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高級中等學校中途離校學生及高關懷學生輔導資源一覽表 

一、教育局業務單位 

機關名稱 電話 業務內容 

教育局學輔校安科 

電話：06-2991111 

分機 1243 

中途離校學生、偏差行為學生業

務 

電話：06-6322231 

分機 6136 

毒品防制、藥物濫用、春暉專案

業務 

電話：06-2991111 

分機 8615、8656 
教師不當管教業務 

電話：06-2991111 

分機 8321 
校園霸凌業務 

電話：06-2991111 

分機 1253 
學生輔導業務 

二、經濟救助 

機關名稱 電話 業務內容 

社會局社會救助科 
電話：06-2995686 

電話：06-6334941 
低收、中低收入戶，脫貧自立方案 

社會局婦女及兒童少年福利科 電話：06-2985085 

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弱勢家

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弱勢

兒童及少年醫療補助、特殊境遇家

庭扶助。 

申請窗口：洽戶籍所在地區公所 

台南市樂扶社福基金會 0800-828580 貧弱兒個案生活支持服務 

社團法人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

促進聯盟 
0800-329580 

逆風教育助學計畫 

青春不輟返校就學金 

 

三、家暴、性侵害、兒少保護 

機關名稱 電話 業務內容 

臺南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電話：06-2988995 家暴、性侵害、兒少保護 



四、親職諮詢 

單位名稱 電話 業務內容 

臺南市家庭教育中心 

溪北：06-6591068 

溪南﹕06-2210510 

永康﹕06-3129926 

親職教育、婚姻教育、倫理教育 

性平教育、單(失)親教育、 

情緒教育 

社團法人 

台南市家庭情緒智商發展協會 
06- 350- 0310 

心靈課程、免費諮商、優質講座、心

理劇、志工招募 

希望之家社福中心 (06) 574-3941 弱勢家庭支持性服務、親子活動 

生命線 民眾求助電話：1995 一般民眾心理困擾線上會談 

張老師基金會 民眾求助電話：1980 一般民眾心理困擾線上會談 

勵馨基金會臺中分會 電話：04-22239595 
一般民眾諮詢 遭受性侵害、家暴受
害人及未成年懷孕安置服務 

全國未成年懷孕諮詢專線 電話：0800-257085 未成年懷孕福利服務諮詢 

 

  



五、各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機關名稱 電話 業務內容 

東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06-2231000 

一、個案工作 

(一) 社會福利諮詢。 

(二) 經濟弱勢家庭訪視

評估扶助。 

(三) 兒童及少年高風險

家庭關懷處遇服務。 

(四) 弱勢家庭兒童及少

年緊急生活扶助個

案追蹤訪視。 

二、團體工作 

辦理支持性、成長性

及主題性之團體。 

三、社區工作 

(一) 資源連結及轉介。 

(二) 社區資源整合與開

發。 

(三) 辦理轄區資源網絡

聯繫會議。 

(四) 辦理社區預防性服

務方案活動。 

南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06-2231000 

北區社會福利中心 06-2552330 

安平區社會福利中心 06-2231000 

安南區社會福利中心 06-2552330 

永康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06-3110232 

新豐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06-3387851 

玉井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06-5744616 

麻豆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06-5812251 

新營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06-6354466 

善化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06-5812251 

北門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06-7235727 

 

 

 

 

 

 



六、就業資源 

單位名稱  聯絡電話  地址  服務區域  

勞工局職訓就服中心  
電話：06-6330820 

分機：207、208、

209 

新營區民治路 36 號  

(世紀大樓 10 樓 )  

官田就業服務台  

電話：  

06-6990302   

06-6990370 

臺南市官田區二鎮里工

業路 21 號 1 樓  

(官田工業區服務中心

1F 服務台 ) 

官田區、六甲

區、下營區、

柳營區、鹽水

區、新營區、

東山區、白河

區、後壁區、

楠西區  

歸仁就業服務台  

電話：  

06-3300948   

06-330098 

臺南市歸仁區中山路二

段 2 號  

(歸仁區公所後棟 ) 

永康區、仁德

區、歸仁區、

關廟區、龍崎

區、新化區  

新市就業服務台  

電話：  

06-5892322   

06-5892325 

臺南市新市區新市里中

興街 12 號  

(新市區公所 3 樓 ) 

