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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年度版 
█ 厚生勞動省 

█ 都道府縣勞動局 

█ Hello Work（公共職業安定所）

█ 都道府縣 

█ 僱用、能力開發機構 

█ 日本障礙者僱用促進協會 

█ （財）高齡者僱用開發協會 

█ （財）介護勞動安定中心 

█ （財）21 世紀職業財團 

█ （財）產業僱用安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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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冊的使用方式～ 
○ 此手冊統整僱用關係中，支付給僱用保險適用事業所之事業主的各種給付金。 

[支付對象※]                        【給付金名】（【  】為給付金總名稱、（  ）為給付金內的項目） 
※整理代表性的要件。 

1. 僱用調整助成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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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僱用就業固定促進助成金（繼續僱用制度獎勵金；多數繼續僱用助成金） 僱用之維持等 
3. 障礙者僱用繼續助成金（中途障礙者作業設施設置等助成金；重度中途障礙者等職場支援助成金） 

   
4. 特定求職者僱用開發助成金（特定就職困難者僱用開發助成金；緊急就職支援者僱用開發助成金） 
5. 地區僱用開發促金助成金（地區僱用促進獎勵金；地區僱用促進特別獎勵金；地區高度人才確保獎勵金） 
6. 沖繩青年僱用開發助成金（沖繩青年僱用獎勵金；沖繩青年等僱用特別獎勵金） 
7. 常年僱用安定給付金（常年僱用獎勵金；冬季期間僱用安定獎勵金；冬季期間技能講習給付金） 
8. 新型、成長領域僱用創造特別獎勵金（新型、成長領域僱用獎勵金；新型、成長領域能力開發獎勵金） 

新僱用等 

9. 緊急僱用創造特別獎勵金 
   

試用 10. 試用特別獎勵金 
   

11. 離職前長期休業助成金 
12. 【勞動流動助成金】勞動流動支援助成金 

（求職活動等支援給付金；再就職支援給付金；勞動流動支援體制統整獎勵金；就業固定講習支援給付金） 再就職支援等 
13. 【勞動流動助成金】在職者求職活動支援助成金 

（求職活動支援給付金；再就職支援公司活用給付金；再就職支援體系統整獎勵金；在職求職高齡者等採用給付金）
   

14. 【自立就業支援助成金】領取資格者創業支援助成金 
15. 創業 
16. 

【自立就業支援助成金】高齡者共同就業機會創造助成金 
地區僱用拖盤事業特別獎勵金 

   
17. 不良債權處理就業支援特別獎勵金 不良債權處理之影響 

離職者的再就職支援等 18. 實踐性教育訓練特別獎勵金（職場體驗講習實施獎勵金；職業訓練實施奬勵金 
   

19. 職場適應訓練費 
能力開發等 20. 事業形成促進助成金（訓練給付金；職業能力開發休假給付金（地區人才高度化能力開發助成金）； 

長期教育訓練休假制度導入獎勵金；職業能力評價推進給付金；事業諮詢推進給付金） 
   

21. 中小企業人材確保推進事業助成金 
22. 中小企業僱用管理改善助成金 
23. 中小企業基層人材確保助成金 
24. 中小企業僱用創出等能力開發助成金 
25. 中小企業人材培育事業助成金 

中小企業的各種給付金 

26. 中小企業短時間勞動者僱用管理改善等助成金 
   

27. 【介護僱用管理支援助成金】（介護基層人材確保助成金） 
28. 【介護僱用管理支援助成金】（介護僱用管理助成金） 
29. 介護能力開發給付金 

介護勞動者之僱用
管理改善等 

30. 介護福利助成金（介護優待票制度） 
   

31. 育兒、看顧僱用安定助成金（育兒休業取得促進獎勵金；育兒休業替代人員等助成金；育兒、介護費用助成金；

事業所內托兒設施助成金；育兒並重支援助成金；看護休假制度導入獎勵金） 育兒、介護勞動者的
僱用管理改善等 32. 育兒、介護休業者回歸職場計畫實施獎勵金 

   
33. 建築事業勞動者流通支援助成金 

建築勞動者的僱用改善等 34. 建築僱用改善助成金 
   

高齡者之流動派赴等 35. 流動高齡者僱用安定助成金 
   

看護人員之僱用管理 36. 看護人員等僱用管理進修助成金 
   

小規模事業主適用之保險 37. 小規模事業被保險人福利助成金 
 

【關於辦理機構】請洽詢鄰近機構。   
安．．．．公共職業安定所（Hello Work） 局．．．．都道府縣勞動局  職業安定部門 都道府縣．．．．都道府縣 
高．．．．（財）高齡者僱用開發協會 看．．．．（財）介護勞動安定中心 21．．．．21 世紀職業財團 

