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中市國民中小學中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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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局中等教育科

04-22289111*54218

教育局國小教育科

04-22289111*54307

中輟業務
中輟業務

教育局學生事務室

04-22289111*55116

中輟及高關懷個案涉及宮廟不良
組織等問題

本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04-22289111*54221
中輟及高關懷學生輔導

二、脆弱家庭執行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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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25826369

（一）社會福利諮詢。

東勢區、和平區)：臺中市石岡區豐勢路 134

（二）社區福利資源

號2樓
北屯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北屯區)：臺中市北 04-24372339。
屯區旱溪西路三段 260 號 3 樓

連結及轉介。
（三）經濟弱勢家庭
訪視評估扶
助。
（四）高風險家庭個
案服務。

大甲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大甲區、外埔區、 04-26803385。
大安區)：臺中市大甲區水源路 169 號 2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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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里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太平區、霧峰區)： 04-22702595。
臺中市大里區甲興路 100 號 4 樓

及天然災害個
案關懷訪視。
（七）社區資源整合
與開發。

沙鹿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沙鹿區、梧棲區、 04-26351988。
清水區)：臺中市沙鹿區福幼街 8 號 3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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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原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豐原區、后里區)： 04-22289111#38630
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 36 號 3 樓，
北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北區)：臺中市北區民 04-22062790
權路 400 號 4 樓
西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中區、西區)：臺中市 04-23755055。
西區五權五街 285 號 2 樓
西屯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西屯區)：臺中市西 04-22512939
屯區市政北二路 386 號 6 樓
烏日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大肚區、烏日區、 04-23362033
龍井區)：臺中市烏日區長樂街 141 號 3 樓
東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東區、南區)：臺中市 04-22220289
東區臺中路 99 號
南屯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南屯區)：臺中市南 04-23808825
屯區南屯路 2 段 407 號 5 樓
大雅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潭子區、大雅區、 04-25661900
神岡區)：臺中市大雅區雅環路 2 段 301 號 3
樓

三、家庭暴力、性侵害、兒少保護
單位名稱

電話
04-22289111*388750

業務內容
1.性侵害
2.家庭暴力、目睹家暴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3.兒少保護案件
4.性剝削

四、社區心理衛生
單位名稱
臺中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電話
04-25279075

業務內容
1. 自殺高風險個案評估
2. 社區民眾心理衛生諮詢
備註:提供學生家長或其他成
員有自傷自傷問題心理諮詢
服務。

五、毒品危害防制
單位名稱
臺中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電話
04-25265394*5632

業務內容
1.毒品防治業務
2.中輟/中途離校學生涉及
毒品追蹤輔導

教育局學生事務室

04-22289111*55113

學校春暉個案業務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04-22583211

毒品防治業務

六、中輟及違法學生協尋、偵查、輔導
單位名稱
臺中市警察局少年警察隊

電話
04-22583091

業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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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婦幼警察隊

04-23277772

中輟及高關懷學生涉及性剝
削、性侵害案件偵查

警察局少年隊少年輔導委員會本
會

04-22583709

虞犯少年外展輔導工作

七、警察局各分局少年業務防治官聯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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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司法資源
單位名稱

電話

業務內容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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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保護室

九、法律扶助基金會各地分會
分會
臺中

地址

電話

臺中市西區三民路
一 段 159 號 4 樓

04-23720091

服務時間
週 一 ～ 週 五 AM9:00~12:00
PM14:00~17:00

十、親職諮詢
單位名稱

電話
04-22298885

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

(885 求助專線)

業務內容
親子職教育、家庭教育、婚姻教育、建
構最需要關懷家庭輔導

民眾求助電話：1995
生命線

一般民眾心理困擾線上會談
民眾求助電話：1980

張老師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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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家庭福利資源
單位名稱

電話

業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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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2289111 分機 37651
單親及弱勢家庭短期租屋津貼相

社會局婦女福利及性別平等科

04-22062790 分機 210

關業務

十二、家長經濟問題-卡債諮詢相關資源
專線名稱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卡債諮詢

電話與網址
0800-869899

及申訴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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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協談輔導諮詢電話
專線名稱

電話

各縣市生命線

當地直撥 1995

各縣市張老師

當地直撥 1980

小太陽自殺防治專線

0800-222911

兒福聯盟~爸媽 call in 教養專線

0800-532880

婦幼保護專線

113

衛生署免付費心理與醫療諮詢服務電話「安 1925
心專線」「全國自殺防治專線」

臺中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局中心 22289111#54221
＊山區分中心 22289111#54231
＊海區分中心 26260158
＊屯區分中心 35072281#11
＊中一區分中心 22012371#9
＊中二區分中心 23584979#9

十四、中介教育及輔導資源
性質
資源式中途班

學校名稱
育英、大徳、五權、雙十國中

服務內容
提供中輟學生及中輟之虞學生多元另類適性課
程及輔導措施，為達教學資源共享目的，學校
除招收校內中輟復學學生外，並招收鄰近學校
中輟復學學生，請各校協助有此需求之學生轉
學至上述 4 所學校，學生學籍問題請兩校共同
進行協商。

合作式中途班

創路學園

招收因家庭因素導致其行為偏差及中輟學生，
對象為國小 3 年級至國中 3 年級女學生，申請
表格請逕上本市學生輔導諮商 E 化服務系統下
載。

慈輝學校

善水國民中小學

招 招收因家庭因素導致其行為偏差及中輟學生，
對象為國小 5 年級至國中 3 年級男學生，申請
表格請逕上本市立善水國民中小學網站下載。