新市區、善化

區、山上區、

大內區、左鎮

區  、玉井

區、南化區   

佳里就業服務台  

電話：  

06-7236701   

06-7236702 

臺南市佳里區中山路 417

號  

(佳里地政事務所 1 樓 ) 

佳里區、七股

區、麻豆區、

北門區、將軍

區、學甲區  

永華就業服務台  電話：06-2930785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 2

段 6 號  

(永華市政中心 8 樓 ) 

安平區、東

區、南區、中

西區  

臺南科技工業區駐點

服務  
電話：06-3840346 

臺南市安南區科技公園

大道 1 號  

(臺南科技工業區服務中

心 1 樓 ) 

安南區、臺南

科技工業區  

和順總頭寮工業區駐

點服務  
電話：06-3563883 

臺南市安南區安和路二

段 98 號 (東陽實業 ) 

北區、和順、

總頭寮、中崙  

樹谷園區駐點服務  電話：06-5895432 

臺南市新市區中心路 8

號  

(樹谷園區服務中心 1 樓 ) 

安定區、西港

區、樹谷工業

區  

 

 

 



 

七、社區心理衛生 

單位名稱 電話 業務內容 

臺南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電話：06-2679751 

 轉 166、168、176 

電話：06-6357716 

 轉 172、173、177 

心理健康諮詢服務、心理衛生

宣導及教育課程、心理健康檢

測、自殺通報及關懷與轉介服

務、自殺高風險追蹤輔導、珍

愛生命守門人教育訓練、災難

心理衛生、網路成癮健康諮

詢。 
心理諮商預約專線：06-3352982 

 

八、毒品危害防制 

單位名稱 電話 業務內容 

臺南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電話： 

(林森)06-290-9595 

(東興)06-637-2251 

辦理毒品危害防制業務(含毒

品預防宣導、個案追輔、醫療

戒治、家庭支持、法律扶助、

就業轉銜等)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 電話：06-6322185 查緝毒品工作 

 

九、警政資源 

單位名稱 電話 業務內容 

臺南市警察局少年警察隊 電話：06-2022800 

1、協尋少年、中輟學生、失蹤少年協尋 

2、少年觸法行為偵查 

3、預防少年犯罪宣導、校園安全維護 

臺南市警察局婦幼警察隊 電話：06-2043628 兒少保護相關業務 

臺南市少年輔導委員會 電話：06-6322210 少年輔導相關工作 

 

 

  



十、各分局少年防治業務 

單位 地址 聯絡電話 

第一分局 臺南市東區崇善路 740 號 電話：06-2674881 

第二分局 臺南市中西區南寧街 144 號 電話：06-2134494 

第三分局 臺南市安南區安中路 3 段 396 號 電話：06-2567350 

第四分局 臺南市西區育平路 312 號 電話：06-2958885 

第五分局 臺南市北區文賢路 650 號 電話：06-2598657 

第六分局 臺南市南區中華南路 2 段 241 號 電話：06-2640555 

新營分局 臺南市新營區中山路 119 號 電話：06-6326523 

白河分局 臺南市白河區中山路 128 號 電話：06-6852080 

學甲分局 臺南市學甲區華宗路 294 號 電話：06-7833913 

佳里分局 臺南市佳里區忠孝路 7 號 電話：06-7225524 

麻豆分局 臺南市麻豆區興國路 6 號 電話：06-5727375 

善化分局 臺南市善化區興農路 461 號 電話：06-5817424 

玉井分局 臺南市玉井區中山路 2 號 電話：06-5742435 

新化分局 臺南市新化區中山路 91 號 電話：06-5903574 

歸仁分局 臺南市歸仁區中正南路 1 段 1209 號 電話：06-2390221 

永康分局 臺南市永康區東橋七路 320 號 電話：06-2333325 

 

 

 

 

 

 

 

 



十一、司法資源 

單位名稱 電話 業務內容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調查保護室 
電話：06-2956566 

少年事件：  

一、少年保護事件。  

二、兒童保護事件。  

三、少年刑事案件。  

法務部臺南少年觀護所 
電話：2150583 

分機：34 

一、少年之個案調查事項。 

二、少年之心理測驗事項。 

三、少年處遇之建議事項。 

四、少年社會環境之協助調查事項。 

五、其他鑑別事項。  

 

十二、法律扶助 

分會 地址 電話 

法律扶助基金會 

臺南分會 
台南市中西區忠義路二段 14 號 8 樓 06-228-5550 

 