此手冊中所記載的中小企業事業主  
零售業（包含飲食店）．．．．．． 資本或出資金額在 5,000 萬日幣以下，或是平時僱用勞動者人數在 50 人以下 
服務業．．．．．．．．．．．． 資本或出資金額在 5,000 萬日幣以下，或是平時僱用勞動者人數在 100 人以下 
批發業．．．．．．．．．．．． 資本或出資金額在 1 億日幣以下，或是平時僱用勞動者人數在 100 人以下 
其他行業．．．．．．．．．．．． 資本或出資金額在 3 億日幣以下，或是平時僱用勞動者人數在 300 人以下 



○  對於藉欺瞞或其他不正當的行為領取或有意領取給付金之事業主、超過申請期限後申請之事業主、

與不符合各給付金規定支付條件之事業主，將不支付給付金。此外，所有已支付之給付金均可要求

歸還。 
        （此手冊記述時為 2003 年 6 月 1 日。） 

【辦理機構】                                   【 支付對象之事業主等 】 
安  伴隨事業活動縮小進行僱用調整之事業主 
高  到達退休年齡者進行僱用延長之事業主 
障  事業主僱用後成為障礙者的勞動者設置繼續僱用措施之事業主 
   

 新僱用高齡者、障礙者等就業特別困難者或緊急就職支援者之事業主 
 在必須增加僱用機率的地區設置、整備事業所，僱用求職者之事業主或在高度技能人才密集地區內僱用高度技能

勞動者之事業主 安 

 謀求季節勞動者僱用安定之事業主 
 僱用非自發性離職者或進行職業訓練的新型、成長領域之事業主 

高  在僱用情勢特別嚴苛的地區，僱用中高年非自發性離職者之事業主 
   

安  短期內試用中高齡或青年等特定求職者加以僱用之事業主 
   

 
安  

 
不得不離職的勞動者設置再就職援助措施之事業主 

高  高齡者等設置再就職援助措施之事業主 
   

安  僱用保險的領取資格者創業成立法人等之事業主 
高  高齡者共同創業成立法人之事業主 
產  設立法人進行對地區有貢獻事業之事業主 
   

 直接僱用、試用受不良債權處理影響而離職者之事業主，或自行創業之離職者 
產、高  受不良債權處理影響而離職者進行職場體驗講習，或實施職業訓練之事業主 

   
安  對於讓僱用保險領取資格者接受職業訓練之事業主 

僱  對於讓勞動者接受職業訓練之事業主 
   

 
 
 僱 

 
都道府縣  

對於改善僱用管理，以確保勞動力，並創造良好僱用機會之事業主 

21  對於實施改善短時間勞動者的僱用管理等相關措施，可成為其他事業主典範之中小企業事業主 
   

局  
 
 看 
 

進行改善介護勞動者的僱用管理等之事業主 

   
 設置對育兒、照護工作勞動者的僱用安定之措施的事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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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防止育兒休業者或介護休業者在休假過後對於職場適應能力或職業技術能力下降，進行相關補救措施之事業主

   
 不得已而必須離職之建築事業勞動者，加以僱用並對其舉行教育訓練之事業主 

僱  力圖改善建築勞動者的僱用措施之事業主 
   

高  僱用企業團體內未經歷失業的高年齡者之事業主 
   

安  提供看護人員等僱用管理者僱用管理進修課程之事業主 
   

僱  接受小規模事業的事業主委託，對僱用之勞動者進行僱用保險之被保險人的相關事務處理之勞動保險事務組合 
 

   
職業能力開發主管課 僱．．．．僱用、能力開發機構  都道府縣中心 障．．．．日本障礙者僱用促進協會 
地方事務所 產．．．．（財）產業僱用安定中心  地方事務所  

 
本文中未標明為「（影本）」的書面文件，即為正本。 
此外，伴隨給付金支付所進行的調查等，將要求出示書面文件之正本以進行確認，請先行了解。 
 
 



