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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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局高中職教育科 04-22289111*54114 高中職教務、人事業務 

教育局學生事務室 

04-22289111*55103 
高關懷個案涉及宮廟不良組織或藥

物濫用等問題 

04-22289111*55116 中途離校學生業務 

04-22289111*55111 
教師管教及校園霸凌案件調查與處

理、高中學務工作 

04-22289111*55115 學生輔導業務 

04-22289111*55104 學校春暉個案管理業務 

04-22289111*55105 毒品防制宣導 

04-22289111*55103 毒品防制教材教案 

臺中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04-22289111*54224 未就學未就業青少年關懷扶助計畫 

 

二、經濟救助 

機關名稱 電話 業務內容 

社會局社會救助科 

04-22289111*37226 社會救助通報扶助業務 

1957 福利諮詢專線 

04-22289111*37225 
馬上關懷急難救助 

社會局社會工作科 

04-22289111*377519 
弱勢緊急家庭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 

兒少高風險家庭關懷處遇服務 

04-22289111*377521 清寒學生就學生活扶助專案 



臺中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1966 長照服務專線》

手機或市話皆可直撥

「1966」，前 5 分鐘免

付費。 

長期照顧業務 

社會局婦女福利及性別平等科 04-22289111*37062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業務 

 

三、家暴、性侵害、兒少保護（檢視單位：家防中心） 

機關名稱 電話 業務內容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04-22289111*38750 

1.性侵害 

2.家庭暴力、目睹家暴 

3.兒少保護案件(含毒品) 

4.性剝削 

 

四、親職諮詢（檢視單位：家庭教育中心） 

單位名稱 電話 業務內容 

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 
市話：4128185 

手機：02-4128185 
親職教育、家庭教育、婚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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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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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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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岡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新社

區、石岡區、東勢區、和平

區)：臺中市石岡區豐勢路 134

號 2 樓 

04- 25826369 

 

（一）社會福利諮詢。  

（二）社區福利資源 

      連結及轉介。  

（三）經濟弱勢家庭 



北屯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北屯

區)：臺中市北屯區旱溪西路三

段 260 號 3 樓 

04-24372339。       訪視評估扶助。  

（四）高風險家庭個 

      案服務。  

（五）弱勢家庭兒童 

      及少年緊急生  

      活扶助個案追 

      蹤訪視。  

（六）重大意外事件 

     及天然災害個 

     案關懷訪視。  

（七）社區資源整合 

      與開發。  

（八）辦理轄區資源 

      聯繫會議。  

（九）辦理社區預防 

      性服務方案活 

      動。  

 

大甲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大甲

區、外埔區、大安區)：臺中市

大甲區水源路 169 號 2 樓 

04-26803385。 

大里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太平

區、霧峰區)：臺中市大里區甲

興路 100 號 4 樓 

04-22702595。 

沙鹿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沙鹿

區、梧棲區、清水區)：臺中市

沙鹿區福幼街 8 號 3 樓 

04-26351988。 

豐原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豐原

區、后里區)：臺中市豐原區陽

明街 36 號 3 樓， 

04-22289111#38630 

北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北區)：

臺中市北區民權路 400 號 4 樓 

04-22062790 

西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中區、

西區)：臺中市西區五權五街

285 號 2 樓 

04-23755055。 

西屯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西屯

區)：臺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二路

386號 6樓 

04-22512939 

 

烏日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大肚

區、烏日區、龍井區)：臺中市

烏日區長樂街 141 號 3 樓 

04-23362033 

 

東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東區、

南區)：臺中市東區臺中路 99

號 

04-22220289 

 



南屯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南屯

區)：臺中市南屯區南屯路 2 段

407 號 5 樓 

04-23808825 

 

大雅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潭子

區、大雅區、神岡區)：臺中市

大雅區雅環路 2 段 301 號 3 樓 

04-25661900 

 

 