十三、卡債諮詢相關資源 

服務名稱 電話與網址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卡債諮詢及

申訴專線 
電話：0800-869899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債務諮詢 電話：02-85961629 

銀行公會之債務協商機制民眾諮詢 電話：02-85961629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電話：02-66328282(量量善惡，幫你幫你) 

http://www.laf.org.tw/tw/index.php 

債務人更生輔導諮詢專線 電話：0800-878-777 

 

 

 

 

http://www.laf.org.tw/tw/index.php


十四、輔導諮詢電話 

專線名稱 電話 

衛生福利部免付費「安心專線」 電話：1925 

衛生福利部免付費「戒毒諮詢專線」 電話：0800-770885（請請您、幫幫我） 

各縣市生命線 當地直撥 1995 

各縣市張老師 當地直撥 1980 

衛生福利部國健署青少年性福 e 學園 https://young.hpa.gov.tw/index/ 

未成年非預期懷孕醫療諮詢與協助 

十五、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單位名稱 責任區 聯絡電話 

教育部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臺南一區 

溪南區 

所在位置：臺南一中 

地址：臺南市民族路一段 1 號 

聯絡電話：06-237-1206 分機 705 

傳真號碼：06-235-8173 

教育部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臺南二區 

溪北區 

所在位置：曾文家商 

地址：臺南市麻豆區和平路 9 號 

聯絡電話：06-572-9885 

傳真號碼：同上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所屬國中小 

所在位置：成功國中 

地址：臺南市北區和緯路一段 2 號 

聯絡電話：06-252-1083 分機 14 

傳真號碼：06-252-5553 

 

 

 

  

https://young.hpa.gov.tw/index/


十六、單親家庭福利資源 

單位名稱 電話 業務內容 

東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06-2231000 一、 個案工作 

 (一) 社會福利諮詢。 

 (二) 經濟弱勢家庭訪視評估扶助。 

 (三) 兒童及少年高風險家庭關懷處

遇服務。 

 (四) 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

扶助個案追蹤訪視。 

二、 團體工作 

辦理支持性、成長性及主題性之

團體。 

三、 社區工作 

 (一) 資源連結及轉介。 

 (二) 社區資源整合與開發。 

 (三) 辦理轄區資源網絡聯繫會議。 

 (四 ) 辦理社區預防性服務方案活

動。 

南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06-2231000 

北區社會福利中心 06-2552330 

安平區社會福利中心 06-2231000 

安南區社會福利中心 06-2552330 

永康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06-3110232 

新豐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06-3387851 

玉井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06-5744616 

麻豆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06-5812251 

新營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06-6354466 

善化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06-5812251 

北門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06-7235727 

社會局婦女及兒童少年福利科 06-2985085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 

申請窗口：洽戶籍所在地區公所 

 

十七、青少年生涯探索資源 

單位名稱 電話 業務內容 

勞動部青年職涯發展中心 電話：06-302-0036 

職涯適性測驗、履歷健檢、模擬面試、

職涯講座、團體課程、職場參訪、鏈

結就業服務 

社團法人台南市教育及兒童青

少年發展協會 
電話：06-226-3339 青少年生涯探索就業培力 

社團法人台南市基督教青年會 電話：06-220-7302 
分機 308 

青少年生涯探索就業培力 

道德重整協會 電話：06-282-0320 青少年生涯培力、親職活動 

基督教芥菜種會 
電話：06-312-7605  

分機 6604 
青年就業培力課程 

 



十八、勞動部就業服務資源 

 

 服務項目 適用對象 服務內容 聯繫方式 

青年職涯發展

中心 

15歲以上至29歲

以下青年或有求

職需求者 

一、提供青年就業服務、職業訓練、創

業、職涯規劃等多面向合一的服

務。 

二、由專業人員提供深度諮詢及職涯規劃

服務，協助青年瞭解職業興趣與確認

就業方向，以協助其就業。 

各青年職涯發展中心 

諮詢電話： 

24小時免付費客服專

線0800-777-888 

台灣就業通 15歲以上至29歲

以下青年或有求

職需求者 

一、提供職業訓練課程及就業服務資訊查

詢。 

二、青年可至職涯評測專區，完成職業心

理測驗，以探索自身興趣與未來職業

發展之關係。 

台灣就業通網站：

https://www.taiwanjobs

.gov.tw  

諮詢電話： 

24小時免付費客服專

線0800-777-888 

失業者職業訓

練 

訓練對象為年滿

15歲以上、具工

作意願且工作技

能不足之失業或

轉業者。 

一、向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洽詢，並視需

求推介參加職前訓練或推介就業。 

二、失(待)業勞工於參訓期間補助80%或

100%訓練費用。 

三、課程相關資訊於臺灣就業通網路報名

或逕向各培訓單位洽詢報名。 

台灣就業通網站: 

https://www.taiwanjobs

.gov.tw/  

諮詢電話：24小時免

付費客服專線0800-

777-888 (洽詢職業訓

練相關資訊) 