 

對於伴隨事業活動縮小進行僱用調整之事業主的給付金 

 
 

 
 
 

伴隨景氣變動、產業結構變化等經濟上的理由，對於不得不縮小事業活

動、休業等（休業與教育訓練）或進行派赴的事業主，資助休業津貼、薪資，

或一部份派赴勞動者的薪資負擔金額，以預防失業為目的。 

1  僱用調整助成金 

 

可領取之事業主 

可領取的事業主，符合下列○1 到○6 所有項目的事業主。 

○1  僱用保險適用事業的事業主 

○2  符合下列其中一項的事業主 

甲、一般事業主（下列乙到己以外的事業主） 

  乙、基於中小企業經營革新支援法的規定，經認定的經營基層強化計劃，其相

關特定組合等構成員之中小企業事業主（經營基層強化事業主） 

  丙、事業所位於厚生勞動大臣所指定，特別需要維持僱用與其他僱用安定的地

區（僱用維持等地區）內的事業主 

  丁、厚生勞動大臣所指定的事業主（（大型倒閉等事業主）2001 年 10 月 1 日以

後所指定的業主）之下游轉包事業主 

  戊、經認定的港灣運送事業主（2001 年 10 月 1 日以後經認定的事業主） 

  己、2001 年 10 月 1 日以前經認定的港灣運送事業主 

○3  伴隨景氣變動、產業結構變化等經濟上的理由，不得不縮小事業活動的事業

主 

  甲、所謂的「伴隨景氣變動、產業結構變化等經濟上的理由」，是由於景氣變

動與產業結構變化，導致地區經濟衰退、出現競爭性之商品與服務（包括

進口。）、消費者物價、外匯、其他價格變動等經濟狀態的變化，因下列

理由停止或縮小事業活動，可成為僱用調整助成金的 支付對象。 

    （甲）每年遭受反覆的季節變動 

    （乙）因事故或災害，導致設施或設備遭受損害 

    （丙）因違反法令、不法行為，或有以上嫌疑，遭受行政處分或司法處分，

命令全部或部份停止的事業活動者（包括事業主自主性進行者。） 

 乙、事業活動縮小是領取僱用調整助成金的前提，所謂的「事業活動縮小」，是

指符合下列其中一項，且事業活動縮小的理由，是認定事業主已盡了應盡

的責任義務，仍無計可施者。 

    （甲）事業主為○2 之甲時 

          生產量等事業活動的指標，於最近六個月內的月平均值，與前年同期

相比減少 10 ％以上，且以僱用保險被保險人數作為僱用量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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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最近六個月內的月平均值，與前年同期相比沒有增加。 