六、就業資源（檢視單位：勞工局） 

單位名稱  聯絡電話  地址  服務區域  

市府就業服務台  

電話：04-

22289111*35650 

傳真：04-22520674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

99 號文心樓 1 樓  

北區  

西區  

西屯區  

北屯區  

南屯區  

仁和就業服務台  
電話：04-22808369 

傳真：04-22803929 

臺中市東區仁和路 362-1 號  

(勞工服務中心 ) 

東區、  

中區  

大里就業服務台  
電話：04-24852742 

傳真：04-24827857 

臺中市大里區新光路 32 號  

(兒童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 ) 

大里區  

大平區  

霧峰區  

烏日區  

南區  

東勢就業服務台  
電話：04-25771761 

傳真：04-25770651 

臺中市東勢區豐勢路 518 號  

(東勢區公所 ) 

東勢區  

新社區  

和平區  

石岡區  

潭子區  

豐原區  

神岡區  

大雅區  

大肚就業服務台  
電話：04-26982240 

傳真：04-26982243 

臺中市大肚區沙田路二段

646 號  

(大肚區公所 ) 

大肚區  

龍井區  

沙鹿區  

梧棲區  

大甲就業服務台  
電話：04-26801493 

傳真：04-26801495 

臺中市大甲區民權路 52 號  

(大甲區公所 ) 

大甲區  

外埔區  

大安區  

清水區  

后里區  



單位名稱  聯絡電話  地址  服務區域  

豐原就業服務站

(勞動部委辦 ) 

電話：04-25271812 

傳真：04-25253993 
臺中市豐原區社興路 37 號  

 

中科就業服務台  
電話：04-25607437 

傳真：04-25688320 

臺中市大雅區中科路 6-1 號  

(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

理局工商大樓 1 樓 ) 

中部科學

園區所屬

區域  

潭子就業服務台  
電話：04-25346908 

傳真：04-25346903 

臺中市潭子區台中加工出口

區建國路 1 號 (加工區管理處

大樓 ) 

潭子區  

大雅就業服務台  
電話：04-25605892 

傳真：04-25691783 

臺中市大雅區雅環路二段

299 號一樓 (大雅區公所旁 ) 
大雅區  

神岡就業服務台  
電話：04-25631565 

傳真：04-25611365 

臺中市神岡區神圳路 2-1 號  

(神岡區公所第二辦公室 ) 
神岡區  

后里就業服務台  
電話：04-25584691 

傳真：04-25582763 

臺中市后里區福音路 89 號  

(后里調解委員會 ) 
后里區  

石岡就業服務台  
電話：04-25811151 

傳真：04-25811161 

臺中市石岡區豐勢路 134 號

2 樓 (石岡社會福利館 ) 
石岡區  

新社就業服務台  
電話：04-25810882 

傳真：04-25826437 

臺中市新社區復盛里興社街

二段 28 之 1 號 (新社區公所 ) 
新社區  

和平就業服務台  
電話：04-25943083 

傳真：04-25941158 

臺中市和平區南勢里東關路

三段 156 號  

(和平區公所大廳 1 樓 ) 

和平區  

 

七、社區心理衛生（檢視單位：衛生局） 

單位名稱 電話 業務內容 

臺中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04-25155148 
1. 自殺高風險個案評估 

2. 社區民眾心理衛生諮詢 

 

 

 

 

 

 

 

 



八、毒品危害防制 

單位名稱 電話 業務內容 

臺中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04-25265394*5622、

*5621 

1.毒品防制相關業務諮詢 

2.青少年戒癮治療轉介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04-23281927 查緝毒品工作 

 

九、警政資源 

單位名稱 電話 業務內容 

臺中市警察局少年警察隊 04-22583091 

1. 行蹤不明中輟學生協尋 

2. 虞犯少年協尋偵查 

3. 少年觸法行為偵查 

臺中市警察局婦幼警察隊 04-25295074 

1. 兒少性剝削防制 

2. 性侵害防治 

3. 兒少保護 

臺中市少年輔導委員會 

04-22583709 

04-22511670 

04-22583710 

04-22583711 

04-22583117 

虞犯少年輔導工作 

 