青年就業旗艦

計畫 

適用對象為年滿

15歲以上29歲以

下之失(待)業青

年（不含日間部

在學學生)。 

一、企業提供青年免費最長6個月之工作

崗位訓練，以強化青年工作技能。 

二、企業於參訓期間將依法為青年投保勞

健保及支付核定計畫書所定薪資。 

三、訓練職缺及申請方式等相關資訊公布

於青年職訓資源網站專區，青年應加

入會員並於線上報名。 

青年職訓資源網站： 

https://ttms.etraining.g

ov.tw/eYVTR/  

諮詢電話： 

24小時免付費客服專

線0800-777-888 (洽

詢職業訓練相關資訊) 

職場學習及再

適應計畫 

具有就業意願，

且需經執行單位

評估適合參與本

計畫之弱勢青少

年（15歲以上未

滿24歲，未升學

未就業、偏遠地

區或高危機高關

懷青少年） 

 

一、透過民間團體或事業單位，提供職場

學習及再適應之機會。 

二、每人每月按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每月

基本工資核給(獎助期限最長3個月，

屬身心障礙者之個案，經評估後得延

長至六個月)。 

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

機構辦理。 

諮詢電話： 

24小時免付費客服專 

線 0800 777 888 



僱用獎助津貼 雇主僱用失業期

間連續達3個月

以上或失業期間

連續達30日以上

特定對象之失業

勞工 

一、提供雇主僱用獎助，鼓勵僱用失業勞

工，協助儘速就業。 

二、依受僱勞工身分別，發給雇主每人每

月新臺幣9千元至1萬3千元，最長補

助12個月。 

台灣就業通網站：

https://www.taiwanj

obs.gov.tw 

諮詢電話：24小時免

付費客服專線0800-

777-888 

跨域就業津貼 失業期間連續達

3個月或非自願

性離職之失業勞

工，及初次跨域

尋職青年，經公

立就業服務機構

推介跨域求職或

就業地點，與原

日常居住處所距

離30公里以上者 

 

一、提供失業勞工求職交通、異地就業、

租屋及搬遷等補助金，減低異地就業障

礙。 

二、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諮詢、評估及推

介，並符合規定者，提供每月1千至3千元

異地交通補助金、每月最高5千元租屋補

助金、或最高3萬元搬遷補助金，其中異

地交通及租屋補助金最長補助12個月。 

 

台灣就業通網站：

https://www.taiwanj

obs.gov.tw 

諮詢電話：24小時免

付費客服專線0800-

777-888 

求職交通補助

金 

15歲以上未滿18

歲之未就學未就

業少年 

一、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諮詢並開立介紹

卡推介就業。推介應徵工作地點距離住所

30公里以上，得發給求職交通補助金。 

二、每人每次得發給500元。但情形特殊

者，得核實發給，每次不得超過新臺幣

1,250元，每年以4次為限 

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

機構辦理。 

臨時工作津貼 15歲以上未滿18

歲之未就學未就

業少年 

一、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諮詢並推介就

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發給臨時

工作津貼： 

(一)於求職登記日起十四日內未能推介就

業。 

(二)有正當理由無法接受推介工作。 

 

二、所稱正當理由，指工作報酬未達原投

保薪資百分之六十，或工作地點距離

日常居住處所三十公里以上者。 

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

機構辦理。 

補助參加技術

士技能檢定費 

15歲以上未滿18

歲之未就學未就

業少年 

一、補助學科測試費、術科測試費、報名

資格審查費、證照費。 

二、報加參加技術士技能檢定時應同時申

請補助，各補助項目最多補助3次，同一

職類同一級別以補助1次為限。 

請洽勞動力發展署技

能檢定中心 

服務專線：(04)2259-

5700 

https://www.wdasec.g

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