          ※ 不過，從 2002 年 12 月 20 日起的短期內，受不良債權處理的影響，

對於不得不以 

           ○1  派赴（考量不得不派赴從業員時） 

           ○2  新事業拓展（考量將多元經營往主業集中、或發展新收益的新事

業或朝跨領域發展時） 

          等方式進行僱用調整的事業主，將內容為僱用調整的預定和對象等之

「僱用調整方針」制定完成，且提交至都道府縣勞動局時，此時將以

僱用保險被保險人數作為僱用量的指標，於最近六個月內的 月平均

值，與前年同期相比沒有增加  （與（甲）中的生產量降低的條件無關。）。 

         ※ 此外，從 2003 年 5 月 15 日起到同年 11 月 14 日的期間，考慮 SARS

（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蔓延的狀況，由於厚生勞動省針對某些地

區，發出將不必須不緊急的旅行延期之勸告，若事業主的事業是在該

當地區伴隨人的移動而進行，且於 2002 年度在該當地區相關的營業

額，佔該當年度營業額達 15 ％以上，當生產量等事業活動的指標，

於最近兩個月內的月平均值，與前年同期相比減少 15 ％以上，且以

僱用保險被保險人數作為僱用量的指標，於最近六個月內的月平均

值，與前年同期相比沒有增加。 

   （乙）事業主為○2 中乙到己的其中一項時 

         生產量等顯示事業活動的指標，於最近三個月的月平均值，與前年同

期相比減少，而且以僱用保險被保險人數作為顯示僱用量的指標，在

最近三個月內的月平均值，與前年同期相比沒有增加。 

○4  符合下列所有項目，進行休業等（休業與教育訓練）、派赴、支付休業津貼或

薪資，或為原派赴事業主，負擔派赴勞動者一部份薪資的事業主 

   甲、休業等（休業與教育訓練）時 

   （甲）在對象期間內進行休業者（為○2 中己之事業主進行休業或教育訓練時，

於每個行業既定的指定期間進行者，為助成金的對象。） 

   （乙）為下列的休業或教育訓練 

    （休業） 

     a 達規定勞動日的一天 

b 規定勞動時間內，該當事業所的對象被保險人同時休業達一小時以上者 

※ 不過，在 2002 年 6 月 1 日到 2005 年 3 月 31 日為止的期間內，該當事務

所的對象被保險人，全員休業達一小時以上者（以下稱為「特例短時間

休業」） 

     c 支付休業津貼未違反勞動基準法第二十六條的規定 

    （教育訓練） 

     d 規定勞動日的規定勞動時間內，休業達一天（在原事業所內進行時） 

     e 非基於就業規則等一般進行的教育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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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由具有該當職業種類訓練內容的知識或技能的指導員所進行者 

     g 事業主自行於事業所內實施（可與在生產線或就職場所中一般的生產活

動明顯區別者）或委託公共職業能力開發設施等實施者 

     h 支付講者的津貼金額，未違反勞動基準法第二十六條之規定者（為○2 中

己之事業主時，支付講者的薪資，大約等於一般支付講者的薪資。） 

     i 對於同一講者，於判定基礎期間內實施一日以上者（為○2 中己之事業主

時，對於同一講者，於判定基礎期間內實施兩日以上者。） 

   （丙）經勞資間協定的休業或教育訓練 

   （丁）在判定基礎期間內休業等（休業與職業訓練）的延長日數，達規定勞

動延長日數的 1/15（中小企業事業主為 1/20）以上者（○2 中己的事業

主在判定基礎期間內，只進行教育訓練時，則不適用。） 

 ＊（戊）若為特例短時間休業，在判定基礎期間中對象被保險人的特例短時間

休業之延長日數，達該當判定基礎期間中對象被保險人相關規定勞動

延長時數乘以 1/6 所得時數以上 

  乙、派赴時 

   （甲）於對象期間內開始者（為○2 中己之事業主進行派赴時，於職業種類等

既定的指定期間內開始進行派赴者，成為助成金的對象。） 

   （乙）派赴期間為三個月以上一年以內者 

   （丙）支付派赴勞動者的薪資與在派赴前支付的薪資大致相同者 

   （丁）經勞資間協定者 

   （戊）獲得派赴勞動者之同意者 

   （己）經原派赴事業主和派赴對象事業主間締結契約者 

   （更）為僱用調整助成金對象之勞動者，於派赴終了後六個月內，該當勞動

者未再度派赴者 

   （辛）原派赴事業主，未從其他事業主採用為僱用調整助成金之派赴勞動者 

（壬）非人事交流等非僱用調整目的之派赴，且非勞動者交換之派赴者 

   （癸）從資本、資金、經濟、組織上的關連性等來判斷，對於事業主間的派

赴，支付派赴助成金之獨立性，未被認定為不適當者 

○5  關於實施○4 中的休業等（休業與教育訓練）或派赴，必須事先向公共職業安

定所提出 

○6  備齊休業等（休業與教育訓練）或派赴相關所需的書面文件 

 

 

 

 

 

 

 

※關於特例短時間休業 

過去的短時間休業，雖然只包括事業所中的對象被保險人，全員同時休業一

個小時以上，但特例短時間休業，則是在生產線等工作輪替的時間進行休業，

或是部屬單位、團隊單位進行短時間休業等，並可使用助成金。

  此外，相對於財政支援重要一環的緊急對應型工作共享（work sharing），此

特例措施可藉由休業維持僱用，期待獲得與工作共享的同等效果，將實施至

2005 年 3 日底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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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1  符合下列其中一項時，將不支付助成金。 