十、各分局少年防治業務 

單位 地址 聯絡電話 

第一分局 臺中市西區三民一段 178號 04-22221982 

第二分局 臺中市北區太原路 2段 228號 04-22351005 

第三分局 臺中市南區復興路 3段 157號 04-22252694 

第四分局 臺中市南屯區向心南路 811號 04-23892092 

第五分局 臺中市北屯區崇德路 3段 2號 04-22427889 

第六分局 臺中市西屯區市政路 456號 04-22513303 

豐原分局 臺中市豐原區中山路 225號 04-25243505 

大甲分局 臺中市大甲區中山里文武路 1號 04-26869722 

清水分局 臺中市清水區鰲峰路 23號 04-26225494 



烏日分局 臺中市烏日區三民區 126號 04-23381344 

霧峰分局 臺中市霧峰區甲寅里中正路 1236號 04-23393094 

太平分局 臺中市太平區勤益里中山路一段 215號 04-23938106 

東勢分局 臺中市東勢區北興里豐勢路 512號 04-25876850 

和平分局 臺中市和平區南勢里東關路 3段 154號 04-25941850 

大雅分局 臺中市大雅區中清東路 226號 04-25661029 

 

十一、司法資源（檢視單位：臺中地方法院） 

單位名稱 電話 業務內容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調查保護室 
04-22232311*3852 犯罪少年調查、保護工作 

法務部臺中少年觀護所 04-23803642*211 少年法庭裁定收容男少年 

法務部少年觀護所女子分所 04-23840936*332 少年法庭裁定收容女少年 

 

十二、法律扶助 

分會 地址 電話 服務時間 

法律扶助基金會 

臺中分會 

臺 中 市 西 區 三 民

路一段 159 號 4 樓  
04-23720091 

星期一~星期五  

早上 9 時至 12 時；下午 2 時至 5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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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0-869899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債務諮詢 02-85961629 

銀行公會之債務協商機制民眾諮詢 02-85961629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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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0-878-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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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心理諮詢電話 

專線名稱 電話 

衛生福利部免付費「安心專線」 0800-788995（請幫幫、救救我） 

衛生福利部免付費「戒毒諮詢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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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區別 責任區 聯絡電話 

行政中心 

(教育局) 
全區 

所在位置：陽明市政大樓 

地址：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 36 號 4 樓 

聯絡電話：04-2228-9111 分機 54221-54224 

傳真號碼：04-2520-0920 

山區分區中心 

潭子區、豐原區、后

里區、石岡區、新社

區、東勢區、和平區 

所在位置：陽明市政大樓 

地址：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 36 號 4 樓 

聯絡電話：04-2228-9111 分機 54231(值班台) 

傳真號碼：04-2520-0920 

海區分區中心 

清水區、梧棲區、大

安區、大甲區、外埔

區、神岡區、沙鹿區 

所在位置：清海國中 

地址：臺中市清水區中央路 51-60 號 

聯絡電話：04-2626-0158(專線) 

傳真號碼：04-2626-0159 

屯區分區中心 
南區、大里區、霧峰

區、太平區 

所在位置：光榮國中 

地址：臺中市大里區東榮路 280 號 

聯絡電話：04-3507-2281 分機 11(總機) 

傳真號碼：04-2483-7735 

中一區分區中心 
北區、中區、西區、

東區、北屯區 

所在位置：五權國中 

地址：臺中市北區英才路 1 號 

聯絡電話：04-2201-2371 分機 9(總機) 

傳真號碼：04-2201-2372 

中二區分區中心 

南屯區、西屯區、大

雅區、龍井區、烏日

區、大肚區 

所在位置：安和國中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天助街 1 號 

聯絡電話：04-2358-4979 分機 9(總機) 

傳真號碼：04-2358-7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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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家庭福利資源 

單位名稱 電話 業務內容 

社會局婦女福利及性別平等科 04-22289111分機 37651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相關業務 

社會局婦女福利及性別平等科 04-22062790分機 210 

單親及弱勢家庭短期租屋津貼相

關業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