死
亡，應由繼承學生權利、義務者代位清償。

救助諮詢單一窗口

教育部高教司(一般
大學)
林怡君
02-77366714
教育部技職司(技專
校院)
游蕙菁
02-77366163
教育部國教署(高級
中等學校)
何宣盈
04-37061120
經濟弱勢 學生可向所就讀高級中等學校申請就學費用補助，申請資格及標準 教育部國教署
學生就學 如下：
廖怡欣
費用補助 高級中等學校得依「高級中等學校經濟弱勢學生就學費用補助辦
04-37061124
法」及「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學校經濟弱勢學生就學費用作業要點」
之規定辦理。103 學年度以後入學，且未享有政府其他各類就學所
需相關費用補助或減免之學生，補助其就學相關費用基準如下:

39

各類災害災後救助及便民措施一覽表
權屬機關 救助項目

各縣市後 免召基準
備指揮部

文化部

績優文化
人士急難
補助及慰
問

內

容

一、就讀公立學校者：每學期不得超過新臺幣 5,000 元。
二、就讀私立學校者：每學期不得超過新臺幣 2 萬元。
符合兵役法第四十三條第八款：其他報到途中，因不可抗力而無法
應召者。
一、報到途中，因所乘坐之交通工具延誤，致無法在應召之次日起
二日內報到者。
檢附佐證資料：交通延誤地區憲警機關證明文件。
二、因遭受水災、風災、震災、土石流災害或其他天然災害、事變
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影響，致交通阻斷，無法在應召之次日起
二日內到達。
檢附佐證資料：當地憲警機關之證明文件。
三、因遭受水災、風災、震災、土石流災害或其他天然災害、事變
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影響，家庭財產損失慘重，在重建期間，
調查屬實者。
檢附佐證資料：村里長證明。
一、補助及慰問對象：
(一)急難補助：績優文化人士發生緊急危難或重大變故，生活發
生困境，有補助需求者。
(二)急難慰問：績優文化人士因意外傷害、罹患重大疾病致傷
殘、病危或亡故者，得贈本人或家屬慰問金。
(三)前二款所稱績優文化人士，指從事文化工作著有成績或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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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後備指揮部
服務臺或後備指揮
部網站

文化部綜合規劃司
林愛鳳
02-85126780

各類災害災後救助及便民措施一覽表
權屬機關 救助項目

文化部

內

容

救助諮詢單一窗口

貢獻，並居住臺灣地區之中華民國國民。
二、急難補助申請方式：
(一)由提案人填具「文化部績優文化人士急難補助提案表，並附
申助者申請表(如附件二)、身分證影本、急難事實證明等，
函送本部。
(二)提案人須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1.文化機關(構)首長或單位主管。
2.依法設立或登記之文化藝術法人或團體負責人。
3.文化藝術相關校院系所首長、主管或副教授以上。
(三)申請案件合於補助規定者，由本部組成審議小組，負責審議。
三、急難慰問申請方式：
(一)由本部業務單位敘明急難發生之原因，簽請首長核定慰問金
額及方式。
(二)由本部附屬機關(構)通報本部，經業務督導單位簽請首長核
定慰問金額及方式。
四、同一事由，每人每年最多接受補助或慰問一次。每人每年接受
補助或慰問最多二次。
網址：www.moc.gov.tw
(政府資訊公開/獎補助資訊網/文化部/綜合規劃司/【本部績優文
化人士急難補助】下載)
一、補助對象：因遭遇緊急災害，經營陷於困境，致影響後續正常
文化藝術
運作之合法立案文化藝術團體。
文化部藝術發展司
團體急難 二、補助項目、金額如下：
02-85126000
救助
(一)補助項目包括:
1.藝術資料之保存、維護及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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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化藝術展演活動之正常運作。
3.文化藝術設施之興修及設備之購置。
4.文化藝術專業團體臨時排演場所之租金。
5.服裝、道具、燈光、音響及相關展演重置所需之器物。
6.其他因專業所需項目。
(二)每一申請案件依其受災之損失輕重補助。
三、申請方式：由立案文化藝術團體於災害發生後 3 個月內填具申
請表格，並附相關證明文件，以掛號郵寄或專人送交本部，經
審查通過後始撥付補助金額。
網址：www.moc.gov.tw
(政府資訊公開/獎補助資訊網/文化部/藝術發展司/【文化藝術團
體急難救助】下載)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文化資產 一、補助對象：
保存修復 (一)因天災或人力不可抗拒意外事故發生，導致具有文化資產保 04-22295848
存法第三條規範之文化資產身分者遭受災損時得專案提出緊
及管理維
急或搶救計畫，不受申請時間之限制。
護補助
(二)但屬重大災害，古蹟、歷史建築、紀念建築及聚落建築群應
依據「古蹟歷史建築紀念建築及聚落建築群重大災害應變處
理辦法」規定辦理後，再函送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二、申請方式：屬地方自治團體或私有之文化資產所有或管理單
位，必須透過直轄市、縣(市)政府提案與補助，並俟文化部文
化資產局補助案核定後由直轄市、縣 (市)政府以撥款方式出
具領據及成果等送文化資產局。
三、補助比例：最高以不逾 90%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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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www.boch.gov.tw/information_162_587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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