   但是，不適用於可領取事業主為○2 中的己的該當事業主。 

   甲、支付助成金時，實施休業等（休業與職業訓練）或派赴的事業所中，基

於成立的保險關係，於過去年度中積欠前年度相關的勞動保險金時。 

   乙、以惡劣、不正當的行為，本來無法領取助成金而領取或有意領取，遭到

三年內不支付助成金的處分時 

○2  符合下列其中一項時，也可能不支付助成金。（實施特例短時間休業時，若符

合下列甲、乙時，將互相抵銷。） 

   甲、實施休業等（休業與職業訓練）的同時，加班或假日出勤時 

   乙、與前年相比，年間規定勞動日數增加者 

○3  以不正當行為，本來無法領取助成金而領取或有意領取時，因此導致無法領

取助成金的當日後三年期間，將無法領取助成金。 

○4  從助成金的支付申請起，到支付決定的期間內，與支付終了之後，將要求出

示會計總帳等帳本，請先行了解。 

 

可領取金額 

○1  可領取金額 

休業等（休業及教育訓練） 派赴 

依厚生勞動大臣制定的方法 

經計算確定之金額（每人每日） 

× 以下的助成率 

教育訓練則為上述加上訓練費 

每人每日 1,200 日幣 

原派任事業主的

負擔金額 ×以下

的助成率 

1/2（2/3） 1/2（2/3） 

   註 1 （）內為對於中小企業事業主的助成率。 

   註 2  每人每日的領取金額，以僱用保險基本薪資日薪的最高額為限（訓練

費不包括在限度額內。）。 

   註 3  可領取的事業主為○2 中己之事業主時，進行教育訓練時的訓練費，每

人每日為 3,000 日幣。 

 

○2  可領取期間 

   實施休業等（休業與教育訓練）時，下列的對象事業主於對象期間內進行休

業等（休業與教育訓練）相關期間，實施派赴時，於對象期間開始之一年內

派赴相關期間，為支付助成金的對象。 

   但是休業等（休業與教育訓練）相關助成金，每次支付給以下事業主的金額

限度，為對象被保險對象人數乘以每次支付限制日數，超過此日數將無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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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支付對象。 

   甲、可領取事業主為○2 中甲之一般事業主時 

       最初提出（休業等（休業與教育訓練）實施計劃書）休業進行等（休業

與教育訓練）時，從該當事業主指定僱用調整的首日開始起算，包括冷

凍期的三年時間※（最初指定的支付限制日數為一年一百天，三年一百

五十天。） 

       最初提出派赴（派赴的實施計劃書）時，從該當事業主指定僱用調整的

首日開始起算的一年內 

   乙、可領取事業主為○2 中乙之經營基層強化事業主時 

       經營基層強化事業主在最初提出（休業等（休業與職業訓練）或派任的

實行計劃書）休業等（休業與職業訓練），或派赴時，從該當事業主指定

僱用調整的首日開始起算的一年內（支付限制日數一百天） 

   ※ 若為經營基層強化事業主或一般事業主，必須於前次對象期間（首日開始

一年間）後，經一年時間的當日後，才可指定對象期間的首日。此外，經

厚生勞動大臣認定為「僱用相關狀況為全國性惡化」時，於厚生勞動大臣

制定的期間（六個月，也可能延長。現在是從 2003 年 4 月 1 日起到 2003

年 9 月 30 日的期間），進行以上僱用調整的事業主，可於實施最終日的隔

日開始起算，經一年時間的當日後，指定利用可能期間的首日。 

  丙、可領取事業主為○2 中丙之維持僱用等地區事業主時 

      每個地區於厚生勞動大臣指定日開始起算一年的時間（支付限制日數一百

天） 

  丁、可領取事業主為○2 中丁之大型倒閉等事業主的下游轉包事業主 

      每位大型倒閉等事業主於厚生勞動大臣指定日開始起算兩年的時間（支付

限制日數兩百天） 

  戊、可領取事業主為○2 中戊之事業主，進行休業或教育訓練時，於每種職業種

類既定的指定期間（支付限制日數兩百天） 

 

領取手續 

○1  休業等（休業與教育訓練）時 

  甲、有意領取的事業主，依事業主的選擇，可於判定基礎期間（一個月，或

是決定薪資結算日時，則為薪資結算期間）或是每次連續判定期間，於

開始休業等（休業與教育訓練）當日的前一天為止，向公共職業安定所

提出決定休業等（休業與教育訓練）協定的書面文件（影本），並附上進

行教育訓練時，顯示實施教育訓練狀況的就業規則等書面文件（影本），

與休業等（休業與教育訓練）實施計劃（變更）。 

   乙、對象期間內，最初提出休業等（休業與教育訓練）實施計劃（變更）書

時，請於僱用調整首日的兩週前提出。 

   丙、接下來，依據上述甲所提，該當事業主選擇的判定基礎期間，或是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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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續判定基礎期間，其最後一天的隔天起一個月內，將決定休業等（休

業與教育訓練）之協定，經工會等確認，再將僱用調整助成金（休業等）

支付申請書向公共職業安定所提出。 

○2  派赴時 

   甲、有意領取的事業主，於開始派赴勞動者當日的兩週前為止，請將派赴協

定書面文件（影本），並附上派赴契約書（影本），向公共職業安定所提

出派赴實施記劃（變更）書。 

   乙、從該當派赴勞動者的派赴開始當日起算，最初的六個月為第一期，接下

來的六個月為第二期，經過各期後的兩個月以內，該當派赴協定之決定，

經工會等的確認，且該當派赴契約之決定，獲得原派赴事業主之確認，

與派赴勞動者同意之確認，向公共職業安定所提出僱用調整助成金（派

赴）支付申請書。 

 

（參考）僱用調整助成金的領取手續 

○2  休業 

   教育訓練   的實際情況 

   派赴 

 

                              ○5 支付助成金 

 

 

 

 

 

 

 

                          支付申請書交付 

可領取的事業主 金融機關 

公共職業安定所 

實 

地 

調 

查 

○3

支
付
申
請 

休
業 

教
育
訓
練 

派
赴 

事
先
提
出
實

行
計
劃 

○1  

都道府縣勞動局 

國
庫
金
匯
入 

○4 支付決定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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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到達退休年齡者進行僱用延長之事業主的給付金 

 

 

 

 

 

 

 

 

 

 

 

2  繼續僱用就業固定促進助成金 
繼續僱用就業固定促進助成金，是以促進繼續僱用與就業固定為目的，獎

勵依勞動協約或就業規則，對於提倡退休者繼續工作或設立繼續僱用制度的事

業主，或新設置高齡者事業所的事業主，由以下兩種制度構成。 

  I  繼續僱用制度獎勵金（第一種）…資助引進繼續僱用制度，或進行改善的

事業主 

  II 多數繼續僱用助成金（第二種）…領取第一種獎勵金的事業主中，對於高

齡者的僱用比例超過 15％的事業主予

以資助 

可領取之事業主 

I  繼續僱用制度獎勵金（第一種） 

繼續僱用制度獎勵金（第一種），是對於引進繼續僱用制度或進行改善的事業主

（以下稱為「第一種第一號」。）或設立繼續僱用制度，設置高齡者事業所的事

業主（以下稱為「第一種第二號」。）依繼續僱用制度的內容等，於最長五年內

支付一定之金額（每年一次）。 

 

《第一種第一號》 

1. 第一次支付對象事業主 

可領取的事業主，符合下列所有項目的事業主。 

（1）僱用保險適用事業的事業主。 

（2）依勞資協約或就業規則，將退休年齡延長至六十一歲以上，或希望僱用

者全員年齡達 65 歲以上的繼續僱用制度（再僱用、在籍派赴等），引進

一年之內。 

（3）引進（2）的制度當日滿一年前，依勞動協約或就業規則，規定 60 歲以

上的退休年齡。 

（4）引進繼續僱用制度當日，有一人以上為繼續僱用一年以上，55 歲以上

未滿 65 歲的常用被保險人。 

2. 第二次以後支付對象事業主 

（1）為第一種第一號的第一次支付事業主。 

（2）未違反依勞動協約或就業規則，規定的第一次支付對象相關退休年齡或

繼續僱用制度。 

（3）提高退休年齡或引進繼續僱用制度後，適用制度的該當事業主，僱用一

年以上的常用被保險者，未因事業主個人因素而遭離職者。 

（4）適用制度的常用被保險者，引進制度當日時，在常用保險者 100 人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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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僅節錄少部份，做為介紹用途～ 

～日台日文翻譯社：提供專業領域日文翻譯、日翻中、中翻

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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